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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RTS & FINANCE

小马队无缘季后赛
新年第一天，NFL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在主场以24:20击败美

洲虎队，以一场胜利结束了2016-17赛季，但8胜8负的战绩让他们
又一次与季后赛门票失之交臂。

2017超级碗将于2月5日在休斯顿举行
NFL常规赛结束，季后赛立刻开始。周六周日两天进行四场外

卡战。第51届超级碗将在2月5日在休斯顿举行。

哈登创NBA记录
NBA休斯顿火箭队的球星哈登在31日对阵尼克斯的比赛中得到

53分、16个篮板和17次助攻。他成为了NBA历史上第一位单场至少
得50分15篮板15次助攻的球员。

姚明将出任中国篮协主席？
新年伊始，一则“姚明或将出任中国篮协主席、甚至挂帅中国

男篮”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中国体育圈热议。

AlphaGo升级版再创神话
最近横扫网络的神秘棋手“Master”4日公布了真实身份，他就

是AlphaGo的升级版。Master以60胜0负1平的完美战绩谢幕，这是人
工智能的又一里程碑式的进步。

上海上港队天价俘获巴西足球明星奥斯卡
25岁的巴西足球明星奥斯卡2日抵达上海，他以打破亚洲转会

纪录的6000万欧元天价从英超劲旅切尔西队转战中超上海上港队。

第39届省港杯
第39届省港杯第二回合4日结束，两队最终1：1握手言和，首

回合广东3：2取胜，广东总比分4：3夺冠，连续第四年捧杯。

【本报体育记者 雷震 报道】2016
转眼已过，2017如约而至。去年因为
巴西奥运会和法国欧洲杯，可谓体育
大年。然而大年一过，2017年注定是
个世界体坛的“小年”，“小年”的
赛事不大，但依然有看点，值得体育
迷期待。

 

一、足球“中国杯”
新 年 伊 始 ， 中 国 足 球 率 先 亮

相，10日至15日，首届“中国杯”国
际足球赛在广西南宁举行，三个国家
队堪称世界级强队，分别是世界排名
第4位的智利队、世界排名第14位的克
罗地亚队和世界排名第21位、法国欧
洲杯的“黑马”冰岛队。这将是里皮
指挥下的中国队一次难得练兵机会，
备战3月份重燃战火的世预赛亚洲区12
强赛。

 

二、非洲国家杯
2016欧洲杯战罢，2017非洲“国家杯”将于1月14

日至2月5日在加蓬举行，16支队伍将为冠军而战，这是
非洲最高规格的国家队比赛。随着非洲球队在世界杯的
战绩不断提高、非洲球员在欧洲各大联赛的地位不断加
重，一月的非洲杯成为国际足坛的一大看点。非洲足球
队的攻击火力都很强大。东道主加蓬、上届冠军科特迪
瓦和亚军加纳都是传统的强队。

 

三、2018世界杯名单出炉
进入2017年，意味着2018世界杯不远了。今年，俄

罗斯世界杯预选赛将继续进行，32强终极名单将尘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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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投资——房产投资的基础知识
时光匆匆，我们在《亚美导报》发表

文章已有大半年了。现趁着新年新气象，
在这2007年第一篇短文里，再把房产投资
的各个项目做个比较，提供一些对您设
立投资计划或公司的建议。希望能在投资
路上，帮您多了解一下从事房产投资的事
宜。许多课税及法律相关的部分，都是我
们公司的私人经验，只能做为参考。有不
清楚的地方，还是请您请教专业会计师及
律师。

先从投资资本说起。在投资的世界
里，有闲钱在手上的投资人，会比较容易
起步，但也不能打包票一定会赚钱成功。
如果只跟着人云亦云，自己没有目标，有
时反而会赔钱。投资资本，所谓的闲钱，
一定要是平常不需用的钱，可以长期拿出
来从事投资，就算是暂时赔了钱，也不会
影响到目前的生活。向银行贷款来买投资
租房产，虽然利用OPM（Other People’s  
Money）来提高您的投资报酬率，但是绝
对要有周全的计划。如果大肆购买贷款房
产，扛了过多的债（Mortgages），手上现
金突然不足（失业、退休、找不到租客、
离婚、破产、花了大量修房经费，等等） 
而惨遭房子被银行收回，您的信用一落千
丈，十年也不能再贷款，是很划不来的。
如果手上没太多现金可以投资，拿出自管
退休金（Self-directed Retirement Funds）或
用已有不少产权（Equity）的房子来借信贷
额度（Line of Credit）以内的钱，都是比较
稳当的方式。

再说投资项目。房产投资可以赚钱的
方式五花八门，但是除了“向钱看”，还
要考量自己有没有办法经营，是不是能有
被动收入（Passive Income），帮您达到最
终的投资目标——财务自由。许多人一听
到做房产赚大钱，第一想到的就是买低
价的问题房产或法拍屋（Bank Foreclosed 
Properties），里外修好，卖掉来赚差价，
做翻修生意（Rehabbing）。在市场对的时
候（扩展期Phase II Expansion），是可以

赚不少的。但是，翻修房子基本上像是您
的另一分全职工作，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
状况，伤透脑筋也可能赚不了多少钱。如
果您没有什么修房买房经验，可以和其他
有经验的投资人合作，建议不要自己轻易
尝试。美国在2008年的经济风暴，银行为
了能生存，把大部分的房子直接卖给大财
团，不再自己花钱来拍卖收回来的房子
了。有些拿出来卖的，价钱上也不便宜，
目前很不容易找到有赚头的房产来翻修赚
钱。但对资金雄厚的大财团来说，却还是
有不少的机会，直接跟银行买打了大折
扣的房子，修好赚钱。很多人也建议以
做直接转卖（Wholesaling）来入门房产投
资, 手上不需有大量现金。找到便宜的房
子，不修，和要买房产的投资人讲好价，
直接脱手，拿上千或上万的转手费。说起
来容易，但是实际做起来，不是每个人都
能掌握的。由于要不停的找房子脱手来赚
钱，这也会变成了您的另一份全职工作。
这两种自己直接经营房产买卖赚钱的方式
（Sole Proprietorship），赚来的钱在课税
上是以您的一般收入来算。虽然成立公司
比自己个体户来经营复杂些，但是长远来
说用公司来经营，好处是绝对大过个体户
的。特别是目前的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
先生提议要把公司税改为一律只有15%。
成立您自己的公司，可能在未来税法通过
时， 报税时可以省下不少的收入税。另一
个好处是可以成立您的公司自管退休计划
（solo 401K Plan )，可以把赚来的钱在税
前抵掉省税（total up to $53,000 or $59,000 
if over 50），拿来投资非传统的投资品，
或是成立Roth solo 401K，用税后的钱来
投资非传统的投资品，投资赚来的钱，永
远不会再上税。我们有专业的公司和印州
的房产律师可以介绍给您，让您能多了解
一下公司成立及设立solo 401K Plan的好处
及必要性。

投资被动收入的房产项目，如当私人
借款人（Private Money Lenders）、买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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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
——我们传授的不仅仅是技巧。我们更着重的是教会他们学习方法。

对于成人
——我们会用简单易学的方法，让他们尽享音乐带来的快乐。

项目 对象 时长 费用

钢琴 4-17岁、成人
30 分钟 $ 30

60 分钟 $ 60

小提琴
大提琴

4-17岁、成人 30 分钟 $ 30

60 分钟 $ 60

二胡、古筝 7岁－成年 60 分钟 $ 70

声乐、表演 7岁－成年 60 分钟 $ 70

产本票 （Buying & Selling Notes）、参加房屋
税置留权拍卖 （Property Tax Lien Sales），
都是除了买租房产当房东外常见的被动收入
投资方式。有三样主要的好处， 第一，您
不用太花时间精力来经营；第二，由于不是
房产拥有人，被扯上官司的机会大大的减
少了；第三，您可以用自管的退休金来买这
些项目，除了可以抵税赚钱，也把这些资产
合法的保护起来，如果不幸被告打官司或宣
告破产都不会被收走的。这三种又以当私人
借款人风险最小，工夫少，利润也不错。找
到可信赖又有经验的翻修投资人或财团，谈
拢分红条件，就可以轻易地收利息赚钱。买
卖房产本票要了解房产投资在贷款方面的过
程，也要找到信赖的专业律师及房地产权公
司（Real Estate Title Company）经常资询，
适合有经验的投资人来从事。房屋税置留权
拍卖，每一个县一年才办一次，除了要面对
很多资金雄厚的职业买者，事前功课也要做
踏实，才不会买到头痛房产或赔了资金。

拥有租房产（Rental Properties），当房
东是许多有资本的投资人最常开始的投资项
目。买一栋十万美金左右的房子，扣掉保险
费、屋税、一般维修，有至少12%的ROI在
美国中西部是很容易的。许多来自其他房产
较贵的州的投资人，大老远的用自管退休金
在这里买租房产长期投资，我们这些当地的
投资人真要好好把握机会。提供租房产，除
了投资人有很多独特的好处，也解决不少不
买房子只租房子的人的住宿问题。但是由于
有房客，房子维修会比较费工夫，也有很大
的机会碰上恶房客，吃上官司。所以建议一
定要成立经营房产的公司，不要用自己的名
字来买房产登记过户。有人想告公司（房产
的拥有者）的时候，公司和您个人的资产是
分开的，不会牵涉进去。由于律师查不到公
司的资产，也没办法把您扯进去，通常会撤
销起诉的。建议您可以请律师或会计师成立
公司，了解一些成立公司前后要做的事来保
障自己的权利，除了可以省下不少麻烦，也
不会由于打官司，把辛苦赚来的钱一起给赔

了进去。另外一种方式，是和我们合作一起成立公
司经营短期或长期计划。我们在和您一起赚钱的时
候，会一一和您分享我们的经营方式。在计划结束
以后，赚了钱，您也有了很好的投资概念，可以独
立自己经营或继续和我们合作。

我们在《亚美导报》发表文章的目的，除了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投资经验外，希望能多认识有
兴趣一起学习经营房产投资的华人。大家勤奋工作
之余，在投资房产的过程中，能相互交流讯息，彼
此帮忙，一起赚钱。我们公司也可以帮忙解决您可
能遇上买卖自家房产的问题，像要downsizing您目
前的大房子，但不想直接卖断，上重税；房子急着
要脱手，但一时卖不到好价钱，也不想赔钱卖；由
于一些原因，不能贷款，但是有稳定工作，想买房
子……之类等等，都欢迎和我们连络。谨祝福大家
2017 年平安健康，还要四时皆春好景气，鸡年亨通
大吉利！

联系方式：电话：317-863-9188
Email：wegroupllc@gmail.com
网站：wegroupforsuccess.com

定。12月1日，国际足联将在莫斯科举行决赛阶段分组
抽签仪式。另外，6月17日至7月2日，联合会杯足球赛
将在俄罗斯举行，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欧洲杯冠军葡萄
牙队、美洲杯冠军智利队和东道主俄罗斯队等八支劲旅
展开厮杀。

四、天津全运会
把视线转向中国。9月金秋，第13届全国运动会将

在天津举行。尽管全运会在中国不再占有统治地位，但
毕竟还是中国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赛事。为期13天的
赛程，某种意义上是新奥运周期的起点，诸多悬念值得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