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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不买房，一年又白

忙”的大众焦虑伴随着投资渠

道的日益多元化，近年来，“海

外置业”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

热词，在大商场、写字楼电梯

里时常能看到海外置业的广

告。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国人出于资产配置或者移民教

育等考虑，放眼全球置业海

外。如今，国人的海外置业现

状究竟如何？

一则留学生被骗的消息引起
美国华人圈关注，8 月 1 日，华
盛顿大学校警通报，该校 90 名
中国留学生因找人代缴学费被骗
了 100 万美元，今年 6 月开始缴
纳夏季学费时，有人告知这些学
生 通 过 代 缴 可 以 获 得 95 折 优
惠，这些学生因而被骗。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被骗并不
鲜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留学生
对留学国情况了解不多，正因如
此，很多骗子在租房这一环节上
对留学生进行诈骗。去年，有
100多名赴意大利佩鲁贾留学的
中国学生就在租房遭遇黑中介，
不但被骗走了 18 万欧元，还不
得不面对可能被当地政府驱逐的
困境。今年，一名准备到加州伯
克利大学交流的中国学生还没踏
上美国国土，就被骗子盗取QQ
十多次，在通过伯克利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论坛租房的时候，又
遇到十多次诈骗行为。

同时，一些留学生防范意识
不强，也是屡屡受骗的主要原
因。这次华盛顿大学留学生被
骗，就是因为他们轻信了一条代
缴信息，如果他们防范意识较
强，本是能通过向校方核实就很
容易识别信息真伪。90 名留学
生中竟没有人能提醒大家防范诈
骗，反而是全部遭骗，更说明他
们对这种留学生之间口口相传的
消息毫无戒备之心。

还有一些留学生被骗是出于
占便宜、走捷径的心理。此次骗
子以 95 折优惠做诱饵的因素，
还有一些留学生因为外语能力不
够强或在国内的学习成绩不够
好，无法申请到正规大学，只能
选择入学标准较低或靠花钱就能
就读的学校，结果被“克莱登大
学”（即办学不正规、颁发的文
凭不被社会认可的外国学校） 欺
骗。

留学生要防止被骗，首先
应加强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
很多留学生在留学前从未离开
父 母 ， 这 让 他 们 难 免 处 事 不
周，因此有必要让他们强化独
立生活能力，以便尽快适应留
学生活。此外，还应让留学生
增加对留学国情况的了解，通
过正规途径申请留学、办理租
房缴费等事务。最重要的是，
负责留学事务的政府机构也需
加强留学信息通报，让有留学
意愿的学生能更全面地了解外
国学校的信息，还应完善留学
预警机制，定期曝光“克莱登
大学”和非法中介名单，并对
留学生进行系统的留学指导。

（摘自美国《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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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晚，多起针对旅法华人的盗
窃、抢劫案在北部城市博比轻罪法庭开
审。据法国媒体报道，出庭受审的是两
名刚满 18 岁的青少年，今年 4 月底到 6
月期间，他们共犯下11起针对欧贝赫维
利耶市华人群体的抢劫案。

这两人是针对华人作案团伙中年龄
最大的。另有 3 名未成年人将在儿童法
庭受审。庭审当日，当法官询问他们为
何专挑亚裔“下手”时，他们狡辩称

“只是偶然”。但这两人在关押期间曾透
露过细节，“他们身上有现金，很好
抢。”法官读出两人此前的证词。这些
抢劫案的根源正是这种对华人的固有观
念。这11起抢劫案都发生在欧贝赫维利
耶市的“华人区”，大量华人在这里从
事纺织品批发贸易工作，并居住在附

近。在某些新建住宅中，华人群体占全
部居民的80%。

这些住宅早就被“盯上”了。小偷
通常潜伏在华人住宅的地下停车场里，
出其不意发起突袭。落单华人或夫妇在
遭遇殴打后被抢走随身物品：钱包、电
脑、手机、手提包或皮带……法官透
露，有些人还遭遇过催泪瓦斯袭击。然
而，在 11名受害者中，仅 3人在庭审中
提出上诉。其中一人表示：“他们不但
偷了我的东西，还动手打我，我毫无反
击之力。”最后，两名袭击者被判处两
年徒刑，并处罚金。

法国华人之家维权中心主任曹华钦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华人团体已成惊弓
之鸟，“我们对此地的治安问题非常担
忧。从 2015 年 11 月至今，已发生至少

100起针对华人的袭击案件，甚至可能更
多。并不是每个受害者都会报案。”频发
的袭击事件让华人不再沉默。

一位在欧贝赫维利耶市生活的华人
表示，抢劫自去年秋天开始，有的时候
一天 4 起。今年 1 月初，一个针对亚裔
群体实施过 23 次暴力抢劫的团伙被捕。
抢匪认为中国人有钱，但事实上，大部
分受害者都是没钱的工人。

欧贝赫维利耶市在巴黎治安黑名单

上榜上有名，很多华人都表示宁愿多花
钱住富人区也不愿住在那里。该地区人
口复杂，从2000年到2010年，移民迅速
涌入，平均每年增长1.5%，导致社会治
安混乱。2008 年，该地区拥有移民约 3
万人，占总人口的 40.2%，其中 4058 人
来自欧盟国家，1379人来自欧洲其他地
方，10976 人来自北非，6140 人来自非
洲其他地区。

（摘自《欧洲时报》）

美国中国大陆出生者的职业移民排期近3个月都停留在
2010年按兵不动，导致很多申请者对移民感到无望，只好
准备返回中国。很多人在美国已经居住近10年，却不得不
选择离开。

曾在洛市工作的赵小姐，在美国南加州学习和工作近
10 年，但今年 7 月她终于选择回国，“不想再熬下去”。她
表示，公司2014年开始帮她办绿卡，过五关斩六将，终于
到了只用排队的时刻，却迎来的排期大倒退，退到 2010
年，令她感到心灰意冷。她表示，按照现在的排期速度，
她拿到绿卡可能要到2020年，她不想让人生的心血都耗费
在熬绿卡上，所以决定回归中国，自己已年过30岁，却还
在这种漂泊的状态，毫无归属感，还不如回中国。虽然她
已经适应了南加州的生活，但她还是想要回国发展。她表
示，中国的生活虽然也有压力，但比起等待绿卡的焦虑，
这都还可以接受。

遥远的排期也导致很多刚毕业的年轻学生不愿意留在
美国。刚从圣地亚哥加大毕业的中国留学生王同学，在南
加州找到一份工作。不过他表示，看到现在的移民排期，
他甚至想放弃这份工作早日回国。如果想要熬绿卡，至少
要6年左右，而且在此期间不能换工作、不能升职，有点不
值得。如果中途再遭遇一些要求补充数据或排期倒退，会
等更久。还不如早回国发展，估计到时候也能靠投资移民
或跨国公司主管移民美国。他表示，条条大路通罗马，不
一定非要在美国熬，回中国也一样发挥才能。

（摘自美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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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区劫案频发

随身带现金招祸
攀 鸿

众多华人参加了抢劫案庭审

【海外置业正起步】

7 月 初 ， 美 国 房 地 产 经 纪 人 协 会 发 布
《2016 美国住宅国际买家报告》，年度调查显
示2015年4月—2016年3月，中国人共在美国
购置2.92万套房产，总价值为273亿美元，连
续两年成为美国住房市场最大海外买家。报
告同时指出，中国买家偏爱价格相对较高的
优质房源。

国人在美国的房产市场里，一不小心
便成为了最大的国际买家。实际上，中国
居民的海外置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有着巨
大的成长空间——据大公财经今年早些时
候报道，在内地首家海外地产交易中心万国
置地主办的 《2016 全球房产投资展望暨万国
置地全球房产投资白皮书》 深度解读会上，
万国置地投融资副总裁周雅婷表示，“中国
居民海外投资趋势正处于初步阶段”，预计
未来十年将有超过 3 万亿人民币的海外投
资需求。

除了出于移民教育等考虑的海外置业，

近两年汇率市场的剧烈变化，也增加了国人
海外置业的热情。据欧洲 《星岛日报》 报
道，由于脱欧所导致的英镑疲弱，华资垂涎
英国物业。根据中国内地最大的海外地产中
介平台“居外网”的数据，英国脱欧公投后
中国人购英国物业的趋势向旺，6月底至 7月
咨询购房数激增40%。

【购买豪宅夺眼球】

人们或许还依稀记得今年5月一位华裔学
生在加拿大购置豪宅的新闻，除了让人唏嘘
感叹的同时，也反映出国人海外置业的另外
一个特点，即频购豪宅。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温哥华格雷岬区
的一幢豪宅被一位华裔“学生”以 3110 万加元

（约合 1.57 亿人民币）的高价从加拿大投资银
行的创始人皮特布朗手中买下，这一价格也创
下了今年温哥华豪宅最高成交价纪录。

像这样的新闻，并不少见——比如据
《新西兰先驱报》报道，中国富豪以1010万新
西兰元 （约合 4500 万元人民币） 将奥克兰一

座海景豪宅收入囊中，该物业位于新西兰最
大城市奥克兰的富豪区帕奈尔，与该国总理
约翰·基的住所位于同一条街道；再比如据

《伦敦旗帜晚报》曾报道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
林花了8000万英镑 （约合7.7亿元人民币） 在
英国伦敦买下一处豪宅，并将与俄罗斯大亨
阿布当邻居。

对于高净值人士，海外购置豪宅无可厚
非，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专家分析表示，
国内居民海外置业的余款按揭，以及持续、
高额的物业费用等，加之汇率的变化起伏，
都有可能会让居民财富大量蒸发。

【谨慎投资避风险】

海外置业并非稳赔不赚的买卖，国外的
月亮也未必就比较圆，正所谓风险和收益成
正比，危机往往潜藏在繁荣之中。正如 《美
国住宅国际买家报告》 同样所透露出的数
据，2015年中国买家在美国购买额为286亿美
元，2016年降至273亿美元——这也是中国买
家购买额自2011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根据华文媒体报道进行统计，不难发
现：近几年，国人在海外的疯狂置业也引发
了一些国家的政策反弹。从今年3月起，美国
政府开始打击空壳公司现金买房策略；日
前，加拿大温哥华已开始向海外买家征收15%
的房产转让税；新加坡、墨尔本等城市也均
颁布了额外的印花税……

除了政策上的收紧，汇率、税费、养房
成本等因素，也都是国人应在海外置业前应
该进行通盘考虑的。澳大利亚当地媒体去年
就曾报道一起因违反澳大利亚法律而造成房
屋被强制出售的惨痛事例。报道称，澳大利
亚相关部门发布声明，一名中国买家 2014 年
在墨尔本花 520 万澳元 （约合 2350 万元人民
币） 购买的豪宅将被强制出售，此外被强制
出售的还有其他6套房产，买家分别来自中国
内地、中国香港和德国。原因在于澳大利亚
对外国人在澳房产购买有着严格规定。然而
不少不符合条件的中国人都在澳大利亚房地
产中介、律师或亲友的“运作”下，违规购
置住宅。

房产购置毕竟花费不菲，套用一句话，
“房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国人海外置业：“买买买！”
本报记者 石 畅

美国的待售房产美国的待售房产

●美国

排期滞后移民渺茫

华人选择回国发展
张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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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企业中金集团
强势进军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旅游市场，
斥资约2500万澳元买下了降灵群岛中的
南莫尔岛度假村。

中金集团最近在一笔价值3000万澳
元的交易中买下了拥有 296 间客房的白

日梦岛，并且已经开始对该岛进行重新
开发，这个岛的卖主是维生素企业家布
里万，他最初开价6000万澳元。

另一家中国大公司白马集团在2012
年年末只花了1200万澳元就买下了莲达
文岛，并且加强了再开发计划，打算把

它重新开发成一个价值 6亿澳元的三星
级度假村岛屿，然后通过其有线电视公
司，向中国游客进行市场营销。

澳大利亚昆州消息人士说，中金集
团被南莫尔岛吸引是因为它拥有超过
12 公顷的可开发的海滨土地，其中包
括一块全长 600 多米的正对海滩的地
皮 ， 而 白 日 梦 岛 几 乎 已 经 都 开 发 完
了。南莫尔岛的卖家是昆州企业家罗
斯，被标榜为降灵群岛“皇冠上的明
珠”，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有
将近 27 公顷的租赁土地。《澳洲人报》
看到的一份总体规划显示，这里可以
开发四星级、五星级和六星级的度假
村，俯瞰鲍尔海湾。

总体规划中还包含了豪华住宿设施
和水疗中心。根据现有的规划条件，南
莫尔岛上可以开发1300多间客房，不过
需要经过市府批准。根据协议，购买价
格包括了一个约有 188 间客房，目前没
有运营的度假村，这笔交易是由仲量联
行的酒店高管哈博和斯塔布谈成的。

此外，同样位于昆士兰州，坐落于
大堡礁南端附近的面积 9.4 公顷的龟
岛，近期也在中国展示出售。

（摘自《澳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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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豪爽购岛瞄准中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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