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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飙升惊人！美国近40所大学4年制学费超25万
现如今美国大学的学费以令人担忧的速度飙升。
投资管理公司Vanguard最近的分析估计私立学院将在未
来的18年内每年花费约12万美金。
令人震惊的是，基于今天大学的成本，令人质疑现在高
等教育模式是否可持续存在。
目前，有38所美国大学四年下来花费超过25万，下面就
一起来看看哪些学校博得头筹吧。

第10名：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是一
所教会私立大学，占地175英亩。
南卫理公会大学是卡耐基基金会指定的一类研究性大学
之一, 据《耶鲁大学日报大学指南》指出，这所特别着重体
育活动（尤其是足球）的教会大学，由于学费较昂贵，入读
的多是美国南部中上家庭的白人子弟，较佳的学科包括有美
术、戏剧、历史和商科，学生整体的学习气氛可以用”轻松
写意“四个字来形容。
大学共提供2000个宿位，不少旧生都喜欢在Greenville
Avenue以东一带租房间住，因为租金也便宜。

第9名：哈弗福德学院（Haveford College）
哈弗福德学院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名城费城郊外的同名小
镇。是基督教教友派在美国最早建立的学校之一，迄今仍有
其精神传承。
原为男校， 上世纪70年代开始招收女生。该校注重培养
学生的调查精神、语言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
以及热爱学习的品质。诚信是该校价值观的核心，几乎涵盖
学术和社交生括的各个方面，被媒体评价为“因诚信而最受
欢迎的大学”，如无人监考和可以带试卷回宿舍考试己经成
为惯例。
在学术和个人教育力面较高的原则性，是该校荣誉的标
志。该校为美国社会各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南加州大学成立于1880年，位于美国西南部的洛杉矶市
中心的南加州大学是美国西部规模及最古老、世界知名，拥
有丰富设备、教学资源，坚强课程与师资的私立大学，它同
时也是“美国大学联盟”的一员，全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一般简称为“南加大”。
南加州大学为洛杉矶的第一所全能大学。南加州大学亦
是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研究与发展”经费最多的十所美
国私立大学之一。
第7名：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建立于公元
1831年。
第一任校长为 Albert
Gallatin 先生，成立之
初，纽约大学全校学生只
有158人、14位教授，为一家私立的教学研究机构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所设课程压力不大，但要求甚高，学生称其
“not high pressure, but demanding” 。
而31名诺贝尔奖得主更是使纽约大学光芒四射，享誉世
界。
第6名：斯克利普斯学院
（Scripps College）
斯克利普斯学院是一所小
型，与隔壁男女混校学院紧密
联系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只
有 Barnard和Spelman提供同样
单性别和双性别的混合环境。
创新主题课程利用交叉学科的方式学习。
斯克利普斯学院提供两个世界最好的经历——联系紧密
的女校，这里传统有每周的茶话时间和现烤的饼干；同时也
由于Claremont College联盟拥有大型研究生院的视野和资
源。
1926由新闻出版者Ellen Browning Scripps建立，学院还
延续着她所授予的精神：“通过女性在社区中作为学者积极
的参与活动而提高她们的智慧和才能的方式教育女性。”
学生们一般都很外向，能说会道，对于学习很严肃，虽
然她们也知道怎么玩儿。 “这里的氛围是互帮互助的，而不
是恐怖而竞争激烈的，” 一位学生说。 “在这么美丽的地
方你不可能抑郁。”

第5名：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位于加州克莱蒙特，是美国顶级私
立文理院校。CMC是美国最难录取的文理学院。
在2016学年，其取率仅有9.4%，低于了威廉姆斯学院、
杜克大学以及康乃尔大学等美国顶尖学府。
CMC学生来自29个不同国家，学生背景多样化。
2012-2013学年，在校生1254人，师生比例约为1:8，采
用小班授课的方式，平均每个班18人。
第8名：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第4名：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
莎拉劳伦斯学院成立于1926年，起初是一所女子学院，

现在是男女同校。学校以严谨的学术标准、低师生比和高度
个性化的课程而著称。
学校实行一对一师生指导制，注重在人文、表演艺术、
写作方面的培养。
在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中，文理学、通用研究和人文学
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热门学科。

第3名：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建于1892年的芝加哥大学，位于美国工业重镇芝加哥南
部密歇根湖畔，是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
由石油大王J.d.洛克菲勒捐资创办学校的设备齐全，并且
十分先进，是所具有浓厚文化气息之现代化的高等学府，尤
其在一些专业科目上的卓越成就更是令他校望尘莫及。
芝加哥大学在经济、物理上的专业非常著名，以往许多
华裔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均出自芝加哥大学或是与其有所渊
源。

第2名：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于1754年成立，在
2004年庆祝了建校250周年。
成立初期仅一间课室，一位教授及八名学生。现在，她
已经是常青藤八大名校之一，现有学生23650人。因为其占尽
纽约市地利，许多莘莘学子慕名而来.。
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下
设16个学院，综合学术排
名一直名列前茅。其医
学、法律和MBA也都出类
拔萃，在自然科学学科如
化学、生物、计算机、地
理等科目也享有国际声
誉。
第1名：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
哈维穆德学院是美国顶级的人文艺术学院之一，位于加
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市，创办于1955年12月，是一所涉及
科学、工程、数学领域的私立精英学院，同时还是克莱尔蒙
特系列学院之一。
哈维穆德学院致力
于培养社会科学及人文
科学领域优秀的科学
家、工程师和数学家，
这样学生就更加清楚自
己的工作对整个社会所
产生的影响。

MIT的新型脑控机 器 人 ， 能直接读取你 的 大 脑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实验室的一个
团队，想要让机器人成为我们人体更自然的延伸。比
如，通常情况下你不得不发出声音或者非常特别的思维
指令到控制器。但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实验室的这个团
队研发出来的方法，只需要简单地读取你的大脑数据，
并检测你在机器人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否注意到它的错误
即可。
为了使用这一技术，你将必须带上一顶脑电图的帽
子。这样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实验室的系统才能够读取
你的大脑活动。接着，该团队打造的计算机学习算法就
会在10-30毫秒内将使用者的脑电波进行分类。它在进行
分类的时候，会专注检测“与错误相关的电势”。当你
在发现某个错误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生成这些信号。
如果你不赞同对面机器人的决定，比如将一罐颜料放在
一个写着“电线”的篮子里，那么该系统就能检测到你

思维里的错误相关电势，从而纠正机器人的行动过
程。
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实验室的主任Daniela
Rus解释道：“当你在观察机器人的时候，你需要
做的就是在大脑中对它正在做的事情，表示赞同或
者不赞同。你不必训练自己以特定方式思考，这个
机器会来适应你，而不是反过来。”
该团队还打算继续提升该系统，直到它能够处
理更复杂的多重选择任务为止，毕竟错误电势越强
那么这个错误就会越大。Rus及她的团队认为这一
算法将赋予人类更强的能力来“监督工厂机器人、
无人驾驶汽车甚至是其它我们尚未研发出来的技
术。”为了测试这一算法，科学家们采用了一个有
着两只手的机器，它还长着一张平板电脑的脸，名
字叫做Baxter，是再思考机器人公司的产品。

2017年09月27日
有一种说法，遗产税的产生就是希望人人生来平
等，希望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含着银勺
子出世。而联邦赠与税的存在只是因为要避免人们在
去世之前就把财产分发出去。
1. 一般规定
美国税务居民的年赠与减免额度 2017年是
$14,000，夫妇两个就是$28,000。
只是赠与者报税，被赠与者是不需要要报税的。
如果当年您赠与任何人低于$14，000， 即使赠
与了100个人，也不需要申报，更不需要缴税。
除了年赠与额度$14,000以外，每个人一生会有
$5,490,000的遗产税减免额度，夫妻双方就是双倍。
就是说如果你当年赠与一个$30,000, 其中$14,000会算
入您当年赠与税的免税额度，剩下的16,000会累计记
入您$5,490,000 遗产税的免税额度。这个数据是
2017年的，这里是只对美国税务居民来说的。
注意：如果是美国非税务居民，则为6万美元 遗
产税免税额度。
2. 非现金转让
道理很简单，如果只是现金赠与与继承，也确实
简单。复杂的是实物赠与与继承，这里就涉及的一个
税基的问题。
例如房产赠与与继承，如果你赠与房产给子女，
子女拿到房产的税基就是你的税基，或者是购买时的
价格，或者出租房产为经过折旧后的税基。
另一种方案，如果您的子女继承了房产，则他
（她）的税基则为继承日的市场价格（Fair Market
Value)。这样，多年持有房产的增值部分则免于资本
利得税capital gain 了。
举例说明一下，赵女士用有一套出租房产，购买
价 $400,000, 多年折旧$150,000。 她的房产税基为
$250,000。 如果她赠与子女，子女拥有房产的税基则
是赵女士的税基$250,000.
如果子女以$500,000卖出，则$250,000 面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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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转让面临的赠与税和遗产税
利得税.
($500,000 -$250,000 = $250,000 )
这种情况，子女需要交 5万美元的capital gain tax.
$250,000X 20%(Long term captial gain tax rate)= $50,000.
另一种情况，如果子女在赵女士去世后继承，如果当时的市场价为500,000，子
女继承房产的税基为500,000， 子女以市场价卖出，则不需要付 capital gain tax.
这里就省下了50,000美元的税。
这个税基的概念也适用与证券与股票。
3.非美国税务居民面临的情况
随着美元的强劲走势与中国高净值资产海外资产配置的巨大需求，越来越多的
海内外华人，在即使是非美国税务居民的身份的情况下，也会面临礼品税与遗产税
的问题。

对于非美国税务居民，美国税法有不同的规定。 这里的
非税务居民的界定，不同于收入税中关于非税务居民的界定
(Green card test and Substantial Test). 这里的界定是一个关
于"Domicile" 的界定， 主要考虑您是否以美国作为主要居住
地，旅行的时间于次数，以及您是否有定居美国的意愿等等...

黑鱼在美国泛滥成灾
用手随便抓
吃货们早已跃跃欲试
由于黑鱼生性凶猛，繁殖力强，胃口奇大，常能吃掉
某个湖泊或池塘里的其他所有鱼类，它们甚至还能在陆
地上滑行，迁移到其他水域寻找食物，可以离水生活3天
之久。当黑鱼进入美国水域时，美国生态hold不住了。

美国曾经是国内最大
的牛肉供应商，自从
2003年受到“疯牛病”影
响，就一直被拒之国门之
外。图为检验检疫部门在
核查此次进口的美国牛
肉。
首批美国牛肉，已经
通过中国检验检疫部门的
审批，符合中国进口标
准。
时隔14年之后，美国
牛肉终于获准进入中国市
场，这也是今年5月中美两国“百日经贸计划”中的
十项成果之一，备受中美两国政府和民众关注。
首发的美国牛肉是取自肋骨间的牛肋条，又称
“牛腩王”。美国牛肉以谷饲为主，肉质醇香，鲜嫩
多汁且没有草腥味，非常符合亚洲人的口感。

的原因。
中国吃货表示实在不能忍，有这么好的食材竟
然浪费！要知道，近几年中国的野生黑鱼越来越少

美国的黑鱼开始泛滥成灾了。

了，人们为了尝鲜，人工饲养的黑鱼也成了盘中

这对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力极大，导致当地一些鱼种濒

餐。如果美国这些黑鱼在中国，那绝对得吃成灭

临灭绝。美国人对黑鱼痛恨不已，尤其是渔民。他们认

时隔14年美国牛肉
重返中国餐桌

为黑鱼不好吃，很少有人吃黑鱼，这也是黑鱼泛滥

绝。

美国前1%的富翁

在每个年龄段都赚多少钱？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社会人们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衡性越
来越明显。
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变得更加富有，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人群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中产阶级正
在缓慢消失。
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援引三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cketty）、伊曼纽尔-赛
斯（Emmanuel Saez）和盖
布瑞尔-祖克曼（ Gabriel
Zucman）近来获得的分析
结果指出，50%处于美国社
会底层人群的收入在过去
35年里未出现任何增长。
要理解上述分析结果
的含义，可以对不同年龄
阶层中的美国最富有的
1%人口的年收入进行分
析。
从25到64岁之间，若
要进入美国人口收入最高
的1%人群所要达到的年收
入（单位：千美元）门
槛。数据来源：Business
Insider对《2015年美国社
区报告》相关数据的计算结果。
Business Insider通过对美国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
结论，25岁时每年需要挣得至少116000美元方可挤进美国最
富有的1%人口，而到64岁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年收入门槛已经

达到473000美元。
数据来源于《2015年美国社区报告》，该报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
每年编写。该局对1%的美国普通家庭民众进行访谈以从经济、人口
学、社会和住房特征方面对被访者进行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分析人员还运用来自“综合公共利用微数据系
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个人层面的数据进行分
析。综合公共利用微
数据系列是明尼苏达
大学明尼苏达人口研
究中心的项目之一，
其允许研究人员对
2015年内所有年龄阶
层中的美国1%富裕人
口的断档情况做出预
测。
《美国社区报
告》在经过研究之后
发现对那些拥有极高
收入的人群很难对其
进行特征定义。另一
些研究者则选择其他
数据来研究上述人群
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比如纳税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
收入达到美国人口收入中最高的那1%水平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的财富总
和也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因为财富的积累有不同的来源。不可否认的
是，《美国社区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可以让人们更好的理解那1%的富
人们到底多么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