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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房地产投资产投资

�商业 101

�商业展望与预测

�投资机会

� EB5 计划（美国投资移民）� EB5 计划（美国投资移民）



物物业类型业类型

� 办公室:  

◦ 低层型，中层型和高层型

◦ A,B 和C级.

◦ 使用面积(平方英尺), BOMA

� 工业型

◦ 办公室/仓库,独立建筑, 多人租赁, 大型制造厂, 研发
或工业区。

◦ www.naiop.org国家工业协会和办公类地产



物物业类型业类型((继续继续......))

� 商业类型:  

• 购物中心，住宅区域购物中心，独立建筑型商店

• 餐饮、娱乐设施

• 大型独栋方形购物中心

� 公寓物业

◦ 连体别墅◦ 连体别墅

◦ 大型公寓房产–多家庭式房产

◦ www.naahq.org 国家多住房理事会



物物业类型业类型((继续继续......))

� 其他类型:  

◦ 土地

◦ 医疗业 :

� 酒店, 医院, 护理中心和修养中心

◦ 特殊类别,  社区和社会公益服务(如教堂、寺庙),电
影院。



市市场价值场价值

� NOI: 营业净利收入

� 资本收益率 (Cap Rate) =  NOI /房产价值

� 在市场所需资本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营业净
利收入(NOI)越低，房产价值越低.

� 空置率 = 未用空间/ 总面积



承租人代表承租人代表––租租赁过程赁过程

� 需求分析:空间数量，种类、地点、设施、竞争对手位
置、交易区域特征、搬入日期、特殊需求

� 市场调研 : 需考虑的地点名单

� 建筑调查:  列出待选房源名单,  进行实地考察

� 建议书请求� 建议书请求

� 经济效益及功能性分析

� 谈判



租租赁术语赁术语

� 共同区域维修(CAM)

� 承租人改进(TI) or 承租人津贴(TA)

�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 % 增加租金

� 总租金 : 含税金和维护费

� 净租金: 基本租金

� 百分比租 : 拥有者期望从销售中提取额外的租金

� Triple Net Rent:  租金, 税金, 保险和 CAM(房东不支
付税金, 保险费和 CAM)



税后税后现金流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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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房地产美国商业房地产

� 租赁和购买商业房地产（商用或投资）
� 商业地产的投资� 商业地产的投资
� 学习有用技巧
� 谈判技巧



商业地产前景商业地产前景&&预测预测

�空房率下落

�房租和售价上涨的信号

�多家庭住房市场突出

�融资问题

�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商业用房需求的直接
影响



劳伦斯云, 
首席经济学家
Sr. VP的研究
国家助理房地产经纪
人

“就业的增长为商业房产市场创造需求,目前的经济应该
能在2012年创造出每年150万到200万的就业机会。到
明年年底，失业率会下降到了8.0%。由于近年来商业明年年底，失业率会下降到了8.0%。由于近年来商业
房产市场供给的缩小,日益增加的需求将意味着空置率
下降。零售市场现在呈稳中有升的趋势。”



空房率空房率空房率空房率空房率空房率空房率空房率% (2009% (2009--2012)2012)

主要类型 2009 2010 2011 2012~

公寓 7.4 6.6 5.8 4.7 

工业 13.9 14.9 13.9 13.0工业 13.9 14.9 13.9 13.0

办公室 16.3 17.6 16.3 15.3

零售 12.4 13.4 13.1 12.6



国际市场的外来投资国际市场的外来投资

�规模：820亿美元，整个市场的百分之八。

�加拿大：-23%，中国，墨西哥，英国+65
个国家地区

�投资多元化，气候的因素，度假屋�投资多元化，气候的因素，度假屋

�分布: 佛罗里达: -36%，加利福利亚：-13%,
亚利桑那:-12%, 德州:4%, 

�美元贬值，住房投资吸引国外买家



为何投资在美国？为何投资在美国？

� 固定收益

� 投资安全

� 居住权和公民申请权

� 多元化

� 享有业主的所有权

� 品质保证

� 保值

� 资金流动

� 技术领先的市场

� 汇率兑换



为何在美国投资为何在美国投资为何在美国投资为何在美国投资？？？？第二家园和商用第二家园和商用第二家园和商用第二家园和商用
• 安全与生活方式

• 高品质房产

• 投资于未来

• 汇率兑换

• 居住权与公民申请权

• 固定收益

• 多元化

• 享有业主的真正权利

• 科技

• 产权私有

• 透明性与价值



商业房地产的影响商业房地产的影响商业房地产的影响商业房地产的影响
�趋于恶化的基本面预期

�空房率的增加

�市场容纳力在短期内难以恢复

�出租率下降

�短期内资金回笼率低

�在此种环境下，要求投资者必须有
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渡过难关足够的勇气和信心渡过难关

�随着价格低于谷底的同时，性价比
较高的房地产和投资机会便逐步出
现。

�由于银行借贷管理更加严格，使得
贷款降低。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

� 继续严格的借款尝试

� 失业率仍在增加

� 消费指数趋平

� 房价市场依然波动，中间价位趋平

� 短期内资本率将增加，但逐渐趋平

� 空房率增加� 空房率增加

� 商业性房地产出租与销售价格下降

� 利于买家的租售房条款

� 买家的机会在增加



北部交易分析表



南部交易分析表



西部交易分析表



中西部交易分析表



Source: LoopNet.com



Source: LoopNet.com



Source: LoopNet.com



公寓-房地产

Source: LoopNet.com



�各领域的资本收益率较高
�可从持有房产权银行的手中购买
�文化背景的多元化
�安全性与生活方式，公民申请权，多元化
�私有制与品质，享有业主的所有权
�高于其他州（东部、西部和南部）的固定收益
�飞往国际主要城市的直航航班

针对国外投资者在芝加哥和中西部投资的机会分析针对国外投资者在芝加哥和中西部投资的机会分析针对国外投资者在芝加哥和中西部投资的机会分析针对国外投资者在芝加哥和中西部投资的机会分析

�飞往国际主要城市的直航航班
�便捷高效的商务洽谈，抵达、离开在1天之内便可完成
�芝加哥以领袖人物、酒店、会议、建筑、艺术、博物馆、文化
多元化等等著称于世。
�可利用的低价市场
�短期封闭式交易无需融资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芝加哥芝加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全球性多元化经济全球性多元化经济全球性多元化经济全球性多元化经济
�总部

�是财富500强企业中30家公司的总部
�是财富全球500家企业中12家公司总部
�是商业环球时报500家企业中10家公司总部
�160家团体总部�160家团体总部

�信息科技中心：芝加哥的科技实力建立在
以信息集约工业的基础上。
�拥有345,150位信息科技人才
�近$5.97千亿的GRP
�制造业的领先者--$5.54千亿生产区域性产
品和提供48.855万份工作



�芝加哥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由东至西,连接欧亚市场;又北至
南,连接北美自由贸易区)
�29%的北美工业集装箱运输任务能在1天内运达
�42%的北美消费者距离芝加哥仅有少于2天的路程
�芝加哥的地理优势,中部时间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一站到达的服
务,都意味着您可在同一天内往返于美国其它城市会见客户、买家
�4小时内可飞抵所有美国主要商业网点
�从欧洲商业中心飞抵芝加哥，只需不到10小时

为什么芝加哥为什么芝加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从欧洲商业中心飞抵芝加哥，只需不到10小时
�每日航班使您只需12小时便可一站抵达日本、韩国和中国



�一站抵达65个国际商业中心和149个国内商业网点
�位居西半球领军地位的联合货运运输处理能力，是洛杉矶的2倍，
纽约的5倍。
�每日发货量达41.7万吞吐量（160万吨）
�48%的可用工业性房地产都用于仓库/装配
�80英里的公共海岸线和94处度假型沙滩
�拥有杰出的公立、私立高中和大学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分支机构在美国分支机构在美国
成立新公司,或者分公司
�全职办公室
�虚拟办公室
�校园
�移动
� www.Regus.com

�提供超过85个国家,超过1100甲级办公地址和世界最� 过85 , 过1100 级办公地
好的工作.
�Flexibility to choose locations, length and terms and 

freedom to relocate within the Regus network at anytime

�良好售后服务, global experts, 
�当你要去旅游时,全球的自由的支持——进入全球
1100位商界休息室.



Regus Regus 地点在美国地点在美国

IL: 芝加哥 (14), 迪 (1), 州莱 (1), 诺斯布鲁克(2), 橡溪镇
(3), 派克岭(1), Rolling Meadows(1), 罗斯芒特 (1), 绍姆堡(3), 斯科基
(1), 圣查尔斯, Warrenville(1), 韦斯切斯特 (1)

CA:  33 城市和100 多办公室: 洛杉矶(7), 旧金山(8)

FL: 18 城市: 迈阿密 (9), 奥兰多 (2)

DC: 华盛顿 (9)

NY:  11 城市,  纽约市(25)

TX: 14 城市: 达拉斯 (14), 休斯顿 (8), 

和许多其他州.



Regus Regus 亚洲地点亚洲地点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北京 (8), 成都 (1), 重庆 (1), 大连 (1), 广州(2), 杭州 (2), 上海
(13), 深圳 (1)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班加罗尔 (4), Chennai (2) , Gurgaon(3), Hyderabad (2), Kolkata 

(1), 孟买 (10), Nagpur (1), 新德里(3), Pune (2)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福冈 (1), 广岛(1), 科比(1), 名古屋(1), 大阪(2),仙台(1), 东京(16)
横滨(2)横滨(2)
印尼印尼印尼印尼: 雅加达 (4) 台湾台湾台湾台湾:  台北(1)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 首 (6) 泰国泰国泰国泰国: 曼谷 (4)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 吉隆坡(5) 越南越南越南越南:  胡志明市 (2)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坡(5)



EB5 EB5 签证项目签证项目 ––效益效益
�对于投资者和他的家人与任何未满21岁的孩子直接获得永久居留权.
�对于投资者在美国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工作和退休
�投资者和他的孩子们可以参加学院或大学并只付出美国居民的费用.

�投资者和直系亲属往返美国无需签证
�路线的公民权的投资者,术士的直系亲属的5年后永久居留权
�投资者赞助能力绿卡为家庭成员
�投资者获得所有美国的好处,包括永久居留权的运行和发展的能力,使他
/她自己的事业.

�为什麽选芝加哥? 商业、教育、文化背景的多元化



根据种族和国家划分移民所占伊利诺伊州的比例根据种族和国家划分移民所占伊利诺伊州的比例









Note: Slide 2-5: are from the AREAA MSA report – Following the Path to Asian American Homeownership: 

An Analysis of 14 U.S Metropolitan Areas by Melany Dela Cruz-Viesca and Brian Chiu



芝加哥人口芝加哥人口20052005--20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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