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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降温，房屋销售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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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风暴，比预期来的更猛烈！
美联储 22 年来首次最大规模加息
本刊讯

的”，代表Fed今年还会多次以2码的
幅度调高利率。

为遏制持续飙升的通胀，美联储

6 月开始缩表

祭出了数十年来最大力度的紧缩活
动。

随着利率的上升，美联储表示将

5月4日，美联储（Fed）宣布将基

开始减少其9万亿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持

准利率调升2码，上调了0.5个百分点。

有量。于6月1日开始以每月475亿美元

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至0.75%-

的步伐缩表。

1.0%，符合市场预期。

根据周三公布的计划，资产负债

这是超过20年来最大幅度升息，以

表的缩减将分阶段进行，因为联储会

遏制创40年新高的通膨，并且将于6月

将允许到期债券的收益达到一定的上

起开始缩表。

限，并将剩余收益再投资。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从6月1日开始，该计划将削减300

（FOMC）在召开两日会议后，发表

亿元的国债和175亿元抵押贷款支持证

声明指出，政策制定者仍相信，随着

券（MBS）。三个月后，国债的限额

美联储升息增加借贷成本，将逐渐回

将增至600亿元，抵押贷款的限额为350

到美联储设定的2%通膨率目标。

亿元。

FOMC也提及，外部因素带来具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为确保顺

“高度不确定性”的影响，包括俄乌

利转换，委员会倾向缓慢缩表，且一

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这些因素为

旦资产负债表降到稍高于被视为“充

通膨造成额外的上行压力，并令经济

裕准备”的水准后，便停止缩表。

活动承压。此外，美联储还表示，与

主席鲍威尔还在会后记者会上表

疫情相关的防疫措施可能会加剧供应

示，决策委员会有普遍的共识，在接

链中断。

下来的两场会议中，每次再调高2码应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

该是已摊开在桌上的选项。至于市场

在记者会上不忘强调，对抗非常高的

关注的3码，“并非委员会积极考虑之

通膨是美联储的首要工作，“通膨实

事”。

在太高，我们了解这导致的困境；我
们正迅速行动，让通膨降下来。”

地产局表示，多伦多周边905地区
的销售额同比下降幅度最大，其中独

多伦多地产局发布4月房地产月报

立屋销量下降尤为明显。

100万加元。

TRREB也将密切关注供应情况，

TRREB首席市场分析师Jason

因为今年年初买家和经纪人都在哀叹

Mercer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2021年

房源不足。4月新房源数量从去年同期
的20,841套下降了约12%至18,413套。

显示，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降

905地区的独立屋销售总量为2,732

买家之间的竞争支持了持续价格增

温迹象，房屋销售量年同比大幅下降

套，比前一年下降了47%以上；镇屋销

长，但未来几个月的年度增长速度将

了约41%，比3月下降了27%。各类房屋

量1,033套，下降了44%；半独立屋销

放缓。

平均价比3月下降了10万，但比去年同

量491套，同比下降40%，公寓销售685

期仍上涨15%。

套，下降约32%。

（来源：多伦多微生活）

策的适当立场时，委员会将继续检测

他表示，美联储有工具可办到。

后续信息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如果出

50基点的加息是自2000年5月以

现可能阻碍实现委员会目标的风险，

来，FOMC设定利率以来最大的一次
本刊讯

美联储最后强调，在评估货币政

将准备适当调整货币政策立场。

三大指数一吐早些时候的闷气，
应声飙涨：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932.27点或
2.81%，收在34061.06点。
标普500指数上扬124.69点或

加息。
英国金融时报（FT）报导，这也
是Fed自2006年来首度连续升息。
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指出，预期
“继续调高利率目标区间将是合适

北美股市暴涨
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淡
化未来一次激进升息3码的可能性，美
国股市3大指数今天皆收红。

2.99%，收在4300.1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扬升401.10点或
3.19%，收在12964.86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118.89点或
3.90%，收3163.79点。
TD道明财富副总裁兼投资顾问克
里（Michael Currie）表示：“他（鲍

月1日宣布至少加息50个基点。有些经
济学家甚至建议加拿大央行加息75到
100个基点。
与此同时，加拿大经济今天好消
息不断。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由于进出口
量一同升至创纪录高位，加拿大3月份
的商品贸易顺差为25亿元。2月份经修
正的顺差为31亿元。
统计局表示，3月份进口增长
7.7%，达创纪录的611亿元。出口增长
6.3% ，至 636 亿加元。

多伦多地产局（TRREB）周三表

416地区4月独立屋销售量达到868

威尔）有点排除了未来一次加息75基

多伦多 S&P/TSX 综合指数在

示，大多伦多地区4月房屋销售量为

套，同比下降34%；半独立屋销售量

点的情况，因此市场突然跳升了300到

跌至盘中低点20,798.78后，收盘上涨

8,008套，远低于去年同月的 13,613套

311套，下降26% ；镇屋销售总计335

400点。他传递了人们期待的东西，我

279.67点至21,184.95点。

和今年3月的10,939套。

套，比去年同期下降42%；公寓销量

想这让投资人兴奋不已。”

地产局将销量下降的大部分原因
归于随着利率攀升和购买力下降而暂
时退出市场的购房者。

如果今天加息75点，这将发出一个

1,488套，下降35%。

信号，即目前的通膨甚至比过去40年

销售额的下降也给房价带来了压

那一波通膨还要糟糕。

力，在COVID-19大流行的大部分时间

TRREB总裁Kevin Crigger 在一
份新闻稿中表示：加拿大央行显然正

里，大多伦多房价一直在稳步攀升，

加拿大经济有好消息

竞价激烈。
4月份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

4月13日，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50

应对高通胀。在过去的四个星期里，

超过120万加元，低于3月的约130万加

个基点，是七国集团（G7）中第一个

贷款利率急剧上升，促使一些买家推

元。然而，4月份的平均价格仍比去年

加息50个基点的国家。

迟购买。

同期上涨约15%，当时的平均价格超过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上涨5.40美元至每桶107.81美元。
利好消息奠定了今天加元上涨的
基调，美国加息的消息传出后，加元
兑美元瞬间跳涨。

在实现其减缓消费者支出的目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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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国际油价上涨，6月原油合约

交易价格为78.06美分，而周二为
77.84美分。

而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加拿大将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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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利率上升时如何选择抵押贷款
加拿大央行上调利率为房地产

供稳定的利率。这些利率不会立即

lowestrates.ca的抵押贷款经纪人

贷款利率预测中表示，预计央行

动抵押贷款。他指出，大多数浮动

抵押贷款压力测试让潜在买家

市场降温的努力让入市者开始重新

受到央行利率变动的影响，因此在

和专家Leah Zlatkin说，浮动利率

将在未来一年“迅速提高基准利

利率与当前固定利率之间的价差约

以及那些希望为现有抵押贷款再融

审视他们应该选择怎样抵押贷款？

整个期限内的月供具有可预测性。

“通常”低于固定利率。要弄清楚

率”，但将保持在2.5%以下。央

为150个基点。

资的人，有资格以两种利率中的较

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每月支付

浮动利率抵押贷款会随着央行

这两种费率类型如何影响月供，

行上个月表示，它认为“中性利

Zlatkin预计，到2022年底，央

房贷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看看贷

的利率决定而变化。金融机构将

关键因素是它们之间的“价差”

率”，即既不推动也不阻碍国家经

行的隔夜利率将总共上涨0.75%。

款专家和经济学家怎么说。

其最优惠利率与央行的基准利率挂

（spread）。

济增长的利率在2.0%至3.0%之间。

因此，她表示，浮动利率仍将是长

虽然在过去几年中寻求抵押贷

Zlatkin说，目前的浮动利率

如果央行在当前周期将利率提

期的更便宜的选择。但她指出，对

款预先批准的人可能已经习惯了以

抵押贷款合同可能会为借贷人提

高到如此高的水平，浮动利率将上

于规避市场风险的人来说，则不在

5.25%的门槛获得资格，但今天不

供3.2%减去0.6%即2.6%的最优惠

升100-200 个基点，拥有此类贷款

此列。

断上升的利率环境可能意味着接受

利率，典型的浮动利率介于2.3%

的借贷人的供款将会提高。

首先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抵押
贷款。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在固定期
限内（通常三到五年）为购房者提

钩，然后贷款人会得到相应的折
扣。
Global

News道说，

至2.6%之间，而固定利率约为
3.89%。那么，价差约为1.6%。

押贷款的时候吗？

考虑，它可能会影响购房者能买得
起多大的住宅。

格利率5.25%。

3.5%或更高的抵押贷款。
由于增加了2%，这些买家现在
正在考虑是否有资格获得5.5%或更

随着加拿大央行提高利率，这

Desjardins的首席经济学家

种利差将趋于缩小。银行提供的最

Jimmy Jean说，加拿大央行快速

优惠利率将会上涨，从而缩小今天

提高利率的计划可能会结束浮动利

的固定利率和未来浮动利率之间的

率抵押贷款的普及，因为多年来受

高的抵押贷款。Zlatkin说，一对夫

魁北克等省的价格可能已经见顶。

差距。

大流行经济影响的利率处于最低水

妇三个月前可能有资格获得500,000

Lee 补充说，在可预见的未

平。

元的抵押贷款，但今天可能只能获

来，随着利率的上升，在接下来的

得473,000元左右。因此对新家的预

几个月中，你的抵押贷款不太可能

算也需要改变。

进一步扩大。他认为短期内利率不

利率会涨到多少？加拿大央行
行长Tiff Macklem表示，为遏制

他说，已经看到很多人选择浮

飙升的通胀，将会“有力地”加

动利率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

息。央行上个月罕见地采取了50个

锁定现在可以获得的那个利率可能

基点的举措，将其基准利率提高至

是有意义的。

然而，仅仅因为你的购买力在

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如果现在能

今天的市场上不足，并不意味着

做一些符合自己预算的事情，这是
一个很棒的计划。

1.0%。一些经济学家预计，在6月

RATESDOTCA的抵押贷款代

现在是一个糟糕的买入时机。Jean

份宣布下一次加息时，还会再上调

理人Sung Lee说，在短期内，即

说，利率上升已经对加拿大的房地

50个基点。

使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加息，仍然有

产市场产生了降温作用，大多数市

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选择浮

场的销售开始“放缓”，安大略和

Desjardins机构在上周的抵押

投资周刊

那么，现在是锁定固定利率抵

利率上升还有另一个因素需要

高者获得贷款：优惠利率加2%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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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凝聚力，正是因为这个好平台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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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具有急救证书和食物安全证书。

博富科技CEO兼创始人Kaitlyn Li

2008年，受到胡锦涛主席接见。多次

精通双语：英语及普通话。

博富科技CEO兼创始人Kaitlyn Li

（李蕴琳），是前加拿大青少年基金

在日本元首前演唱，出席过中央电视

在世界500强企业拥有20多年管理

女士介绍说：“博富科技总部位于加

会主席，并荣耀当选2020年加拿大洲

台、日本电视台演出，曾被《人民中

经验的认证教练李玲平：一位在世界

拿大安大略省，于2021年在全加拿大

际小姐（Miss intercontinental Canada

国》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

500强企业拥有20多年管理经验的认

各地推广，作为集各行业专业人士与

2020）以及Miss World Canada加拿大

社”都有专题报道。现主持“吴越华

证教练，她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基于优

高净值客户为一体的高品质社区，博

小姐第三名；她刚刚在埃及与73个国

音乐教育中心”。具有近30年声乐、

势的团队建设和目标管理，为个人提

富科技将借助科技互联网的优势，

家的对战中赢得2021世界洲际小姐第

钢琴教学和舞台表演经验。学生们优

供事业规划，提升自信、沟通和领导

通过得天独厚的人脉网络以及高端

四名，以及赢得Miss intercontinental

异成绩获皇家音乐学院声乐钢琴 1-10

力，改善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整合事

活动，不仅能够帮助会员之间加深

Power of Beauty 2021。

级 ARCT证书。学生们获钢琴与声乐

业和生活等领域的教练和辅导。她是

相互了解，还能为其提供一站式的专

来自中国的注册资本规模最大的

才艺大赛各赛事金奖第一名优胜奖无

加拿大埃里克森国际学院认证教练、

业服务，堪称专业人士的"UBER"平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刘莉：来自

数。获国侨办水立方杯中歌赛“最佳

澳大利亚高管和领导力学院二阶教

台！博富科技平台会员与会员之间不

中国注册资本最大的律师事务所——

组织奖”、“评委荣誉奖”。担多项

练，接受过美国盖洛普优势系统的培

仅在商场上互通有无，强强联手，共

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才艺赛事评委和嘉宾。音乐教育中心

训，教练经验700小时。成为教练之

享客户资源，更能在私下成为莫逆之

律师，上海市律师协会银行业务研究

荣获2021年中央电视台全国少儿艺术

前，李玲平教练在世界500强企业拥

交！”

委员会委员。

人才选拔“优秀组织机构奖”、“优

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行业经验横跨电

秀指导教师奖”。

力设备、制药和快速消费品等三大领

博富科技平台是一个创新的、联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高端金牌会

结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和会员的网络

计师郭珉（Mike Guo）：加拿大通

加拿大金牌律师Canadian Gold

域。她曾担任可口可乐中国区政府事

服务平台。据悉，博富科技总部已经

用会计师（ CGA Canada General

Attorney Crystal Mo Jin：MBA,

务总监，卡夫食品大中华区政府和公

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精心打造这个

Accountant），拥有二十多年中国和

LLM / Barrister & Solicitor，加拿大

共事务总监及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

平台。众所周知，专业的事情找专业

加拿大会计和税务经验，精通加拿大

注册律师、法律硕士（LLM）、资深

李玲平教练拥有英国剑桥大学Judge商

的人来做，是最省心省力的办法。在

和中国的税法，致力于帮助客户安排

私募基金投资顾问，Crystal从事投资

学院MBA。

博富平台上，汇聚了各行各业口碑和

公司和个人税务，以达到最优的税务

及资产管理行业十多年，参与负责投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服务上佳的专业人士和专业服务，也

效果。

资并购多个大型中加矿业项目，并曾

博富平台正在源源不断地吸引志同道

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注册考级教

与多个私募基金合作进行项目投资及

合、心怀梦想的高素质专业精英加

现在您只需简单创建一个账户，

师吴越华：加拿大皇家音乐学院注册

评估，具有丰富的家庭财富传承、遗

入，共同铸就高端专业服务品质！欢

就可以和专业人士的服务无缝对接。

等级考试教师，加拿大音乐教师联盟

产规划等理论及实践经验。

迎大家以统一的价值观和高度的认知

您成为会员后，可以选择参加各类专

（OPMTA）会员，中国、日本音乐

加拿大统一注册营养学会注册营

业讲座和活动，丰富自己的知识，找

专业本科、研究生学历。原中国浙江

养师李舒云：加拿大统一注册营养学

到志趣相投的人脉。

音乐学院教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

会注册营养师，毕业于BC省MTI大

在博富平台绽放专业风采，您有

博富科技平台不仅帮助会员节省

员，中日文武国际艺术研究学会理

学，BC省注册幼儿教师（8年幼儿教育

机会结交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携手同

大量宝贵时间去搜索、识别所要的服

事，在中国、日本、台湾、加拿大多

领域工作经验），毕业于洛阳师范学

心共同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务和资源，同时也帮助专业人士有效

次举办独唱音乐会，获得日本放送联

院美术教育专业, 在中国担任美术教师

地服务于会员。无论您是投资、房

盟总务大臣奖。所著音乐书籍付自唱

（4年中国小学及中学执教经验），

有各类线上、线下的专业活动讯息。

——欢迎您加入博富平台共同打造专业人士的 UBER

金融机构同行业排行榜！

Cover Story

CD曾获得日本书籍最畅销榜第一。

的魅力！

博富科技资源共享
金融赋能引领未来

A7 封面故事

去做事情，必将水到渠成，成功奔向
目标！

产、汽车、珠宝、理财、教育、艺
术、创业、工程、牙医、律师、美
食、维修等等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
只要您是专业强、有口碑、服务好，

本刊讯

的拥抱，更有机会助您实现人生梦

为$10000大奖！

想！博富科技平台资源共享，金融赋

平台。如何注册成为博富平台的会

经过认证，我们都欢迎您的加入。无

员？访问botrich.com, 填写姓名、电

论您对以上（不限于）任何方面的服
务有需求， 我们都欢迎您成为会员！

一年之中最最美好的时节，是万

能引领未来，带给您不一样的科技时

5月1日 瑞邦赞助、温哥华话剧团

子邮箱、手机（用于系统发送验证信

物复苏、百花争艳的春天。疫情中久

代，欢迎您加入博富平台共同打造专

倾情演出的，曹禺经典作品、四幕话

息）、密码，同意服务条款，点击注

久压抑的人们，在碧海蓝天、萋萋芳

业人士的UBER！

剧“日出”公演；

册即可。博富平台的会员可以在平台

5月10日 首届瑞邦杯博富华龙高尔

草的幻想中，荡漾着一个一个渴望到
达的人生目标，愈加渴望回归大自
然，尽享曼妙春光无限！好机会来
了！免费注册博富会员参加抽奖，惊
喜好运等着您！

注册会员既有惊喜！
常年惊喜不断！
据博富科技总部透露：即日起，
只要注册成为博富科技会员，就有机

夫队际赛（可参与比赛）;
5月22日首届瑞邦杯博富华龙高尔
夫队际赛颁奖暨慈善晚宴（新瑞华海
鲜酒家）（享受海鲜大餐）；

博富专家团队强强联手，
打造更多专题活动！

上，寻找到所需要的专业人士和专业
服务， 可以报名参加各种讲座和活
动，目前还可以召集活动。
如何注册成为博富平台的专业人
士？注册成为会员后，登录网站， 点

博富科技平台凝聚各行各业专业
人士，如律师、会计师、基金经理、
移民律师、保险经纪、地产经纪、营
养师、 歌唱舞蹈等……

博富科技平台，既能让您在系列

会获得价值$500每人的以下活动的入

另悉，5月19日有精彩讲座与您相

击“我是专业人士”， 按照提示，输

博富专家团队阵容强大，强强联

活动中与沁人心脾的春天来一个大大

场券，平台将共计抽取20张，总金额

约！——博富科技平台5月19日特邀加

入相关信息，完成后 等待系统验证和

手，打造的各类专题活动及讲座场场

拿大金牌律师，分享如何“0”费用

线下确认。通过后，可以成为专业人

精彩，令慕名参加的朋友们受益匪

继承遗产？线上讲座时间见下图（温

士。那么，博富平台的专业人士在平

浅！

哥华时间10:30am、多伦多时间1：

台上可以做什么？专业人士可以在平

世界资产管理领域业绩顶级规划

30pm）:

台上，发布您可以提供的专业服务，

师、瑞邦资产管理公司廖子蔚总裁

注册博富会员既有惊喜！跟着博

也可以组织专业的讲座和活动。今天

(Winnie Hong Wei Liao)：三十年金

富一起看话剧、打高球、吃海鲜、听

加入博富科技，自主展示您的风采，

融管理经历，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

专题讲座……（小视频链接：

您再也不愁因为没有平台而找不到客

实践经验，著有金融专著。2018年前

户！

连续十年蝉联加拿大London Life(伦敦

https://www.xiaohongshu.com/
discovery/item/62697bc3000000002103

博富平台5月活动精彩无限，而且

人寿)全国排行榜，2018年至今SunLife

76f8?secondshare=weixin&share_from_

常年定期活动让您惊喜不断、好运连

(永明人寿）全国排行榜的骄人业绩。

user_hidden=true）快快动动手指一分

连！

荣获资产管理世界行业最高荣誉顶级
百万圆桌（TOP table of MDRT）终

钟即可完成注册（温馨提醒：注册都
是免费的）。
博富科技 CEO 兼创始人 Kaitlyn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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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富平台是一个创新的、联结各
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和会员的网络服务

博富科技，
带给你不一样的科技时代！

生会员，成就达84个国家同行世界顶

博富科技平台之所有具有吸引力

领瑞邦资产团队业绩保持加拿大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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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rs’ Circle

2022 ，Tridel 全新楼盘
Queen & Church Condo，
让多伦多城市中心重新迸发活力！

2022 年 5 月是安省第一个
反亚裔种族歧视教育月
本刊讯

A9 开发商界

17.7%，作为加拿大少数群体，他们很
容易被认定为“外来者”，也因此成

Vincent Ke, Don Valley North
选区省议员（当河谷北省议员柯文

为仇恨、歧视和反亚裔种族主义攻击
的目标。

彬）的“2021 年反亚裔种族歧视教育

2022 年 3 月 30 日 CTV News

月”私人法案-第34号法案的顺利通过

的一篇名为 “加拿大各地报道的反

对于加拿大亚裔和我们的社区都有着

亚裔种族歧视事件持续上升” 的文

重大的意义。今天，2022年5月是安省

章提供了一份在新冠大流行爆发两年

第一个反亚裔种族歧视教育月。教育

后，反亚裔种族歧视事件激增的令人

开启了一扇大门，引导我们走向相互

震惊的报告：在2021年全国共有943起

尊重、理解和包容。

反亚裔种族歧视事件，比2020年增加

在这个重要历史开端，柯文彬

了47%，其中，妇女占64%，18岁以下

省议员开展了一个社交媒体宣传活

儿童和青少年的报告增加了286%。这

动-“超越仇恨-停止反亚裔种族歧

些最弱势群体成为仇恨攻击的主要对

视”，邀请所有加拿大参议员，安省

象，他们面临着极大的精神困扰和情

的联邦国会议员，省议员，大多伦多

感伤害，这对我们的整个社区产生了

地区各市议员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挥

令人非常不安的影响。

政治影响力，提高公众意识，为消除

种族主义往往深深植根于文化、

反亚裔种族歧视做出努力。把种族仇

个人、家庭和社区，加拿大历史上针

恨转化为对文化差异的接纳与认可，

对华人个人和社区的歧视性移民政

共同建设更具包容性的家园。在此，

策，就曾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使华人遭

柯议员也邀请广大读者一起转发这个

受巨大打击和羞辱，是可耻的反亚裔

社交媒体宣传活动，不断发声，最终

种族主义行为。例如，1885年，随着

消除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反亚裔情绪在加拿大蔓延，政府曾颁

Vincent Ke MPP on Twitter:

布《华人移民法案》，对进入加拿大

"Please join me during the month

的华人征收高昂的人头税。这项税收

of May to celebrate the culture

的目的是阻扰低层华人在加拿大太平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Asian-

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完工

Canadian community. See my

后继续向加拿大移民，尽管他们中的

private member’s bill-Bill 34,

许多人在建设铁路时牺牲了自己的生

Anti-Asian Racism Education

命。

作场所、家庭和社区中彻底消除。

社区与他一起参与提高对反亚裔种族

安省政府承诺通过教育消除反亚

主义的意识，通过共同的努力，通过

Month Act, 2021. Learn More:

我们必须正视反亚裔种族歧视的

裔种族歧视，柯文彬议员在“安省采

教育推广加拿大亚裔社区的积极贡献

https://t.co/7CM90OaHRN

存在，它不仅伤害受害者，也有悖于

取行动打击学校中的反亚裔种族歧

和影响，抵制我们社区中有害的反亚

#ActToEndAntiAsianRacism

加拿大核心价值观，损害我们的整个

视”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要认

裔情绪和种族主义。通过更多地了解

#RiseAboveHate https://t.co/

社区。种族主义正在对我们所有人造

清反亚裔种族歧视的丑陋真相，站出

5 月的反亚裔种族歧视教育月，我们

PYaEusegl7" / Twitter

成伤害和削弱我们的社区，我们要共

来团结一致对抗不断上升的仇恨浪

每个人都有责任承认、解决和消除安

同做出努力，把它从小学、大学、工

潮。我们有机会将种族仇恨转变为对

省和加拿大的反亚裔种族歧视，以确

文化差异的美好庆祝. 我们政府致力于

保它在我们多元文化的安省和国家没

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安大略省，我

有立足之地。

亚裔加拿大人约占加拿大人口的

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
仇恨、种族主义和歧视。”

借着我们共同的力量，我们可以
超越仇恨，以爱心来结束歧视。进步

让我们就反亚裔种族主义对学生

始于沟通和教育，以阻止我们中间亚

和公众进行教育，因为许多人不理解

裔种族主义的动荡浪潮。种族主义始

这个问题，或者更糟的是，故意弱

于攻击我们存在的差异；我们却要通

化，甚至忽略它！纳尔逊·曼德拉曾

过庆祝我们的多样性来结束种族主

经说过：“教育是最有力的武器，你

义！

可以用它来改变世界。” 教育使我

今年五月，当我们铲除顽固的仇

们有机会根除和拒绝错误信息，去除

恨和反亚裔种族主义杂草时，让我们

那些导致种族主义、仇恨和歧视言行

一起呵护我们的社区，在爱、多样性

的负面和有害的偏见，激发建设性的

和包容性的文化中成长和开花。

对话，引导我们相互尊重、同情和包
容。
柯文彬议员邀请每个人和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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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必看吃透不亏！多伦多租房 技术贴最强全攻略！
04.有关Offer以及签约

告、雇主信或者推荐信，这种情况

看，每一条都是在保护租客自己的

以上3个材料准备好之后，就

下，一定要咨询地产经纪，经纪会

利益！

可以下Offer啦！你的专业经纪会

给你做专业的指导以及帮助你租房

1、审核房东身份

02. 雇主信

提供你一份安省政府统一规定的

和增加抢房机率。

并不是只有租客被要求提供各

雇主信就是租客工作的单位出

Offer模版帮助你填写清楚所有信

地产经纪会通过安省的mls系

具的雇佣证明，上面会显示你的职

息，然后发给房东递交Offer，一

统全面看到所有房源，从找房、

位、收入和其他必要信息。通过雇

般在递交后的48小时内会收到结

再说，和国内完全不一样的

下offer抢房到签约都帮你一手负

主信，房东同样可判断你是否有足

果。

是，多伦多的房屋空置率不到1%

责，签署安省的租房合同。租期一

够且持续的资金实力来付房租。

租房热几乎没歇过火，房租每年都

般一年以上，押金方式都统一按照

涨，不是你砸钱想租就租还要看你

安省规定，杜绝房东以不正当的理

的“信用”等，一个“租房小白”
永远抢不到心水的房源，租客市场

有人说多伦多租房都是悲喜

纪为租客租房是免费的，费用由房

这个信用报告需要自己去

剧，很多新移民、学生党都被不同

东承担。所以，委托一个有牌照的

Equifax、Transunion等专业评估

程度地“坑”过，主要原因总结起

专业地产经纪全方位帮你租到满足

网站申请。

来：信息不对等，缺乏当地租房知

自己述求的房子，是小编最为建议

识！

的租房方式！

租客认知空白盲目租房，当然
成为弱势的一方。

种材料，签合同前需注意，租客也

三、入住的交接事宜

可要求房东提供本人的ID和地税单

一般入住交接前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的姓名，ID必须和地税单上的名字
相吻合。这个工作你的经纪完全可
若合同没有明确提及转租规定，可

房的坑基本你就避过了！幸运的

2、押金交付方式

和房东协商征得房东同意，商定转

是，其实安省的法律是偏向于保护

2、交接当天需要领钥匙，要

除特殊情况外，加拿大的法律

租细节。

租客的，因此很多房东在选择租客

由赶租客等，租客的利益完全得到

给一个钥匙押金（金额视具体情况

要求租客把准备好的房租押金通常

合同的法律保障。

而定），房东收到会给押金的收

是由银行开出的纸质bank draft，

据。

要在签完字之后的24小时之内把定

如果Offer被房东接受，基本

1、要求房东打扫一下房屋清

以帮你完成。

洁，保证入住条件的整洁干净。

从“青铜”变“王者”必须掌握租

建议新手租客可找经验丰富的

房知识点、攻略和攒足经验，“我

华人地产经纪，沟通更顺畅，协助

3、如果是Condo公寓，需要去

爱我家”整理了一份杜绝避坑的多

你完成以上租房工作后，一些热心

大楼管理处登记一下你的住户信息

伦多租房指南，搬个小板凳都给我

的华人经纪还会帮你交接、找搬家

方便以后的出入和外卖、收取快递

记好了！

公司，水电网账户set up，外卖打

包裹等。

5、 购买Tenant Insurance 租

时非常谨慎。租客也更应尊重法律
保护租房市场的良性循环，在离开

客保险
通过专业经纪租房的租客，一

时获得一封美好的房东推荐信！

般都会被建议入住后购买，租客保

提前找房，心里不慌，“我爱

3、交房租方式

险范围包括：受保人的财产，房屋

我家”平台建议大家最好提前2个

一般来说是上交post-dated

由于事故不能居住时所产生的在外

月，法律也规定租客必须提前60天

cheques（远期支票）给房东，每

居住的费用，以及第三方责任险，

告知房东。

4、入住Condo公寓的搬家，还

张支票等到了有效期，房东自己会

如有贵重物品可单独投保（如珠

租房时遇到任何问题，以及入

需要提前找大楼管理处预约搬家电

去deposit。需注意的是，无论是签

宝，相机等）。租客保险会在限额

住后房子内出现任何状况，都应及

二、准备资料和租房流程

梯。一般会要求开一张支票或者本

署合同时付的押金或是平日里交的

内赔偿您的财产所遭受的损失和保

时通知房东，当然求助经纪帮你沟

块或微信群寻找房源直接联系房

在加拿大这个重信用报告的国

票作为押金，搬完家没有任何损坏

房租，都请务必保留好付款信息，

障财产安全。

通会更好，专业经验的经纪会帮你

东，比较方便可以短租，可协商租

家，租房通常按照常规程序需要以

的话会完整退还回来。

拍照确认是否房东已收到。

期不一定签一年。

下材料：

一、租房的方式渠道

车软件等等。

1、房东直租
租客在租房网站、论坛租房板

但风险也大，这种私签有些房
东不按安省的租房合同签约，发

记住保险永远是防患于未然，

分析、把控以及和房东交涉，也会

4、租期规定

当你遇到损失的时候没有保险你哭

迅速找到相关对应的法律条款来保

拿水电暖网的商家联系方式，可打

法律上来说，租约一年起，首

都来不及！

障租客的利益！

5、水电网需要过户，找房东

01. CREDIT REPORT信用
报告

金交齐。

03. 推荐信或推荐人

就大功告成，最后就是去和房东签

电话去这几个公司将名字转到自己

年的合约到期后，自动转成月租的

署租房协议啦。

的账户底下方便以后按月扣费。

形式，不再以一年为签约期限。如

生任何闪失租客没有保证，财物被

房东查看租客的信用分也是建

这项要求是为了让房东知道你

盗、被突然涨租或被房东赶出去

立信任的前提，因此租客平时注意

是一个信誉良好的租客，所以一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材料是申

等。

自己的信用分数养成很重要，信用

般来说推荐人是自己的前房东会更

请的常规条件，但不是绝对条件。

2、委托地产经纪

分数需维持在房东认为比较不错的

好，当然也可以是自己的同事或朋

作为留学生，特别是初来乍到

一定要弄清楚一些租房条款和

租客若需转租，一般来说根据

按法律规定：加拿大的地产经

水准。

友等。

的新人，有可能很难拿出信用报

注意事项，接下来这些细节不可小

合同不能随意地将房子转租出去，

吐血叮嘱
回到原点，确实在多伦多租房

果租客想要搬出，需至少提前60天

四、租房合同以及法律规定

成本不低，过程繁琐，小编吐血最

通知房东。

租房找房买房，我们是最专业
的，任何问题请扫码联系我爱我
家！

后叮嘱几句：
如果以上你都吃透看懂了，租

（来源：我爱我家提供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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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行长：
6 月可能加息 50 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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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绮清第二次寻求连任万锦第六区议员
本刊讯

强、经验丰富的团队，定能帮助万锦
市渡过未来四年。”

安大略省万锦市选举正式开始！
今天5月2日星期一上午11点钟，

* 确保万锦市的基础设施满足当

登记参选，参与她的第三度连任的万

前需求，并与未来增长保持同步，同

锦市第 6 区议员竞选。

时对税率负责。

“在过去的八年里，为第 6 区和

* 通过保护绿色空间和保护环境

万锦市的居民服务是我最大的荣幸”

的平衡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和促进创

杨绮清说，2014年她被选举为万锦第

造就业机会。

情导致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市政府仍

加拿大央行行长Tiff Macklem周
三（4月27日）表示，将准备“在必要

示，央行需要相对较快地提高利率，

可能会考虑在6月1日举行的议息会议

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学家估计，

以使加拿大过热的经济降温。“我

上再次加息50个基点。以往通常上调

如果央行的基准隔夜利率回到2%，

们需要为物价增长降温，以降低通

25个基点。

明年加拿大家庭的平均债务将增加约

胀。”

在持续两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公园、娱乐活动、图书馆和社区中心

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还有许

* 改善和发展市政服务，以进一

多其他市政项目需要完成或推进。我

步支持万锦市成功建立健康和强大的

们相信，只要我们拥有一支凝聚力

社区。

$2000加元。
Collucci 曾担任加拿大华裔企业

绮清证明了她对市政财政的监督忠于

家协会 (ACCE) 的副主席，这是一

表示，央行正打算相对较快地将隔夜

职守。在她的督率下，帮助万锦市成

个鼓励有志者创业，同时为新老企

利率回升至2%至3%之间。

为了低税率增长的第二名(与大多伦多

业家出谋献策的非营利组织。她还是

地区的任何其他城市相比较)，她发挥

Castlemore 公立学校家长委员会的联

了重要作用。

合主席，帮助该地区解决了安全交通

在过去两个月里，央行两次上调

后，央行的借贷成本正常化行动仍有

大家庭和企业应该对未来一年更高的

基准利率，其中包括在4月中旬大幅上

一段路要走。Macklem最近几周多次

借贷成本做好准备。

调50个基点，使利率达到1%。
本周三，行长Macklem重申，央行

* 继续开发文化资源和设施，如

作为万锦市预算委员会主席，杨

时强行”加息以控制通胀，强调加拿

Macklem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表

先实施的市政包括：

Amanda Yeung Collucci 杨绮清正式

六区的议员。“在面临史无前例的疫

本刊讯

杨绮清准备在她第三届任期中优

（来源：51.ca）

“当然，我完全理解谨慎支出市
政税的重要性，作为长期居民和企业

通过她参与和领导的社区活动，

主全面参与社区活动的人，我也认识

至今已筹集了超过 700,000 加元用于

到，在为民服务方面将可以做得更

支持慈善团体和其他重要事业，其包

好。”

括狮子会、Flato Markham 剧院、大

在她过去任期的八年中，杨绮清

多伦多华人文化中心、360 Kids、万

广泛参加了社区活动。她担任了万锦

锦市华裔加拿大人联合会（ FCCM)、

市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委员会】、

妇女儿童防家暴避难中心（黄砖房）

【万锦-美利肯儿童节】和【市长农历

等。她还发动市民们一起参与了

新年晚宴】的联合主席。 除此之外，

Markham Stouffville 医院的筹款活动

她还发起了【寻找明星”(Star Search)

和2021年发动六区华人居民参与多伦

才艺大赛】积极挖掘本地艺术人才，

多河南同乡会的赈灾募捐活动。

连续五年举办了【万锦国际青少年春

杨绮清认为“可以决策城市发展

晚】，进一步促进万锦文化艺术事业

的市议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

的繁荣发展。目前是【万锦市地区能

作”。她希望疾风知劲草，梅花三度

源公司】和【万锦旅游推广机构】的

开，继续参政议政，个人与社区不断

董事会成员，该公司的任务是加强推

共同成长

广万锦市的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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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隔离政策 " 重大调整！
入境这些城市缩短 4 天！
中隔离时间从14天降至10天，然后

京市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会上表示，

绑”的消息，让不少海外华人们看

后10天内将在酒店集中隔离，如果

而厦门这项试点政策，其实是

需居家隔离7天。在此之前，北京

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具有潜伏期

到了希望，大家纷纷展开评论，虽

10天内隔离点没有阳性病例，将可

跟加拿大华人关系很大的，因为不

这两天，一则关于北京隔离政

的入境政策是14+7，如此一来，

短、症状较轻的特点，北京决定调

然现在入境北京的航班极其有限，

以离开酒店，实施7天居家健康监

少人都是搭乘温哥华-厦门航班回

策重大调整的内容让海外华人沸腾

入境北京的隔离时间直接缩短了4

整针对有关风险人员隔离的管理措

但这至少释放了一个信号。

测。

国，而且已经有多人在网上分享

了！

天。

施。

本刊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放宽

5月4日，北京举办了新冠病毒

海外入境隔离措施，将入境者的集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

10天集中隔离期满后，若目的
地为北京：
北京有住所，将闭环转运至社
区，实施7天居家隔离；
北京无住所/不具备居家隔离
条件，将继续实施4天集中隔离。
若目的地不为北京者：
继续实施4天集中隔离，之后
方可离京。
入境口岸为国内其他城市返
京：

不过另外一边，也有网友疑

如果目的地是厦门以外的入境

惑，现在是否还有入境北京的航

人员，需要完成10天酒店隔离，如

班？

果10天内隔离点没有阳性病例，他

10+7的回国隔离体验了。
新加坡飞厦门也实施10+7隔
离。

从目前来看，加拿大确实没有

们需要再完成4天酒店内监测。这4

广州入境也是10+7

直飞入境北京的航班，早前的国航

天可以在酒店内走动，使用餐厅健

大家觉得，这会是隔离政策全

（温哥华-北京）已经改道郑州入

身房等公共区域。随后可以离开进

境隔离，加航也早就取消了直飞北

行居家健康监测。

面放宽的信号吗？
（来源：51.ca）

京的航班。
但是欧洲、香港仍有直飞北京
的航班，自新政生效当天，就有
网友接到了“提前结束隔离”的通
知。

在入境城市集中隔离满14天，
即可参照国内人员政策进京；不满
14天，原则上不得进京；不满14天
进京的，居家隔离补足14天，不具
备居家隔离条件的进行集中隔离。

北京并不是中国首个缩短隔离
时间的城市。

与此同时，北京还同时更改了

根据早前报道，厦门、上海、

对于密接、次密和高风险人群的隔

广州、成都、大连、苏州、青岛、

离要求：

宁波7个城市也跟厦门一起从4月11

密接人员调整为实施“10天集
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

日作为试点城市，进行为期4周的
入境隔离管控措施。将14天集中隔

次密人员实行“7天居家隔

离+7天居家健康监测有条件缩短为

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实行

10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监测，试运

“7天集中隔离”；

行时间截止5月9日。不过，并非所

高风险人群实行“10天居家隔
离+7天健康监测”。期间，按规范
进行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测。
以上政策措施已经于发布之日
（5月4日）起执行。
北京新出的这条“隔离政策松

投资周刊

加拿大华人回国亲历
“10+7”隔离新政！

有地区的酒店都会参与试点，具体
以实际情况为准。
多家媒体报道了厦门10+7的试
点隔离新政。
根据这项隔离政策，如果入境
厦门人员最终目的地是厦门，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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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递交加拿大旅游签证
审批时间降至 4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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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陆炳雄先生宣布参选多伦多市长
本刊讯

意接受这个挑战。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加

5月3日中午，陆炳雄先生竞选多伦

拿大多族裔媒体协会、新动力传媒、

多市长新闻发布会在新动力演播厅举

巴基斯坦网络邮报 、FM105.9、北美

行，来自不同族裔社区的几十家新闻

财经、多伦多电视等不同媒体的记者

媒体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现场进行了提问。

据悉，陆炳雄已正式在多伦多市
政府进行了参选登记。

本刊讯

陆炳雄也就大家关心的问题，阐
释了自己的竞选理念，他表示：将利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此次参

用营商30载的丰富经验，利用积累的

加多伦多市长竞选，对他来说是一个

社会文化资源，帮助本地商家在疫情

巨大的挑战，但他认为，在多伦多生

后顺利回到发展轨道。他会针对大家

活着80万华人，占到48%的人口比例，

关心的地税、教育、交通、治安等热

作为多元文化社群中的一分子，华人

点问题。在广泛征求广大民众和专业

应该积极参政议政，勇敢发出自己的

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拿出切实可行的

声音，所以，愿意做出这个表率，愿

方案，解民众所急。也会利用自己积

各类签证审批大幅提速
疫情的影响，早前移民部各类签

前阵子加拿大移民部案件积压严

证服务的审理及移民的审理速度均出

重，不少小伙伴陷入了漫长的审批等

现了不同程度的延误。其中影响较为

待期。不过，加拿大移民部近期提速

严重的是旅游签证的申请，根据移民

审理的利好消息连连，原先需要五百

部官网三月公布的审理时间，想要获

余天等待时间的加拿大旅游签证，现

得加拿大旅行签证，需要至少等待500

在已经缩短到了47天！

余天。然而，现在的申请时间只需要

建议有各类签证申请及续签、尤

47天，直接提速10倍以上！

其是加拿大旅游签证申请需求的小伙
伴们可以尽快递交申请！抓住审批提

（来源：华枫移民）

速的红利期！

累的社工经验改善公共服务，通过制

业，并创办加中海外交流协会等不同

定各项福利政策，通过支持社区公益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用行

事业，为大家营造一个尊老爱幼、彼

动嫁接起不同文化社区，加中之间的

此互爱，人人向往的美好城市。

文化沟通之桥，并取得一系列社会成

陆炳雄也鼓励更多华人能来参

就，包括获颁英女王金禧勋章。

选：“我期望这次竞选能够带去华人

安大略省市镇议会选举定于今年10

的声音，通过竞选能够鼓励更多人投

月24日投票。候选人登记已经正式开

票，通过竞选能够鼓励更多人参选，

放，登记者可从现在至8月19日起宣布

凝聚我们华人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华

参选市长。

人的需求，把我们华人的声音，带进
市政府去。”
陆炳雄40多年前，从中国香港来

（枫华传媒集团梁晓敏采访报道 摄影：
Mary Ma、部分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到加拿大留学，后来从事移民服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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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中如何做好财富的隔离，
财富如何“0”费用及数代传承 ?
揭秘财产传承的“保护盾 "
房地产一直都深受当地和海外高端投资者的青
睐，甚至有不少人将其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

3、律师：不管是从遗嘱的有效性，还是从资产
组成的复杂性来看，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是最有效最
省时间的办法

·财富结构中的个人与家庭部分的配置比例多少
恰当？
·如何规避双亲把亲身子女变成税务诈骗？

CIBC曾出过一份报告说加拿大父母在过去一年中总

4、资产管理规划师：最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的资

共为孩子支付了100亿元的首付，这个趋势也不断

产规划师携手律师共同制定一套税务清零的策划。

推高了房价和财富的不平等。不难看出，所有人都

最根本的是用对工具和策略，便可毫无后顾之忧。

·隐私资产及传说中的现金值如何当活期账户使
用？
·控股公司，家庭信托及海外资产的转移，如何

在为财富积累和下一代的发展投入大量精力，但却

还有更多省税妙招，敬请关注5月19日的讲座：

没想过有可能他们所为之努力的目标将会为自己带

博富科技平台特邀加拿大金牌律师，分享如何“0”

2. 加拿大金牌律师：

来一笔巨大的税务。加拿大虽然没有遗产税，但是

费用继承遗产？

Crystal Jin

每个人去世后半年之内必须由家人替死者申报最后

实现“0”费用？

LLM,MBA

的税务，如果什么都不做，则会面临沉重的税务负

ZOOM：894 4558 2637

担。加拿大对于死亡后的征税方式是：去世者的所

5月19日 周四

有资产等同于以去世当天的市场价格出售，资本增

洛克菲勒家族曾将财富密码归结于一句话： '你

值部分的50%必须计入死者当年收入来缴纳增值税，

不拥有的东西不能从你那里拿走' 。而这也是许多

·再婚家庭怎样确保亲生子女权益？

由家人申报并代为缴纳。

深谙配置哲学，放远长期主义的成熟玩家会选择利

·怎样合理规划晚年生活，实现健康财富无忧？

用保险工具来尊崇这个准则。“资产安全传承”成

ZOOM：894 4558 2637

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首要问题。除了遗嘱等法律工

5月19日 周四

·夫妻财产的最终分配与同居的分割在办理上的
陷阱有哪些？
·如何规避婚姻变化带来的家庭财富流失？

具，其实以终身寿险为代表的保险产品在帮助人们

Respon Wealth
瑞邦资产管理公司

实现资产指定传承的同时，基于目前国内政策及法
律的规定，在税务筹划、债务风险规划等方面也有
自身独到的优势和作用。

瑞邦资产管理公司, 总部设在多伦多，拥有自建

但不同的保险产品有不同保障范围及保费要求，

大楼，专业从事家族财富传承、资产规划、税务策

怎样规划整个家庭的保险保障，才能达到最切合需

划等，在加拿大五个省拥有近十个分支机构。瑞邦

要的保障及最佳成本效益？对高净值家庭而言，学

资产管理公司廖子蔚总裁 (Winnie Hong Wei Liao)

会运用资本作为财富传承的重要工作，需要被充分

，三十年金融管理经历，2021 年以及过往的数年 有

重视和利用起来。合理分散风险的同时，实现财富

着SunLife (永明人寿）全国排行榜的骄人业绩；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批新移民会慢慢面临退

增倍才不会被房子，被生活套牢，才能谈论诗和远

获资产管理世界行业最高荣誉顶级百万圆桌（TOP

休的现实，而同时也会面临将多年积累的资产如何

方。欢迎扫后文二维码，报名5月19日讲座，掌握财

table of MDRT）终生会员；2018 年前连续十年蝉

传递给下一代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人的资产配置

富密码！

联加拿大 London Life(伦敦人寿)全国排行榜，成就

里，占比最大的资产就是房地产， 这就导致他们不
可避免的会面临巨额的税务问题。比如很多华人家
庭向律师咨询后才发现，原来想要子女合法的继承
遗产，除了需要支付大概3%-6%的手续费用（遗产认
证费，律师费，会计师费等），还需要把名下的房
产，金融资产，RRSP等按当前市场行情的价格来视
作出售。王先生夫妇名下有2套房产，按当前市值算
有$500万，当时刚移民时的成本价只有$35万左右，
按照所需的的杂费算下来差不多$25万，增值的$400

达同行世界顶端！尤其在 2021 年疫情特殊时期，引
报名5月19日 10:30am(温哥华时间）的线上讲
座，和顶尖财税顾问进行线上一对一交谈
·温哥华

||

10:30am 联系电话：778-989-

领瑞邦资产团队业绩保持加拿大大型金融机构同行
业排行榜！
（来源：瑞邦金融提供图文）

8739（Christy)
·萨省 ||

11:30am

联系电话：306-881-3897

(Francis)
·安大略省 || 1:30pm

联系电话：416-889-

2999 (Julie)

多万加上其他的资产清算后发现，子女想要合法继

博富科技 - 简介

承这笔遗产需要先缴纳“死亡税单”$90万。更可怕
的是，如果子女无法按时缴纳这笔巨额税款，税务

博富科技总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于2021年

局将会强制以低于市值的价格拍卖资产，税款缴清

在全加拿大各地推广，作为集各行业专业人士（律

后再将剩下的资产给到子女。

师，会计师，基金经理，移民律师，保险经纪，地
产经纪，营养师、 歌唱舞蹈等..）与高净值客户

究竟该如何“0”费用继承遗产？

为一体的高品质社区，通过得天独厚的人脉网络以

其实只要愿意好好的做遗产规划，找对专家和用

及高端活动，不仅帮助会员加深相互间的了解，还

对工具，你就可以“0”费用继承遗产，最关键的几

能为其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堪称专业人员的

点是：

"UBER"平台！会员与会员间不仅在商场上互通有

1、立遗嘱：每个省都有立法规定有效遗嘱。有
些规定不容忽视，比如遗嘱必须是书面的、必须清

无，强强联手，共享客户资源，更能在私下成为莫
逆之交。

楚列明您是谁、您想把钱给谁等。有效遗嘱最好找

5月19日资产配置专题讲座：温哥华时间10:30am

专业律师共同拟定。

1.世界资产管理领域业绩顶级规划师共同探讨：

2、确认遗嘱执行人：立遗嘱的人的情况不同，
随之当执行人的风险、义务和责任程度也会不同。

廖子蔚总裁

另一种选择是委任信托公司作为遗嘱执行人。

瑞邦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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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O 润飞地产诚邀精英加盟，
共创地产伟业！

参政议政感受分享：个人与社会共同成长
——万锦市第六区市议员杨绮清（Amanda Yeung Collucci）
然。她做过餐厅服务生，又入高校毕

润飞地产多个精英团队等着你，

业，做过餐厅服务生，也做过高薪的

诚邀各位精英加盟！期待有你加入，

在大多伦多地区，万锦是最令人

科技公司员工，经营过自己创业的公

共创地产伟业！

向往的工作与生活居住地之一，这里

司。在经营企业以及担任子女所在学

不但是加拿大的高科技之都，同时也

校家长委员会共同主席期间，杨绮清

RIFE

是GTA税率增长最低的城市之一。之

与社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她的视野随

BROKERAGE

所以是税率增长最低的城市与一位执

着角色的不断变换越来越开阔，她深

掌城市财政的女性密不可分，她就是

知民情民心之所望，她决意从政，最

906 MARKHAM, ON L3R 6G2

万锦第一位华裔女性议员，万锦市预

终她成功当选万锦市第六区市议员，

PHONE : 905.477.8181

算委员会主席杨绮清(AmandaYeung

并全身心投入到社区服务之中。

FAX : 905.477.1828

本刊讯

Collucci)。

Nina Au

自2014年首次当选议员至今，杨

过万锦市加拿大日庆祝委员会、万锦

绮清对城市和社区的发展可谓尽心尽

美丽径儿童节和市长中国农历新年

责。除保持城市地税增长率居于大多

晚宴的联合主席。她发起“寻找明

翻建定制团队：

伦多低位水平，在多项基础设施建设

星”(Star Search)才艺大赛，积极挖掘

Custom Made & Reno

中，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近年来

本地艺术人才，连续五年举办了“万

RIFO 润飞地产（RIFE REALTY

耘，拥有海量豪宅买卖暗盘，最强售

Team leader: Scott Gu

公园里不断涌现不同风格的便民洗手

锦国际青少年春晚”，进一步促进万

INC., BROKERAGE）， 直属RIFO

后服务团队帮助客户将整个交易过程

翻建定制团队秉承客户至上的服

间、骑行径与步行道，学校周围的慢

锦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集团，立足于整个北美房产交易市

化繁为简，为您解决豪宅买卖及安

务理念，以敬业的精神、专业的技能

通过杨绮清领导和参与的社区活

场，汇聚各路地产精英，以团队合作

居服务的一切难题！豪宅买卖就找

和服务，为客户提供房产翻建的最佳

动已筹集了超过70万加元的善款，这

见长，业务主要覆盖全部大多伦多地

Luxepro经典豪宅团队。

解决方案。我们所有成员都具备10年

从一名新移民到执掌城市财政大

些款项用于支持各类慈善团体和医院

区，是GTA人均销售额最高的地产公

以上的本地经验，从设计，报批，到

权的市议员，人们在杨绮清身上不但

等其他重要事项，包括狮子会，Flato

司之一。

项目实施管理。我们的承诺是“您

看到了女性坚韧的品性，管家细致的

万锦剧院，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

润飞地产现有经典豪宅团队

能力，更看到她对热心回馈社区的不

关爱儿童机构360Kids，万锦市加华联

(LuxePro Team), 售房团队(SoldPro

懈追求。

会(FCCM)，家暴受里者庞护机构“黄

Team), 租房团队(EzRental Team),

对具有丰富人牛经历的杨绮清来

砖屋”(Yellow Rrick House)，万锦多

翻建定制团队(Custom Made & Reno

说，最终踏入政界既是偶然也是必

福医院(MarkhamStouffyille)， 2020年

Team), 业务范围涉及二手房交易、楼

的推动下完成。

（来源：Rife Realty 润飞地产提供图文）

给我一个老破小，我还您一个高大
上”。

花买卖、豪宅交易、商业地产贸易、
房屋翻建、房屋租赁等。
七大公司高管面授机宜，十二名
资深经理随时电话答疑，七天全天候
系统训练营，四个团队导师手把手教
学。

Lei Zhang

售房团队 :
Lei Zhang: Broker of Record
SoldPro团队是RIFO集团最早的专
业化售房团队，也是RIFO地产板块示
范团队。
我们的四大法宝，包括标准化售
房流程、精准估价分析、线上线下推
广、售前售后完善跟踪服务体系等。
我们的宗旨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
万锦市民抗疫募捐活动，为多伦多河
南同乡会发起赈灾募捐活动等。
她目前还是万锦地区能源和万锦
旅游推广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低买高卖，省心省力，利润最大化。

文化价值观的根基。

诚邀您的委托！

成为可以决策城市发展的市议
员，杨绮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

经典豪宅团队 :

的工作”。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经

租房团队 :

万锦是华裔人又高度聚集的城

历和亲身体验，鼓励更多的华裔人十

Derrick Peng

Team Leader：Nina Au

市，但在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特别是

踊跃参政议政，促进个人与社区共成

润飞地产首席执行官 / CEO,

润飞地产EzRental租房团队尽心尽

华裔的歧视、骚扰和仇恨犯罪时有发

长。杨绮清坦言，一定要有自信，抓

加拿大地产院士 / FRI,工商管理

责，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出租、招租

生。杨绮清对此深感不安，于是她在

住机会挑战自我，这样对社区可以

硕士 / MBA,认证豪宅营销专家 /

以及房屋管理服务，为房东和租户解

不同场合积极为社区发声，敦促三级

“贡献更多，服务更多”。

CLHMS,Broker.

决一切专业问题；为您带来最专业的

润飞地产Luxepro经典豪宅团队，

政府采取行动，提高公众意识，促进
族群和谐，巩固加拿大所倡导的多元

投资周刊

INC.,

7030 WOODBINE AVE, SUITE

从政这些年来，杨绮清先后担任

速行驶标牌，这些惠民工程都是在她

REALTY

（来源:杨绮清议员办公室）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长期专注于多伦多高端豪宅市场的耕

投资周刊

建议，最省心的体验；更拥有海量资
源，让租房如此简单！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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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首次购房者 3 大福利来袭，
未来 5 年房市走向如何？
本刊讯

联邦预算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志在解决这
一难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随着通胀的加剧和供需

其中，包括三大福利性计划。

关系的影响，加拿大房价飙升。对于年轻人来
说，在加拿大购买房产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
是对于首次购房者而言。
4月7日，加拿大政府发布2022年联邦预
算，其中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住房计划，旨在让
加拿大的年轻人和首次购房者能够负担得起住
房。
近日，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在推文再次强
调了联邦政府对住房的重视。她表示，2022年

预计加拿大人最早将能够在2023年开设该
账户，最高年供款限额为$8,000。如果首次购

此外，自2023年1月起，出售持有不到一年

房者存了这笔钱，他们将能够在纳税时获得约

的物业都将被视为“炒房”，需要将利润作为

$1,640的退款。

商业收入全额缴税。但特殊情况有望豁免，如

首套房免税储蓄账户

死亡、残疾、生子、换工作，或因离婚而出售

首次购房者税收抵免

预算提议引入“首套房免税储蓄账户”
（Tax-Free First Home Savings Account），
允许首次购房者储蓄最高$40,000。

房屋。

为了帮助加拿大人减少买房带来的过户成

扩大“先租后买”，
加大投资建造更多房屋

本，联邦政府计划将首次购房者的税收抵免额

如同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RRSP) 一样，首

从$5,000提高一倍至$10,000。这将为买家提供

套房免税储蓄账户的供款可以免税，而购买第

高达$1,500的直接支持，适用于2022年1月1日

一套住房的提款也将免税，就像普通的免税储

之后购买的房产。

蓄账户 (TFSA)一样，“免税进，免税出”。

为了帮助加拿大人存钱购买第一套住房，
加拿大政府正投资2亿加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并扩大“先租后买”（rent-to-own）项目。

首次购房者奖励计划

为了使住房更具可负担性，加拿大政府希

为了帮助新手房主降低每月还款额，预算

望在未来十年将住宅建设翻倍。为此，政府

还提议延长首次购房者激励措施至2025年3月31

将投资40亿加元启动一个新的“住房加速器基

日，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受益。

金”（Housing Accelerator Fund），帮助在

通过激励措施，政府将为买家提供房屋购
买价格5%-10%的无息贷款，以降低其每月的房
贷成本。

未来5年建造10万套新住房。
那么，未来5年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如
何？

“我预计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更多与公寓
相关的交易，尤其在当下，以往人们眼中的低
价地区正因为交通便利性而变得更具吸引力，

购房者可以在贷款期满（25年或30年）或

房地产经纪人和房地产专家Trish

出售房屋时直接偿还这笔贷款，也可提前偿

MacKenzie表示，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目前面临

还，无需支付额外手续费和提前还款违约金。

的最大问题是供应。

以及两个调整房屋买卖市场的重大措施。

投资周刊

套自住房购买者可获得豁免。

因整体可负担性而有了更强劲的需求。”
Trish MacKenzie还认为，随着在家工作的
普及，较小的城市中心可能会扩大。那么，人

不应该等待。整体而言，房价可能只会往上
走，所以买房趁早是个好主意。
她还建议买家重新考虑对房子的看法。虽
然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大城市房价继续呈上升
趋势，但加拿大仍有一些地方房价低到让你惊
掉下巴。

“关键是如何解决。市场上有望出现更多

们应该如何为未来5年的房地产市场做好准备？

“是的，家是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

的房源供给，由于住房加速基金和快速住房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那么现在就行动。

方，但房子也是为您增加额外财富的工具。

限制海外买家购房，抑制房产倒卖

计划扩大了一年，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将会加

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是，即使在80年代和09年大

因此，虽然现在您买得起的可能不是梦想中

为了向加拿大人提供更多房屋，政府将在

快。”

跌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动产的价值

的房子，但这也是朝着最终目标前进的重要一

也在增加，并且以高于家庭平均收入的速度增

步。”

未来两年内限制外国买家在加拿大购买任何类

但这种供应可能不会像一些人期待中那么

型的住宅物业，以确保购买的房屋用来自住，

迅速。随着今年利率的预期上涨和建筑材料成

而不是仅仅作为投资。但持学签、工签，及首

本的上涨，新的供应只会变得更加昂贵。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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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来源：海外e家）

这意味着如果您现在有能力马上行动，就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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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留学移民

总经理：梁晓敏
Study Abroad

新的临时政策你一定要知道 !
际留学生，将有资格获得最长为18个月的工签有效期

含直系海外亲属，他们都可以获得加拿大的开放工

延长；

签。

对于在加拿大旅游的外国公民，可以在不离开加

总体而言，在疫情影响下，加拿大移民部继续有

审批的各类别申请积压量超过200万人，相比去年夏

拿大的情况下，直接申请临时工签，这项临时政策延

大量申请积压等待处理。移民部已经获得8500万元的

天，增加了近60万人。

长至2023年2月28日；

预算，用于减少申请者的等待时间，包括雇请更多工

示，截至4月11日，申请积压有2,031,589人，相比之
下，3月份的积压为1,844,424人，而去年7月的积压为
1,447,474人。

申请人在等待永久居民审批的过程中，可以选择
留在加拿大或离开；

搭建平面、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立体平台
微信公众号

高端品牌、顶尖团队，全心助力客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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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柏文及城市屋将迎头赶超独立屋！
美国四分之一海外买家是加拿大人！

作人员，申请程序电子化处理等，并已宣布将于今年
年底恢复各项业务的服务。

申请人在等待永居申请最终确定前，可以申请有

（来源：网络综合）
本刊讯

加国柏文及城市屋
迎头赶上超独立屋

字是87万人。
数据显示，申请学习许可的留学生有12.2万多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日前公布最新

人，申请学签延期的有3.4万多人；申请临时居民签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本国的房屋趋

证的人有55.8万多人；申请工作许可的外劳有17.2万

势问题如下：

多人；申请工签延期的有14.1万多人。
4月份公民申请积压量为40万人，比3月的45.3万
人有所减少。

独立屋：依然是加拿大最多的住
房类型；但是，柏文及城市屋：将逐
势。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指出：
2022年3月，全国平均房价为79.6
多伦多及卑诗省二地是房价最高之地
除外）；
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局表示：大多
近170万元，柏文平均售价80.8万元以

高层柏文建 已成趋势

Emergency Travel，CUAET）后，临时居民签证和
工作许可的积压大幅增加。截至4月29日，该项目已

统计局公布数据指出：

收到超过18万份申请。

全国780万幢独立屋，数量占2021

比3月份的51.9万人略有增加。所有类别的永久居民

速。

伦多地区3月份独立屋，平均售价接

急旅行授权（ Canada-Ukraine Authorization for

截至4月11日，永久居民申请积压量为53万人，

年至 2016年）的4.6%增长速度更为快

万元，较2021年同期上涨11.2%；（大

渐迎头赶上，取代独立屋兴建的趋

移民部发言人表示，近期启动加拿大-乌克兰紧

市中心人口，从2016年至2021年期间增
长10.9%，较上次人口普查期间（2011

为了支持家庭团聚，如果申请人在永居申请中包

前有超过110万临时居民申请人等待审批，3月份的数

年全国住房供应的约53%，低于2016年
的约54%；

上。

专家分析
多伦多都会大学（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数据科学

虽然独立屋的增长速度高企，但

及地产管理学教授海德尔（Murtaza

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的申请积压略有减

是，柏文及城市屋将迎头赶上。尤其

Haider）表示：目前，房价飙升超出很

少。4月份申请人超过4.5万人，3月份是5.2万人。

是以高密度闻名的热门市中心核心地

多人的财政预算，由此推动了人们对

快速通道是移民部接收技术移民的主要途径。移民

区。

柏文的需求。虽然，很多数人仍然喜

申请积压量都有所增加。

部自2020年12月以来暂停了联邦技术工人移民项目

统计局点算各类房屋数量：

欢独立屋，但归於现实，不少人会重

（FSWP）的邀请。经验类移民（CEC）的抽签自

一、柏文

新考虑其住房选择。特别是年轻人及

2021年9月已经暂停。

2021年全国有150万间5层以上柏

首次购置业者，都会从实际出发，最

报道称，快速通道申请积压减少，使得移民部
长Sean Fraser于4月下旬宣布，将于今年7月恢复抽
签和邀请，同时多数申请人的审批时间将恢复到6个

文，占全国住房存量的10.7%；
则从2016年的18%微升至18.3%。

城市屋建築跟随柏文向上升
移民部的新临时政策
对于毕业工签过期时间在2022年1月至12月的国

美国四分之一海外买家
都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与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地

所造成的。

二：城市屋

理位置，拥有加拿大护照后，不仅可

实际上，加拿大人购买的美国房

城市屋数量亦略有上升， 2016

以自由出入美国、自由在美国求学求

产价值，远超平均房价。据统计，

职，也可以在美国买房！

2021年加拿大人平均在美国买的房子

年占住房供应的6.3%升至2021年的
6.5%；大部分增

跟多伦多和温哥华暴涨的房价相

长集中於大城镇中心的市中心和
其周边地区。

比，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宛如白菜
价，而且还是在风景秀丽的海边！

价值60万美元，折合超过70万加元。

51% 的加拿大人在郊区或度假区
购买他们的美国房产，而其余 49% 的
人在城市中心或城市地区购买。
虽然加拿大人在美国生活不会有
太多身份限制，但在美国却是很难贷

不过跟购买最高峰－－2017年相比

款购房，不仅贷款利率很高，申请周

数据还是有所下降，这一年加拿大人

期往往要长达60天，因此有将近66%的

另外，千禧一代已是最有可能成

根据NAR (National Association

足足在美国购买了200亿加元的房产，

在美国买房的加拿大人，是全现金交

为首次置业者，他们占大城市中心人

of Realtors)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4

占到了美国所有海外买家的四分之

易！

口的叁分之一以上；占加国最大份额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加拿大成为

一。

的婴儿潮一代，仅占市中心人口五分

美国最多的海外买家来源国，占外国

根据数据显示，2021年有38%的加

统计，在疫情前，每年大约有80万加

之一。

买家购买量的 8%。购买的房产总额为

拿大人选择在佛罗里达买房、24%的选

拿大人因为养老、工作、教育等原因

50亿加元，相当于42亿美元，共购买

择在亚利桑那、7%的选择在加利福尼

搬去美国，占全国总人口的2.5%左

了8800套房屋。

亚，这三个州已经占到了近七成，而

右。

统计局2022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显
示：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终会选择城市屋或柏文。

2016年则为9.9%；5层以下柏文，

月。

投资周刊

本期共56版

聚焦地产、金融和教育三大投资板块

Realty & Finance

效期至2024年底的开放工签；

4月份积压人数增加主要来自临时居民申请。目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农历壬寅年四月初六

财富舞台·凝聚精彩

地产·理财
多伦多版

根据最新披露的信息，目前等待加拿大移民部

CIC News向移民、难民和公民部获得的信息显

美编：周煜博

2022年5月6日

加拿大移民部：各类别申请积压超 200 万！

本刊讯

值班编辑：梁晓敏

至2021年春季，有超过120万或

但与2019年相比，下降了 52%总

拥有阳光、沙滩和天气好的加州和国

3.5%的加拿大人，居住在全国41个大

购买量和下降了56%总共买金额，这可

际现代大都市的纽约州则因为高房价

型城市中心之一的市中心部分。这些

能还是因为Covid-19旅行限制的原因

选择的人相对较少。

投资周刊

另外，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来源：加人加事、
多伦多君安地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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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买对的

B3 名家专栏

Specialist’s Column

2022年5月6日

大多地区房产综合评述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3）

房屋明亮通透。二楼四个卧室，全屋共
四个卫生间，包括地库的一个卫生间。
房屋布局合理有效，没有浪费的空间。
每一间卧室比较平均，没有太小的卧

Michael Wang

室。业主保养一流，“看屋识人”，也

416.893.2060

是一个良善之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扫
描二维码看下房子。
Agincourt North这个社区有大部
分的华人，大家都很熟悉，生活，交
通，工作都非常的方便。未来建成的
Sheppard和McCowan的地铁站也在五分

David Guo

钟路程内。这个社区单车库的独立屋其

Sales Representative

实蛮多的，大多是1500平尺左右三个卧

416.303.0305

室。很少像这间这样子单车库有四个卧

dg@davidguoteam.com

室的近2000尺的。不讲年初这样的接近

紧接上期文章，冠状病毒感染

2000尺的房子大约要140-145万左右。

让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大家知道

我们客户三月份买的36 Whistling Hills

病毒的基本结构吗？请让我摘抄一

根据最新的销售数字，2022年四

是真实的生活了。一个更有智慧的选择

Dr，才不到1500平尺，都要超过140万。

段文字，供大家参考：“病毒是由

月份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戏剧性下降

是，好好利用这个买家市场，更多的库

就算是加息之后，同一个社区隔壁街的8

一个核酸分子（DNA或RNA）与

41.2%*, 就算如此，房市各类房子的平

存，更好的谈价空间，去捕获我们梦想

Big Red Ave，3月18日卖了135万。以

蛋白质构成的非细胞形态，为类生

均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高了15%*。前

的家园。价格既然不是一个问题，不将

及15 Haven Hill Sq，4月1日卖了133.8

物，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靠

后月份比较的话，四月份各类房子的平

就，一定要坚持买对的。今天就给大家

万。关键是这三间房子都是不超过1500

寄生生活的介于生命体及非生命体

为何可以在万马军中杀进杀出，如

到贷款里的本金增值部分。你坐在

事实压倒了一切。你敢于相信自己

均价格比三月份下降6.4%*。 一些夸张

推荐一套性价比高的世佳堡的单车库独

平尺。而这间166 Bethany Leigh是妥妥

之间的有机物种，它既不是生物亦

入无人之境？看看他的历史，可以

家里，什么都没干，就已经是加拿

的判断，长期持有有价值的股票或

的标题党媒体甚至以“房市崩盘”来拉

立屋。适合预算低，初次买家或者投资

的1982平尺。最最关键的关键是卖家早

不是非生物，目前不把它归于五界

非常清晰地看出一个整体脉络。他

大顶尖1%的收入人群了。

者房产，你不是会赚很多钱，而是

流量。市场迅速向买家市场转变。买高

客。

期买的房子，完整地理解市场的变化，

（原核生物、原生生物、真菌、

不被市场的好坏所左右，他只看事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

这间房子会是很多初次买房人的福音和

植物和动物）之中。它是由一个

实。每次他从一个地方脱身，往往

们在恐慌中没有独立思考，就会像

李嘉诚的名言：“房地产是一

机会。非常理性的卖家。期待哪一位买

保护性外壳包裹的一段DNA或者

那里就会迎来拐点；而他开始投资

2017年4月之前那样，几乎是全民

种等待的行业！谁能等得起，谁就

家尽早好价格入手。时间不等人。

RNA，藉由感染的机制，这些简

的地方，往往遍地哀鸿，他却大举

关注地产，全民想从地产里捞金，

是最大的赢家”。如果别人恐慌的

单的有机体可以利用宿主的细胞系

进入。

最后的结果都看到了。这一次的地

时候，你也恐慌；别人抢房子的时

不买低的羊群心理，央行可能继续深入
的”加息“传言让买家更加迟疑。

166 Bethany Leigh Dr Scarborough,
Middlefield & Finch

赚到你自己都数不清楚了。

常言道“你强任你强，清风拂山岚

这是间性价比非常高的房子，根据

“， 这不正是买家可以入场的好时机

政府数字1982平尺的1.5单车库独立屋，

现在市场的库存相对较多，买家有

统进行自我复制，但无法独立生长

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也

产调整，跟2017年有些相似，虽然

候，你也抢房子；别人一有风吹草

吗？就算加息继续，可能大家都在等待

没有传统单车库狭窄的车库门。车库前

更多的选择。这样的房子只要市场稍微

和复制。病毒可以感染几乎所有具

是这个思路。他敢于出敌不意，敢

起因不同，但是现象级的情况雷

动就抛售物业，你也跟着抛售；那

所谓的“最低点”，但在物价高昂的今

可停三部车。房子背靠Richmond公园。

有变动，它会一下子凸显出它的价值。

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

于在别人不敢干的时候，豁出命

同，都是狂抢。

么你是在做搬运工，甚至比运货师

日，个人判断，价格会很快达到一个平

不管老人早上散步还是带小孩公园玩

让您的投资更显得稳妥。更不用讲它的

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比起细

去。无论是商业还是军事，能够战

恐慌性销售是地产销售里屡试

衡点，市场更多的不确定性最终无非

耍，打开后院门就是大公园。一楼传统

功能性和实用性。是个85分“对的“房

胞来讲它们简单的无法令人相信。

胜对手或者赚到大钱的往往是能够

不爽的高招。“再不买就没货了；

我们没有见过替市场做搬运工

是让成交数量继续下潜。现实情况是，

的左右布局。左边厨房，早餐厅，家庭

子。

可是，病毒已经在世界上存留了30

准确分析，果断出牌的人。还有一

购房的人群已经在路上了；你还犹

的赚到了大钱，但是我们绝对见过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确定一个“最低

厅，右边大厅和旋转楼梯。旋转楼梯向

亿年了，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

个硬性的标准，这些方法是可以被

豫什么等等”。不过有一个恐慌性

拿着别人的钱（银行的贷款），在

点”。如果哪个人有这能力，那这就不

上延展到屋顶的天窗（skylight）。整间

种。问题来了，这样简单的不在五

复制的。只能使一次的招数那叫

购买我绝对支持。就是在别人还没

大众不经意当中，买进了大多数人

行中，跳出三界外的类生物怎么可

“空城计”。诸葛亮都没胆子使第

看出某些地区或者是社区，房产要

并不看好的物业。若干年之后，出

以存活了这样漫长的时间？这就引

二次。

在未来有较大幅度攀升的时候，作

手的时候，旁观者才恍然大悟，但

投资首先基于的是确定性和安

为投资人应该有紧迫感，能够多买

是晚了，利润已经被知先觉者套牢

全性，等待市场带给你丰厚的利

就要立即购进。等大众惊醒的的时

了。

3）成功的地产投资从原理上

润。地产投资，我们更应当看重房

候，你的购买价格就不会那么便宜

来讲都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是可以

产价格增长的质量，而非明天就可

啦。

被复制的。这听起来非常像病毒复

以赚到本满钵满的速度。我们不是

1919年，可口可乐公司上市，

你想让你的物业卖出高价吗？

制原理。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很多

在比赛车，也不是龟兔赛跑，我们

价格40美元左右。一年后，股价降

你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地产投资人

事是相通的，也是近似的。当我们

在比较稳定性和可复制性。安全性

了50％，只有19美元。然后是瓶装

吗？请联系Michael Wang。Michael

4+2 卧 5 卫双车房楼花转让，

听一个地产投资理论，说得天花乱

和确定性本身就是安全边际的一部

问题，糖料涨价等等。一些年后，

Wang拥有美国硕士学位,

2446 平方英呎。9 尺楼顶，实

坠，从历史到现在，从世界形势讲

分。当我们可以像病毒那样，复制

又发生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

地十余年房地产买卖，投资和物业

木地板，地下室二卧为合法出

到加拿大地产，从大数据分析到各

出一些投资物业的时候，你那时候

战、核武器竞赛等等，总是有这样

管理经验Michael 以其广博精深的

个社区的精准资料，讲了一大堆。

就会并不太在意市场暂时的起伏

或那样不利的事件。但是，如果你

专业知识，超强的谈判能力，紧密

但是2017年4月之后，这些分析就

了。试想，当你有5套投资房产，

在一开始用40块钱买了一股，然后

的团队协作，助您高价快速卖房，

被丢进了历史。

每套物业仅仅每年增长5万加币，

你把派发的红利继续投资于它，那

超值无忧买房。欢迎致电Michael

还是来看李嘉诚，他前一段时

那么你一年的账面收入会是多少

么现在，当初40美元可口可乐公司

Wang（416）893-2060

期据说又杀回大陆投资了。李超人

呢？这还不算租客给你的租金回归

的股票，已经变成了500万。这个

* 根据地产局官方数字

发了地产投资里很关键的一个原

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超强的谈判能力，紧密的团队协作，助您高价快速卖房，超值无忧买房！

893-2060，(416) 391-3232
电话 : (416) 893-2060，
Pickering

Barrie

2卧 3卫
镇屋楼花转让

租单位，两套温控系统，分门
出入，面向公园，是自住投资

Michael Wang Broker
Office: 416-391-3232
Cell: 416.893.2060

转让价
$880,000

的最佳选择。

转让价
$1,450,000

则：

傅赚的都少。

未完待续……

Address: 1396 Don Mills Rd #B121,
Toronto, ON M3B 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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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商律：法律小思精选】

蒋虹
首席律师

B5 新盘聚焦

New Listings

2022年5月6日

Park Place 丨奢华的生活方式
旺市投资的明智之举，锁定今年 5 月！

私贷 (private mortgages)#16
——什么是产权保险 (title insurance) ？
贷方在做房产抵押私贷时通常需要产

型商业交易的法律费用。

公共记录中未列出的事项（例如，没登记

权保险。在30年前没有产权保险时，私贷

住宅产权保险单通常包这些产权问

时要有律师的产权意见(title opinion)被来

题： 未知产权缺陷（产权问题妨碍你拥有

确保： (i) 业主/借款人对房子有好的产

明确的所有权）；房产证上的现有的lien

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产权保险只处

权； (ii) 贷方拥有好的和有效的抵押贷

（例如，卖方因没交物业费、抵押贷款、

理地产的所有权，而不是房子本身。因

款。律师必须对产权和产权外的因素做详

财产税等造成对房子有lien）；侵占问题

此，产权保险不包括： 因洪水、火灾或

细的审查和尽调。查完后如没问题，律师

（例如，你的房子侵占了邻居的地需要拆

下水道堵塞造成的损失；你家的正常磨损

就出产权意见。如果产权意见有误，出现

除）；产权欺诈作假；地产调查和政府公

（例如，更换旧窗户、漏水的屋顶或旧炉

了产权问题，客户需要告律师失职，由律

共记录的错误。

子）；盗窃（例如，窃贼闯入你的家偷走

师的保险公司处理。产权保险就取代了对

通常，产权保险不会包括： 已知的产

律师产权意见的需求，因此如果出现产权

权缺陷（在你购买房产之前已知道）；环

问题，产权保险公司会处理这些问题，而

境危害（例如土壤污染）；土著人土地要

无需客户起诉律师。律师也不需要做大量

求；只有通过新的调查或检查才能发现的

地审查和尽调，从而大大降低了民主和小

问题（例如，地产比最初想象的要小）；

Justin Yao

的的lien和侵占）；你自己对房子更改、翻
新或增建违反市政府规定。

药晋
647-973-9821

你的物品）；以及因非产权相关问题而导
致的其他损失。
(蒋商律www.jhwbizlaw.com © 2022
普遍讨论投非法律建议)

超值的梦想家园

PARK PLACE

【楼层高度】48 and 56 层

施，让居民可以轻松沉浸在幸福生活

友不会不知道，超过500家建筑企业的

VMC的大型社区

【发售日期】2022年5月

中。

总部都落脚于旺市。

两栋双子楼

这两座塔楼由 Hariri Pontarini

Park Place 的套房面积从 470 到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统计，

即将开售

Architects 设计，将包含 1,100 多个

超过 1,100 平方英尺不等，提供从一

旺市人口里有33%拥有大学学历，而

Address: 3320 Hwy 7, Vaughan

住宅单元，底部有超过 10,000 平方英

张床到三张床的豪华布局。此外，这

80%的人口在55岁以下。这也让旺市的

尺的零售空间。南塔楼高 56 层，北

些建筑将是智能的，具有特殊功能，

竞争力再上一层。

塔楼高 48 层，均位于相连的 3 层裙

包括非接触式入口、智能恒温器、应

作为GTA地区的中心地段，旺市

欢迎来到 Park Place，这是一

楼之上。鉴于它们毗邻公园和 7 号高

用程序集成和公共区域可用的 Wi-

一直是链接安省北部和安省南部的重

个全新的混合用途公寓社区，两座

速公路走廊的位置，这些塔将提供整

Fi。

要桥梁，高速极为方便，无论是400还

48 层和 56 层的优雅、豪华风格的

个 GTA 的不间断景观。

楼盘简介

公寓的设施包括大型休息室和游

是407还是427，都让出行极其方便。而

塔楼耸立在即将建成的 9 英亩顶级

在地面层，一个宽敞的零售广场

戏室、还配有专用瑜伽和健康中心的

更不用说地铁和铁路系统，只需25分

中央公园之上。坐落于充满活力的

和广阔的公共领域将开发与周围环境

健身区、自行车装配室和放满了带大

钟地铁，轻松到达多伦多Downtown。

SmartVMC 中，距离TTC地铁巴士一

融为一体，格子架沿着场地的边缘，

量绿色植物的大型户外露台、充足的

步之遥。

创造了一个私密的聚会空间。“我们

座位空间和户外烹饪区。

通过合并一个公共广场来软化从街道

【项目名称】Park Place
【项目地址】3320

Hwy

7,

开发商介绍
SmartCentres Real Estate

为多伦多投资未来

到建筑物的门槛，该广场在视觉上与

Investment Trust 成立于 1989 年，

中央公园相连，并与高架遮阳棚架接

地铁近在咫尺

是加拿大最大的完全整合型房地产投

【价格】60万起售

壤。VMC中心公园提供令人难以置信

3 MIN

资信托基金之一，拥有一流的投资组

【开发商】Smart Living

的 40,000 平方英尺的室内和室外设

步行即达

合，在全国各地的社区拥有 174 处

VMC有着全城最令人羡慕的地理

战略位置的房产。SmartCentres 拥有

位置，也是旺市最大力投资的社区，

113 亿美元的资产，在加拿大 3,500

整个社区将会有超过20个项目落成，

英亩的自有土地上拥有 3,410 万平方

为旺市带来超过5万到9万的常住人

英尺的创收价值导向型零售空间，入

口。配套这个社区的旺市最大型的地

住率达 97.6%。

Vaughan

Jane Wang
Sale Representative

416.831.2235
janehuawang@yahoo.com

这个梦幻的半独立屋位于邦德湖村
的中心。令人难以置信的保存完好和闪

铁站Vaughan Metropolitan Centre。

SmartCentres 继续专注于通过

旁边超市，银行，五金店等等也是应

在其现有零售物业上规划和开发完

有尽有。让你无需有车可以尽情享

整、连接、混合用途的社区来改善

受。

加拿大人的生活。512 项目是一项

闪发光的清洁，它拥有一个超大的开放

而另外吸引年轻投资者的一个原

公开宣布的 152 亿美元的强化计划

概念布局，全屋木地板，宽敞的房间，

因是，更多的大型公司正在往旺市迁

（SmartCentres 的份额为 98 亿美

如果您对此房产感兴趣，请在下方留下您的联

移，现在已知的就有四大会计师行中

元），代表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当

系方式，我会尽快与您联系。

的两个。而旺市另外一个领先的行业

前的主要发展重点。

就是建筑业，熟悉加拿大建筑业的朋

投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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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桃源豪华别墅，极佳住宅体验

B7 保险理财

Insurance Planning

2022年5月6日

如何用 JLTD 分红保险
来使退休收入最大化并高效地传承财富？

宅邸坐拥一英亩占地，超大朝南后
院视野辽阔，主人在此亲手种植了60多
棵树木及灌木，四季常青，风景如画。
物业由常青树木环绕，从家里向室
外望去， 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美景。夏

“补充退休收入”的功能是分红式

日和家人们坐在户外的阳伞下休憩，植

保险的延税投资和财富增值功能的衍

物清爽的芬芳扑鼻，耳边环绕的是林中

生！很多人之所以愿意购买分红式保

鸟儿清脆的歌声，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

险，其主要原因就是看重分红保单中不

景象！

断增长的现金值将来可用作退休收入的

超大平台给家庭提供了极佳的室外

补充，而且回报非常安全稳健，且不需

活动的空间，夏日可朋友相聚烧烤畅
饮，冬季可眺望窗外皑皑雪景。

社区 Community
此豪华府第周围生活设施齐全，

瑞门
RIFO 一德地产公司总裁

President | FRI

416.876.8999

Rayhouseteam@gmail.com

要自己操心；“免税传承财富”的功能
则是人寿保险的另一个重要功能。通过
人寿保险来传承财富具有三个特点和优
势，即绝对的确定性、可靠的增值性和
传承的高效性。其中所提到的高效性主

开车最多5-10分钟可抵达Walmart，

要是从税务效果上来说的，因为按照加

Canadian Tires，Shoppers，Rexall，

拿大相关法律的规定，所有人寿保险的

Whitchurch-Stouffville

尺挑高屋顶装饰著华丽大型水晶吊灯，

Longo，Nofill，Metro等商店和购物中

身故赔偿金都是免税的，从而使得人寿

大地提高保单的产出/投入比！特别是

人87岁同年身故，则可以传承的免税资

世外桃源豪华别墅

并带有可调式顶灯，根据自己的喜好调

心；附近还有银行，家庭医生诊所，牙

保险成为一种最具税务优惠的高效的财

对于两人年龄相近、又没有通过保险来

产（即那时的总身故赔偿额）为：$417

节出任何色彩。

医，各式美食餐厅以及LA Fitness健身

富传承手段。

进行互相保护的需要了的夫妻来说，购

万，财富的传承效率为：417/63.8=6.5

买一份JLTD分红保单相对于两份单一

倍！从如上例子可以看出，在购买完全

的分红保单来说就更有优势了！

相同的基本保额的情况下，通过将两份

69 Sam Davis Crt, Stouffville L4A
4R4

走入玄关便是大气华丽的主厅，室
内装修优雅精致。大厅中央高墙名贵大

房，应有尽有，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

如果夫妻两人购买分红保险的目的

面面！

主要是为了将来补充退休收入的需要，

占地：1英亩

理石采用Book Mark对称细节处理，承

史托维尔Whitchurch-Stouffville 位

6套间7卫室四车库独立屋

托著两侧大约1米x2米的高雅瑰丽的天然

于安省约克区（York Region）东部，

钥匙扣地形

珍贵玛瑙，令人一见倾心。

紧邻Aurora和Markham, 是占地206.4

四季常青树林围绕，天然氧吧

大厅朝南拥有明亮大窗，窗外风景

平方公里的镇级行政区域。总面积比

Musselman湖及高尔夫俱乐部

尽收眼底，当阳光透过大窗洒满室内，

Aurora，Newmarket和Richmond Hill

千百年来，人类与自然相生相守。

目光所及之处满是华丽与舒适。

加起来还要大，人口不到5万。小镇在万

专业规划五至
十年地产投资
不动产回报目
标高于平均值

那么，他们怎样才能够让两人都在世

如果一个投保人购买保险的目的就

单一的分红保险改成一份JLTD联合保

时的退休收入最大化呢？下面，让我

是为了财富传承，只要被保人的年纪不

险，在使得总的基本保费投入大大减少

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吧：夫妻两人都

是很大，而且是按照平均寿命来测算，

的同时，将来的总赔偿额反而还提高

是42岁，标准身体等级，购买Sun Life

那么，选择分红式保险（W.L）一般要

了，从而可大幅度地提升分红保单的财

的20年保证付清的分红式保险Sun Par

比另一类终身保险U.L的传承效率高出

富传承总效率！

Protector（假定分红率按6.25%保持不

很多（这里指只付基本保费的U.L），

总之，JLTD分红保险适合于那些

变），假定将来实际付款也是20年。

这是因为即使在只付基本保费的情况

只希望将来夫妻二人都在世时的退休收

即使在今天，我们跟随著时代趋势，逐

玄关两侧是左右对称的会客厅以及

锦市的正北面，具体地理位置是19街以

渐适应和习惯大都市的便利和喧嚣。但

正餐厅，11尺屋顶配上层次分明的吊

北，404高速以西，第十大道以东，Davis

如果夫妻两人各买一份$80万的保单，

下，分红保险的总保额都会随着时间的

入最大化、或财富传承效率最高化的投

在我们的心里，依然为它们保留著一片

顶，加上贵气的水晶枝型吊灯，细节令

Drive以南。驾车从404高速公路北上，过

则先生和太太的年保费分别为$25,569

推移而不断增长的，被保人活得越长，

保人，或者只是想将分红保单用作将来

位置。

人赞叹。

万锦市，在史托维尔出口下，再东行，

和$24,473，夫妻年总保费为$50,042。

赔偿额就涨得越大，财富传承的效率也

解决最终的增值税“炸弹”的投保人，

就越高。

特别是被保人年纪偏大或一方身体有些

一德地产荣誉代理的这处宅邸，坐

厨房全套高级电器设备，高级定制

就可来到这里，一个静谧而美丽的小镇

20年共投入约$100万。假定夫妻两人都

落于世外桃源小镇Stouffville的豪宅社

橱柜，开放式设计，用色和谐统一，视

—史托维尔Whitchurch-Stouffville。该

从67岁开始采用保单抵押贷款方式用钱

如果夫妻两人想同时购买分红式保

问题的情况，因为JLTD可以将被保人

区，恢弘大气的外形建筑设计，细致华

觉上感官舒适，既宽敞，又整洁。

社区因拥有广阔的农牧区、茂密的森

补充退休收入，一直用到86岁，则两人

险来进行财富的免税传承，那么，购买

的平均保险年龄降低10岁左右，同时，

早餐厅拥有弧型大窗，窗外景色可

林、湖泊、峡谷、马术场、农场、高尔

每年从两份保单中一共可免税使用约

一份JLTD联合保险又要比购买两份单

由于概率论的原理，JLTD还可以淡化

尽收眼底，在阳光明媚的晨光中，全家

夫球场, 比临闹市却又远离喧嚣，所以

$15.7万，20年共使用$314万，假定二

一保险的传承效率高出很多。请看下面

或抵消一方被保人的身体不利因素。但

只有严谨的感知生活深度，才能造

人一起在此用餐，享受着窗外绿意盎

有“桃源小镇”的美称。

人87岁同年身故，则还可留下约$166万

的例子：夫妻两人都是47岁，标准身体

由于JLTD的赔偿额是只有二人都身故

就设计尺寸。让我们一起跟随小编，一

然，开启全新的一天， 是一幅多么温馨

的免税资产给孩子，产出/投入比为：

等级，想购买基本保额为$100万的分红

后才能赔出来的，因此，它不太适合于

睹它的风采吧。

动人的画面呀！

（314+166）/100=4.8倍；但如果将每

保险以用于将来传承一笔免税财富给

以下几种被保人：夫妻需要一份终身保

丽的内部装修，无一不呈现品质和对舒
适生活的极致追求。

概述 INTRODUCTION
豪宅坐落于Sam David Crt街道尽
头，位于最佳位置，占地1英亩，四周被

绝佳地理位置

宅邸的书房位于西侧安静角落，配

史托维尔Whitchurch-Stouffville是

年完全相同的投入即$50,042用于购买

孩子，并用作将来投资型房产等资产所

险来进行互保，而他们目前还没有足够

有Coffer Ceiling以及华丽枝形吊灯。房

一个活跃且快速发展的小镇，优越的地

夫妻联名的二人都身故后才能获赔保

产生的一次性增值税“炸弹”的处置，

的此类互保的人寿保险；或者，夫妻是

屋主人在此阅读或者处理事务，安静而

理位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搬

额的联合保险JLTD（选用完全相同的

希望能在10年之内保证付清。现以购买

没有孩子的DINK一族；或者，夫妻关

不受打扰，非常舒适。

来这里安家落户，有很多的投资者也慕

分红保险类型），则可购买到的基本

Manulife的分红保险Manulife Par为例

系不是很好，随时都有分道扬镳的可
能，等等。

绿野及四季常青树木环绕。内部1楼和2

一楼专门配有一个单独的套间，可

名而来，纷纷获得非常可观的投资回

保额为$192万。同样，夫妻两人从67岁

来加以比较和说明，选择10年保证付

楼面积超过6600Sqft，地下室3300Sqft，

做为客房或者老人房使用，阳光灿烂，

报，它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潜力。有人可

开始采用保单抵押贷款方式用钱补充

清的计划，并假定分红率按6%保持不

全屋近一万尺空间，拥有6间套房，7个

舒服温馨；三个朝南大窗可眺望后院森

能认为史托维尔比较偏，但是，Pearson

退休收入，一直用到86岁，则两人每年

变：如果夫妻每人分别购买$50万，则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建议。

卫生间。

林，美好景色尽收眼底。

皮尔逊国际机场，是加拿大最大的机

可从这份JLTD分红保单中可免税使用

先生和太太的年基本保费分别为$37,348

具体请咨询合格的专业人员，也欢迎

整体外墙以考究石料贴片，线条鲜

通往二楼是配以高级铁艺护栏的橡

场，到达小镇也不过就40分钟的车程。

$17万，20年共使用$340万，假定87岁身

和$35,896，每年总付保费为$73,244，

与本文作者联系。马新明Max Ma为资

明，凹凸有致。正门入户为厚重的门

木楼梯，二楼共有5个套间。主卧现代感

事实上，在这里生活非常便利，大型

故，则还可留下约$268万的免税资产给

10年的总保费为$73.2万。假定两人都

深专业保险理财顾问，环球百万圆桌

庭，展现出庄重，内敛的气息。室内功

十足，软装陈设与硬装部分相辅相成，

Shopping Plaza很多，高速公路靠近社

孩子，产出/投入之比为：（340+268）

是87岁身故，则两份保单的赔偿额分

会员，对分红式保险进行过长期、系

能区划分合理，开放式设计，全屋重金

和谐雅致，又不失高贵。

区，交通非常发达。另外，从小镇去到

/100=6.1倍。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购

别为：$201万和$196万，总赔偿额为：

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具有丰富的实操

主卧浴室用料考究，营造出高端的

多伦多Downtown有GoTrain可以选择，

买一份JLTD分红保险，相对于购买两

$201+$196=$397万，两份分红保单的财

经验。电话：647-832-6780；Email:

家居氛围，经过精心搭配的浴室家具，

Stouffville GoTrain 站和 Lincolnville

份Single（单一）的分红保险，在投入

富传承总效率为：397/73.2=5.4倍；但

maxmafin678@gmail.com；更多相关

提升了浴室的精致感和舒适感，让忙碌

GoTrain2个车站可送你每天到多伦多市

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使夫妻将来的

如果夫妻两人合起来购买一份$100万保

文章请浏览www.msunfinancial.com/

了一天的身心感到无比放松。

中心上班。

退休用钱显著增多，实现夫妻都在世时

额的JLTD分红式保险，同样选择10年

blog，或关注他的公众号: MaxMa_

的退休收入最大化，而且，将来留给孩

保证付清的计划，则总基本保费投入

Canada，或加其微信：maxma678）

子的免税资产也将大为增加，从而可大

为：$63,792×10=$63.8万。假定夫妻二

设计师打造，并有智能控制配套设备，
造就奢侈舒适的住宅空间。

内部 INTERIOR
步入宅邸玄关，扑入眼帘的便是大
气磅礴的奢华气息，双厅左右对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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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盛金融总经理

647-832-6780

Email: maxmafin67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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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新盘聚焦

Focus on new Lis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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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ITY M5 CONDO
掌控一座城市 最好的方式是占据核心！

售 房冠 军团 队
Rickle Huang

Franz 武

黄希明

Sales Rep.

Broker

416-223-8000

647-295-8322
ricklewong@hotmail.com
www.rickle.ca

franz.fwu@gmail.com

Warden/Hwy7 2+1 房 2 卫 Penthouse，包 2 车位 +1 储物 , 暗盘价 $139 万 9

#1808-38 Cedarland Dr, Markham
位置万锦市 Hwy7/Warden交界处；

崔典

2+1房2卫 penthouse，无遮挡西南朝向单

Dian Cui

位，3个阳台，2车位+1Locker，室内面积

工程师 地产投资顾问
地产经纪职业培训师
海外资产配置高级顾问

1212呎；全屋木地板，超大落地窗，厨房
有石英石枱面，不锈钢电器；卫浴有无
框淋浴间；物业设施齐全，有24小时礼宾
部，健身房，娱乐室，篮球场，烧烤场，

647.961.3999

图书馆，儿童游乐室，派对房。

微信号：dian118811

万锦豪宅区 Angus Glen 豪华无管理费镇屋，主层 10 呎 , 楼上 9 呎 , 楼花转让 $159 万 9
掌控一座城市 最好的方式是占据

4071 Major Mackenzie Dr E

核心

距Square One商圈

交通岂止畅通

学校和餐厅仅数步之遥

楼下直达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

位于密市黄金C位

密西沙加

校区的公车

黄金位置
位于Major Mackenzie/Kennedy的高尔夫名校豪宅区，由著名
建商Kylemore开发的Brownstones At Angus Glen，就读安省名列

典藏一方美景，释放悠然雅致生
活

球场和树林。物业为3睡房3卫浴1820平方尺单车库镇屋。主层10尺
高，二楼9尺高，地下室9尺高，明亮多窗，实木地板，厨房大理石

楼盘信息
未来可期·中心擎动未来

项目名称：M CITY - M5

轻松穿梭Brampton与多伦多之间

小学至高中教育资源

楼盘地址：454 Burnhamthorpe

直通Square One Go Bus总站

更紧邻两大密市著名高校

哪还用担心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

开车数分钟即可进入401/403/410/

谢尔丹学院密西沙加校区

楼盘开发：Rogers Real Estate
Dev.

QEW/407等高速公路，条条大路通罗

大道至纯，知止而内效

建筑承办：IBI Group

心，内有游泳馆图书馆篮球场冰球场，兴趣活动无数，是家庭成员

M City - M5 震撼来袭

户型区间：464 - 1011 sqft.
楼层高度：36层

Walmart和Markville Mall等。数分钟至高速Hwy404和407，

紧邻商圈，投资首选

Unionville Go火车站。

高速环绕，出行方便

Main /10 街 4+1 房 4 卫独立屋 , 背靠池塘 , 完成地下室 , $$$ 升级 , 售价 $148 万 8

100 Byers Pond Way, Whitchurch-Stouffville

教育岂止完善
M5周边不仅拥有完善的

台面，超豪华电器Subzero冰箱Wolf炉头。举步Angus Glen社区中
学习娱乐健身不可或缺的好去处。近大统华、丰泰、COSTCO、

交接日期：Early 2026

马

时间
便利的交通情况永远是优质楼盘

的重要指标

人生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卓越的教育资源永远是

驾车两分钟-抵达谢尔丹学院

优质楼盘的重要指标

驾车三分钟-抵达Square One商圈

付款结构

密西沙加M CITY第五期 M5

驾车三分钟-各类超市购物美食

完美配套，从容生活

生活岂止便利

驾车五分钟-驶入高速公路

20% Deposit

驾车数分钟抵达密市最大购物综

公交十五分钟-直达多伦多大学密

$5,000 Up On Signing

位处密市最黄金地段
超大型Masterplan社区规划

规划社区
物业位于Stouffville，4+1房4卫独立屋，背靠池

合体

Balance of 5% in 30 Days

西校区

Square One Centre商圈

驾车三十分钟-多伦多市中心

5% in 180 Days

购物/美食/娱乐 缤纷多彩

M5 Condos公寓会与密市整个

5% in 370 Days

大统华，沃尔玛等大型华人西人

公共交通网络完美的交织在一起

5% in 540 Days

Cooksville GO车站与

Right

超市
近在咫尺·保证生活质量

Erindale GO车站都仅数步之遥

塘，完成地下室，约2500呎的居住空间，$$$升级，

五分钟抵达Trillium综合医院

最大程度的方便日常上下班通勤

铁花玻璃双大门；主层9呎楼底，硬木地板，射灯；

距离带来的安全感，永远防患于

由于距离Sheridan College与

厨房有加高橱柜，花岗岩枱面，Backsplash，Valance

未然

Lighting；主人房正对池塘景观，3件套套厕，步入式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区距离

方便的社区生活是优质楼盘的重

衣帽间；地下室连Study，Wet Bar和第五卧室；举步

要指标

Trails，公园，学校，购物。

交通信息
一户在手·四通八达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四年后的交房给您和孩子充分的

轻轨公交，一应俱全

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功能的总体

投资周刊

密西沙加M CITY第五期M5

即将建成的LTR轻轨站

Rd W

前茅的Buttonville小学和特鲁多中学，四面环绕郁郁葱葱的高尔夫

人文学府·书香传承

投资周刊

To

Lease

During

Occupancy

更多户型推荐，遮挡分析，独家
优惠

都不远
将来M CITY社区也定当是学生

尽在瑞麦安家

高频选择居住的抢手社区之一

让我们用专业，为您的理财投资
保驾护航

教育资源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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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靓屋推荐

Open House

2022年5月6日

绝佳位置经典 Greensborough 社区，
温馨舒适小户型 2 卧室叠层镇屋放租！

『Park Place 』VMC 核心地段
混合发展公寓盛大开盘！

Helen Xu

Mary Huang

顶尖经纪

Broker
Vice President
FRI

647.988.9098

helenxu0929@gmail.com

416-816-8685

Le_huang@yahoo.com

项目介绍

两塔；48层和56层。套房面积从470英尺

距离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Vaughan Mills

【名称】Park Place

到1100英尺不等，布局从一间房间到三

也不到10分钟车程。

【地址】Hwy 7 & Jane St

间房间。

Park Place将可俯瞰占地9 英亩、景

【开发商】SmartLiving
【单位数量】约1100户+
【楼层高度】48层和56层

诚信专业
耐心周到
优质服务

观极之开扬的未来中央公园。为了满足

会所设备齐全

这个新兴社区的需求，Park Place 将于

公寓低层提供多功能会所，有休息

2022 年春季开始发售，并于今年稍后时

【户型】 1B to 3B

室，游戏室，瑜伽室以及健身室。低层

间动工兴建。强烈建议有兴趣的买家联

房龄新，采光好，户型设计合理，交通超级便利，生活配套

【价格】 60余万起

另外设有户外露台，露台具有充足的座

系RIFO集团地产公司经纪以获取有关价

齐全，步行到学校。无遮挡公园全景，一流学校教育资源，医

【预计完工时间】2027 年

位以及烹饪空间。

格和平面图的最新信息。

院、图书馆、社区中心及各式餐厅等。

项目资料

周边环境

开发商介绍

Park Place, 是由SmartLiving开发

Park Place周围的社区既舒适又方

SmartCentres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

的一个全新的汇集住宅, 商业, 娱乐于一

便。SmartLiving已经建成或正在兴建

金成立于 1989 年，是加拿大最大的完

身的Mixed-use Condominium（混合性

多个住宅项目，其中包括五座经已售

全整合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之一，拥

公寓）项目, 位于旺市的Hwy7 & Jane

罄的 Transit City Condos、Artwalk

有一流的投资组合，在全国各地的社区

St。

Condos 以及 SmartVMC 第一座出租

拥有 174 处房产。SmartCentres 拥有

Park Place位于Hwy7和Commerce

大厦 The Millway。SmartVMC 还包

113 亿美元的资产，在加拿大 3,500 英

Street 混合用途住宅将为该地区带来

括KPMG和PwC办公大楼、一个全新

亩的自有土地上拥有 3,410 万平方英尺

1,100 个住宅单元，以及超过 10,000 平

的 YMCA 和旺市最新的公共图书馆。

的创收价值导向型零售空间，入住率达

方英尺的商场。Park Place总共推出南北

而 邻近的Vaughan Metropolitan Centre

97.6%。

TTC 地铁站和 SmartVMC巴士总站亦
将会为这个Vaughan的市中心,

SmartCentres 专注于通过在其现有

直接连

零售物业上规划和开发完整、连接、混

接到Downtown、York Univercity 、

合用途的社区来改善加拿大人的生活。

Yorkdale、Durham及其他地区。

Project 512 是一项公开宣布的 152 亿
美元的强化计划（SmartCentres 的份

完善交通网络

投资周刊

额为 98 亿美元），代表了房地产投资

秒上Hwy 7/407高速/400高速。步行

信托基金当前的主要发展重点。这个集

5分钟到达Vaughan Metropolitan Centre

约化计划包括出租公寓、公寓、老年人

(VMC) 地铁站。车程三分钟到Costco及

住宅和酒店；以及零售、办公和存储设

其他超市。7分钟可达York University。

施，将在 SmartLiving 的旗帜下开发。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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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y 跟你一起看多伦多社区

416-395-2240

作为大多伦多地区第一所法语学校，

亚洲成就”的居民会感到与社会脱节，即

·Hillmount Public School

École Secondaire Étienne-Brûlé 在多

使他们努力通过他们设备齐全的家来传达

Hillmount 公立学校位于 Don Mills

伦多及周边地区的人口中占据了法语教育

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其他几个不同文化

Road以东的 McNicoll Avenue 南侧。学

的优越地位。她们可以看作是当前多伦多

群体的成员一样，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源于

校建筑基于 SEF（学校教育设施）开放概

法语社区的反映。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

对保守家庭价值观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忠

念计划，建于 1971 年。空调教室区域位

教职员工在相互尊重和合作的氛围中学习

诚。但是家里二十多岁的孩子们却缓和了

于学习资源/信息技术中心周围。学校自豪

工作，整体上丰富了学校。

他们的观点，这些孩子们认为年轻人应该

地为来自不同背景的 300多名学生提供服

拥有与成年人一样的特权和责任。在节约

务。她代表全球20多个国家。

原则中，“亚洲成就”领先于大多数细分
市场，其典型节俭的居民几乎参与了所有
忠诚度奖励计划。由于许多人说一种非官
方语言，他们在社区内寻找大型聚会以与

电话

地址

地址

North York, ON M2H 2C5, Canada
年级

学前班, 幼儿园至小学

五年级

Broker

300 Banbury Rd, North

Hwy7、407、404和Go Train及约克公

年级

7-12年级

交系统，无论是自驾还是公共交通都

电话

416-397-2085

非常方便。

其他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

·1分钟到 Hwy7，Viva Bus 公交
站直通 Finch地铁站，通勤便利

其他课程

特殊教育和资优课程

引，他们认为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符合公众

菲莎排名

10/2900

利益以及他们自己的利益。凭借对广告的

·Highland Middle School

信心，“亚洲成就”会员能够接受营销信

Highland中学位于多伦多地区最高的

音价值观，天主教教义和信仰的模式是学

息，尤其是来自具有引人入胜故事的品

一块土地上，因此得名。标志有三个山峰

校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天主教环

牌。

- 每个年级一个。自 1975 年开业以来，

境在各个层面的宗教教育和家庭生活项目

一直拥有满足早期青少年需求的自豪传

中都很明显，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日常祈

统，提供过渡性和平衡的计划，让 6 年级

祷、整个学校的展示、礼仪和副礼仪庆祝

语言

法语

的学生在三年内为从 9 年级开始的高中做

活动以及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学校社区的

年级

7-12年级

好准备。毕业生直升 A.Y. Jackson高中。

所有成员都应相互尊重并以和平的方式互

电话

416-393-5537

这是一所拥有许多传统的学校，例如她们

动。学校也在开发符合教育部文件的从幼

除了小学和中学，Hillcrest

的荣誉榜、奖励制度和 8 年级毕业典礼。

儿园到八年级的课程。所有课堂课程均由

她们的冬季教育替代计划使学生能够扩展
他们的受教育经验。

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TCDSB）运营

·2分钟到 Hwy 407

的学校包括：

内大堂、健身房等相关附属设施一应

10 Rouge Valley Dr W

俱全，满足现代生活所需；低楼层的

【房型】2卧1 Den 3卫1+1车位2
层Condo Townhouse

起居生活也可以让您在尽享自然风景
的同时免去除雪、清理草坪等一应杂

区的所在地。 Seneca 是一所公立的大专

发建造的York condos (约克公寓)一套

求。

院校，除了位于 Hillcrest Village 的校区

2卧1 Den

101 Van Horne Ave,

North York, ON M2J 2Y2, Canada

416-395-3040

年级

学前班, 幼儿园,小学,至

FindYour/Schools.aspx?schno=3432

·A.Y. Jackson Secondary School

五年级

【位置】万锦市核心区域 103A

教师因材施教调整，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

电话

学前班, 幼儿园至小学

以稍加装帧，即秒变第3个卧室。大厦

福生活。

营的学校包括：http://www.tdsb.on.ca/

年级

York, ON M2M 1C8, Canada

【楼盘】York Condo Townhouse

由著名开发商Remington Group开

英语

North York, ON M2H 3H6, Canada

110 Drewry Ave, North

Village也是Seneca College's Newham校

语言

55 Freshmeadow Dr,

地址

外，该学院还在整个大多伦多地区设有其
他校区。她提供学士学位、文凭、证书和
研究生级别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课程。

交通便利

电话

416-393-5357

生培养成知识渊博、有文化的决策者，寄

菲莎排名

392/3037

希望他们成为全面且有爱心的全球公民。

CS天主教教育局（CS catholique

物业所在社区占地25000平方英
尺，为公园式设计，优美绝佳的环

3卫浴的两层Condo Townhouse现
房最新火热上市。

境，周边完善的生活设施都让居住于
此的人们入可曲径通幽，出则尽享繁

York Condos坐落于HWY7/

华。

Warden路口，因地处万锦市中心

·4分钟到 Unionville Main 万锦

Broker of Record

于人村风情街

416.418.7628

·5分钟到 First Markham Place

manni@mannixu.com
http://www.mannixu.com

万锦广场
·6分钟到 Hwy 404, Unionville
Go Station
·6分钟到 York University
Markham Campus 约克大学万锦校区,
YMCA
·7分钟到 新旺角广场，朗豪坊，
大统华超市
·7分钟到 CF Markville购物中心

Warden 东南角 Enterprise Blvd/

中学八年级

徐蔓妮

餐厅

外、田园和文化。

务，特别适合小家庭轻松、写意的幸

地址

Manni Xu

·3分钟到 VIP电影院和各式美食

【售价】$1,228,800

6-8年级

地址

School

学校提供了一个学习环境，其中福

年级

在A. Y. Jackson 中学，她们将学

·2分钟到 Unionville High

·St. Matthias Catholic School

由多伦多公立教育局（TDSB）运

·Arbor Glen Public School

置极佳，交通便捷。它紧邻高速公路

法语

的信心，他们被大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所吸

North York, ON M2H 3B5, Canada

该精品Condo Townhouse所处位

语言

416-395-2550

教育优良

声加国的文化之城、艺术之都。

realtorhollycai@gmail.com
www.realtorhollycai.ca

电话

201 Cliffwood Rd,

的人文艺术气氛，又让万锦市成为蜚

647.688.0879

类似的家庭联系。作为消费者，对大企业

地址

2022年5月6日

Holly Cai

York, ON M2L 2W2, Canada

245 McNicoll Ave,

Luxury House

万锦核心、优质学区、秒变 3 卧的
2 卧 1 Den 3 卫 2 层 Condo Townhouse
最新上市

——Hillcrest Village（下）
对于许多新来加拿大的人来说，”

B13 豪宅档案

·8分钟到 Markville High School

万锦核心 交通绝佳
生活便利，名校学区

多伦多交通委员会为Hillcrest Village

区域、绝佳交通优势、便捷生活设

万锦市作为大多伦多地区的新兴

地区提供公共交通服务。 TTC 运营着

施，以及优越学区位置，都让该楼

城市以及地产发展热点，在过去的数

因为位居万锦市核心区域，近

该校设有天才班，近些年在安省公立

几条穿过该社区的巴士路线，包括 42

盘自发售起就广受关注。该项目为

年中已经成为地产消费者和地产投资

Hwy7和市政厅，周边的生活、购物

学校中排名顶尖，是万锦市非常知名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 校区内，

学校通过专门提供各种节目来实现这一

MonAvenir）运营的学校包括：

Cummer、53 Steeles East、51 Leslie、25

著名建商Remington Group的精品之

者眼中的最佳地区。这些年来，包括

和文虎娱乐等设施非常完善。物业附

的高中名校;于人村的著名中学Pierre

目标，重点是课堂内外的卓越表现。提供

·ÉÉC Sainte-Madeleine

Don Mills、39 Finch East 和 24 Victoria

作，获得2021年万锦城市建筑设计奖

IBM、Blackberry在内的众多高科技

近，各式购物中心、超市及餐厅应有

Elliott Trudeau High School和另一

建立日期

1975年

全方位的学术、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和支

École Sainte-Madeleine 的使命：

Park 巴士路线。除 TTC 外，约克地区的

（2021 Winner Urban Intensification

企业相继落户万锦市，使其蜕变为大

尽有；举步可至Cineplex VIP影院等综

所与之排名相近的名校St. Augustine

电话

416-395-2020

持计划，以满足学校多元化学生群体的需

在普遍的法语文化背景下，让孩子在基于

公交巴士也沿Don Mills Road前往约克地

Award），无论是外观艺术化设计，

多地区声名显赫的科技之都、技术之

合娱乐场所。

Catholic High School也相距不远，

菲莎排名

20/2900

求、兴趣、技能和优势。

福音的天主教生活环境中在学业和社交上

区，主要服务于Seneca College's Newham

还是内部房间主体结构及细节修饰装

都，而本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醇厚

蓬勃发展。

校区。

帧，处处体现出该项目的现代、舒

的小学包括St. John Xxiii Catholic

适、美观和以人为本的设计建造理

Elementary School和 Milliken Mills

念。

Public School等，也都在距离该物业3

·Cliffwood Public School
地址

140 Cliffwood Rd,

North York, ON M2H 2E4, Canada
年级

学前班, 幼儿园至小学

五年级
电话

416-395-2230

地址

50 Francine Dr, North

York, ON M2H 2G6, Canada

地址

1 Ness Dr, North

医疗保障

该精品物业在安省顶尖高中

车程都在数分钟之内；排名比较靠前

年级

9-12年级

电话

416-395-3140

语言

法语

North York General Hospital

菲莎排名

52/739

年级

学前班, 幼儿园至小学

北约克综合医院隶属于多伦多大学，

简约建筑装饰样式，顶高9尺，直通到

同时，附近还有Seneca 学院

是加拿大领先的社区学术医院之一。医院

顶的落地大窗，保证了室内的绝佳采

万锦校区，以及正在规划中的York

多伦多法语第一语言教育局（CSV）

York, ON M3A, Canada

六年级

该精品Condo Townhouse为现代

公里区域范围内。

·Cherokee Public School

运营的学校包括：http://csviamonde.ca/

电话

416-393-5312

在三个地点为我们多元文化的社区提供范

光效果；加之无遮挡的西向朝向，也

University Markham Campus约克大学

地址

ecoles/etiennebrule/Pages/default.aspx

排名

1991/3037

围广泛的急症护理、门诊和长期护理服

让人们可以充分享受阳光沐浴，欣赏

万锦校区都步行可至。

·ÉSC Monseigneur-de-

务。医院完善的设施，综合的网站，为所

美丽风景。拥有全套高端厨房家电，

该2卧+Den 3卫Condo Townhouse

有年龄段的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最

开放式的厨房和餐厅，与客厅既连为

由RE/MAX Advance Realty最新代

脆弱的婴儿到老年人。所有住院急症护理

一体又功能区划分明。一如整幢楼宇

理，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都极具增值

服务均位于综合站点。

的精心设计与建造，室内空间的利

前景，Listing Price $1,228,800。

390 Cherokee Blvd,

North York, ON M2H 2W7, Canada
年级

学前班, 幼儿园至小学

五年级
电话

·École élémentaire PaulDemers
地址

416-395-2190

Charbonnel
100 Ravel Rd, North

York, ON M2H 1T1, Canada

在Ésc Monseigneur-deCharbonnel，您会发现体现天主教价值

·Cresthaven Public School

语言

法语

观的家庭和博爱精神以及热情好客的感

地址

建立日期

9/4/2018

觉。他们为自己的法语身份以及家人和员

年级

学前班, 幼儿园至小学

工维护这一传统而付出的努力感到自豪，

46 Cresthaven Dr,

North York, ON M2H 1M1, Canada
年级
五年级
投资周刊

学前班, 幼儿园至小学

六年级
·ÉS Étienne-Brûlé

学校的学生有很多机会完善这门语言，并
通过多种活动给予她应有的一切，课程内

类型

急性护理、社区、紧急

筑、细节装饰的精美与考究。

护理和康复
地址

4001 Leslie St, North

York, ON, M2K 1E1, Canada
电话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用和整修，无不处处体现房屋整体建
整套物业除两个宽大卧室之外，
1 Den的设计也极具人性化，完全可

有意者敬请联系Manni Xu 416418-7628， 或电邮manni@mannixu.
com

416-756-6000
投资周刊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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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商业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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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TON GAS STATION

B15 靓屋推荐

Open House

2022年5月6日

Park Place 豪华公寓

Jansen Hu

胡 伟
905.962.2121
Email: huwei_jansen
@hotmail.com

提供给你高端现代的设计和豪华的品味。顶级建筑装饰材料加手工和艺
术创作的完美结合，带给您独特的生活体验。拥有这样的住宅，才是幸福的
保证。

加油站，Plaza,
商业土地买卖，
勘探，设计，报批，
建造，经营
增。这里是多伦多至加拿大东部重要

利预计55万，非接触式自动洗车场和

城市如蒙特利尔，渥太华等的必经之

手动投币洗车预计年销售额28万。

路。

Tim Hortons每年租金总计约5. 5万加

Trenton拥有加拿大特伦敦空军基

TMI。加油站整体全年预计毛利超100

地。又称八翼基地，是加拿大皇家空

万。抓住一处拥有绝对潜力的物业不

军的一座主要空军基地。本基地在役

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投资决定更是一个

军人以及家属大约有16000名。那一年

拥有时代相传生意的难得机会。

直接和非直接在当地的花销约为8亿加
元，不难看出这个军事基地为当地提
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属于高收入城市。
在役军人，飞机维修师，家属等这都

物业

为这座城市带来了高收入居民。

Ultramar加油站项目位于Trenton
这是一条连接401高速公路与城区的主

位置

要街道。本物业总占地面积2.3 acres。

Trenton市位于安大略省多伦多东

项目包含4个汽油泵（10把油枪）和2

部约120公里（1 小时10分钟车程）。

个高速柴油泵及现代超大油站顶棚。

加油站位于安大略省T r e nt on的110

全自动无接触洗车房以及3个投币手动

County路上， 这是一条连接401高速

洗车房（包含两个卡车洗车房），Tim

公路与城区的必经之路。本站位于距

Hortons咖啡店及drive-thru，Propane

离401高速入口仅百米。油站对面就是

refill station,ATM取款机，投币自助

夏季钓鱼圣地，Trent River。油站周

吸尘。完善的配套设施和稳定的收入

边有多家大型工厂，运输公司和居民

来源带给这个物业无限的潜力。

社区/酒店，给本站带来了稳定客源。

社区

利润

Trenton 属于Quinte West市，

加油站预计每年销售量750万升，

根据2016 人口普查数据,本市有人口

每升油利润4分，附加每升油近1.2分

43,577。夏天的人口约是平常人口的

cross lease，每年油销售毛利可超40

两倍，暴增的原因是度假旅游人口激

万。便利店预计年销售额210万，毛

投资周刊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投资周刊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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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贷款集团 " 贷 " 您实现梦想
我们的优势：
●专业团队

公司简介：

Home Renovation Guide

2022年5月6日

Artsy Staging 雅緻佈置设计集团

英皇贷款通过与专业律师的合作，

英皇贷款集团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行

每年为不同客户成功申请超过八百笔住

五大银行资深贷款经历

业领先的专业金融贷款公司，在国内外

宅及商业贷款业务，平均每年贷款金额

●量身定制贷款方案

金融贷款行业拥有多年经验。由多位资

达到4.5亿加元，为众多新、老移民实现

从前期准备，到贷款成功获批，全

深贷款精英组成，拥有20年贷款经验，

了在加国安居乐业的梦想。

程一对一服务

B17 家装通典

直接与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对话，同时

门店地址：

●诚信、贴心的服务

也操作特殊的贷款申请。例如低收入、

竭诚为新老移民、非居民、稳定收

自雇和被评估为信用低的新、老移民，

●Head Office:

都可以通过英皇贷款集团拿到大银行或

3100 Steeles Ave E., Unit 200,

入、低收入人士服务
●放心、快捷的原则

小银行的贷款。可以说，英皇贷款集团

力保各大银行最低利率，最短时间

拥有100%可以帮您拿到贷款的团队。他

●Markham Branch:

们洞悉政策变化与地产动态，以专业高

9390 Woodbine Avenue, Unit

内保证放贷

效的实力，用心尽力的态度，在行业内

我们的业务：
现金收入人士大银行贷款

获得良好口碑。
英皇贷款会根据客户自身不同的情

Markham

1TMP5, Markham
●Scarborough Branch:

Kenneth Mo

Arthur Yu

647.395.3422

BAS, FRI, CSP
Broker of Record, Chief Designer

kenneth.mo@emtg.ca

416.720.0001

5661 Steeles Ave E., Unit 1,

低收入人士大银行贷款

况，为每个客户量身打造适合的贷款计

Scarborough

贷款预批

划，包括各种住房、商业、土地、建

●Mississauga Branch:

区超过十年， 凭著热诚及专业态度，累积美饰房屋

购房贷款

筑、私人及各种困难的紧急贷款。并

1270 Central Parkway W., Unit

项目超过三仟间，无论是Condo, Townhouse或Detached Home 均

二次合并

与加拿大五大银行和小银行、金融机构

自雇人士贷款

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您推荐对您来

●Ottawa Branch:

留学生/工签贷款

说利率最佳、最适合的银行。不仅有贷

880 Somerset Street W., Ottawa

新移民/非居民贷款

款经营指定贷款计划，英皇贷款集团拥

投资物业/楼花贷款

有专业客服以跟进每个案例，力求做到

联系方式：

小额商业贷款

“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E-mail: info@emtg.ca

商业/建筑贷款

音”。确保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申请到

Telephone number: (905)604-5850

房屋/人寿保险

最优惠的利率和最高的贷款额度，帮助

Fax number: (905)604-2772

Artsy Staging 雅緻佈置设计集团服务大多伦多地

302, Mississauga

能使业界精英及客户房屋价值提高，有助客户房屋在市场上及
早出售，达至双赢局面。
为追求市场品味要求及迎合颜色配搭需要，集团会定期更
换新傢俱及装饰摆设，配合每位业界精英及客户需要。
我们的理念是为客户的房屋美饰后更加吸引夺目，力求完
美。
本集团傢俬仓库佔地面积逾一万二仟呎，而背后拥有庞大
的房屋佈置团队，服务包括美饰设计、整理、装修、傢俱一应

客户实现置业、投资和创业的梦想！

俱全，把客户的房屋美饰后，才放进市场上出售，而且更推出
贷款装修服务概念给客户，让客户有更多选择，我们还有专业
拍摄及搬运公司作后盾。真正做到全方位服务业界！

历史悠久，名流聚集｜多伦多玫瑰谷的前世今生

根据地产业官方统计，一间经过美饰的房屋在售价上往往
会比未经美饰的房屋为高，而且出售时间也能减短。

Tony Lai
Broker Co-Owner
Creative Director

钱”家族的尊贵地段。
Bloor一路向北，Mount Pleasant

Tudor和爱德华Edward式风格的豪宅为

向西，当你不经意地漫步进入玫瑰谷的

主。大部分建于1860-1940年之间，许

街道，你便会意识到自己来到了一个非

多房屋都在多伦多历史局的历史遗产清

常特别的社区。不光是建筑群本身，还

单当中。

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氛围，都在向你诉说
着它浓重的历史和文化。
这个富裕社区最早的拥有者是威廉
·博茨福德·贾维斯（William Botsford

同时，玫瑰谷南区也有许多个人产
权式，或共管式公寓楼。这些公寓价格
相对亲民而友好， 是想住进此高端社
居住在玫瑰谷除了可以享受着大自

1804年的法国，见证了约瑟芬·波

影响力的家族契约组织成员。他的妻子

然馈赠的优美风光，又可同时享受极其

拿马(Josephine Bonaparte)皇后那座宏

玛丽(Mary)，因为喜爱该地区满山的野

方便的生活出行。大部分居民举步即可

伟玫瑰花园的诞生。这座穿越百年历史

玫瑰，便为此地赋名为“Rosedale” 玫

到达位于央街的高档商店和餐厅，而住

长河的精美建筑，不仅象征着拿破仑对

在北玫瑰谷的居民可在位于Summerhill

她的爱情， 也是一座艺术大作， 即使

Ave的商业街获取所有家庭需要。

在大革命后那个动荡的年代， 也任然

从公交系统来说，玫瑰谷区内巴

骄傲的展示着它孤傲凌厉的美， 成就

士在South Drive，Crescent和Glen

了一段传奇。

Road以及Summerhill，Maclennan，

而多伦多的玫瑰谷也毫不逊色，这

Highland和Elm Avenues上行驶。这

片与繁华市区比邻，却隐蔽于公园与河

些巴士与Yonge-University-Spadina地

谷之中的土地，是多伦多，乃至整个加

铁线上的Rosedale地铁站，或Bloor-

拿大最为富有的社区。它的富贵，在于

Danforth地铁线上的Sherbourne地铁站

它土壤中沉淀下来的文化与历史，居于

相连。而驾车者仅需数分钟即可到达

是艺术大家，是真正意义上聚集着“老

投资周刊

瑰谷。
玫瑰谷的建筑主要是以维多利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查询:

区的另一个选择。

Jarvis），是上加拿大极具政治和经济

此处的人非富即贵，或是政治名流，或

416.738.3662

亚Victoria， 乔治亚Georgian，都铎

服务热线: 905-475 5111
Arthur Yu 俞先生: 416-720 0001 或

伊娃

Tony Lai 赖先生: 416-738 3662

RIFO 一德地产公司经纪人

Sales Representative

(647) 896-9203
Peizi.shi@gmail.com

DVP高速，数分钟内便可到达多伦多主
城区的娱乐，购物及金融区。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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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tors’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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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瞩目的旺市 Park Place
豪华公寓双塔项目下周开盘，旺市的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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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House

2022年5月6日

VIP TEAM HOME 独家代理北约克顶级学区房墅，
抢购价仅 $188 万——您的置业首选！

【Park Place豪华公寓】提供给你高

光超市、No Frills、 Food Basic、

端现代的设计和豪华的品味。顶级建筑装

J Town等华人西人日本超市任君选

饰材料加手工和艺术创作的完美结合，带

择；除此之外图书馆、银行、加油

给您独特的生活体验。拥有这样的住宅，

站、各种特色食肆、店铺应有尽有，

才是幸福的保证。

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社区附近
有2个社区中心Cummer Park和Seneca
Village，内有大型游泳池、篮球场、
溜冰场、健身室、网球场等体育活动
设施，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社区
中心更设有新移民接待站，帮助新移
民新生活的过渡；东南角著名的Seneca

Christina Tao

Phoebe Li

学院。物业四方均有大型绿化公园环

Broker/Mc.Degree

Phoebeqli@gmail.com

绕，冉冉小溪，Duncan溪谷公园从区

647.881.0186

647.302.5777

域西北角斜穿至McNicoll公园, 起伏蜿

最值得信赖的投资
顾问 + 资深专家

蜒的街道、错落有致的独立房屋宽松
地散落在郁郁葱葱之间，是该区街景
的特点，生活惬意。

顶级学区

楼下就是多伦多地铁终点站和9英亩
的中央公园，旺市大都会最高建筑，48和

1. Cliffwood Public School(2017

56层建筑高耸入云，美好景色尽收眼底。

VIP TEAM HOME 独家代理！

第一期发售，一定会抢购一空。

【地址】33 Patina Dr, North
York, ON M2H 1R2

明亮大窗地下室完整的公寓配
套，包括独立厨房、餐厅，洗手间，4
个大卧室，为业主每月提供可观的额

【占地】58.99 * 150 Feet

【面积】3000尺+

财务宽松，于是都试图着寻找高收益的投
资渠道。
我曾跟一个女孩儿说：假如你有
五十万，你把这五十万放在一个好的安全

Halen D.Zhao
647.296.5823

【朝向】坐南朝北，超深后院

北角，大致范围北起Steeles Ave，南

根据多伦多2016年人口统计数据，

【车位】2个室内+4个室外

至Finch Ave，西起Leslie St，东至

该社区共有1万7常住居民，该区是多

【地税】$7008.32／(2021)

Don Valley Pkwy。这个社区既有环境

伦多最受华人欢迎的社区之一，受到

【售价】$1,880,000.00

优雅的独立大宅，又有经济实用的镇

很多新移民的追捧，该区主要族裔来

该物业位于北约克Hillcrest

屋，交通网络完善，生活便利，更有

自中国大陆、香港、中东和韩国。该

Village社区西部，Leslie 夹 Mcnicoll

深受华人追捧的顶级名校。因此，该

区家庭年均收入为$156,403.42，中产

的东北角，4+4房4卫双车库后复式,全

区房屋租售活跃，成为很多新移民购

白领家庭居多；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

屋新近多处装修升级包括：

房的首选之地。

人口75%，居民素质普遍较高。

个好工作，你家就等于又多了一个不吃

洗手间，两层地板楼梯全面升级实木

不喝，替你赚钱还不惹你生气的人工作，

地板，地下室升级4房+独立厨房，更

该社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404高

该社区物业以独立屋为主，独立

你的生活品质就会大幅度提高·····

新入户门及家庭厅后院门，屋顶，空

速就在社区里面，5分钟内接驳到401

别墅占总比例的90.26%；此区大部分

·。

调。

高速和407高速；开车5min上南北向的

House建于70-80年代。根据多伦多地

Hyw 404或者东西大动脉Hyw 401都

产局数据2022年至今数据， 类似独立

很方便。北边的Steeles Ave和南边的

屋的平均成交价为1,749,100.00，最高

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顶级学区

Finch Ave为城市主要道路，TTC及

成交价为220万。

她笑了：我到哪里找到第一桶金呢？

2016年新车道及车库遥控装置，
2014年暖炉及热水炉，2014年窗户。

理财世界，复利威力巨大，但本金才

1、五十二周存钱法

便利交通

来400-500的收入，12张存单的循环期限

（Cliffwood小学、Highland中学和A

YRT公车繁忙穿梭，其中行驶于Don

起存，每周多存20元，这样最后一周需要

是一年，如果想要获取更高收益，也可以

Y Jackson高中）

Mills的90路横跨多伦多市和约克郡，

买房找VIP TEAM：豪宅，名区，

存1030元，52周一共可以存27040元。

将循环期限拉长至两年或三年，以年份类

无论南下和北上都十分便利；其他

名校，高品位选择，谈判高手，胜券

还有42 Cummer, 51 Leslie, 25 Don

在握；

也可以反着来，先存大金额，每周减

周存钱法，全名是52周阶梯式存钱法，实

少，这样攒钱的总金额还是越来越多，但

操性很强。具体做法是，存钱的人要在一

攒钱压力越来越小。

推。

主层餐厅会客区，Skylight 挑高
梁，阳光明媚，舒适宽敞。
主层私密书房为疫情下，居家办

2、尝试从物业里套钱

公学习，提供最佳环境。

乘地铁快捷而方便，在社区的西南方

广告，高水准销售，技巧独特，尽职

6，每周Open House；

尽责。

7，一流的谈判技巧，保证卖出最

宽敞明亮的家庭厅，超大娱乐空

还有GO Tran车站快速到达市中心，

成目标的先后顺序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

金来的会更加容易，给现有物业做一个

间，为家庭亲子互动增添无穷乐趣，

方便了在Downtown上班但又不想早晚

这样一年下来会有多少钱呢？

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有兴趣尝试52周存

refinancing，第一桶金就来了，按年回报

走出直通后院！

堵在高速公路上的白领们；即将兴建

VIP TEAM 服务

$137,800元。虽然起始金额只有100元，但

钱法的都可以制作存钱挑战表，每存一笔

率10%计算，叁拾万每月是三千，五十万

的Don Mills LRT轻轨穿行该区。

1，免费房屋及社区评估分析；

一年下来能存下近14万元。

就在对应的“完成”空格里打钩，以示鼓

每月是五千，以此类推······，这

当然，起始金额和递增数额也可以根

励。其实在存到五万时，你就可以进入理

样的现金流就一定会有效的提高你的生活

据个人实际情况修正。如从100元起存，

财门坎儿了，这个五万又可以给你每月带

品质。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时尚美食厨房，更是吃货的不二
房屋整体户型方正，格局完美，

投资周刊

广；

好的价格！

2，免费全屋清洁整理；

之选。
空间使用错落有序。

Facebook、房大师置顶等多渠道推

卖房找VIP TEAM：评估，装饰，

对于名下有物业的中年人，第一桶

直到第52周。

5 ， 免 费 小 红 书 、 微 信 、

Mills, 24 Victoria Park 公车线路，换

52周存钱法，也就是52个小目标，完

年52周内，每周比前一周多存$100元。一

不动产回报目
标高于平均值

物业统计数据

一年下来能存下18460元；也可以从10元

对于没有物业的年轻人可以试一下52

专业规划五至
十年地产投资

人口统计数据

Hillcrest Village位于北约克的东

2018年：重装主层厨房，1&2层

是敲门砖。

投资周刊

School(47/747)

的项目里，也就是说你给你的钱找到一

怎样攒下“第一桶金”？

dongxiazhao@gmail.com

不参与排名)

社区介绍

房

几乎每个人都想要学理财，都想实现

2. Highland Middle School(中学
3.A Y Jackson Secondary

外收入。

【户型】4+4 卧室，4卫， 2个厨

如何拥有投资的第一桶金

年菲莎排名52/3064)

社区生活
社区附近超市及Plaza繁多，阳

3，免费3D专业摄影；
4，免费宣传单及宣传册；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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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湖景豪宅
就在美丽的安大略湖畔

Community & Life

多伦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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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地产、金融和教育三大投资板块
搭建平面、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立体平台
微信公众号

高端品牌、顶尖团队，全心助力客户发展

加中资讯网

C1 社区生活 Community & Life

投资周刊数字报 ccpeople.ca | 加中资讯网 ccfenghuamedia.com

厉害 都是华人聚居地区！
2022 年加拿大最富城市排名！

新盘上市！真正的湖景豪
宅位于美丽的安大略湖畔，
此物业由超4000尺大房外加后
院度假屋组成，亭台楼阁，
私家泳池及专业下船码头一
应俱全！超1.68英亩大地有足
够的空间让你享受居住在湖

本刊讯

边的美好时光！心动吗？请

平均家庭收入中位数为12万加元。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20万加元。

致电：647-295-3577

一些有实力的"土豪"新移民来加

Paul Xiao

小宝
顶尖经纪

拿大之前会仔细斟酌最佳生活城市，

8. 阿尔伯塔省勒杜克 Leduc

那么有钱人喜欢住哪，什么地区是他

阿尔伯塔勒杜克位于省会埃德蒙

们的最爱呢？虽然每年都有不少机构

顿以南约20公里，可能知名度上相对

评选，排名也稍有变动但大致进榜的

比较冷门。

也相差不多。

但这个城市由于战略经济位置和

647.295.3577

近日，加拿大商业杂志(Canadian

强大的商业环境，优势产业为能源、

Business Magazine)一份调查显示，

旅游、农业和高新科技，经济发达，

Paulxb@hotmail.com

加拿大最富有的人包括企业家、政治

城市繁荣，富人很多也就不奇怪了！

家、体娱明星等，他们几乎都居住在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21万加元。

加拿大的3大都市，多伦多、温哥华和
蒙特利尔，小部分在其他城市。

7. 安省圭尔夫市 Guelph

该机构根据加拿大各城市地区的

圭尔夫离多伦多只有1小时车程，

房地产价格，失业率、就业增长、平

这里有风景优美的户外步道，以及浓

均收入，以及居民总体平均净资产、

郁历史的市中心、公众艺术、和各式

生活质量等数据得出评分，2022年度

当地美食餐厅，各类获奖庆典，贵湖

加拿大最富有的城市地区大排名如

的廊桥是安省的2座之一。

下！
马上为你揭秘今年的Top10：

10. 阿尔伯塔省红鹿市 Red Deer
红鹿市是石油大省阿尔伯塔省的
该市因靠近红鹿河得名，旅游资

2. 魁北克韦斯特芒特 Westmount
4. 安省旺市 Vaughan

杂货零售商Loblaws 和汽车零部件制

生应该都不陌生！这里有最大的商场

这么说吧，咱们先不提家庭收入

造商Magna International等多家大型企

vms、游乐场Wonderland， York大学

和净资产，这里拥有加拿大非常昂贵

业的所在地，是多伦多市民最爱的周

校区，是大多伦多地区集生活、

的房地产，单户住宅平均价格为272

末好去处之一。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24万加元。

休闲和娱乐的新兴中心之一。

万加元，这里也是全加拿大最富有的

这里有高密度企业和就业机会，

商人和名人太阳马戏团的创始人Guy

黑莓、麦格纳国际、PWC等许多跨国

Laliberte 、前总理Paul martin 和时

公司总部和创业企业都选择此地，目

装设计师Philippe Blondel等等的故

和博物馆，拥有完善的公园规划体系

6. 安大略省卡利登 Caledon

前人口超过300,000，当然是许多高

乡，你就说是不是有钱人才敢居住的

为游客提供多条自行车或徒步健行路

Caledon位于GTA皮尔区靠近多伦

收入专业人士和华人的最爱聚居地之

地儿吧？

线 。

多，由于通往多伦多的便捷交通非常

一。

该市人口超过10万，经济强劲且

受欢迎，加上绝美的乡村自然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旺市房价中位数

多元化，是多家公司总部和企业所在

吸引了很多专业人士、高管企业主和

超过100万加元，是加拿大最昂贵的居

地，失业率低。

高收入者来此定居；

住地之一。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16万加元。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32万加元。

平均家庭收入超过10万加元。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67万加元。

9. BC 省列治文市 Richmond

电话：416.901.9968 Email: ccfenghua@gmail.com 地址：250 Consumers Rd, Suite 1005, North York, Ontario, Canada M2J 4V6

土豪城市Westmount有何魅力？

经济快速发展的旺市，每个留学

源丰富，知名的阿尔伯塔体育名人堂

投资周刊

可能很多人没想到，排名榜二的

圭尔夫大学远近闻名，这里也是

家庭收入中位数为11万加元。

第3大城市。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56万加元

5. 安省万锦市 Markham

平均家庭资产净值365万加元。

1. BC 省西温哥华 West Vancouver
全球闻名的西温就不用多说，关
键词：富人的摇篮！
处处是水滨豪宅、私家花园、庭
院豪车和私人游艇，世界顶极富豪、

大温的列治文市交通便利，风景

大名鼎鼎的万锦市Markham对于

3. 魁省比肯斯菲尔德 Beaconsfield

秀丽，宜居和旅游指数都超级高，这

多伦多的朋友也太熟悉了吧，这里是

位于蒙特利尔大都市区的比肯斯

各个机构排名全加最富城市几乎

里也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Telus和

多家知名公司总部的所在地，包括永

菲尔德有19000人，是一个以高度财富

囊括所有榜首，拥有全球最昂贵的房

可口可乐公司等众多大型企业的所在

明金融、本田加拿大、Groupe PSA

和繁荣而闻名的城市。

地产，关注加拿大房价的人不会感到

地。

、三星电子加拿大和华为加拿大等。

明星居住地！

这里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

惊讶，西温的房子动不动就是几百万

位于列治文市菲沙河出海口的渔

从生活上来说，这里有走在加拿

音乐厅，美术馆，也有加拿大一流的

乃至上千万的水平，哪怕是普通独立

人码头，旅游爱好者无人不知，靠海

大最先锋的华人大型超市大统华、川

中小学校、医院和娱乐以及多家高端

屋，它的价格都堪比豪宅。平均房价

宜人，风景一线，美食众多，常常被

菜粤菜东北烧烤各类美食餐厅，华

精品店、餐厅，是富商和专业人士选

排全国第一，高达280万元。

大牌剧组选作电影取景拍摄地，是大

人KTV等娱乐场所。万锦目前约有

择豪宅的家园，特别受名人和职业运

平均家庭净资产高达445万加元。

温最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之一，列治文

328,000人，是继多伦多、密西沙加和

动员的亲睐！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450万加元。

市可以说是加拿大华人最喜欢居住的

宾顿后的第4大人口城市，被誉为加拿

平均家庭收入约为20万加元。

城市之一！

大华人首选定居地。

平均家庭净资产为169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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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牙牙学语时，说出的第一
立夏，一年中阳光最热烈，风最

只需要根据肤色区分冷暖，再利

个词就是“妈妈”。在日后的无数个

温柔的季节来了，心情也变得轻快明

用面料差异、冷暖差异，组合搭配穿

日子里，这一声“妈妈”道不尽世上

朗起来。换季换新衣，穿什么迎接夏

出层次感。

最纯真的情感，也唱不完世间最无私

感，每一件都是横贯整个夏天的经
典。

夏日的花裙子，最浪漫
夏天怎能没有一条花裙子？

能给人清爽的气息，这类裙子以连衣
裙居多。
感，建议大家选择适当露肤的款式，

170°挡板弧度，提升热空气流量

方太EPS系列灶具能最大限度地
提高效率，提供大火力并保证安全使

暖白色偏米色，茶色，它更适合

中忙里忙外的背影，和袅袅炊烟交织

康造成不利影响。EPS燃气灶的加热

肤色偏黄，偏暖调的女性，因为米白

而成的母亲的轮廓。味蕾被记忆牵

效率比平均水平高出50%，是性价比之

色温柔有包容性，可以让整个人看起

动，滤过千滋百味，只留下属于妈妈

选。

来更健康柔和。

的味道。

36寸烟机|EMS9026全新上市，点

这个母亲节，送妈妈一份礼物，

夏日的短裤，最清爽

击了解更多

守护她的健康，为辛劳的妈妈在忙碌

一条再寻常不过的短裤，只因露

蒸箱系列
方太蒸箱采用动态蒸汽对流技

母亲节 | 给妈妈换一套好厨电

属于夏天的浪漫和快乐。
可以选择不同的短裤，出入不同的场

2022年5月2日-5月15日

单，涵盖肉类、鱼类、蔬菜、面食、

Add: 8365 Woodbine Avenue,

合。

活动内容：

解冻、自清洁，一键开启最佳烹饪模

·厨电整套购，最高立减$2500

式。内胆底部易导水性设计，配合高

·购买JQG7505黑色机型，赠精美

效聚热盘，大大减少了烹饪结束后腔
体内的积水。

也有人钟情高调热烈的明亮色，

担心牛仔热裤太短，这几年流行

这类花裙子更建议大家试试半裙，上

的骑行牛仔短裤长度适宜，保持干净

·女性客户到店即送母亲节礼品

大容积

半身搭配一件纯色单品就好，既能满

利落率性的同时更便于活动。

·打卡分享社交媒体赠定制围裙

内部容积达到1.48 cu ft，是目前

足穿上花裙子的心情，又不至于被大

办公室里的西装短裤，搭配一件

朵大朵的花朵掩盖，以至于本人失去

衬衫或西装外套，就能清凉舒适又不

了光彩。

失得体。

母亲节当天到店有好礼！

活动详情访问方太加拿大官网或

短裤，不用思考搭配更适合工作日快

温哥华：
Richmond, BC V6X 1T2
Tel: 604-285-9919

宽控温

为妈妈换一套好厨电！

方太蒸箱拥有更宽控温范围，达
到86°F-212°F，并能每次以34°F精
准控温。

夏日的小白鞋，最轻盈
夏日的小白鞋干净清爽，以恰当

基秦拿：
Add: 1601 VictoriaSt N,

Add: 322-3980 Shelbourne St,

Kitchener, ON, N2B 3E6
Tel: 519-208-6688

Victoria, BC V8Z 3L2（University
Heights Shopping Centre）
Tel: 778-922-0919

宠爱。

尤其是到了夏日，人人都爱着白

蒙特利尔：
1. Add：5705D Taschereau Blvd,
Brossard, QC J4Z 1A4

的分寸感，融入到每一套穿搭中，任

丝巾，以领巾，发带，衣服，腰带，

易清洁

埃德蒙顿：

Tel:

何日常可见的花色、单品，都和小白

包饰等等的样貌出现在着装中，即使

蒸箱内加热盘表面喷涂易清洁瓷

By appointment only

2. Add: 1220 Rue Bégin, Saint-

鞋和谐相处，不失光彩，也不争抢风

重复穿着的衣服，也可以穿出不一样

头，姿态极美。

的好看。
丝巾的系法其实不需要多复杂，

鞋，白色运动鞋，白色乐福鞋，白色
细带凉鞋，都属于小白鞋大家族。
搭配，偏雅致的白色乐福鞋，白色凉
鞋，和翩翩长裙搭配，穿出极致的温
柔。
偏中性的白色运动鞋、白色帆布
鞋，和利落的裤装搭配，穿出潇洒随
性的大女人气质。
小白鞋的搭配没有太多风格上的
限制，也可以选择风格不同的鞋子和

膜，污垢易脱落。
厨房燃气灶

温尼伯：

简简单单折成条状，系在发尾，系在

方太灶具满足您所有的烹饪需

By appointment only

领口，系在腰间，轻轻打上两个十字

求，适用于任何风格的烹饪，从炖煮

结，优雅又轻柔地悬垂下来，就有说

到油炸。搭配火焰故障检测装置，防

烤箱系列

不出的风情。
想要挑战更多样的系法，也可以

方太烤箱的精确温控系统通过连

将丝巾作为衣服穿上身，作为半裙、

续的温度分布研究，合理的加热管布

背心、外套......

置和温控传感器来保证良好的结构和

这时候就需要一条足够大的丝

Laurent, QC H4R 1X1

止燃气泄漏，保护您和您的家人安

Add: 1133 Fairfield Ave.,

3. Add：3812 Boulevard SaintMartin O, Laval, QC, H7T 1B2
Tel: 450-231-2781

Winnipeg Manitoba R3T 2R1
Tel: 204-807-5835

全。

加拿大其他地区：
1-844-315-0315

卡尔加里:

理想的温度分布。

巾，根据个人风格，喜欢极简风就穿
线条感的大地色系丝巾，喜欢繁复风

2.47立方英尺超大容量

就穿花色明亮的彩色丝巾。

五层烤架，可烤7公斤的火鸡。宽

衣服碰撞，白色运动鞋和吊带裙搭

敞空间，满足更多烘焙需求。

配，将性感和洒脱平衡，白色尖头高

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风景，穿衣

跟鞋和阔腿裤搭配，将刚毅和柔软融

打扮也有不同的好看，冬天的层叠

3D热风对流循环，控温更精准

为一体。

美，秋日的浓郁美，

热风挡板进风口设计，配备铂金

夏日的丝巾，最风情

Tel: 780-885-6058

514-806-3199

Tel: 514-996-0885

小白鞋不局限于一种，白色帆布

可以选择风格一致的鞋子和衣服

春天的轻盈，夏日的清凉。

丝温度传感器和五根高品质加热管，

大火力三环灶——GLS30501

在季节流转之间，我们变换着衣

使同层温度控制更精确，加热更均

五个精心设计的炉头能为各种菜

奥黛丽·赫本说 “我只有一件

着也变换着心情，遇见不同的旖旎风

衬衫，一条裙子，一顶贝雷帽，一双

光，转化为内心的力量，过好平凡又

鞋，但却有14条丝巾。”

不凡的一生。

在衣着简单的夏天，一条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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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905-604-8996

市面上水箱侧式容积超大蒸箱。

这个母亲节，

速出门，也因此将受到职场时髦精的

Tel：519-472-5118

Markham, L3R2P4

维多利亚：

明星产品推荐

Add：1700 Hyde Park Rd.,

Add: 106-11400 Bridgeport Rd.,

进店详询

今年夏天和西装成套搭配的西装

伦敦：

术，提供100%新鲜蒸汽，确保美味、
多伦多：

砂锅

Tel: 613-698-7885/613-851-6159

联系方式

无异味。操作简单直观。六种快捷菜

人。

是其他颜色无法取替的吸引力。

方太加拿大专卖店及授权经销商

活动时间：

避免花色堆积的土气和沉闷。

Ottawa, ON, K2E 7K3

London, ON N6H 5L7

中增添一丝生活的乐趣。

出光洁的双腿自由呼吸和奔跑，是独

恤、一件背心，就能轻轻松松时髦过

衫白裙，在白色里获得干净的质感，

Tel: 587-215-8138

Add: Unit 9, 210 Colonnade Rd,

可以直接穿吊带花裙子，可以更好地

让女人变得高级又迷人。

Calgary, AB T4A 0G3

有12步安全保护功能，避免对家人健

街头的牛仔热裤，随便搭配一件T

一身白色构筑的浪漫空间，总是

EPS 系列——GAG86309

和流速，快速升温。

E19, 260300 Writing Creek Cres.,

我们的记忆无不烙印在那一个个在家

还会将面容映衬得更明亮。

保守的可以选择V领、开叉裙，大胆的

夏日的一身白，最高级

77小时。

Add: New Horizon Mall Unit

渥太华：

随着短裤的类型越来越多，我们

足够量感和面积的印花才有存在

照三口之家计算，每年至少可以节省

用，满足您对燃气灶的一切需要。具

一看到飘摇的裙摆上盛开一朵朵漂亮
低调温柔的淡雅色更好驾驭，也

2022年5月6日

时光飞逝，妈妈的无私奉献留给

适合肤色白皙，没什么瑕疵的女性，

天气越来越热人也不免烦闷，但
的花朵，心情就莫名地舒展。

流量。

的颂歌。

冷白色干净甚至有些偏蓝，它更

今天就给大家一些夏日穿搭灵

Home Decoration

母亲节，给妈妈换一套好厨电

入夏必备的 5 件单品
天才能又美又舒爽？

C3 家居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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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尚临风）

匀。

系提供广泛的温度控制。Tri-Ring三
环灶专利炉头，可同时控制，也可分

温度均匀，便于准确烹饪

别控制不同圈的火焰大小。这款燃气

仿真模拟热量分布，平衡进出风

灶的加热效率明显高于传统燃气灶,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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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Industry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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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多伦多 国宝级开发商 Tridel 市中心巨作奉献
—— 60 Queen St E 即将启幕！
古酿酒厂区Distillery District
楼盘公寓四周环绕
UT，Ryerson、GBC等多所知名大学
周边数不胜数的高中和小学
比邻学府，学区资源丰厚
货真价实的市中心“学区房”！

代表楼盘：Auberge， Aqualina，SQ Condos,
Bianca, Ten York
这是一家致力于在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开发过程的
各个方面都追求卓越的公司。
BAZIS能够成功地将具有远见的建筑设计与市场
营销和建筑相结合，来表达一个城市的风貌。他们
靠着精心设计每个项目，以及企业的诚信和责任，

立体交通 全城畅达

已成为多伦多不断发展的天际线中的主要力量。

步行可至繁华的餐饮、购物和娱乐场所

项目介绍

寒冬直接进入多伦多地下商城PATH
躲过风雪前往周边目的地。街车地铁：出门可得

【项目地址】60 Queen St E, Toronto

楼下24小时的TTC501街车站点

【楼层高度】57层

步行几分钟即到Queen Station地铁1号和2号线

【单元总数】445

规划的5号未来地铁新线Ontario Line开车：几

【开发商】Tridel & Bazis

分钟可达DVP高速和Gardiner高速

【交房时间】2026年

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网络

60 Queen St E

自行车：骑行指数高分

重启多伦多，迸发新生活，带着荣耀！

自行车道发达畅通
即将开盘，敬请期待！
了解更多细节关于60 Queen St E，请咨询我爱
我家团队！

对多伦多的朋友来说，如果提起皇后街Queen
Street，这个最受欢迎和追捧的核心街区，小编不允
许有人没去过！
汇集了都市和梦想的Queen 街，国宝级开发
商Tridel和Bazis在此联手打造的又一个大作─ 60
Queen St E高层公寓，带着光环即将横空问世！

黄金 C 位 学府环绕
60 Queen St E，位于近Church St和Queen St

涨幅最高 投资满分

交界处，在市中心几个最具标志性的城市街区的顶
点，也是最受开发商和投资商亲睐的核心区域，临
近商圈、公园、学校、高速公路！

作为多伦多涨幅最高的地区之一，60 Queen St
E靠近市区就业中心，金融区、医院区和高校区，集
中了多伦多37%的工作机会，就业市场无敌。

出门步行或街车即可到达的打卡点：
市中心最热闹的街区Dundas Square广场最繁华
的商场Eaton Center附近最传统的市场St. Lawrence
Market新旧市政厅等著名地标建筑，

同时周边的租客群体更是惊人，庞大的数据显
示：
UT、Ryerson、GBC大学的学生群体和教职员工
约16W

多伦多金融核心区

Eaton Center员工约7W+

PATH地下商城

核心金融区办公的金领人士约10W+
退休人士，医生护士，使馆人员等总计20W+

两大开发商强强联手
加拿大家喻户晓的公寓住宅开发建筑商，公认的
多伦多高层公寓第一建筑商，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拥有着超过八十年丰富经验，负责开发并建筑超
过85,000套房屋。从地段，设计物业管理，Tridel公
寓在加拿大公寓市场是意味着“最高标准”，“最
佳质量”，“最优投资”。
被安省房屋建筑商协会评为2019年度安大略省房
屋建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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