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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

New Jersey

新泽西州(New Jersey)又名为“花园之州” ，在美国中部大西洋沿岸，是 美国第四小及人口密

度较大的一州。北接纽约州(New York),东面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南向德拉瓦州

(Delaware), 西 临 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新泽西州大专院校共有62所，其中包括最

著名的常春藤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2011年新泽西州GDP居全美第7位， 中国

是新泽西州的第五大出口市场，主要出口商品有机械、原料金属制 品、化工制品、废物废料、

计算机及电子设备、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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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房产导航

• Neighborhood
北新泽西州简介

• Purchase Process
购房流程

• Massachusetts State Disclosure Form
新泽西州经纪声明表格

• Closing Cost

通用文件和费用

曼 哈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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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hood

北新泽西州简介

• Fort Lee

利堡

• Paramus

帕拉姆斯

• Tenafly

特纳夫莱

• Ridgewood
里奇伍德

• Jersey City
泽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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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 Lee
利堡

与哥大隔桥相望

简介： 利堡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博根郡东部边界，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哈德逊河对面，属于

纽约市大都会区 。 以美国革命战争早期军事营地为名，后来成为美国电影业的发源地。 新泽

西的销售税3.5%-6.875%。 利堡去纽约的交通四通八达，公交巴士，小巴，有Shuttle 直达哥

大。也可以自己驾车。只收去纽约的过桥费，回新泽西是免费的。 方便的公共交通网把纽约和

新泽西两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居住人群：一半以上的居民53% 为白人，2%为 黑人，

38% 为亚裔，7% 为西班牙裔和其他种族人。

适合人群： 这里多数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通勤去曼

哈顿上班 。适合通勤和有家庭的都可以选择在此居

住。

学校和生活：利堡的第一，第三和第四小学都是10

分优秀学校。很多的中国和韩国的餐馆和超市。购物

方便。房价适中，房屋增值快。



Paramus
帕拉姆斯

新泽西州健康城

简介：2013年被国家“市长健康运动”评为“新泽西州健康城”。新泽西月刊杂志将姆斯”列为

新泽西州“最佳居住地”2013年排名第21位的最佳场所。帕拉姆斯包含三座购物中心， 每年带

进五十亿美金的营业额，为全美国最高。 新泽西州不对衣服和鞋子征收销售税，这使得它成为

纽约市更加有吸引力的购物目的地。有多条巴士专心直通42街巴士总站，交通极为便利。

居住人群:大部分居民为白人（72%）

亚裔（22%), 西班牙人和其他种族人占

（5%），非洲人占（1%）。

适宜人群：帕拉姆斯的众多的学校和超级

购物中心非常适合有家庭居住。

学校和生活： Stony Lane 小学是10分

学校。帕拉姆斯还是许多私立宗教学校的所

在地。 博根社区学院(Bergen Community 

College)位于帕拉姆斯。帕拉姆斯也是三所

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 学校的所在地。



Tenafly
特纳夫莱

优质学区小城镇

简介：特纳夫莱位于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对岸，滨临哈德逊河，治安优异、市民富裕，

并有着新泽西州最好的学区，也是新泽西州最适宜居住的小城，且吸引了不少华人来此定居。县路

501号，美国9W路线和Palisades州际公园大道全部通过Tenafly。通勤去纽约方便。巴士车站，可直

达曼哈顿中城或转车到下城的金融区华尔街，吸引了不少纽约白领和华人家庭到此购房。在2013年

“最佳居住地”排名第七的新泽西州最佳居住地。

居住人群：大部分居民为白人 (69%)，亚裔 (29%)。

非洲人为 (less than 1%), 西班牙人和拉丁人

（5%），其他种族人 （3%-6%）。

适宜人群： 通勤人员。律师，医生，会计师等工作

稳定的上班族。也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

学校和生活：特纳夫莱地大、房大、环境优美、学

区优秀，华人生活较为便利。这里的市民收入水平

较高，学区质量顶尖，全市6所公立学校中，有满分

学校4所，9分学校2所。特纳夫莱的房价也是新泽西

州比较高的。



Ridgewood

里奇伍德
新泽西最佳生活地点

简介：2011年，里奇伍德在美国金钱杂志“最佳生活地点”中排名第26。 里奇伍德是一个环境优

美、学区顶级、治安优异、市民富足的宜居小城。里奇伍德的火车站有三个平台， 去Hoboken，

在Secaucus交界处停靠，前往曼哈顿中城的Penn车站和车站服务的其他目的地的火车。里奇伍德

公交车包括148,163和164号到曼哈顿中城的港务局巴士总站，175路到乔治华盛顿大桥巴士站，以

及722，746 和 752 路线。

居住人群：大多数居民为白人（82%），亚裔

为（13%），黑人为（2%）, 西班牙人等为（5%）。

适宜人群：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居住 。新泽西有

不少律师，医生和名人都住在此镇。

学校和生活：里奇伍德在新泽西州339所学校是

新泽西州排名第28位的公立高中。里奇伍德高中是

小城知名的高中，深受华人家庭追捧。全市13所公

立学校中，有满分学校4所，三分之一的学校评分

都在8分以上。里奇伍德的房价水平偏高但非常稳

健。



Jersey City
泽西市

大城市“西华尔街”

简介： 泽西市是哈德逊郡府所在地，新泽西州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纽瓦克市） ，位于世界

名城-纽约市的对岸，是哈德逊半岛上的一个制造、交通，金融的中心。泽西市有进入纽约的重

要交通枢纽，47%人使用公共交通：巴士，火车，地铁，渡轮等等。泽西市拥有四大工业中心：

格林威尔广场、克莱尔慕特工业园、蒙特格梅里工业园以及自由工业园；主要的经济部门有金

融、保险及房地产，有“西华尔街”之称。

居住人群：其中白人占（33%），亚裔占（24%），

非洲人占（26%），其他种族人，西班牙人，拉丁

美洲人等占（17%）。

适宜人群：通勤人员，上班族。

学校和生活：泽西市内有三所大学: 圣彼得学院

(Saint Peter’s University)、泽西市州立学院

(New Jersey City University)、哈得逊社区学

院 (Hudson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罗纳

德·麦克奈尔博士(Dr.Ronald E. McNair 

Academic High School )高中是10分学校，是全

州322所学校的新泽西州排名第二的公立高中。在

2011年，“新闻周刊”杂志调查中被选为美国第

41高中。



购房流程图

购买人负责

经纪人协助

律师, 会计师, 保险师 协助

购

房

流

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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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个人或公司)

资金准备

选择经纪人

签署购房协议

选择适合的区域

房屋挑选

房价谈判

签订合约

支付定金

购买房屋保险

房屋检查

房屋过户

交房检查拿钥匙

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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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Closing Cost
房产交易费用预算

新
泽
西
州

• Seller卖方

• Realty Transfer Fee(房产过户税): $5.5 per $1,000 of purchase price under $150,000, $8.5 per 

$1,000 of $150,000 to $200,000, $9.5 per $1,000 over $200,000

• Mortgage cancellation fee(取消按揭贷款费用): $75-$100

•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房屋占用证): $180-$250 (furnace certificate $100/zone, fireplace 

certificate, $100)

• Attorney fee(律师费): $1,000-$1,500

• Real estate commission(房产经纪人费用)

• Other possible costs(其他费用，例如申请贷款费用、房屋维修费用、房屋检查费用等。): points 

on V.A. or F.H.A. mortgage, house repair costs, Radon remediation as may be required 

following inspection.

• Buyer买方

• Title search and Insurance(产权检查及产权保险): $533 for first $100,000, $3.25 for each 

additional $1,000 balance.

• Flood Hazard Certification (if required)(洪水灾害认证) : $20 

• Survey(画图费): $300-$700 depending on lot size. 

• Processing and Recording of Deed and Mortgage(记录贷款及契约费用): $30- $50

• *Engineering Inspection(工程检查费): $300-$400

• *Termite Inspection(白蚁检查): $45-$65

• *Radon Inspection(氡气检查):$100-$150 

• *Well and Septic Inspection(化粪池检查):$700-$1000/each system

• *Lead Based Paint Inspection(铅涂料检查):$75-$350

• *Underground Oil Tank Testing(地下油罐测试):$250-$500 

• Attorney fee(律师费): $1,000-$1,500

• Homeowner’s Policy for one year-Paid in advance (预付房屋保险费)($3-$34 per $1,000) 

• Tax on the sale of homes over $1,000,000(税收对于100万以上的房产): 1% of sale price 

*All price quotations are approximately based on size and type of testing.

所有的报价都是基于房屋面积以及测试类型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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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cation Assistance
安家辅助

• Education
教育 – 升学规划

• Accountant & Attorney
会计和律师 – 税务和房产过户

• Insurance
保险 – 房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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