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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我们随时准备让 
您宾至如归

与你 成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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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美国
祝贺您移居美国，热烈欢迎您来到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国家， 

目前有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侨民将这个国度称之为家。

 

在您开始新生活时，我们随时准备着为您提供支持，我们将指导您完成 

一些您可能需要采取的步骤，以便您能感觉美国是真正的家。 

本规划工具及核对清单旨在帮助您确定一些关键考虑因素及优先事项—— 

从银行事务到文化差异。我们希望这有助于您尽可能顺利地过渡到美国生活。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us.hsbc.com/international-banking

核对清单
迁居至一个新国家需要大量规划。以下是一些您应在抵境后考虑尽快 

做的事情。

基本事项

££ 申请您的社会保障卡。这通常应在抵境后 10 个工作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内完成。

££ 取得本地身份证及驾驶执照。

财务事项

££ 开设一个美国支票账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5 页。

££  尽早建立信用——在美国，良好的信用对于一切都至关重要， 

从租房到获得贷款。

住房

££ 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房地产经纪人作为您的代表寻找住房。

££ 准备好财务文件。例如，您可能需要三个月的近期银行对账。

就业

££   了解您的工资支票。在美国，每两周发一次工资并不少见， 

通常是在周五发薪。通常每年能领到 26 张工资支票。

££  了解自己的员工福利。具体来说，了解您的医疗福利，因为美国的制度可 

能与您的母国大不相同。美国有多种退休规划方案（401(k)、IRA 等等）， 

而且您务必明白哪种方案最适合您。

卫生保健

££ 在当地医生和牙医处登记，并确保知道最近可就诊诊所的位置。

文化

££  研究文化，了解当地法律、习俗和商业礼仪的差异。

££  享受美国、周游全国、户外活动、品尝美食。这里有很多东西可看和可做。

http://us.hsbc.com/international-banking


基本要素：  
社会保障号码及支票账户

社会保障号码 

当您作为一名居民抵达美国时，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申领一个社会保障号码

（SSN）。SSN 由政府向全体美国公民以及全体符合条件的居民发放，用于跟 

踪您的收入。虽然您在美国生活不需要 SSN，但如果您在美国工作，则您确实 

需要 SSN。申请美国驾照时，您也可能会被要求提供 SSN。 

那么，您如何申领 SSN 呢？ 

当您申请签证时，您可能已经收到 SSN。否则，您可以前往美国境内的社会保 

障办公室申领，随身携带适当的文件，以证明您的合法移民身份和在美国工作的

许可。虽然申领过程是免费的，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避免高峰时间，准备 

好所有必要的文件。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sa.gov/ssnumber.

美国驾照

在开始向您介绍美国驾照申请流程的基础知识之前，请注意大多数交通事项 

（如驾照、汽车登记等）由各州自行监管。如需详细信息，请访问您居住州相 

关机构的网站或直接联系它们。

要申请美国驾照，您需要前往当地的 DMV（机动车辆部）办公室或当地相当于 

DMV 的部门。通常情况下，申请至少需要下列文件：

• 社会保障号证明  

• 用作有效身份证明的护照或其他文件 

•  州内住址证明（一些州要求 2 份不同的文件作为证明）

• 为您的驾照拍摄一张新照片。

有关开立支票账户的更多信息，只需到访汇丰的任一分支机构 

或致电 877.850.4722, 进行预约：东部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7 时到晚上 8 时（美国境外请拨打 001.716.841.0613）。

银行账户 

银行或活期账户在当地被称为支票账户，通常对于开始收取工资支票、 

支付账单和轻松支取金钱至关重要。信用卡还可用于购物，以帮助您在美国 

建立信用记录。汇丰银行提供一系列账户和信用卡1，以满足您的个人需求。

我们还可以协助打理您在“母国”的银行事务，以帮助您管理仍在继续的财 

务储备，例如按揭还款、房产租金收入或子女教育费用。

日常银行事务 

美国的银行系统可能看起来与您已在母国习惯的系统大不一样，例如：

• 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有些母国银行不收费的项目，在美国却会被收费， 

 反之亦然

•   即便在当前的智能手机和网上银行时代，支票在美国仍是常见的做法

•  在购物时，美国人通常喜欢信用卡，主要是因为许多信用卡供应商有慷慨的 

奖励计划。此外，及时还款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信用评分——请参阅第 6 页的 

“信用评分重点”，以了解信用机构考虑的其他因素

•  借记卡也被广泛接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您可能会被要求签名、使用芯片 

或 PIN，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不需要前述任何一项。 具体方式可能因商家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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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a.gov/ss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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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管理信用， 
以及为什么务必要这么做
优良的信用记录有助于改善您在美国生活的诸多方面。  

事实上，有一些债务管理历史比没有强。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费解，但公司和个人往往希望先看到您能够负

责地管理资金的证据，然后再与您签订合同。这意味着潜在的 

雇主、房东、公用事业服务提供商和保险公司可能要求查看您的

信用评分，有时还要求查看您的完整信用报告。

因此，即使您没有必要或没有计划借钱，尝试建立并细致管理自己

的信用评分仍然是个不错的主意。虽然您可以通过定期使用信 

用卡这样做，但最好是每月付清全部余额，并在余额和信用额度

之间保持足够的差额。

信用评分（有时称为 FICO®）的确切定义是什么？

信用机构（如 Experian）提供的一个数字，介于 150 到 850 之间

（后者意味着完美），表示您的信用度。

该分数的计算考虑到您的付款/还款历史：您所欠的金额、 

信用记录的时长、新信贷和使用中的信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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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礼仪
我们已就美国文化和习俗的某些重要方面编写了一份快速指南， 

以揭示可能与您母国的不同之处。

 

付小费

虽然美国并不强制要求小费，但这是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般来说，

在提供餐桌服务的餐馆，您应该根据服务质量按账单金额的 15%或以上支 

付小费。如果您获得优异的服务，则通常为 20-25%。税前还是税后？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按习惯，小费是按税前金额计算的，但很多人为了 

省事或为表示更加慷慨，会以账单总金额为计算基础。 

沟通

美国人以自己想啥说啥，说啥想啥而感到自豪。切中要点十分关键， 

所以如果您遇到一些太直白的话，不要感到惊讶。

时间就是金钱  

美国人重视守时。这适用于工作场所和社交场合。

职业道德 

努力工作受人尊敬，也是惯例。您可能需要为每周超过 40 小时的严格日 

程做好准备，尤其是与欧盟相比，假期通常要少。

仪表 

着装规范将从正装到体面便服不一。通常情况下，您越往西开展业务， 

您越有可能在业务往来中遇到非正式的着装；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最好的建议永远是在您出发之前和已经到访过您的目的地的其他人核实一下。

礼物 

与某些文化不同，在美国不适宜在商务会面时赠送礼物。事实上， 

某些公司不允许员工接受礼物。不过，如果您获邀到同事家参加社交活动， 

您可以带巧克力、鲜花或葡萄酒。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无论您是想买还是想租，美国市场都是竞争激烈的。

做好快速行动的准备，尤其是在那些一处有多个申请者的地区。

做足准备

准备好收入证明，如雇主签署的聘书。您还可能需要提供银行对账单 

的复印件，所以考虑提前三个月准备好。 

虽说诸如汇丰等国际银行能够利用您的国际信用记录，但请记住， 

这不会让您拥有美国信用评分。因此，在租房时，您可能需要支付  

2-3 个月的租金作为押金。

扎根 

一旦您在美国真正站稳了脚跟，您可以考虑购买一套住宅或探索美国的房地产

市场。如果时机到来，获取房屋抵押贷款的过程可能与您的母国完全不同。

汇丰为国际借款人提供住宅融资方面经验丰富。您无需具有美国信用记录， 

也能申请汇丰抵押贷款。如果您符合要求的账户标准并提供相关文件， 

我们将为您的申请订购您的国际信用报告。虽然可能设有其他限制， 

但我们很乐意与您讨论此事项，并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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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假日
元旦 — 1 月 1 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 1 月份第三个星期一

总统日 — 2 月份第三个星期一

阵亡将士纪念日 — 5 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一

独立日 — 7 月 4 日

劳动节 — 9 月份第一个星期一

哥伦布日 — 10 月份第二个星期一

退伍军人节 — 11 月 11 日

感恩节 — 11 月份第四个星期四

圣诞节 — 12 月 25 日

立即与我们交流，以了解一些可能与您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造访us.hsbc.com/international-banking.

请致电 877.850.4722（从美国境内拨打免费）或者如果从美国境外拨打， 

则为 001.716.841.0613.（热线电话服务时间：东部时间上午 7 时到 

晚上 8 时。）

请到访我们的一家分行。要查找距您最近的分行，请访问： 

us.hsbc.com/branchlocator.

面向国际客户的银行解决方案

您在美国的新生活  
虽然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生活有其复杂性，但您的财务事项不应该成为 

一项挑战。 

即使您没有美国永久居住地址、社会保障号、成熟的美国信用评分， 

汇丰作为一家国际银行，也能帮助您过渡财务储备。

对于您的海外财务储备 
您可能在您的母国仍有一些财务需求，如偿还抵押贷款、获得租金收入 

或为孩子的教育提供资金。在美国和母国开设汇丰账户可以帮助您轻 

松跨国管理您的资金。通过汇丰的环球账户和环球转账功能2，您可以在 

一处查看您的合资格汇丰账户，并快速方便地在账户之间转账。

考虑移居海外或经常旅行吗？
汇丰可以帮助您于搬迁前在 30 多个国家开设海外账户。  

而且，我们还可以帮助您在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指定分行预约开户。

无论您身处何方，汇丰都会随时帮忙 

我们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台(BBC America)合作编制了内容丰富的 

《轻松移居美国》(Moving to America Made Easy)指南。请浏览

http://www.bbc.com/storyworks/specials/moving-to-america/， 

了解顺利、成功移居美国的更多详情，包括美国教育系统、医疗保健等  

详细信息。*

*该链接允许您访问非汇丰网站。美国汇丰银行对该网站并无控制权，且不对 

您使用该网站负责。

http://us.hsbc.com/international-banking
http://us.hsbc.com/branchlocator
http://www.bbc.com/storyworks/specials/moving-to-america/


1 贷款需经信用批核。

2 环球账户和环球转账仅适用于汇丰卓越理财客户和汇丰运筹理财客户，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地区。可能设有外币汇率和当地国家/地区限制。从美国境外的汇丰账户汇款可能需要支付转账
费用。需要个人网上银行才能使用环球账户和环球转账服务。在美国境外通过环球账户访问美
国个人网上银行可能受到限制。

 美国人须就其全球收入向美国纳税，并有义务就其美国与非美国户口课税及申报。美国人应咨
询税务顾问，以了解更多信息。

 所有新开美国银行账户都必须符合身份、资格和开户要求。

 并非所有国家/地区都可以开立国际账户，并且需要根据国家/地区的当地法规和政策或申请进 
行批准。

 汇丰在美国的房屋贷款与房屋余值产品由美国汇丰银行（全国机构）提供，仅适用于美国境内
的物业。贷款需经信用批核。贷款人必须符合贷款计划资格。贷款计划条款或会不时变更。  
可能受地区与其他条件限制。折扣可能随时被取消或变更，不能与其他优惠或折扣同时使用。

 汇丰在美国的存款产品由美国汇丰银行（全国机构）提供。Member FDIC。

 2019 美国汇丰银行（全国机构）版权所有。Member F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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