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读者大家
好！

繁忙的税季过
去了，热闹的暑假
也已结束了一个
多月， 没有写文
章将近7个月，文
笔已生疏。重新提
笔， 此时的心情是
既兴奋又紧张外加
一点小忐忑。过去
的2年里陆陆续续地把个人税表（1040表
格）大致从头到尾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虽
然没有里里外外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
讲一遍，但是大部分纳税人会涉及到的范
畴应该多少有过说明了。所以我想把将来
谈论的话题拓宽一些，开始这个财金之角
专栏。内容除了税务还会有金融，理财以
及其他读者有兴趣或者对大家有帮助的领
域。同时也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达到双
向沟通的效果，除了我写，还能够得到读
者的回馈和指点。

现在初步计划未来会介绍以下这些主
题：

各类税务条例，包括个人及小型企业
商务实用建议
经济和金融相关的常用概念
时事分析和更新
金融，税务及遗产规划
全方位的理财（包括下一代的教育基

金，应急基金，以及退休养老金，等等）
在美生活指南
我个人的一些领悟或感想
如果您对某一方面感兴趣或想更多地

了解一个话题，请用邮件的形式告诉我，
我会及时酌情增加或调整每期的内容。同
时我也感谢印州华报以及各位读者给我这

个机会。因为投稿的任务督促我去多学多
看多思考，让我变得更敏锐，思维更缜
密，知识更全面，从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
力。

【作者简介】杨茜如，17岁来美完成高
中学业后，取得会计和市场学学士以及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大学期间开始在一
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曾连续4年为美
国税务局做义工，有二十多年在美工作
经验。98年取得美国注册会计师执照，
随后获得投资顾问资格证。目前在印第
安那州拥有事务所，提供各类财务，税
务及商业咨询服务（包括分析规划，商
业计划，资产评估及投资理财等）。
诚 挚 地 邀 请 大 家 如 果 有 问 题 或 是
有 想 了 解 的 内 容 ， 请 发 邮 件 给 我
（lucyyang99@live.com）。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我会尽我所能提供我所知道
的。
电 话 ： （ 3 1 7 ） 7 7 1 - 0 0 9 1 ； 电 子 邮
箱：lucyyang99@live.com；网址：www.
lyinternational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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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AUTO SALES. INC
 www.recoveryautos.com 专业经销, 维修各种车辆

Toyota.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 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长年提供拖车服务及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电话：317-817-9300  317-844-9452  317-427-3508  317-727-5208
地址：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 IN 46280. 106th and College Ave. Carme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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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排期表解析：
     十大利益看过来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
2015年10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10月的
排期表上有重大变化，具体来说，出现了
两个排期表：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
移民签证可能被最后批准的日期); 和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最早
可递交身份调整申请的日期)。

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表上，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为
2012年1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为
2011年10月15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为
2013年10月8日,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优
先日期早于这些日期的移民签证申请可能
被最后批准。

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表上，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为
2014年5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为
2013年10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为
2015年5月1日, 也就是说，那些优先日期
早于这些日期的申请人可递交身份调整申
请。移民局已经确认，符合条件的申请
人在10月可按照这一排期递交身份调整
申请。

这一变化得益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4年11月20日发布的行政命令。尽管该
行政命令未能全部如期执行，但是此次新
排期表的出台着实会让有多年排期的中印
两国EB-2申请人获益。我们曾在2014年12
月1日写过一则短新闻，如感兴趣，请点
击下面的链接阅读：

http://www.hooyou.com/
cn_version/news/news-2014/
news120114i485.html

这新的排期表有以下十大利益：
1. 早拿到绿卡。移民局会对那些按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
上的排期日递交的I-1485申请进行预
先审理，对中国大陆的申请人来说，
进行姓名调查(name check)一般需要
花一年左右的时间。移民局在预先审
理期间就可以进行姓名调查，等那些
申请有移民签证名额时再最终批准。

这样以来，外籍人士按照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递交I-485申
请将可能比按照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递交I-485申请早一
年左右拿到绿卡。

2. 在申请I-485时可同时申请I-765, 一
般需要两三个月获批，以前不能合法
工作的配偶也可以持工作许可合法工
作。

3. 在申请I-485时也可同时申请I-131，
获批后可持回美证回国探亲，返美前
无需再去美国使领馆签证。

4. 按照AC21法案的流动法则，在I-140
申请获得批准之后，如果I-485申请
递交后等待审理的时间超过180天，
该外籍人士就可以转换工作。如果新
的雇主不支持H-1B转换申请，该外籍
人士可用劳工卡为其工作。

5. 提前处于I-485身份，避免合法身份
空档的尴尬。这一点对F-1 OPT身份
即将到期或者H-1B不能及时转换的人
士尤为重要。

6. 减轻或彻底避免申请H-1B的压力。
7. 避免让即将超龄的子女错过随父母拿

到绿卡的大好机会。
8. 减轻不得不申请EB-1的压力，已有

NIW获批的科研人员们按照新的排期
表只要在一两年内就可以递交I-485
申请，再也无需在短时间内耗费心
力，多发文章以达到EB-1的要求。

9. 随着中国大陆的亲属移民F2A类排期
截至日前进到2015年3月1日，来自中
国大陆的绿卡持有人可为配偶尽早递
交身份转换申请，早日拿到绿卡。

10. 使那些单身的王老五或刘大姐们早日
升级为I-485男或I-485女，为他们增
加了吸引力，可以早日步入婚姻的殿
堂。

我们在下面用几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
新排期表带来的利益。
案例一：

张博士从2012年10月1日起持H-1B
为一家公司工作。他的太太是H-4身

 
BMG 资本集团现有适合 EB5 移民投资的项目。我

们现在征寻符合符合 503C 条款的投资者。目前的项目包括

俄亥俄州中城的一个啤酒酿造厂、俄亥俄州 Lebanon 的一个

啤酒酿造厂和一个家庭娱乐中心，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

个家庭娱乐中心。有意者请联系 David Beauregard 317-
490-4539 ， bdeauregard@bmgcapitalgroup.com 
 
BMG Capital Group, LLC has shovel ready projects that 
qualify for EB -5 foreign investment.  We are looking for 
U.S. and foreign investors that comply with rule 503 (c) 
guidelines for investors.   Current projects include a Craft Beer 
Brewery in Middletown, Ohio, a Craft Beer Brewery and Family 
Entertainment Center in Lebanon, Ohio and a Family 
Entertainment Center in Indianapolis, Indiana.  Contact David 
Beauregard for a complete package – 
 
 317.490.4539 ordbeauregard@bmgcapitalgroup.com.  
                                                                                                                       

财金

人生在世有喜有憂，有高潮，有低
潮。有些人順利走出低潮，但是有些
人需要幫助，支持和專業輔導治療，來
克服人生中的難關，走出憂鬱的黑暗世
界。

要是一個人的行為舉止失常怪異，而
且這個失常的行為愈來愈平凡，會增高
自殺的危險性。這個失常的行為可能跟
人生中痛苦的事情，失落，哀悼，和打
擊有關係。

如果你知道有人有以下幾點的特徵，
請鼓勵他儘快治療。美國全國免費生命
線電話號碼是1-800-273-TALK(8255)。

以下是自殺危險性的特徵：
 -跟人說他不想活了，要自殺。
 -尋找怎麼去自殺的資料。
 -跟人說他覺得人生無望，活著沒

意思。
 -跟人說他走�出人生的難關，有

不堪忍受的痛苦。
 -跟人説他是別人的負擔。
 -增加用酒，服藥的劑量，或吸

毒。
  -焦慮不安，易怒，失控，行為不

顧後果。
   -失眠，或是老是在睡覺。
 -退縮，不跟人接觸相處。

急診事故：

• 美國24小時生命線：1-800-273-
8255 (TALK)

• 印城24小時心理輔導專線：
1. Eskenazi Health: (317) 

880-8485
2. St. Vincent Stress Cen-

ter: (317) 338-4800
3. Community Crisis Line: 

1-800-662-3445 or 317-
621-5700 

4. Community Health Network: 
text HELPNOW to 20121 
(especially for teens and 
young people).

5. 或是打 911叫救護車送醫急
診。

非急診事故：
• 中英文心理治療：高秀瑩 （317

）590-1760
• 英文心理治療：打電話到醫療保

險公司問心理輔導師的資料。
• 或是向家庭醫師，小兒科醫師請

教，詢問治療的方法和資源。

資料來源：
 SAMHSA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
tion) 
  高秀瑩  執照心理治療師

份。2013年3月，张博士委托了张哲瑞联
合律师事务所办理NIW申请，他的律师于
2013年8月1日将他的NIW申请递交到移
民局。2014年7月，张博士的NIW申请被
顺利批准。如果按照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上的排期，张博士无法
在10月递交I-485申请，他可能还需要等
一两年才能递交。然而，按照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由于他的优先
日远在2014年5月1日之前，他完全可以在
10月递交I-485申请以及I-765和I-131申
请。张博士的太太是H-4身份，几年来一
直不能工作，这次也可以和张博士一起递
交这些申请，拿到工作许可后就可以合法
工作。张博士及太太以前回国总要去美国
使领馆签证，这次准备年底回国，就可以
持批准的回美证回去而无需再去美国使领
馆签证了。

案例二：
刘博士持H-1B为一家公司工作，他在

2014年2月递交了NIW申请并以顺利获批。
他的朋友赵博士考虑在明年二月开一家公
司，邀请刘博士能尽快加盟创业。如果按
照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的
排期，刘博士要加盟赵博士的公司要可能
等到两三年刘博士能递交I-485后的180
天。但是按照此次的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的排期，刘博士在10月就
可递交I-485/131/765申请，等到明年的
4月就满足了AC21法案规定的180天的限
制，刘博士就可以在那时转到赵博士的公
司，二人一起创业。

案例三：
李女士是STEM专业的毕业生，于2013

年5月开始用OPT为一家公司工作，2014年
4月该公司为她申请了H-1B，她同时委托
了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在4月底递交了
NIW申请。没想到，她的H-1B申请没能中
签。2015年4月，她的公司又为她申请了
H-1B。在12个月OPT时间用完后，她又申
请了额外17个月的OPT。2015年5月，她的
NIW申请被批准。但是，还没等她的高兴
劲儿过去，她的H-1B再次没能抽上签的消
息传来，令她十分沮丧。她的OPT到2015
年12月到期，不能再续，情急之下，她考
虑再去上学以保持合法身份。看到此次
排期表的出台，李女士非常高兴，因为
她的优先日期早于2014年5月1日，她可
按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在
10月递交I-485/131/765申请，从而处于
I-485等待审理的身份，无需再去上学来

保持合法身份。而且只要工作许可被批
准，她就可以继续为公司合法工作，从
而免去了未能抽中H-1B无法继续工作的
烦恼。

案例四：
王先生的NIW申请被张哲瑞联合律师

事务所在2014年2月1日递交到移民局，并
于2015年5月最终获批。因为他的女儿在
2015年12月就年满21岁，王先生本来考虑
在十月份再递交EB-1A申请和I-485申请
以避免女儿的超龄问题（age-out）。然
而，因为此次新排期表的出台，王先生的
优先日期早于2014年5月1日，也就是说，
王先生及其家人可按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在10月递交I-485申请，
这样一来，王先生的女儿避免了age-out
问题，抓住了随父母拿绿卡的机会，王
先生本人也无需再耗费心力准备EB-1A申
请。

案例五：
吴先生是绿卡持有人，他为妻子在

2014年8月递交了I-130申请，如今已经
获批。她的妻子是OPT身份，将于明年一
月到期。本来她已在考虑再注册一个学校
保持合法身份。随着新排期表的出台，因
为中国大陆的亲属移民F2A类按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排期截至日前进
到2015年3月1日，吴先生的妻子就可在10
月递交身份调整身份，再也无需注册新学
校保持合法身份。

吴先生的师弟吕先生目前单身，在
2014年2月递交了NIW申请早已成功获批。
在10月他也可以按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的排期递交I-1485申请，
步入I-485男的队伍，为求婚增添一个重
重的砝码。

最后，我们在这里友情提醒：
如果您不能确定您是否符合申请NIW

的条件，您可以联系张哲瑞律师作免费咨
询，他的邮箱是info@hooyou.com。张哲
瑞律师会帮助您选择最适合您的申请类
别，并为您提供具体的申请策略。 

如果您符合在10月递交I-485申请的
条件，您可以从现在起就积极准备相关的
材料。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在这方面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你有这方面
的需要， 请尽快联系张哲瑞律师info@
hooyou.com。我们会和您密切合作，争取
在10月1日将您的申请递交到移民局。

自殺是可以預防的！
憂鬱症是可以治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