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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G 资本集团现有适合

EB5 移民投资的项目。

我们现在征寻投资方，

若您是美国国内投资者，

得符合 506b 和 4 区 2
条；若您是国外投资者，

得符合 503C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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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beauregard@bmgcapita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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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型

修理项目

Baba’s Japanese Steakhouse
Now hiring Full time or Part Time 
(dinner only)
 (2) Servers
 (1) Kitchen Helper
 (1) Hibachi Chef
Location: 7255 Fishers Landing Dr., 
       Fishers, IN 46038
Phone: 317-577-6688 
 (call after 3pm, ask for Baba)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is a bi-
weekly,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publication which operates under China 
Journal Indiana, Inc.(CJI), a non-profi t 
organization (501C3), supported by 
sponsors and volunteers, serving the 
community free of charge.

Addres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Phone: (317)-625-0623

Email: editor@indyAAT.org  or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Website: www.indyaat.org or 
 www.indychines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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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n-Chief: Liying Chen

Staff  members:
Agnes Yam Wolverton, Da Wei Chang, 
Henry Fu, Hong Li, Lily Jia,  Yuming 
Gong, Hong Yin, Xiao Chen, Cheuk 
Gin, Biru Zhang, Yuxia Wang, Lu Wang, 
Joanna Zhou, Yang Guo, Henry Zhang, 
Shuping Yu, Zach Yim, Chen Chen, 
Cheng Zhao,  Jianjian Song, Gang Lu, 
Zhiyong Zhu, Tina Tian

IAAT MISSION: 
IAAT’s mission is to bring quality 

news,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rticles to our readers in the Greater 
Indianapolis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nd beyond. We collaborate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help 
strengthen the Indiana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o promote Indiana’s 
global presence and growth.

印州华报宗旨：
為印州社區提供一個時事新聞，经

济及文化教育等資訊的免費信息交流
平台。同時，我们与社区的各社会团体
合作，增加美籍华人在印州社会的影响
力，促進印地安那的国际形象和发展。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
员，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爱。
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坚持每两周
发行这份中英双语报纸，免费服务印
第安纳波利斯和周边的社区，全靠广
大读者的捐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
们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翻译公证服务
Translation & Public Notarization  

Services
笔译，口译，英译中，中译英，

移民，教育，就业，法律
证件文件翻译兼公证

Low cost, high quality, fast turn-over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English

For documents in immigratio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law

317-625-0623
Email: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税季期间，大家可能都想多知道一些税务
方面的知识。把以前写的一些文字在这里与大
家分享。

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或是支持美国政府
所推广的一些政策，税务局颁布了好多调整
（也就是降低）收入的奖励条款。1040表格
第一页的下半部分就是列举这些奖励条款的
（Adjusted Gross Income，简称AGI）。 

这些奖励条款的第一项是允许教育工作者
扣除与工作有关的费用（Educator Expense）
。每个从幼稚园到12年级的老师，助教，辅导
员，校长等（只要是在一学年中从事教育工作
超过900小时）都能享受此福利。此福利规定
让教育工作者能够从收入中减除花费在与其职
业有关的必须物品（如书本，文具用品，设
备，和其他教室用品）上的费用。但每人每年
不能超过$250.

1040表格的第二十四项是给那些国民警卫
队或储备军，表演艺术家或是地方政府官员享
用的有其工作有关的某些费用调整奖励。

第二十五项可能很多人都能用到。那就是
健康储蓄帐号扣减额（Health Saving Account 
Deduction）。健康储蓄帐号（简称HSA）是一
个让纳税人用来储存及支付医疗费用的帐户。
好处是存入健康储存帐号的金额不需要支付联
邦所得税。税务局规定只有选用高自付额医疗
保险（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HDHP）
并且没有其他医疗保险的纳税人才能享受这个
奖励条款。而且存入的金额是有限度的。如果
医疗保险只保个人，2015金额不能超过$3,350
，若是保全家，金额不能超过$6,650。超过55
岁的纳税人每年可多存入$1,000。存入健康储
存帐号内的金额可用来支付医疗费用（从2011
年开始药品需要有医生处方）并且没有时间
限制。换句话说就是当年未用完的金额可延
续到下一年，不象有些类似的帐号如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FSA）会失去当年未用完的
金额（虽然2013年末，税务局允许每年可转入
不超过500元到下一年，但数额还是根据每个
雇主各自的政策限定）。存入健康储存帐号内
的金额如果没有用来支付医疗费用就会被罚款
或补交税款。申报此项奖励条款必须填写附表
8889。

1040表格的第二十六项是对予那些因工作
原因而搬迁的纳税人所支付的搬家费而设定的
调整政策。要享受此奖励条款，纳税人新的工
作地点到原来的家的距离必须比旧的工作地点
到原来的家的距离远50英哩以上。同时必须在
搬家后的12个月内全职工作至少39周。如果是
自雇主，除了在搬家后的12个月内全职工作至
少39周外，还需要在搬家后的24个月内全职工
作至少78周。能够扣除的费用除了搬运费外，
还有从原来的家到新家的旅行费。旅行费可包
括旅馆住宿费，但不包括餐饮费。搬运费因人
而异，但必须合理。如果绕道去旅游，那额外
金额就不能包含在此奖励条款内。

第二十七项是针对自雇主的。条款规定
自雇主所需支付的自雇税（Self-employment 
Tax）可以在这里用来减少总收入。申报此项
调整条款，需要填写附表SE。

【作者简介】杨茜如 
(Lucy 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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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771-0091；
电子邮箱：lucyyang99@live.com；
网址：www.lyinternationalinc.com

【财金之角】

税务更新 AGI-1
(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 1)

上周五，印第安纳州经济发展部门高级官员表
示，印第安纳波利斯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心对陶
氏化学公司以及杜邦公司的联合有限公司来说是一
个“巨大的全垒打”，将促进美国陶氏益农公司在
西北部校园的就业状况。
印第安纳经济发展公司董事长吉姆·舍林格表

示，这是一个让人喜闻乐见的结果。印第安纳经济
发展公司在意识到在谈判过程中这个城市已经失去
整个拥有1385名员工的运作。
舍林格说道，即使这是一个盈利18亿美金，拥

有21000名员工的联合公司，在尝试确定联合公
司总部地址时仍然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杜邦公司 
在威明顿市以及它1802年的创始城市特拉华市有
着深厚的背景，并使其最终觉得将总部设置在特拉
华市。
由于没有在总部设立的问题上占得主动权，舍

林格说印第安纳州经济发展部门官员和政府领导得
以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运作与联合公司进行整合。
值得注目的是，先驱者，这个以得梅因（爱荷华州
首府）城郊起家，比陶氏益农公司更大的公司，因
陶氏公司和杜邦公司的帮助，使其总部成为了另一
个全球商业中心。
“我们在想，我们现在没什么可以失去的，却

能得到很多，如果我们进行到一半，就会觉得，天
哪，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舍林格对IBJ说道。
这次联合可能将会使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些有

价值的工作消失。根据800份调查显示，印第安纳
波利斯市员工的年均收入为13万美金。陶氏公司在
本地有400名合同工，在紧要关头更是将工作岗位
增至1785个。
舍林格说道印第安纳如今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

原因要归功于政府官员麦克·潘斯，印第安纳波利
斯市市长乔·霍塞特以及普渡大学校长米奇·丹尼
尔斯，尽管他们并不都来自于同一个党派，但正是

由于他们无缝对接的团队合作，才能够取得如此大
的成就。
当说到这三个人的参与时，舍林格评价道：“

我认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合作在两个公司的经
营协作以及无数个电话协商中完成。
普度长久以来就与陶氏益农公司有着紧密联

系，并且它在西拉法叶的研究园也为公司温室和研
究设备提供了地方。
舍林格提到，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印第安纳州的

商业友好环境和它的稳定性，通过AAA信用评级，
财政平衡预算以及稳健的盈余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杜邦公司和陶氏公司在12月11日宣布了他们历

史性的的平等合作，他们希望能在2016年下半年
达成合作。第一步是分成三个公开交易的业务，其
中一个专注于农业，包括灭草剂和转基因种子。而
一个全新的，还未命名的业务将会成为农业保护和
种子的全球最大商家。
尽管陶氏公司和杜邦公司现在仍时有竞争，但

这两个公司一致决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宣布联合
公司结构以此减轻公司员工和股东们的担心。
舍林格提到，1月14日陶氏公司董事长安德

鲁·立韦里斯，杜邦公司董事长Ed·布林和其他经
理主管人员参观陶氏益农公司总部进行尽职调查时
潘斯、霍塞特和丹尼尔斯都在场。
下一次重大会议将于1月21日在威明顿举行，

与会的有商业部长维克特·史密斯、舍林格，霍格
赛特负责经济发展部门的副市长安吉拉·史密斯·
琼斯和印第安纳农业部门主管泰德·麦金尼。
舍林格说道，陶氏公司和杜邦公司终于带来了

好消息——印第安纳波利斯将成为一个全球商业中
心。
舍林格相信这场由最棒的领导带领的城市中的

全场紧逼战术，并将尽全力配合以达到最好的结
果。

陶氏公司和杜邦公司带来好消息
原作者：格雷格·安德鲁斯  翻译：丁文妍

户外运动协会举办
枪支安全使用讲座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一个以安全
教育为宗旨的本地华人组织， 在2
月13号上午10-12点在Formosa如期
地举办了这次面对华人的关于枪支
安全的公开讲座。

这次讲座的内容设置主要照顾到
没有经验或经验很少但有兴趣进一
步了解的听众，不仅有深入浅出的
介绍枪械的基本原理和种类，也有
实用性高的安全操作原则以及家庭
防卫和有关的法律法规。会后有些
听众也表示听了讲座后了解很多知
识，也减少了之前的恐枪的心理。
大部分听众纷纷表示这次讲座提供
了很好的基本知识，很期待下一次
的活动。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 （简称印地户协）是一个去年才正式注册成
立的新的非营利组织，运作基于志愿者们对公益事业的无私奉献， 
旨在提供安全教育和培训， 以及推广各种户外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
式。 印地户协长期提供中文授课的NRA （美国长枪协会）认证的枪
支安全操作培训课程， 更多信息请联系： general@indyoutdoor.org

本地华人组织，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 准备在2月13号上午10-12点举办一次关于枪支安全的公开讲座，地点在Formosa餐馆 
（ 6304 E 82nd St，Indianapolis, IN 46250）。 讲座免费对非会员和会员开放, 有三个目的， 1. 宣传枪支运动的基本知识, 原

理以及安全原则 2. 提高听众的兴趣和射击运动的安全意识 3. 介绍和庆祝本协会的成立。讲座内容包括： 基本的枪支原理和
种类，  射击技术简介， 安全原则，治安及拥枪， 枪法枪规简介。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 （简称印地户协）是一个去年才正式
注册成立的新的非营利组织， 运作基于志愿者们对公益事业的无私奉献， 旨在提供安全教育和培训， 以及推广各种户外运
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印地户协长期提供中文授课的NRA （美国长枪协会）认证的枪支安全操作培训课程， 更多信息请联

系： general@indyoutdoor.org

位于Indianapolis的陶氏化工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