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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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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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members are all volunteers
Managing Director: Peggy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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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金之角】

税务更新 AGI-3
(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 3)

(上接前期)
1040表格的第三十四行是用来申报所

付的学杂费用。如果纳税人为自己，配
偶或依附者支付了符合税务局规定的学
费或其他费用，这笔费用是可以用来减
税的。在第五期有详细介绍几种主要的
有关教育费用所制定的不同处理方式，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在第三十四行以调整
的形式来减少总收入。如果在这一行上
有申报调整额，就必须同时填写8917附
表。

1. 1 0 4 0 表 格 的 第 三 十 五 行 是 用
来 申 报 国 内 生 产 活 动 扣 除 额
（Domestic Production Activities 
Deduction）。税法规定如果纳税
人从事以下的活动， 就可以得到
最多达收入9%的扣除额:

2. 在美国境内的房地产施工建设
3. 在美国境内为房地产施工所提供

的工程或建筑服务 （Engineering 
or Architectural Services）在美国
境内生产或制造电脑软件， 录
音设备，电影制作，和其他有形
的个人资产（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以及电力，天然气或
便携式水（Potable Water）等

但是这些扣除额不包括在零售业制
做食物和饮料，租借给与纳税人有关联
人（Related Person）的房地产活动，电
力，天然气或便携式水的传输或运送，
以及与土地有关的活动。如果在这一行
上有申报调整额，就必须同时填写8903附
表。

1040表格的第三十六行是第二十三行
到第三十五行的总合。在这一行里还可
以包括在第二十三行到第三十五行中没
有申报的某些调整额，如:
1. Archer MSA的扣除额（需要填写附

表8853，同时要在第三十六行上注
明”MSA”）

2. 作为陪审团所得到的报酬，如果纳税
人把这部分收入交给了其雇主同时雇
主也给纳税人在做陪审团团员期间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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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工资（要在第三十六行上注明“Jury 
Pay”）

3. 投入到501（c）（18）（D）退休计划
的金额（要在第三十六行上注明“501
（c）（18）（D）”）

4. 某些神职人员投入到403（b）退休计划
的金额（要在第三十六行上注明“403
（b）”）

5. 如果在第二十一行上有申报出租个人财
产所得的收入，那在第三十六行上就可
以把与此收入相关的支出扣除（要在第
三十六行上注明“PPR”）

6. 为了歧视案所支付的律师和法庭费（要
在第三十六行上注明“UDC”），或
是因为举报违规所得到的税务局颁发的
奖金由此而支付的律师和法庭费（要在
第三十六行上注明“WBF”）。

请注意所申报的以上这些支出费用不能
超过与之相关的收入总数。

（未完待续）

川普的“暴动”威胁和共和党可能出现的争执的代表大会
作者 吴晓波

根据美国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的竞选规程，候选人必
须达到所有的初选总选票2472的50%，也就是1237张选票，
才能在七月份的克里夫兰全国代表大会上，自动获得共和
党的总统提名。如果达不到这个选票数字，就会出现我
在演讲中提及的争执的（“contested”)  和需要调解的
（“brokered”）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见图一）。1976
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福特击败里根的选举就出现过这
种争执的情况。在演讲里，我也涉及过美国选举发生过的
两次选举人票不够的情况，那会由国会众议院决定谁是当
选总统。

川普今年还真有可能在克里夫兰之前的所有初选完成
后，所获选票达不到那个神奇的数字。川普在以前竞选的
所有州里没有一个州是超过50%的，当然以前候选人比较
多；他现在向前迈进的前景也不会乐 观，他需要赢60%的
所有选票才能达到避免全国大会乱局的票数。面对这种可
能性，川普今天两次使用“暴动”来预测他被拒绝共和党
的总统提名的后果。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话，只有川普说
得出来，他以前也说过鼓动他的支持者采取暴力行动的言
论。

周二的五州的选举情况并没有川普的支持者们想得那
么乐观，首先他在通吃选票的俄亥俄州被本州州长击败，
而俄亥俄州长卡西奇最有可能吸引退选的卢比奧的支持
者，很难想象几乎与川普结下私仇的卢比奧的支持者 会
支持川普。其实，卢比奥在周二投票前就号召自己的支持
者在俄亥俄投票给卡西奇，卡西奇在宾州，康州和威斯康

辛州都是川普的挑战者，别忘了克鲁兹赢了东北 
角的缅因州和西部的堪萨斯。克鲁兹的梦想是卡
西奇能够现在退选，因为有些民调预测克鲁兹单
挑川普在后续的选战中胜算大过川普，但是数学
上克鲁兹需要奇迹才能自动达到提名的选票，克
鲁兹在党团选举的州拥有优势。 

美国共和党在初选的计票方式上开始向民主
党学习，从赢者通吃选票变成按选区胜负以不同
的比例分选票了。这点从卢比奥的情况很容易看
出，他只赢了明尼苏达一个州，但是拥有一百七
十张左右的选票。川普和克鲁兹几乎在密苏里打
成平手，差距 还不到0.5%。据说在圣路易斯郡
的131,291张共和党的选票中，川普获得47,878
张，克鲁兹得47,647，只相差二百多张。媒体已
经不说谁赢了密苏里了，密苏里或圣路易斯的这
些选票将会按比例被川普和克鲁兹分享，不少其
他的州也会像密苏里一样。三人在共和党的后续
州的竞争中，克鲁兹和卡西奇将成为制约川普的
力量，所以川普急了，只好加强语气公然以“暴
动”相威胁。

如果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人达到1237
张选票，这时候大会代表有自由选举任何人，
甚至是川普，克鲁兹和卡西奇之外的人。所以美
国前议长John Boehner说，他会投票让现任议长
Paul  Ryan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我们要知道，成为党
代表的人一般是党组织信任的人，这在中美都一样，但是
共和党主流派恰好是对川普不友好的人士。如果没有候选
人在第一轮投票前达到1237张选票，那就叫contested（
争执性）的投票，这时大部分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必须忠于
自己州的授权（pledged)的选票，还有一些代表是拥有
非授权的选票，他们可以投任何人；如果第一轮投票没
有任何候选人达到规定的提名选票，这时就出现了所谓
的“brokered”（需要调解的）的代表大会，意味着部分
代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每二轮投票会有更多代表背
叛自己州的选民而自由投票，直到选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
人为止，所以将是一个在克里夫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新
选举。

设定50%这么高的门槛面对今年众多优秀候选人的特
例是个挑战，但是共和党关于全国大会的各位应对规则或

措施非常之详细，应该能完成使命，可能在大会中还有讨
价还价的余地。争执或破裂的全国会议对卡西奇最有利，
所以他已经公开研究，川普 当然反对甚至愤怒，克鲁兹开
始是持观望态度，现在也支持了。川普即使赢得争执或破
裂的党代会，他也是以非常弱的地位投入大选，你也可能
预测他会越战越勇；如果从党代会选出的不是得票最多的
人，选民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媒体在热炒川普的“
暴动”说。可惜共和党已经很难整合了，处于十分不妙的
境地，这是希拉里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现状。但是今年的大
戏还在继续，谁也无法预测。

(若需美国升学咨询服务，欢迎联系我们：微信: 
XiaoboWu554; 电子邮件:wu_xiaobo@hotmail.com;电
话：314 497 1597)。

共和党初选的三位候选人：克鲁兹，川普和卡西奇。

美国总统选举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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