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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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举式扣除额

(Itemized Deducti on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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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ope you enjoy this bi-weekly 
Chinese-American Newspaper. This 
FREE publication relies on donations 
from readers like yourself. Please 
send your dona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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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donations are Tax 
deductibl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上接前期)
 1040表格的第四十行是用来申报扣除

额 (Deduction) 的。扣除额有2种，一种是
标准扣除额 (Standard Deduction)，一种是
列举式扣除额 (Itemized Deduction)。这2
种扣除额只能选一个来申报，所以要选
择扣除金额高的那个来计算，因为这样
就可以减少应付的所得税。以前介绍过
标准扣除额的计算，这期就说说列举式
扣除额。 因为大部分中国纳税人只要买
了房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都会用列
举式扣除额。 所以这部分会介绍得详细
些。

1040表格的A附表 (Schedule A) 是用
来计算列举式扣除额的。 A 附表共分8个
部分。

• 第一部分是关于医疗和牙齿方面
的费用。 很多人以为只要是医疗
或牙齿方面的费用都可以在这里
申报。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税务局
对此有个规定，那就是只有超过
纳税人AGI 的10% (超过65岁的纳
税人是7.5% ) 那部分才能够用来计
算列举式扣除额。 AGI 就是1040
表格第三十七或第三十八行的那
个数字。 以下列举一些属于医疗
和牙齿方面的费用:
1. 健康，牙齿或是长期护理 

(Long Term Care) 保险的保
费。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纳税人
已享受了某些税务福利，就不
能在这里申报了。 譬如说纳
税人用单位设立的税前健康储
蓄帐户 (Health Saving Account) 
内的钱来支付长期护理保险的
保费。 因为存入健康储蓄帐
户内的钱没有交过所得税，已
经享受了福利，就不能把所支
付的保费计算在这一项上了。 
原则就是同一项费用只能享受
一次税务的福利。

2. 购买处方药品的费用，包括买
胰岛素。

3. 支付给医生的费用，包括针灸
师，脊椎按摩师 (Chiropractor)
，牙医，眼科医生，职业治疗
师 (Occupational Therapist)，心
理医生等。

4. 支付医疗检查的费用，如X 

光，化验，胰岛素治疗，以及
各种诊断 (象测试血糖，妊娠测
试等)。

5. 护理费用，如果纳税人雇佣人员
同时做护理和家务活，只用护理
的那部分能在这里申报

6. 住院费用，包括住院期间支付的
门诊费和化验费

7. 支付医保的保险费 (Medicare B 
和 Medicare D)

8. 长期护理费用 (Long Term Care 
Service Fee)

9. 因为健康的原因而减肥所支付
的费用

10. 为戒烟，戒毒所支付的费用
11. 购买眼镜，助听器，拐杖，轮椅

等医疗辅助用品所支付的费用
12. 为了接受治疗所支付的住宿费 (

不包括餐饮费) 或是救护车以及
其他交通费用

如果以上的任何费用已由他方替纳税
人支付了或是补拨给纳税人了，就不能在
这里申报了。 另外因为美容或美观而支付
的费用也不能申报 (除非是因为健康或是意
外事故的缘故)。 人寿保险的费用也不在此
列。 还有就是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根据纳
税人的年龄有一定的限制。

（未完待续）

奶茶店急售

印州首府 IUPUI 醫院及 YATs 旁 客
流量大創業好機會意者電或留言：
 317-491-3148 

选举总结：
2016年5月3日印第安纳州初选

作者 Jim Perron 翻译 周娜

跟往年不同，今年我州的选民可以为
两个党派投票。其他州很多都已经结束了
初选。目前两党还未产生最后的候选人。 
共和党方面，Donald Trump领先，但选民
数还没有多到胜出的地步。紧跟其后的是

Ted Cruz 和John Kasich。民主党方
面，Hilary Clinton领先，但目前仍没能
完全胜出。Bernie Sanders是她同党内的
竞争对手。总的来说，目前每一个选票都
至关重要。

以下我们对每个候选人的情况大致总结
了一下：

共和党方面： 

Donald Trump: 他是纽约著名的房地
产开发商人，名下有众多的办公楼，酒店
和赌场等。他还有个有名电视真人秀 “学
徒”。虽然他很富有，但之前从未参与过
政界的任何选举。在本次竞选中他尽管收
到了很大的公众关注度，但他一直以来的
口无遮拦，发表的一些充满异议的言论也
受到了广泛的争议。

Ted Cruz: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第一任国
会参议员。2012年被选举成参议员，之后
参与到”茶党运动“中。这是一个于2009
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社会运动，主要参与
者是主张采取保守经济政策的右翼人士。
在成为议员之前，Curz是为德州政府工作
的一名律师。

John Kasich: 目前是俄亥俄州的
州长。2010年被选举为州长，2014年获
得连任。1998年到2000年他是美国众议
员。2000年之后，他在雷曼兄弟投行工
作，同时也常出现在FOX新闻频道中担任时

ICCCI协办护照签证通知

ICCCI订于4月10日下午1点至4点，在
卡梅尔高中（Carmel High School）收
集办理签证所需要的相关材料，并随后将
材料递送中国领馆，估计4月20日左右会
收到批准签发证件。签证$140每本，手续
费$25每本。签证有分类，大都选L旅行签
证，可选10年多次出入。

要用最新签证申请表格，必须打印，
不能手填。 邀请信要写上联系人姓名，地
址，身份证号码，与邀请人关系，国内地
址等等。护照第一页要一份copy 件。第一
次申请中国签证的华人，要递上原中国护
照，以便剪角作废。

用新护照签证，旧护照如果有最近的
中国签证，要附上原来签证的copy件。儿
童第一次办签证，要带上出生证原件和复
印件。

全部费用可开支票给ICCCI，个人支票
可以。现场不收信用卡。

事评论专家。1978年他当选为俄亥俄州参
议院工作。在三位候选人中，他被认为是
最行事低调保守的。

民主党方面：

Hillary Clinton： 前任美国总统比
尔克林顿的太太，前美国第一夫人。克林
顿卸任总统后，希拉里在2000年当选为美
国参议员，2006再次当选，2008年开始竞
选总统。当年败给了奥巴马，但在随后的
2009年2013年，在奥巴马内阁中担任了国
务卿一要职。希拉里曾是名律师。

Bernie Sanders: 美国联邦参议员，
代表佛蒙特州。他自认民主社会主义者，
不属于任何政党，以无党派独立人士身份
成为美国众议院，担任长达十六年。1980
到1989年他是佛蒙特州Burlington的市
长，1990年，他被选举进入美国国会众议
院，2006年进入参议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