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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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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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 IN 46280. 106th and College Ave. Carme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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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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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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前期)
 上 期 提 到 ， 1 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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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详细介绍
了第一部分。这期继续介绍1040表格的A
附表的第二部分。

• A附表的第二部分是用来申报纳税
人交纳的税款。有些税款是不能
在这里扣除的，如交纳的联邦所
得税，社保税，医保税，联邦失
业税，铁路退休税，关税，联邦
遗产税以及一些州或地方政府征
收的税或执照，如汽油税，汽车
检查费，结婚证，驾驶执照等。
以下是一些可以在这里申报扣除
额的税款:
1. 交纳的州和地方所得税（State 

and Local Income Taxes），包
括纳税人在本年度为过去和将
来交纳的税款。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这个数额包括纳税人为过
去所交纳的税额，那么如果纳
税人收到了过去所交税款的退
额，退额就需要减去。譬如，
在今年4月纳税人在递交2015
州所得税表时,交纳了$1,000所
得税，在今年6月时收到了州
政府$222的退款，那么在纳税
人填写2016年联邦税表的A附
表时，纳税人可以把在2016
年交纳的2016年的州和地方
所得税连同2016年交纳的2015
年的州和地方所得税的$778
（$1,000 - $222）加在一起。
另外州政府的退税也可填在
1040表的第十行。

2. 交纳的州和地方营业税（State 
and Local General Sales Taxes）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州和地
方所得税和州和地方营业税之
间只能二选一，两者不能同时
申报，也就是说申报了州和地
方所得税就不能在这里申报州
和地方营业税，反之亦然。 
如果纳税人选择申报州和地方
所得税，那么就要在A附表的
第五行上选择a 框，如果纳税
人选择申报州和地方营业税，
那么就要在A附表的第五行上
选择b 框。

3. 交纳的地产税（商用房产所支付
的地产税除外）。此项的地产税
（Real Estate Taxes）不包括房产
服务费或是房屋改善费（也就是
能够延长房屋使用寿命或是增加
新的功能或价值的费用）。只包
括实际支付的房产税金额，如果
有收到退款，退款的金额需要减
除。特别需要小心的是如果在年
中卖了房子，由买方支付的那部
分地产税也需要减去。

4. 交纳的个人财产税（Personal 
Property Taxes）。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财产税只允许申报根据财
产价值所征收的那部分税。比方
说每年所支付的车辆注册费，部
分的注册费是根据车辆的价值来
决定的，另一部分是根据车辆的
重量来决定的。而只有根据车辆
的价值所测定的个人财产税是可
以在这里扣除的。

5. 交纳的其他税款（Other Taxes）
。任何其他税款如支付给其它
国家的所得税等都可以在这里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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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00份H-1B申请
抽签已结束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6年4月13日，美国移民局宣布，4
月前五个工作日内共收到236,000份申请，
比去年的233,000份申请多出三千以上, 并
已经完成了抽签程序，选出了65,000个常
规申请和20,000个留给在美国获得硕士或
以上学位的申请。

我所的周健律师在3月14日发表的文
章《周健律师谈2016 H-1B名额大战（
三）---最后的细节》中的第一段就准确
地预言了今年的申请数量“根据实务中的
统计和各方反馈情况来看，今年H-1B申
请名额可能与去年申请数字接近，不会有
超过去年太多的情况。”您可以点击下面
的链接阅读该文：

http://www.hooyou.com/cn_version/
news/news-2016/news031416h1b.html

移民局将拒绝那些没有被抽中的申
请，并退回申请费。移民局将会不晚于5
月16号开始审理要求加急处理的H-1B申
请。

最后请注意，如果您在美国大学等高

等教育机构、非营利研究组织或政府部
门的研究机构找到了工作，或者您已有
H-1B想做延期或转换雇主或者申请第二
个H-1B，您的申请将不受名额限制。

佛蒙特州滑雪胜地Jay Peak
被控EB-5诈骗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16
年4月14日宣布，位于佛蒙特州的滑雪胜地
Jay Peak及相关公司因滥用从投资移民项目
（EB-5）中获取的资金，面临资产冻结与
诈骗的指控。

SEC指出，家住佛罗里达州的Arie l 
Quiros和家住佛蒙特州的William Stenger，
以及他们名下的多家公司，以做虚假陈
述、隐去关键信息等造假方式，向EB-5投
资人筹得3亿5000多万美元，并称资金仅用
于修建Jack Peak的设施及一座生物医学研
究院有关的工程。

然而，在这起被SEC称为「庞氏骗
局」的案件中，其中有超过2亿美元已被用
在背离初衷的其它项目之上，另有5000万
美元被Quiros用来做为个人开销，付他个
人的收入税，甚至用来购买纽约川普大厦
的物业，而EB-5投资人对此毫不知情。

Jay Peak项目‘历史悠久’，欺骗历
史长达八年，包含许多期工程，牵扯的移
民中介也较多。其总裁Stenger曾和佛蒙特
州州长Peter Shumlin在2013年去北京、上
海、深圳和越南的胡志明市举办推介会，
吸引中越两国的投资移民。

因此，SEC诉Jay Peak项目欺诈可能是
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EB-5诈骗案之一。
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近几年常有类
似的诈骗案被披露。例如，2014年9月3
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了洛
杉矶的移民律师Justin Moongyu Lee, 及其
妻子Rebecca Taewon Lee 和合伙人Thomas 
Edward Kent，他们涉嫌通过EB-5区域中
心项目诈骗了外籍投资者的大额投资。据
透露，他们涉嫌的诈骗金额高达1150万美
元，有二十多位来自中国和韩国的投资者
被骗。 

2 0 1 3 年 1 1 月 初 ， 美 国 联 邦 调 查 局
(FBI)对南达科达州的一家EB-5区域中心
（South Dakota Regional Center）展开调
查。该区域中心成立于2008年，几年来共
吸引160位外籍投资者，这其中有很多人是
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者。 

2013年10月１日，美国移民局发布了
一则消息（ “Investor Alert”），提醒潜
在或现有的寻求以投资移民获得美国绿

卡的EB-5投资者注意被欺骗的风险。美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已经对德克萨斯
州的一家 EB-5区域中心的欺骗行为进行
调查，该区域中心名为USA Now egional 
Center，由Marco Ramirez 和Bebe Ramirez 
在德州的McAllen运营。这二人在2010年向
移民局申请EB-5区域中心获批，但根据调
查，他们在向移民局注册区域中心前就开
始作假吸引投资者。 

在2013年2月初，SEC还曾确认并中止
了发生在芝加哥的一起关于EB-5投资移民
项目的骗局，并对相关责任人提出指控。
该骗局由美国伊利诺伊州的AnshooSethi实
施，主要针对富裕的中国投资者。

这些EB-5区域中心项目接连被调查，
令人怀疑EB-5 项目的可信度，但我们认
为，这些调查是必要的，有益于那些旨在
通过投资移民获得美国绿卡的外籍投资
者。近几年来，EB-5区域中心项目成爆炸
性增长，其中难免鱼龙混杂，有骗子乘机
骗钱。这些调查

无疑是对那些旨在行骗的区域中心一
个很好的警告，有利于保持项目的规范正
确性。众区域中心的管理者和投资者们也
会因此而更多地熟悉相关的证券法规，有
助于投资项目的透明化和法制化。

其实，区域中心投资只是EB-5投资的
方式之一。外籍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直接投
资的方式，投资于新企业、重组的企业或
困难的企业等等。在通过区域中心投资获
得EB-5移民签证时，由于每个投资者所
占的份额不大，他们一般对项目没有管理
权。反之，如果外籍投资者考虑采用直接
投资方式获得EB-5移民签证，那么他们就
对投资项目拥有日常管理权，可以更好地
对投资移民的全过程进行监控，从而不受
或少受损失。我们曾经撰文讨论过特许经
营权和EB-5投资移民的话题，建议那些不
想投资区域中心而想进行直接投资，但是
却没有经商经验的外籍投资者，考虑采用
特许经营的途径申请绿卡。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该途径，可以点
击以下链接阅读： http://www.hooyou.
c o m / c n _ v e r s i o n / n e w s / n e w s - 2 0 1 2 /
news011513eb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