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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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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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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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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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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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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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继续介绍1040表格的A附表。

• A附表的第三部分是用来申报纳税
人交纳的利息款项。以下是可以
在A附表上申报的利息款项：
1. 住房抵押贷款利息 (Home 

Mortgage Interest) 住房抵押贷
款是指由纳税人自住的主屋或
第二房产做为抵押所得到的贷
款，包括房屋净值贷款 (Home 
Equity Loan) 或是重新贷款 
(Refinanced Mortgage) 等。

2. 在申请房屋贷款时，如果购买
了点数 (Points) 来降低贷款利
率，所购买的点数也可以在这
里申报，但能申报的数额有一
定的规定限制。

3. 房屋贷款保险的保费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也可以用来扣税，但是有一定
的限制。

4. 投资利息 (Investment Interest) 
- 指的是纳税人为了购买投资
产业而贷款所支付的利息。但
不包括从事被动活动 (Passive 
Activity) 或免税收入 (Tax-
Exempt Income) 所产生的投资
利息。譬如说，购买市政府
债券的收入是免税的。如果纳
税人为了购买市政府债券而向
银行贷款，并且支付了贷款利
息。因为其所得的收入不需要
报税，所以支出 (贷款利息) 也
不能抵税。以前有详细介绍什
么是被动活动，这里就不再重
复了。根据不同情况，除了
1040表格的A附表，纳税人可
能还要填写4952附表。

• A附表的第三部分是用来申报纳税
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纳税人可
以在这里扣除捐赠给以宗教，慈
善，教育，科学，人文为目的机
构的数额。这些机构也包括预防
虐待儿童和动物的组织。纳税人
需要确认所捐赠的组织是否符合
慈善机构的条件从而能遵守税务
局的条款。以下这些机构都属于
慈善团体：
1. 教会，清真寺，庙宇等
2. 童子军 (Boy Scouts)，红

十字会 (Red Cross)，救世军 
(Salvation Army)，美国男孩和女
孩俱乐部 (Boys and Girls Clubs of 
America)，United Way 等

3. 退伍军人或其他文化团体
4. 非赢利的机构，如学校，医院，

以及其他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
组织等

5. 联邦，州或地方政府 (前提是赠
送的礼物是用来为大众服务的)

无论是以现金或是财产的形式捐赠或
是为上述机构做义工而产生的费用都可以
在这里申报。譬如，为了做义工，纳税人
必须开车去某个机构，纳税人实际支付的
汽油费就可以在这里申报，如果不按实际
汽油费来申报，还可以以每英哩14美分的
方法来申报。此外纳税人实际支付的停产
费，道路通行费等都可以申报。如果所支
付的费用报销了或是通过这些付出纳税人
从中得到了好处，这些费用就不能申报了 
(如果付出比得到的好处多，两者之间的
差额可以抵税)。如果捐赠的是物品 (如衣
服，日用品，家电等，就需要按捐赠时的
市价来计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每年能够
申报抵税的数额是有限额的，超过的部分
只能留到将来在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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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H-1B中签数据录入完成 
未中签申请将被退回

美国移民局5月2日宣布完成2017财年
所有被抽中的H-1B工作签证申请数据录
入，并将开始退回未被抽中的申请文件。

已抽中的H-1B工作签证的数据输入完
成了，接下来会退回没有中签的申请。由
于需要处理并退回的文件数量巨大，移民
局无法提供确切的退件时间日程。因此，
移民希望申请者在收到收据或者退件前不
要查询文件处理状态。当所有文件都被退
回后，移民局将会发布通知。

此外，移民局将转移部分递交给佛
蒙特服务中心(Vermont Service Center)
的H-1B签证I-129表格至加州服务中心
(California Service Center)，以平衡申请案
子分布比例。如果申请人的案子被转移，
将会收到信件通知。在收到通知后，申请
人要将所需文件寄至加州服务中心以完成
申请。如果要升级I-129表格至I-907表格
以便进行加急处理(Premium Processing)，
那申请人必须完成I-907表格和提交相关
申请费用至中心以完成申请。

移民局此前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财
年H-1B工作签证抽签于4月1日至7日接
收申请，期间共计收到超过23.6万份的申
请，随后于4月9日使用电脑完成抽签，最

终抽出6.5万个一般名额和2万个预留给拥
有硕士以上学位申请者名额的签证。因
此，中签率仅为27.5%。

目前，办理加急处理的大部分申请者
以及一些普通处理的申请人已经通过查
看申请费支票是否兑现及收到受理通知
(receipt notice)“知道”自己是否抽中的
结果，但是没收到也不代表申请人没有
抽中。据一些有申请经验的留学生表示，
过去没中签的申请人常常会在2至3周内收
到移民局的退件，申请费支票也将一同退
回。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同学们还是
有可能继续收到中签收据或者支票兑现的
通知。

另外，也有同学对移民局决定把部分
申请转移到加州服务中心处理感到担忧，
并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加州服
务中心对申请者的把握尺度要比佛蒙特服
务中心严格，需要补充材料的清单也更加
详细。不少留学生及其代理人都选择将申
请提交至佛蒙特服务中心，这也导致如今
移民局决定转移文件以平衡申请案子分布
比例。

（消息来源 侨报）

“魏则西事件”背后坑多大？
21岁大学生魏则西通过百度搜索落入

医疗陷阱的事件继续发酵。涉事医院周三
突然宣布停诊的同时，中央军委已介入调
查。民营医疗“莆田系”和军队医院的”
合作”内幕不断被深挖，引发舆论炮轰。

连日来，“魏则西死亡事件”持续发
酵。事件也罕见惊动中央军委。有报道
称，周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
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国家卫生计生
委，对涉事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展开
调查。同时，由国家网信办牵头成立的调
查组进驻百度，调查百度的”竞价排名”
。

魏则西之死为何引起如此震动？其背
后究竟又有怎样的内幕？--事件不断被媒
体和”知情人”层层拨开。

魏则西在生前录制的一段视频中向社
会求助，称自己身患恶性肿瘤，不想死，
希望大家帮助他，继续他的人生。据网络
公布的信息显示，21岁的大学生魏则西得
知自己患滑膜肉瘤后，前往百度上推荐的
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接受了一种号
称”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的肿瘤生物免
疫疗法”，在完成治疗后出现了肺部转
移，随后才得知这种疗法无效。最终魏则
西于2016年4月不幸去世。

“行贿清单”曝光
5月3日，知名媒体人、央视评论员王

志安在微博转发网络名人”吐槽鬼”的一
则博文，据图片显示，上边是”2011年春
节合作单位给领导送礼的审批单”。内容
涉及”莆田系”给西安451解放军医院，从
各科室主任到院长的行贿清单。数额少则
几千，多则数十万。紧接着该名博主又爆
出更多”康新集团”向部队医院行贿的猛
料，其中包括南京的454医院。

参与报料的不只一位，还有一位微博
名叫”白丁2008”的出版人，曝光了康新
集团2012年的财务总表。从图片上可以看
出，名单上提及的部队医院涉及哈尔滨、
海口、喀什、潍坊，可以说遍布全中国各
地。

报料人提及的”康新集团”是莆田系
公司。据”封面新闻”获取的可靠来源
称，魏则西事件同两家莆田系公司存在关
联--上海康新医院管理投资公司(简称康
新医院投资)和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柯莱逊生物)。

医院”外包”不是秘密
一夜间，网络曝光的”行贿单”遭中

国媒体疯狂转载。有报道称，经网民揭
发，与民营医疗机构”莆田系”的”合
作”实为”承包”，牵扯的军队医院达80
多家。被承包的重点科室包括妇产科、肿
瘤科和皮肤科。

网上还有言论称涉事武警二院生物诊
疗中心早已被”莆田系医院”外包。莆田
即福建省莆田市，据悉莆田人以治疗皮肤
病的游医起家，目前莆田人在全国建立的
民营医院已经占到中国民营医院的80%左
右，因此被称为”莆田系医院”。

在业界，中国公立和军队医院部分科
室”被承包”早就不是秘密了。去年3月，
财新网曾曝光北京航空466医院有”克隆”
医生--一位河南护士复制了同乡妇产医生
的医师资格证等，在北京航空466医院妇产
科工作，其后该科室被曝出”被莆田系承
包”。

魏则西不是一个人
网易”回声”栏目刊发一篇文章称，

近年来，由于药监局和卫计委互踢皮球，
尚无一家单位的免疫疗法获卫计委批准，
除了几家部队医院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卫生部的审批。

文章认为，尽管免疫疗法在中国没有
合法的外衣，也阻挡不了其生根发芽。作
者引述财经3年前的报道称，已经或想要
开展这一技术的医疗机构，在全中国已有
300余家。

有网民在社交媒体留言说，”魏则西
事件之后不是军队医院沦陷，是全中国医
院的沦陷。”还有网民说，”因为魏则西
之死引起的舆论怒火，不只是对百度和不
良医疗机构的声讨，更是对多年来政府部
门监管放纵的不满。”

 （来源 德国之声）

魏则西事件曝光后，百度公司成为众矢之
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