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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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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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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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的第五部分是用来申报

纳税人由于意外事故 （无论是
车祸， 船难或其他事故）， 自
然灾难 （如火灾， 暴风雨或
雪等）， 或盗窃抢劫而产生的
损失 （此损失也包括因为金融
机构破产所造成的金钱流失）
。 申报这部分扣除额的纳税人
必须同时填写附表4684， 而且
能够扣除的数额也有一定的限
制。

• A附表的第六部分是用来申报纳
税人与工作有关的或其他某些
特定的扣除额。 此部分的扣除
额与第一部分的扣除额一样， 
需要符合税务局的规定， 那就
是只有超过纳税人AGI 的2% 那
部分才能够用来计算列举式扣
除额。 如以前所介绍的， AGI 
就是1040表格第三十七或第三
十八行的那个数字。

以下的这些费用是不能在这里申报
的:

• 以政治为目的的捐款

• 因为私人理由而支付的法
律费用， 同时此举动不能
产生应纳税收入 （Taxable 
Income）

• 遗失的现金或财产

• 正常或加班工作时的餐饮费

• 与朋友一起娱乐的费用

• 上下班的交通费用

• 外地工作的旅行费（如果这份
工作的聘用时间超过一年）。 
某些联邦政府工作人员除外

• 以教育为目的的旅行

• 参加与纳税人工作无关的培训
班， 研讨会， 交流大会等

• 俱乐部的年费

• 领养孩子的费用

• 罚款或滞纳金等

• 赚取免税收入 （Tax - exempt 
Income） 所产生的费用

以上介绍了很多不能在A附表的第六部
分申报的费用，因为篇幅关系，下期接着
介绍可以申报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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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申请绿卡及入籍费用
将大幅上涨 涨幅最高逾两倍

作者：陈丹虹律师事务所  首席律师 陈丹虹

2016年5月4日，美国国土安全局
发布“申请费用上调提案”，计划对
包括EB-5投资移民在内的各项移民
签证申请费用上调，申请费用将平均
上涨21%。

根据移民局官方网站上公布的这
份提案，下面将大家最关心的投资移
民申请类别列出：

1. I-526投资移民临时绿卡资格
申请：申请费用由$1500美元上涨到
$3675美元，增加了$2175美元，增加
幅度高达145%。

2. I-829投资移民永久绿卡申请：申请
费用不变，仍然是$3750美元。

3. I-924区域中心成立申请：申请费用
由$6230美元上涨到$17795美元，增加了
$11565美元，增加幅度高达186%。

不仅如此，移民局还在这份提案中增
加了一项针对EB-5区域中心的新内容：

I-924A区域中心项目年度认证申请
表：申请费用为$3035美元。这意味着移
民局将加大对区域中心项目的管理与审
核。

除了上述投资移民申请费用的上涨与
新增外，移民局还在此份提案中将“低收
入入籍优惠”的收费标准降低。以往只有
达到联邦贫困县150%一下，才可以使用该
项优惠政策，而本次提案规定只要收入达

到贫穷线200%一下就可以享受申请费用半
价优惠政策，这是移民局有史以来首次将
这一项费用降低。

该提案将于2016年5月4日到7月6日期
间在联邦公告网上连续发布62天的公告，
收集公众意见。等62天公众评论期结束
后，提案的最终版本将被提交到美国行政
管理与预算局审理，并递交到国会进行批
准。如果此提案被顺利批准，预计移民局
大约在今年秋季开始实施新的申请费用政
策。

为了避免缴纳更多的申请费用，加之
有可能在9月30日之后上调到$80万美元的
投资费用，建议准备办理投资移民的申请
人应尽快与我们联系，从现在起合理安排
申请进度，争取在EB-5政策变化前将申请
递交上去。

美议员质疑亚裔背景调查不过
关是否与族裔有关？

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上，有议员引用
了最近几起华裔科学家被指控间谍罪的案
件，表示担心亚裔联邦雇员也可能因为他
们的族裔背景而不能通过联邦政府的背景
调查。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
员会星期五的听证上，来自加州的华裔民
主党众议员刘云平（Rep. Ted Lieu）谈到
最近几起亚裔美国人被指控间谍案件：

刘云平议员说：“最近有四名美国公
民被逮捕，以间谍罪被起诉，后来都被撤
诉。这是四个不同的案件，最后证明是政
府错了。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所有的被告看上去都像我这样，是亚裔美
国人。”

刘云平议员所指的案件包括华裔水文
学家陈霞芬和物理学家郗小星被控为中国
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案件因证据不足而被
撤诉。

刘云平议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
的亚裔身份而导致他们成为被指控的对
象，因此他和四十位议员写信给司法部要
求对此进行调查。

刘云平议员说，最近他的办公室又收
到一些亚裔政府雇员的投诉，说他们的亚
裔背景导致他们没有通过政府的安全背景
调查。

他询问前来作证的国家情报局长办公
室反间谍事务负责人威廉姆斯·伊万尼纳
(William Evanina)，这些亚裔人士背景调查
不过关是否与他们的族裔背景有关。

伊万尼纳回答说完全不是。他说：“
我不认为任何时候发生过一个调查人员会
使用种族或民族来决定一个美国公民是否
通过调查。这是第一点。第二，你提到的
那些案件，根据我在联邦调查局任职19年
的经验，我可以向你保证，联邦调查局的
调查不会根据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背景的
因素。

刘云平议员还到奥巴马政府的“内部
威胁”(Insider Threat)项目，根据这个项
目，鼓励政府雇员揭发他们认为有嫌疑的
其他雇员。

 刘云平议员询问这个项目是否和族裔
背景有关。伊万尼纳同样予以否认。

这次听证的内容是探讨运用社交媒体
资料对联邦雇员进行背景调查。

申请美国联邦机构工作的人都要经过

背景调查。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对雇员
进行背景调查时不使用社交媒体活动资
料，也不要求申请者提交他们在网上使用
的身份。

2016年综合拨款法案中有一项内容要
求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指示各联邦政府机
构在2020年以前采用一个结合社交媒体资
料的个人背景安全调查项目。

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宣布了一个实验
项目，测试如何自动追踪联邦政府工作申
请人在公共社交媒体上的活动。

華裔科學家郗小星和陳霞芬蒙冤

華裔科學家郗小星(Dr. Xi Xiaoxing) 
和陳霞芬(Sherry Chen)，被美國控以間
諜罪名，卻又在數月後撤銷控訴。即使
無罪釋放，但事件為他們帶來的影響深
遠，包括經濟、心理、家人、工作前途
等。陳霞芬曾在訪問中說過：「我被徹
底毀掉了。20年努力的結果全沒了。一
夜之間，我從一名優秀的聯邦僱員，降
格到一名罪犯。」

一般相信美國政府針對華裔，因中
國大陸的背景或接觸而被釘中。多位華
裔或非華裔官員聯署要求有關當局調查
對華裔科學家的間諜冤案。一群美國的
科學家，亦在網上請願要求獨立調查華
府對華裔科學家的雙重標準和執法的不
公。

调整收费对比图。（美国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