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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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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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Indiana, Inc.(CJI), a non-prof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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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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金之角】

税务更新 列举式扣除额

(Itemized Deducti on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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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十八期所介绍
的，AGI 就是1040表格第三十七或
第三十八行的那个数字。上期列举
了很多不能在此申报的款项，下面
介绍一下可以在这里申报的费用：
1. 为了从工作中得到报酬或是对

工作有帮助而支付的合理的，
常见的以及适当的费用 (请注
意，如果雇主已经补偿了以下
的费用，那就不能在这里再申
报了)。根据某些情况，除了在
这里申报外，还需要填写附表 
2106。能够申报的费用有：
 差旅费
 与客户或合作伙伴的餐饮费

或娱乐费
 安全小设备，工具或文具
 需要穿戴的制服
 起保护作用的衣物，如帽

子，鞋子，眼镜等
 雇主要求的身体检查费用
 专业组织，机构或商会的会

员费
 订阅与工作有关的专业杂志

费用 
 为了寻找与专业有关的工作

所支付的猎头费或其他费用 
(即使没有找到新的工作，这
些费用也是可以申报的)

 因为工作关系使用自住房的一
部分费用

 某些教育培训费用

2. 支付给专业会计师填写税表的费
用也可以在这里申报 

3. 其他的一些为了得到应纳税的收
入或是保护可以得到收入的财产
而支付的费用也可以申报，如：
 律师或会计费用
 租金或助理费
 信托基金等的手续费
 金融机构破产而遭受的损失
 天灾人祸 (水灾，水灾 或偷

盗) 等对财产造成的损失

（未完待续）

H1B抽签之后的道路选择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2017年的H1B抽签大战已经画上了一
个句号，几家欢喜几家忧。2016年5月2
日，移民局网站发布消息称已经完成了
2017财年中签H1B的数据输入，即日起开
始退回没有抽中的案件。

 如果你是幸运的宠儿，H1B抽中签，
那么首先要恭喜你获得了一个让移民局审
理你H1B的机会。所以说抽中签并不等于
H1B已是囊中物。移民局每年通常抽签数
量会稍微多余八万五个名额，也意味着，
每年还是有一部分的案子最终是没有批准
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移民局将会开
始逐个审理抽中的H1B，如果你申请了
加急处理，移民局将会从5月12日开始审
理，15日之内出结果（包括年假日）。如
果你没有申请加急，H1B的正常审理时间
是3-4个月。当然，加急的申请可以随时
提交，只要填写相关表格然后附上$ 1,225
美金的支票，移民局会在收到加急审理申
请15天之后给出结果。在审理过程中，如
果移民局有任何的疑问，都有可能会发出
补充材料的通知，也就是RFE (Request for 
Evidence)。收到补件通知，很多同学认为
犹如一把利剑悬在脖子上，但是作为经验
的丰富的律师，我们建议申请者要保持冷
静，仔细阅读分析补件通知，做到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想了解更多补件通知理由及
应对策略，请参考张大钦律师事务所另外
一篇文章 《H1B 五大常见补件理由以及
应对策略》。在面对补件通知的时候，我
们也提醒各位申请者，一定要选择经验丰
富的律师进行处理。

如果很不幸，你与今年的H1B失之交
臂，也请不要灰心，不要放弃生活的希
望。H1B只是你梦想路途上的一颗小石
子。你无法预知未来，也无法判断哪一种
选择会最终带你走到梦想的乐园。但是，
我们可以做到勇敢面对，享受与命运搏斗
的乐趣。

下面张大钦律师事务所为您仔细分析
未来的道路有几条：

1. 如果你是Stem专业，提前申请延
期，重整旗鼓，明年再战H1B。

2. 继续找工作，如果在美国大学等
高等教育机构，非营利研究组织或政府部

分的研究机构找到了工作，您的申请将不
受名额限制，可以随时递交移民局。或者
您已有H-1B想做延期，或者转换雇主，
或者第二个H1B， 也不受名额限制。

3. 如果您已经找到了生命中的另外
一半，不妨考虑早日进入婚姻的殿堂，喜
结连理，身份到期前提交申请，转换成为
配偶身份，如F2，H4，L2，或J2等等。然
后等找到合适的工作，随时再去和H1B决
一死战。如果配偶是公民身份或者绿卡身
份，可以直接申请绿卡。

4. 如果您是学霸一族，有一定数量
及质量的论文发表和引用次数，在学术
界有一定影响力，那么不如试试EB1A, 
EB1B, NIW等移民申请，早日拿到绿卡，
就再也不用担心身份问题成为前进的绊脚
石了。

5. 如果你是土豪一族，直接申请EB5
投资移民，或者摇身一变成为公司的高级
经理人，从而申请EB1C。当然需要注意
的是，很多人把EB5 和EB1C统称为“投
资移民”，虽然他们有相似之处，但实际
上，EB-1C和EB-5是截然不同的两张移
民签证种类，需要依据不同情况，恰当的
提交申请。建议一定要咨询有经验的律
师，以免赔了夫人又折兵。

6. 如果你是艺术圈的宠儿，音乐界
的新星，或者是体育健将等等，那么不妨
试试申请O1签证。O1是一种非移民签证
的种类，适用于在科学、艺术（包括电视
业和电影业）、教育、商务或体育领域的
具有“杰出能力”的外籍人士。通常需要
申请人获得一些知名的奖项，有一些知名
媒体报道等等。O1同样需要雇主支持，
但是没有名额的限制。

7. 如果你的雇主的是大公司，在海
外有分公司，那么可以申请在海外的分公
司工作一年，然后以L-1B（跨国公司专
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再调派回到美国。 L1
的申请好处也是没有名额的限制。

8. 回炉再次修炼。趁着年轻，可以
重新选择一个喜欢的专业，回到学校重
新修炼。或者也可以在上学过程中，申请
CPT继续工作，直到下一年H1B抽签。但
是，请大家务必选择正规的学校，一些只
交钱，没有具体教室或完全不用上课的学

【第三期印地青少年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报名通知】

Toastmasters 培训有助于学员成为有效的沟通者和领导者。Toastmasters 培训提供具体方案
来训练学员演讲的技巧，说话的艺术及倾听与思考的能力。学员利用例会活动进行互动
互助的学习，提升演讲技能及综合领导能力。
       
前两期印地青少年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已圆满结束。第三期培训班报名
现在开始，截止日期是6月10日。按报名先后顺序，接收前20名学员。Toastmasters 专职培
训人员建议参加的学员最好是九至十一年级的高中学生。培训是免费的。

此次培训共有十次，根据与Toastmasters专职培训人员的协调，时间暂定如下，也许会有
变动。

第一次：6月05日 2pm一4pm
第二次：6月12日 2pm一4pm
第三次：6月19日 2pm一4pm       
第四次：6月26日 2pm一4pm
第五次：7月10日 2pm一4pm 
第六次：7月17日 2pm一4pm
第七次：7月24日 2pm一4pm
第八次：7月31日 2pm一4pm
第九次：8月01日 2pm一4pm
第十次：8月02日 2pm一4pm

地址：黄少华 (Dr. Edgar Huang) 教授家

致谢：印地青少年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是黄教授英语课为社区义务服务

之一。这个培训一直得到了黄教授夫妇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他们并且提供活动场地。

感谢Toastmaster 专职培训人员的指导和辛苦，感谢参加培训学生的家长们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孩子们的努力学习和进步，感谢黄教授夫妇为印地青少年教育持续不懈地支持和帮

助。另外，也感谢黄教授夫妇建立和维持的“子女关爱与教育微信群”帮助了众多的学

生及家长。

在这里预祝第三期培训圆满成功！

请扫二维码进入这个Toastmaster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专用群，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和

讨论。                                              

You are invited to fill out the registration form for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Indianapolis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http://goo.gl/forms/7FQhnFC3h7VwQzWM2

From: Toastmaster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家长义工团队

校，大家要提高警惕。最近移民局的钓鱼
执法，受牵连的学生多达上千人。所以还
是请大家要做好学生的尽职责任。

9. 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以上路径
都不符合你的情况，那么回国发展也是一
条光明大路。大多留学生都拥有高学历，
高素质，回国找到一份体面有前景的工作
应该不成问题。退一步说，有很多H1B的
员工，做着不喜欢的工作，拿着很低工

资，挣扎的在异国他乡生活。如果命运不
肯让你留下来，也有可能它对你有更好的
安排。如果美国注定是你的未来，还是有
千千万万种机会让你再回来这片土地的。

总而言之，H1B并不会阻碍你追寻梦
想的脚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最大努
力，勇敢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