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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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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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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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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T’s mission is to bring quality 

news,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rticles to our readers in the Greater 
Indianapolis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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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 the Indiana Asian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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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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金之角】

税务更新 列举式扣除额

(Itemized Deducti on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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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第三版)

这期继续介绍1040表格的A附表。
• A附表的第七部分是用来申报纳
税人其他能够扣除的款项。 只有以
下列举的款项可以申报， 而且必须
在A附表的第28行上详细逐条描述为
何种扣除额：
1. 赌博的损失， 包括买彩票， 抽

奖券等的费用。 但是这个申报
额是有限制的， 那就是此项的
扣除额不能超过在1040表格的
第21行上申报的赌博所得。

2. 由自然灾害或偷盗造成的财产
损失， 但是不是所有的财产损
失都可以申报， 只有那些用来
赚钱的财产损失才可以申报， 
而且这些损失也必须与4684附
表的第32行和38b行或是4797附
表的第18a行数额一致。

3. 如果纳税人是某个合伙公司的
合伙人（这个公司有超过100个
合伙人）， 就会收到合伙公司
颁发的报税文件称为K-1表。 
K-1（1065-B） 表上的第2框中
如果是亏损，此亏损就可以申
报在这里。

4. 如 果 有 缴 纳 死 者 收 入 的 遗 产
税， 可以在这里申报为扣除
额。

5. 如果纳税人在1986年10月23日之
前有购买债券， 可以在这里享
受扣除的好处。

6. 如果纳税人因为请求权 （claim 
of right）的缘故而必须偿还的数
额超过$3,000， 就可以在这里申
报扣除额。譬如说， 纳税人以
前申报了某部分所得， 但因为
种种原因今年需要偿还这部分
所得， 那么在今年报税时就可

以在A附表中把偿还额申报为扣除
额。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 此偿还
额可以有2种处理法， 一种是在A
附表中申报为扣除额， 另一种方
法是申报为赊税额（credit）。 哪
种方法能够让纳税人少交税， 就
用哪种方法。

7. 有一些在养老金上损失的投资额
也可以在这里申报为扣除额。

8. 残疾人员因为工作所需的某些花
费也可以在这里扣除。

• A附表的第七部分是用来申报纳税
人其他能够扣除的款项。 只有以下
列举的款项可以申报， 而且必须在A
附表的第28行上详细逐条描述为何种
扣除额。

（未完待续）

南海仲裁案 北京的底线
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于下周二就菲

律宾提告的南海仲裁案做出裁决。中国
虽然早就放出“不参与，不接受，不承
认”的风声，但从近日的表现来看，中
方的焦急溢于言表，一是以强硬的方式
表示焦急的心态--在南海的军事演习与
国际仲裁法庭的日期不谋而合；二是急
于与菲律宾新任总统拉关系，三是要求
撤销仲裁。第一种方式是一贯的方式，
第二种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第三种更
接近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另外，北
京一开始就预感仲裁结果不利于自己的
裁决如被证实，北京的对策和底线又是
什么？

中国日报发表的戴秉国这番讲话对
观察北京的想法是一个有趣的角度。他
在华盛顿出席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
时发言说：“当务之急是仲裁庭停止审
理菲律宾的仲裁案，如强行推出非法仲
裁结果，任何人，任何国家均不得以任
何方式执行非法仲裁结果，更不得强压
中国执行裁决”。其实，自国际仲裁法
庭宣布正式受理仲裁案起，循序渐进，
人们知道此案将在2016年裁决。随后，
裁决日期更明确，7月12日。戴秉国此番
话，是想要把中方的单方面意志强加于
国际仲裁法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显出中方对裁决结果公布后南海情势
的走向难以把握，光靠说几句不接受仲
裁结果之类的大话恐怕经不起时间的考
验。

菲律宾新当选总统杜特蒂当选以来
的确释放出与前任不同、愿意与中方改
善关系的言论，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
种开放性的温和立场，很难预设在南海
纠纷案上马尼拉会向中方靠拢。杜特蒂
此前表示，他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善关
系。他对与中国谈判，甚至在南海共享
资源，保持开放态度。仔细分析，菲律
宾总统的表述很清楚，愿意与中方对
话，愿意共享资源，问题在于，中方的
立场很明确，南海绝大部分水域属于中
国，如何分享？周二，杜特蒂提出更明
确的想法，他建议中方就等待已久的这
项判决举行和解谈判，他说，“如果判
决我们赢了，让我们对话”。他还表示
过：菲律宾反对战争，即使判决结果不
利于菲国，他的政府也会接受。以上谈
话释放出两点信息：一，等待仲裁法庭
裁决结果出炉后，愿意与中方谈，而
不是在仲裁结果出炉之前举行谈判。
试想，如果仲裁结果对菲律宾有利，
菲律宾便拥有足够的国际依据来同中方
谈判。中方到时候是谈还是不要谈？总
之，菲方释放的信息，给人的感觉似乎
是占领了一个“道义”的制高点。

现在来看北京的态度，其实自始至
终没有变化。无非近日变得有点“忍无
可忍”，官媒接连推出舆论造势。人民
日报6月30日刊文批驳海牙仲裁庭“没
有任何合法性”，指领土问题不属“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中国“

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承认非法裁决
的立场坚定不移”。文章最后暗示：中
国随时准备好“以坚定有力的行动”维
护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这一点，人民
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社论意向
毕露：随着仲裁法院的裁决恐威胁中国
的主权，局势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社论
指美方在南海部署两艘航母战斗群，耀
武扬威，中国应加强提告军事震慑能
力，“即使中国军力短期内无法与美国
并驾齐驱，但倘若美方以军事介入南海
主权争议，中国应要有能力让美方付出
难以承受的代价。”

中国军队5至11日在海南岛西侧，
接近越南的西沙群岛海域进行军演，虽
然中方解释这是例行演习，但演习时间
选在美国独立日与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
前，引起越南的抗议与美方关注。中国
此举是为了向谁示威，向国际仲裁法
庭？应该说不大可能，此刻任凭外间风
云变幻，国际仲裁法庭的法官们将做出
自己的裁决。向美日向南海领土的其它
声索国？可能性较大。至少在仲裁案公
布后的第一时间，如果仲裁结果符合中
方的预想：对中方不利，中方将会以强
硬的口气，重申“不接受、不参与仲
裁、不承认非法裁决”，“仲裁法庭裁
决非法”。

接下来中方会有什么行动，目前难
以预测。美国有一种担心，一是仲裁法
庭裁决结果公布，会导致北京立即宣
布“南海防空识别区”，一如北京2013
年在东海所作的那样；第二种情况是北
京加速扩礁造岛，在有争议水域安置大
量军事设施。

北京方面目前的回答似乎是对菲律
宾仍然“寄予厚望”，英文版中国日报
周二报道引述未具名的官方人士称：中
方的行动完全取决于菲律宾。如果涉事
各方都把仲裁结果搁置，就不会有任何
事故发生。这位匿名的官方人士补充
说，中国从来都不是地区紧张的发动
机。显而易见，菲律宾并不打算不理睬
仲裁结果，相反，会借助这一仲裁的“
国际合法性”与中国周旋。菲律宾外交
部长称，谁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我们的
总统希望跟所有人搞好关系，包括中
国、美国以及日本。如果仲裁结果无法
落实怎么办？这位部长希望设置“南海
特使”化解纠纷。　　

也有一种分析指中方表面强硬，实
际上只要“维持现状”便可，中国既已
扩建七八座岛，已成“事实占有”，难
以拆除，权宜之计是停建停扩，但是
由“岛”而生的12海里专属海域，则是
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要行使自己
的“主权”，美国要维持国际自由航行
权，因此，北京能否满足于“现状”，
南海各方能否被迫承认这种“现状”，
也许，必须要等到一个长的时间段才能
看清

（来源 万维读者网 ）

美參議院通過
對台灣六項保證決議案

美國會聯邦參議員馬可·魯比奧與其
他4名國會議員共同提出對台六項保證決議
案美國參議院星期三晚間無異議通過38號
共同決議案，重申台灣關系法與六項保證
是美台關系的重要基石。

繼眾議院5月16日通過相同內容的88號
決議案后，參議院再度通過由佛羅里達州
聯邦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提
出的共同決議案，完成國會的法律程序將
六項保證訴諸文字，以書面形式表述里根
總統1982年對台灣提出的口頭保證。

參議院的38號共同決議案表達參眾兩
院共同意見，一是重申台灣關系法及六項
保證兩者皆為媒體關系的基石，二是敦促
美國總統及國務卿，“公開、主動并始終
如一地確認六項保證是美台關系的基石”
，共同決議案旨在表達國會立場，無須總
統簽署生效，也不具備法律拘束力。

台灣外交部、台灣駐美代表處都對參
議院通過這個挺台決議案表示歡迎與感
謝。

總部在華盛頓的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
會(FAPA)也對此發表聲明，會長陳正義
說，這是有史以來美國參眾兩院首次以
提案方式將一直以來的口頭保證訴諸文
字，“為六項保證提供了極大的份量和
勢頭，也進一步鞏固了美國對台灣的承
諾。”

陳正義指出，FAPA的任務及台裔美國
公民的夢想就是要確保美國國會和全世

界，在想到美台關系時第一個聯想就是台
灣關系法和六項保證。他說，現在正是把
過時且不實際的一中政策及美中3個聯合公
報“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最佳時機。

參議院在38號共同決議案的內容里將
台灣關系法及六項保證的背景做了清楚的
描述。

六項保證是1982年7月14日，當美國
與中國在協商一個聯合公報中有關美國對
台軍售的文字時，由美國總統里根指示
當時派駐台北的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李潔明
(James Lilley),以口頭方式向台灣總統蔣
經國傳達的一套保證。

1982年8月17日美中聯合公報發表后，
時任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的何志立
(John Holdridge)在國會參、眾兩院聽證
會提出的證詞提到，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協商中：

1. 美國并未同意為對台軍售設下終止
日期；

2. 美國不會在台灣與中國之間扮演調
停角色；

3. 美國不會試圖對台灣施壓去和中國
談判；

4. 美國對台灣主權議題的長期立場沒
有改變；

5. 美國沒有計劃改動台灣關系法；
6. 八一七公報的內容不應被認為美國

同意就對台軍售與北京事先咨商。
（来源 明镜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