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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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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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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资产的申报

FA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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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相对热门的话题是“是否需
要申报境外资产？如果要，如何申报？”

根 据 美 国 财 政 部 发 布 的 ” 国 外 帐
户税收遵从法”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的提案，美国的
纳税人必须申报超过了设定限额的某些国
外资产. 同时此提案还要求国外金融机构
对美国税务局提供美国纳税人所拥有的帐
户中的资产数据.  我的一些客户也是因为
收到了国外金融机构发出的通知才开始关
注这个话题。

对于那些需要申报国外资产的纳税人, 
美国税务局要求其填写8938表格 (指定国
外金融资产的声明)，并连同纳税人当年的
所得税表 (Income Tax Return) 一起递交. 
税务局同时提醒, 即使填写了8938表格, 纳
税人还是需要申报国外银行和金融帐户
资产(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 FBAR). 

那么哪些人需要做此声明呢? 需要声明
的人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 美国公民, 美国居民 （包括绿卡持
有者或是长期居住者）, 与公民或永久居
民一同申报所得税的配偶等. 

2. 拥有税务局指定的金融资产. 譬如
非美国金融机构的帐户, 其他用于投资的
国外金融资产如股票等，以及外国公司的
持有权等等. 

3. 这些指定的金融资产超过了税务
局设定的限额. 对于居住在美国和国外的
纳税人, 这个限额是不同的.  举个例子, 对
于居住在国外夫妻共同申报所得税的纳税
人, 此限额是夫妻双方共同申报所得税并
且居住在美国的纳税人的4倍. 以下列举的
限额是针对居住在美国的纳税人的：

a. 单身或已婚夫妻分开报税：在一
年的最后一天所有资产总额超过5万或是
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资产总额超过7万5千
美元

b. 已婚夫妻合报：在一年的最后一
天所有资产总额超过10万或是在一年中的

任何一天资产总额超过15万美元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如何申报国外银行

和金融帐户资产 (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 FBAR). 如果你（美
国公民或是美国居民，也包括美国公司）
在国外金融机构拥有帐户, 无论是银行或
其他金融投资帐户, 假如帐户中的金额在
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超过1万美金就需要在
下一年6月30日前递交FBAR. 请注意FBAR
并不是和所得税表(Income Tax Return)一
起申报的. 从2013年7月1日开始，政府只接
受网上递交的FBAR表格（FinCEN Report 
114, 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如果没有按照税务局的要求
递交表格，代价是昂贵的。知法犯法者罚
金可高达10万美元或是帐户资产的一半。

许多在美华人可能在国内多多少少都
有些资产， 建议对于这2个申报法规多少
了解一下，以避免不必要的罚金. 

下期会列表比较这2个申报法规。
（未完待续）

在“维基揭秘”网站曝光近2万份民
主党内部邮件后，其创始人朱利安·阿
桑奇26日接受采访时称，网站或会曝出
更多美国大选的“猛料”。

【“某些人会被打脸”】

“维基揭秘”网站22日曝光近2万份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邮件，显示民主
党高层有意“抹黑”希拉里·克林顿的

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这直接导致民
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黛比·沃瑟曼·舒
尔茨辞职。

希拉里的竞选团队立即把矛头指向俄
罗斯，称俄方是幕后“黑手”，“目的
是助力唐纳德·特朗普”。

对于这种说法，阿桑奇既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只是强调“维基揭秘”想
通过模棱两可的态度来保护所有消息来
源。

“也许有一天，这个或这些消息来
源会自己站出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时
刻，因为某些人会被打脸，”他对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说。

在25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
时，阿桑奇就曾明确指出，目前为止没

有任何证据说明俄罗斯是本次邮件泄露
的幕后“黑手”。不过，他并没有说明
网站如何获得这些邮件。

“我们尚未公开我们的消息源。当
然，这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转移
视线的伎俩，”他说。

阿桑奇2006年12月创建“维基揭秘”
网站。2010年，这家网站公布了大量关
于美国参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
秘密文件。

瑞典检方2010年11月指控阿桑奇当
年8月涉嫌在瑞典逗留期间性侵犯两名女
子，当时身处英国的阿桑奇随后遭英方
逮捕。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引渡阿桑奇至
瑞典。2012年6月，阿桑奇在保释期间进
入厄瓜多尔驻英使馆寻求庇护至今。

【渲染威胁是“天性”】

阿桑奇认为，美国民主党在渲染俄罗
斯威胁，并利用这一点转移大众对被泄
露邮件内容的注意力。

邮件泄露事件不断发酵，桑德斯的
支持者对此表达愤怒与不满。在宾夕法
尼亚州费城市民主党代表大会25日开幕
后，桑德斯支持者的抗议示威就从没停
过。

面对希拉里阵营的指责，俄罗斯坚决
否认与邮件泄露事件有关，并称“俄罗
斯企图利用邮件影响美国大选”等类似
指责是美国大选中的“常见伎俩”。

“这样做对两国关系不好，”克里姆
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说。(人
民網）

特朗普找俄羅斯幫忙???
開玩笑的啦!　

特朗普周三（27日）在佛羅里達的造勢活動
上說，「俄羅斯，如果你們有在聽的話，我
希望你們能找出（希拉里）那3萬封消失的電
郵。」

希拉里刪除3萬封電郵，成為特朗普話柄。
（路透社）希拉里刪除3萬封電郵，成為特朗
普話柄。（路透社） 
特朗普口中「消失的電郵」，是指希拉里任
職國務卿期間，以私人電郵處理公務，離任
後聲稱刪除當中約3萬封電郵，理由是「私人
郵件」。FBI較早前亦介入調查，惟最終以
無證據顯示希拉里故意錯誤處理機密文件為
由，決定不起訴她。

特朗普的說法，隨即引來各方批評。中情
局前局長帕內特（Leon Panetta）批評特朗
普大逆不道：「我認為他的言論反映他沒有
資格擔任美國總統。」希拉里的顧問蘇利文
（Jake Sullivan）指出，這是第一次有美國
的大黨總統候選人鼓勵外國勢力，以駭客方

式來對抗自己的政治對手，事件關乎「國家
安全」。

民主黨電郵外洩　懷疑俄羅斯涉事

至於特朗普特別呼籲俄羅斯出手，事件關乎
民主黨日前亦爆發電郵外洩事件。外洩電郵
揭發，桑德斯遭民主黨不公平對待，希拉里
間接在幫助下贏得初選。希拉里團隊懷疑此
事背後有俄羅斯的介入，協助立場親俄的特
朗普當選總統。

特朗普事後急急「補鑊」，在接受霍
士電視訪問時指，自己只是在「挖苦」
（sarcastic），其實不清楚事件是否真的與
俄羅斯有關。

其實民主黨上月已發現，黨內電郵兩次被
駭客入侵，當時已經懷疑入侵者是俄羅斯政
府，以為對方想竊取民主黨關於特朗普的資
料。克里姆林宮先後兩次否認與駭客事件有
關。

由於特朗普親俄立場，有反對者懷疑他與俄
羅斯政府有關係。加上特朗普周三表示，當
選後會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主權及解除
對俄羅斯的制裁，所以今次言論令陰謀論更
加不脛而走。
 

（中央社／華盛頓郵報）

“维基揭秘” 阿桑奇

維基揭秘: 還會有更多曝料洩密

希拉里接受民主党提名
將做全民总统

轉自第一頁版

她同时感谢此次初选的政敌桑德斯（Bernie 
Sanders），表示他让更多社会福利的问题浮
现。她从美国独立革命讲起，表示开国元老
也认同，美国要团结才会强壮。她说，“美
国又再次到了算总账的时刻。强大的力量威
胁要撕裂我们。信任和尊重被磨损。就如同

我们的开国元老面对的一样，一切都没有保
证。真的是要看我们决定。我们必须要决定
是否我们要一起努力，才能一起崛起。”
希拉里表示，她将是全民总统。

                                                    (中國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