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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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金之角】

税务更新 美国个人所得的应纳税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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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是由以下
几个要素决定的:

1. 收入（income）-包含任何来源的
收入，无论是现金财产，或劳务等
各种形式取得的所有收入，如：各
种劳务报酬包括小费所得；企业经
营收入；退休收入；各种投资收
入；分红，合伙人利润分成收入；
继承所得，信托资产所得，以及失
业救济金等等。

2. 收入调整额（adjustment）-美国所
得税法规定了有些支出可以用来减
少个人所得的总收入。例如：自雇
主存入退休基金以及医疗保险的金
额；支付给前配偶的离婚赡养费；
支付高等教育的学费；个人退休金
的扣除额等等。

3. 扣除额（deduction）-扣除额有2
种，一种是标准扣除额（standard 
deduction；具体数额与纳税人的申
报身份有关；老年人或盲人能得到
更多的标准扣除额），一种是列举
式扣除额（itemized deduction；包
括医疗费用，支付的州税或地方税
以及房地产税，房贷或投资贷款利
息，慈善捐赠，与工作有关的支出
等等；其中有些扣除额有相关的限
制）。选择这2种扣除额中金额高
的那个来计算可以减少应付的所得
税。

4. 宽免额（exemption）-宽免额是另
一个减少所得税的方法以达到纳税
的合理性。宽免额是根据依附者的
人数来计算的。每年的宽免额会由
税务局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来调
整。2016年每人的宽免额是$4,050
。依附者的定义在以前有详细介绍
过。

5. 税率（tax rate）-美国的税率是根
据纳税人的申报身份以及纳税收入
（taxable income）来决定的。一共

有6个税率等级：10%，15%，25%
，28%，33%，35%和39.6%。纳税
人该用何种申报身份报税在以前也
有详细介绍。

6. 其他税款（other taxes）-除了基本
的个人所得税外，根据个人情况有
些纳税人还要支付其他税款，如：
自雇主的社保税，对高收入的纳税
者征收的最低税款以及没有医疗保
险的罚款等等。

美国政府为了达到税法的合理性以及
使纳税人有承担交付所得税的能力，制定
了许许多多的税务条款其中包括一些补助
及赊税额（credit）。申报这些符合个人情
况的补助或赊税额可以合法的减少需要支
付的个人所得税。

除了联邦个人所得税，每个州和地方
政府也有其相应的税法对纳税人征收州和
地方个人所得税。

（未完待续）

进入美国前，
在海关你会遇到什么？

张大钦律师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持有什么样的
签证，或是通过哪种交通方式来到美国，在
进入美国前都会最先遇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
护局的官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过海关。这
些官员会检查你的护照和相关文件来证实你
被许可或禁止进入美国，所以一定提前准备
好签证和相关文件。

海关官员的多疑是特殊训练导致的。美
国的安全是他们工作的首要任务，因此只是
因为要在不同数据库里确认你的名字信息就
可能造成你延迟进入美国。当然，除了确认
进入美国的人员不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
胁，海关官员们还需要确认游客以及其他持
有非移民签证的人将不会进行违法行为和永
久滞留。甚至如果你的意图和证件材料都没
有问题，海关官员还是可以因为小问题或者
认为你在说谎，然后拒绝让你入关，将你遣
送回国并在五年内不得进入美国。

对海关的问题要有充分的准备
以下我们为你列举出在海关常见的问

题，但海关官员可以问你任何问题。所以如
果你想得到海关官员的尊重，你需要保持礼
貌和冷静的态度。

一． 你为什么拜访美国？
你的答案必须符合你的签证或材料所展

示的意图。比如，如果你持有旅游签证但是
却告诉海关官员你是来寻找工作机会的，你
会被立刻遣送回国，当然你的意图也不能违
背美国法律。

二． 你在美国将住在哪？
海关官员需要知道你在美国停留期间有

清楚的计划。如果你连初到美国住在哪里都
没计划，那么他们就要考虑是否让你进入美
国了。

三.    你在美国会拜访谁？
海关官员还是需要了解你在美国停留期

间清楚且合法的计划。
四.    你在美国会停留多久？
海关官员需要确认你不在美国停留超过

被允许的时间。虽然有时你的签证显示可以
多次进入美国或者在美国停留一年，但是你
的法定离开日期要根据你的I-94 表格上的日
期为准（对于加拿大居民等陆地上入境的例
外）。I-94表格在2013年4月30日以前是一个

钉在护照里的白色小卡片，在之后只能在美
国海关官方网站上查询到，网址是https://i94.
cbp.dhs.gov/。

五.    你携带了多少钱？
海关官员需要确认你有足够的资金来支

持你在美国停留期间的花销。
六.    你之前有进入过美国么？如果有，

你有停留长于你被允许的期限么？
如果你之前有在美国停留过长于你被允

许的期限六个月，在没有特许的情况下，三
年之内不能在进入美国。如果你之前有在美
国停留过长于你被允许的期限一年，在没有
特许的情况下，十年之内不能在进入美国。

七.    你多经常来美国？
海关官员需要确认你是否会试图利用旅

游签证等非移民签证在美国永久居住。滥用
签证会导致无法进入美国。 

无论是为了短暂的还是永久的停留在美
国，在申请与面试阶段其它国家的公民都有
很少的法律权利。在尝试进入美国遇到问题
时，你不能请律师代你解决。在被海关官员
审问时，你不能请律师来帮你辩护。海关可
以在不经过你的允许下搜查你的包并且可以
询问你任何问题。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你
才能在法律正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美国。比
如你害怕被自己的国家迫害所以来美国寻求
庇护。 

准备好被检查行李
海关很可能搜查你的行李和个人物品，

所以你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     确保不携带和你的签证相抵触的物

品
如果你是旅游签证，不要携带关于如何

移民的书或者一叠你的简历。或许你只是在
将来有移民的意愿，但是在当下海关官员不
这么认为。

二.     不要携带违禁或者有可能造成问题
的物品 

或许在你的国家携带火器（比如枪)是合
法的，但是在美国是不合法的。如果你有携
带火器在你的行李里，你会被立即驱逐。所
以请你确保没有携带违禁或者可能造成问题
的物品，像是违禁药品，色情音像或读物，
生鲜水果或植物，和被美国所禁止的动物。

九岁少年和二战老兵的宝车故事
作者 李志雄

早上一上班, 我的助手斯蒂西就拿着一
份报纸兴奋地跑到我办公室来,  告诉我她9
岁的儿子罗伯特上了我们城市今天的报纸!

这是怎么回事呢?话得从头说起。

本地有一个二战老兵, 叫多诺万, 95
岁了,   曾经驾驶B17轰炸机轰炸过柏林23
次。他现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静静地安度晚
年。他有一辆1967年的红色野马车Mus-
tang,  是他当年珍爱的车, 现在已经是古董
级的了。因为车有故障, 需要修理, 他就请
了一个专门修古董车的人把他的车拖去修

理。谁知车一直没修好, 后来发现这个人
把他车的零件全拆下来卖了,  他的车只剩
空壳。

这件事在本地报纸上揭露以后,  很多
人纷纷表示要帮助这位老军人重建他的
1967年野马车。上个星期六,  本地的志愿
者在童子军的活动场地组织了一个筹款会, 
筹到了4000美金, 有人捐了一个引擎,  还有
人捐了其他的零件。

作为童子军一员的罗伯特跟着她妈妈
参加了这个筹款会。他不声不响地把170

美元放进了筹款箱。这170元是罗
伯特的lifetime saving ,  是他几年
里从他自己微薄的零用钱里省下
来的。她妈妈一点也不知道罗伯
特会捐款,  看到儿子的举动, 激动
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斯蒂西一家并不富裕。丈夫
在我们医院做杂工, 工资不高。
斯蒂西自己打两份工, 为的是维
持一家五口的开支。平时捉襟见
肘,  她自己的车坏了都是办公室
的同事凑钱帮忙修的。罗伯特
是家里最大的孩子, 从小就很懂
事。虽然才9岁,  已经很成熟。
去年他们童子军推销爆米花筹款, 
他个人竟然卖了3000块钱爆米花, 
成为区里的销售冠军。我曾笑他
天生是推销员,  没想到他这么有
爱心, 这么慷慨。

报纸记者采访罗伯特,  问他
的感受, 他说他(多诺万)比我更需
要这些钱。(捐给他)我很高兴, 十
分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