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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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计划 年金(An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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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人来说，年金这个词可能不陌
生。但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十分清楚年金到
底是什么，在退休计划中可以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这期就简单介绍一下年金。

首先年金是一个保险产品，年金拥有者
能够按时固定（一般是每个月）从年金中
提取固定数额使用。许多人会考虑用年金
做为其退休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因为
它能保障平稳的固定收入。我经常对我的
客户说人寿保险是保障人走的太早，而它
有个兄弟就是年金可以一定程度地保障人
的长寿。

我 以 前 在 文 章 里 提 过 因 为 支 出 太
大 ， 很 多 公 司 现 在 已 不 提 供 保 障 福 利
（Defined Benefit，DB, 如Pension）的退
休计划，而改为保障投入数额（Defined 
Contribution，DC，如401K）的退休计
划。DB和DC的差别在于DC只是公司保证
定期在员工的退休账户里投放一定金额。
但如果将来员工退休后把退休账户里的钱
都用完了，公司不再有任何义务或责任保
障。DB是公司保证在员工退休后的有生
之年定期提供一定数额的收入。越来越多
的公司已不再提供DB，退休人员少了一
层保障。而年金可以看做是他们个人试图
给自己准备的一个Pension使它可以提供终
生收入。年金有一些相对复杂的附加条款
（Rider）。如何有效地配备适合的条款来
达到预期的效果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将
来会依次介绍一些常用的条款。

年金的操作原理是投资人把一笔钱投放
在年金中，然后在将来的某天有需要时可
以把钱提取使用。投资人可以选择每月，
每个季度，每年或是一次性从年金中提取
金额。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因为年金是一个
退休计划的方法，可以享受税务上的好
处，所以政府对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从年

金中提取金额有规定。以后也会介绍政府
的这些规定。而每次能够从年金中提取金
额的多少也是由一些因素决定的。 如：

1. 提取金额的期限 - 投资人可选择是
5年， 10年，15年等设定的期限中提取或是
决定要终生都提取金额

2. 投 资 人 购 买 的 是 固 定 年 金（ F i x e d 
A n n u i t y ） 还 是 变 动 年 金 （ V a r i a b l e 
Annuity）。固定年金是指每次从年金中提
取的金额是固定的。变动年金能提取的金
额是由年金的实际投资结果来决定的，也
就是说在购买变动年金时投资人指定所投
入的金额要如何投资，而年金的价值是随
着投资的实际结果上下变动的。

（未完待续）

外国人在美国持枪的法律风险
作者 周健律师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公
民持有武器（firearms）的权利。很多来美
国游玩的外国人也喜欢在社交网络平台分
享自己手持武器的纪念照或者是在娱乐性
靶场进行射击的照片。殊不知，美国法律
对外国人持枪支弹药有很多限制，如果不
懂法律规定很有可能会引来牢狱之灾。在
社交网络平台发布手持武器的纪念照有可
能成为控方最有力证据。

以下两个真实案例可能令人寒颤。

2 0 0 8 年 4 月 ， 一 名 持 合 法 学 生 签 证
在 美 国 留 学 的 摩 洛 哥 籍 学 生 莫 沙 欧 利
（Moussaoui）因违反外国人持枪限制而被
起诉。联邦法院最终判处其服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1000美元。这一切的缘起，仅仅
是他手持朋友马格赫德（Megahed）租来的
来复枪（rifle）拍照并上传Snapshots。马格
赫德是绿卡持有者，因此美国法律允许他
持有和租借武器。而对于莫沙欧利，因为
持学生签证且没有符合法律规定外国人持
枪的特别条件，违反了联邦枪支管制法律
而获刑。

2016年8月底，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发
表了这样一则新闻：一名阿联酋公民Rehaif
于2013年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学习。2014
年12月，Rehaif被学校退学，其学生签证因
而失效。但Rehaif没有按期离开美国，而是
在一家酒店长住。2015年12月，执法人员
在其酒店房间内发现手枪（handgun）和来
复枪子弹。Rehaif最终因以非法居留者身份
持有武器和弹药的罪名被判处在联邦监狱
服刑18个月，刑期结束后将即刻被遣返。

上述两则案例令人心生疑惑：经常看到
外国游客来美狩猎或到靶场过射击瘾，到
底外国人（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民拥有同
等持枪权利，不在以下讨论范围内）在美
国是否可以持有或使用枪支等武器呢？

根据美国联邦刑法USCODE Title 18 
Section 921(a)(3)条规定，非法居留于美国的
人（包括合法入境之后失去合法身份）在
任何情况下持有枪支或弹药都是联邦刑事
犯罪（非法居留本身仅仅是行政违法而不
是犯罪）。

持有非移民签证（包括B， F， J， H， 
L等类签证等）的外国人，如满足下面条件
中一种即可持有枪支或／和弹药。

1. 合法身份的外国人取得美国政府
（州或联邦）发放的合法打猎执照或许可
（hunting license or permit）。因此，在美
国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获得合法打猎执
照后，可以在该执照有效的州，合法持有
或使用武器、弹药。

2. 再者，根据美国刑法USCODE 
title 18 Section 922(y)给出例外规定，如果
外国人在申请美国签证和海关入境时，
都明确表明自己来美对目的是参与合法
的打猎或射击运动的，并有相应的证明
文件（如猎场邀请函或射击比赛的参赛
文件），那么该外国人在签证许可的范
围内使用和持有武器、弹药属于合法行
为。例如当美国举办奥运会或其他包含
射击项目的比赛时，外国射击运动员在
申请签证时表明目的并获得批准后，可
以在签证批准范围内在美国使用和持有
武器、弹药。

此外，一种较少见的例外情形是外国政
府执法人员出于执法目的，经美国国务院
或美国政府许可，可以合法在美国使用和
持有武器弹药。

根据美国联邦刑法USCODE Title 18 
Section 921(a)(3)条规定，武器（firearm）
是指包括训练用枪在内的枪支、枪身、枪
匣、消静音器具等杀伤性装置；而弹药
（ammunition）则指弹匣、底火、弹头或
专用于枪支发射的火药。

在对作为主体的“外国人”和作为客体
的“武器、弹药”进行讨论后，还有一个
重要的概念值得讨论：何为“持有”。对
比前述两个案例，后者是在自己住处储存
有弹药，而前者摩洛哥籍学生只是持枪拍
照，二者“持有”武器的时间长度和目的
似乎都有差异，但最终都被法院认定为法
律意义上的“持有”。

对法官而言，只要一个人对持有的物品
有认知（knowledge），即知道自己手中拿
着的是枪或者子弹，并且有能力对其进行
控制（abilityto control），即可以扣动扳机
或者可以携带子弹，法院就可以认定其“
持有”该枪支或子弹。值得注意的是，法
律意义上的“持有”与一般意义上的“拥
有”是两个概念。持有人完全可以不具有
所有权。如上述摩洛哥籍的留学生，其对
所持有的枪支不享有所有权，甚至该案中
没有证据显示他有使用枪支的行为，他仍
然被认定为“持有”枪支，并被判刑。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神智健全的成年
人，即使是在商店、武器展览或靶场，即
使只是手持武器拍照留念，照片也会成为
持有武器的证据。（美国联邦法律明令禁
止未成年人、神智不健全者等不完全行为
能力人和具有法定不良记录者（如重刑犯
等）持有武器）。 

虽然美国各州拥有一定立法权，但州
法一般不会直接与本文索引的联邦法起冲
突；联邦法律在全美各州都具有效力。因
此，要想在美国参加射击活动或者亲自感
受手握武器的快感，但没有政府执法人员
身份，也不是运动员或者专业猎手的话，
请务必向将要持有或使用武器的州申请打
猎执照或许可，并在获得合法有效的执照
或许可后，持有或使用武器弹药。

此外，在参观武器枪械商店、展览时
拍照留念也需谨慎。前述案例中判决摩洛
哥籍同学的决定性证据，就是从他朋友电
脑中获取的他持有枪支时留下的snapshot照
片——以现在的网络技术，没有真正“阅
后即焚”的数据信息。因此，除非取得了
合法的打猎执照或证明，在参观时最好不
要用手去持有武器或弹药，以免引起不必
要的麻烦。

不少人好奇心强，爱寻求刺激，持枪是
满足这方面需求的上佳选项。然而，我建
议，即使在获得合法执照后，也应先接受
关于安全使用和保存的培训，并以谨慎、
负责任的态度持有、使用、养护和保存武
器和弹药。

作者介绍： 
周健律师(Attorney Jian Joe Zhou)是

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有
着十六年多的职业商务移民法律实践经
验，成功办理过上千个各类移民法律
案件，包括H-1B, PERM, EB-5, L-1, 
EB-1,NIW, I-485, 及其他复杂的学生
工作投资类移民法案件。 同时周健律
师深谙国际商业法律，为跨国交易提供
法律和策略帮助。想了解更多的法律服
务信息，请联系周健律师, 他的电子邮
箱是jzhou@hooyou.com。

为什么美国把投票日定在了
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

美国国会1845年规定，全国性选举包括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和两年一次的
国会议员选举，都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进行。这是因为当时的
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11月是农民和农业工人能够去投票站投票最
方便的时间，11月秋收刚刚结束，天气还不算太冷，正好有闲暇去投票，而春
天是播种时节，夏天忙于田间的劳作和照料庄稼。

1845年前美国各州的选举日五花八门，有的州定在星期三，有的定在星期
五，甚至还有相差好几个月的情况。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
系列规范选举程序的法律，到了1845年，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法律，设定11月
第一个星期一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各州选出总统选举人。

为什么投票日定在星期二？由于美国农村的大部份居民当时要走很远才能
到达地方政府所在地进行投票。投票至少要两天，第一天去，第二天投票后
回家，而且还不能耽误教会的礼拜活动。星期一被认为不太合理，因这意味着
很多人星期天就要上路，而这与教堂活动发生冲突，星期天人们都要去教堂，
这样只有星期二或星期三可以成为投票日，由于星期三是农民的赶集日，这样
选举日就定在星期二，而且要避开11月1日作为选举日。因为第一，11月1日是
诸圣日，也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日。第二，大部份商人要在每个月的第一天
处理账务。国会当时担心前一个月经济上的成败可能会对投票造成不应有的影
响。

现在美国的投票方式有了改变，人们可以提前投票，缺席投票，但是星期二
投票日这个传统还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历史学家科艾德说：“即使你不喜欢
政治，选举日都会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日子。”对很多人来说，竞选到这时
候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投票日这一天就像是一出政治剧的最后一幕，令人期
待。美国移民局将大幅度涨申请费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10月24日，美国移民局在联邦公报网
站上发布了一则最后公告，称从12月23
日起，移民局将正式上涨各项移民入籍
及身份调整费用，平均涨幅为21%。 

EB-5投资移民的费用将大幅上涨。
其中申请成立区域中心I-924的费用，
从现在的6230美元，提高到17795美元；
以往区域中心每年都需要取得的认证
I-924A，一直是免费发放，自12月23日
起将开始收费3035美元。此外，投资移
民申请I-526的费用，也从现在的1500美
元上涨到3675美元。

I-140的申请费用将从580美元上涨到

700美元。成年人的身份调整申请I-485
费用将从985美元(不含打指模费用)提高
到1140美元；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身份
调整申请I-485费用将从635美元提高到
750美元。更新绿卡I-90费用将从365美
元上升到455美元。N-400入籍费用将从
现在的595美元上涨到640美元。不过，
如果入籍申请者的家庭收入高于联邦贫
穷线150%，但低于200%的话，入籍费收
320美元。

新的费用将从12月23日起生效，所有
申请者的文件若邮戳日期显示在23日或
23日以后送出，就必须缴付新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