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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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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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l, IN 46082-0852

(上接前期)

年金的好处除了上一期提到的，还有
就是它没有投入金额的限制。

其他退休计划如401（K），IRA等，
每年都有投入金额的限制。2016年投入401
（K），403（b）以及457等计划的金额不
能超过$18,000（50岁以上的可多加$6,000
）。

2016年投入IRA账户的金额不能超过
$5,500 (50岁以上的可多加$1,000)。而年金
是没有金额限制的。这对于一些接近退休
年龄并且想要增加退休后收入的人士，年
金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能性。

提了利也要提一下弊，因为任何一个
决定与其他选择相比一般都会有利和弊。
首先年金和其他退休计划如401（K）等一
样，在59岁半前提取金额都会有10%的提前
取款的罚款。其次年金属于一个长期投资
计划，每个年金的限制不同，但一般会要
求在平均大约7年内不能取款，否则有罚款 
(Surrender Charge)。所以要仔细了解这方面
的规定。

另外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金和附件条款
（Rider）,年金的手续费也有高低，这也
是一个应该好好考量的因素。上面提到的
是一般情况下的规定，当然还是有例外的
可能性的。譬如很多人会以为年金的服务

费用很高，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年金是没有
Surrender Charge的。所以在做决定前要多
方了解各种可能性及规定或限制，按照各
自的实际情况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结果，
分析利和弊选择一个最合适自己的方案。

（未完待续）

【财金之角】

退休计划 
    年金(Annuity)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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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钦律师谈川普上台
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上）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在一片沸沸扬扬中，美国总统大选总算
尘埃落定，纽约地产大亨川普竞选成功。
对我们的读者来说，最关心的是川普当选
总统会对美国移民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研究和评估川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对移
民政策的影响，我们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
析：第一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总统在
这个政治制度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造
成多么大的影响；第二是川普在竞选时提
出的政策方针；第三是川普竞选成功代表
的美国社会思潮和政治倾向。

在美国运行了200多年政治制度中，
宪法及其修正案具有最高的权威，在宪法
框架内，联邦有总统、国会、司法三权分
立。总统是军事统帅并在外交中代表国
家，有这两方面有决定权，基本不受国会
和法院的制约；而在内政方面，总统及其
领导的政府行政部门的权限受到国会立法
的限制，只能在国会立法的授权范围内进
行行政行为，不能越权，也不能懒政。总
统及下属的行政机构可以根据对国会立法
授权在其职能内的部分对法案进行解释和
发布具体的执行方案。

国会可以制定联邦法律，审批联邦政府
的财政方案。宪法的效力最高，其次是国
会通过的法律，再次是政府行政规则和解
释。政府机构的解释和具体的执行是否合
宪合法，最终要由法院进行裁决。

在这样的制度中，美国总统对效力越高
的法律影响越小，对效力越低的部门规章
影响最大。 宪法几乎不会单纯的因为总统
的更迭和政见的改变而改变，甚至即使是
国会，也需要参众两院都形成三分之二以
上的绝对多数才能修改；而国会的法令要
么被法院宣布违宪而无效，要么通过国会
修改，总统对其只有间接影响；行政机构
的行政规则和解释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
前提下是总统较容易修改的。 所以，我们
讨论某个签证移民种类会不会被川普上台
影响的时候，重要是看，这些签证种类牵
涉到的法律层级。 如果有很高层级的法律
很清楚地界定，那么受川普的影响就小。 
如果只有层级很低的法律规章界定，而且
留有很多模糊空间，那就很容易被行政执
行机关操控或滥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过通过颁布政
策、指挥行政机关直接影响美国政治、执
法之外，就职总统之后的川普还会另外有
两种影响政策的方式：第一是通过党派，
目前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同时在参众两院占
有多数席位，并且川普将会有机会提名一
位共和党支持的最高法院法官，让保守派
占据多数，这种共和党同时获得总统、
国会、最高法院控制权的情况比较罕见，
让川普在政策制定上会有更多的间接影响
力；第二是美国总统作为国家最高首脑，
被认为是社会表率，在社会上有很大的模
范作用，一言一行都将造成巨大影响，现
代媒体技术更能将总统的言行举止传播到
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偶

像作用。

虽然目前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共和党
有一党独大的架势，但是在美国联邦制度
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各有分际，彼
此互相制约；说得不好听，共和党再折
腾，加州人民可以揭竿起义闹独立。加州
有独立于美国的本钱，不见得川普有赔上
美国的胆量。 而且美国的总统任期为4年，
参议员6年，众议员2年，因此虽然共和党
目前在联邦政府中全面获胜，选民不满意
了可以把他们换下台，所以，我们仍然认
为政策走向最终还是掌握在广大美国人民
手中。

第二是川普竞选的政策方针。本次大
选中，川普的重点是移民牌和经济牌，他
的主要竞选政见是打击非法移民，提振经
济，增加就业，减税，降低政府开支，进
行医疗体系改革，重新考虑贸易谈判，建
设基础设施等等。

在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影响
尚未完全消逝，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和生
活水平都在下降的大背景下，川普的这些
观点有效地笼络了低收入阶层选民和来自
于小城市、农村的选民。城市派笼络了乡
村派，农村包围城市，赢得大选。

但是由于设立的政治目标很多，而总统
的内政权利受制于国会，而且行政资源有
限，我们认为川普在就职以后很难100%地
兑现他的竞选承诺，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内
一步到位。但是川普可以有选择性地开始
实行部分政策，实践一些承诺让选民看到
他的政治举措。

因为这种交叉平衡的政治制度，川普
更有可能做到并立即见效的是在外交领域
上重启国际贸易谈判，重新讨论国际贸易
协定条款，在内政领域减税和打击非法移
民。

在移民问题上，我们把受影响人群分为
以下四类：美国公民，美国合法永久居民
（绿卡持有人），非绿卡但持有合法签证
或者身份的外国人（学生、工作签证、旅
游签证等），非法移民或者已经丧失合法
身份的人。民选总统保护选民（公民）就
业机会和利益，无可厚非。 绿卡人士已经
进了避风港， 受到的冲击不大。 最有可能
受影响的会是非移民和非法移民。

当前华人圈中比较关注的是有合法移民
身份或非移民身份的群体。由于合法签证
移民条件大都由法律直接规定，因此总统
的更迭在短期内造成的法律直接冲击可能
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川普的商人秉性和
他着力于提升经济和就业的政策，也会让
他考虑合法身份的外国人给美国经济带来
的巨大帮助和创造的就业岗位的事实。这
方面我们会对川普的政策可能对每一种签
证和身份会有怎样的具体影响进行一一讨
论。

（未完待续）

3摇摆州计票遭攻击？要求重新点算三战场州选票呼声增强

华盛顿 —  本星期，希拉里·克林顿
的支持者要求对三个摇摆州的选票重新点
算的声音越发高涨。有消息说，希拉里在
全国领先他的竞争对手唐纳德·川普的票
数超过了两百万张。还有报道说，在某些
县出现了不少选民舞弊的情况。

上星期，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约
翰·博得斯塔与几位选举律师和电脑专
家见了面，他们敦促他要求对威斯康星、
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三个州的选票重新点
算。理由是专家们认为，这三个州的电子
投票间可能受到黑客攻击。消息来源是《
纽约》杂志的一篇报道。

专家们表示，他们发现，与那些使用
光学扫描或者纸质选票的县相比，克林顿
的支持度在这些使用电子投票机的县低了
七个百分点。

虽然这些专家没有提供任何有关黑客
袭击的证据，但是他们要求对这三个战场
州的选票重新计算，因为川普在这些地方
只取得了微弱的胜利。川普在这些地方赢
得的选票只比希拉里多出不到两个百分

点。

外国干预？

如果希拉里赢了这三个州，那么她就
能够得到274张选举人票，稍微多于赢得
总统选举所需要的270张。

密西根大学电脑专业教授哈尔德曼星
期三在memium.com网站的博客上说，他
认为某个外国政府可能袭击了美国的投票
机器。他呼吁对这三个州的投票设备进行
检查，查找黑客攻击的痕迹。

哈尔德曼教授说，“不幸的是，没有
人要求查找证据，除非这些州的候选人有
所行动，在今后几天提出要求，重新验
票。

在 专 家 们 对 这 三 个 州 的 投 票
有 效 性 提 出 疑 问 的 时 候 ， 民 调 专
家、FiveThirtyEight网站的纳特·席尔瓦
表示，所谓这三个州的投票结果作假的说
法有可能并不真实。他说，希拉里的失败
与人口变化有关。

席尔瓦的解释

按照席尔瓦的说法，
如果排除种族和教育水平
这两个人口因素的话，《
纽约》杂志报道提到的差
异“就会完全消失”。

这 位 教 授 在 推 特 上
说，“或许更加复杂的分
析 能 够 揭 示 出 某 些 东 西
来，但通常都是不好的消
息。一项发现是经不起这
样一类的全面检查。” “
宾夕法尼亚州也没有什么
东西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检
查，不管你是否考虑人口
变化。密西根州到处都是
用纸质选票，所以更说不
准人们会制造出什么说法
来。”

尽管缺乏证据，前绿党候选人吉尔·
斯坦已经筹集了2700万美元，足以支付威
斯康星州重新点票的费用。斯坦还在继续
筹资，准备再筹两百万美元，要求密西根
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州重新计票。

斯坦在竞选网站上发帖称密西根州使
用的投票机“极易受到黑客攻击和恶意程
序的破坏。” 他说这些机器没有安装安
全软件。

斯坦的提议

绿党候选人斯坦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
总票数的百分之一点几。她在自己网站上
发表的声明说，重新计票并不是为了帮助
希拉里·克林顿，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民主制度”。斯坦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直
在批评克林顿。

密西根要求重计选票的最后 期限是下
星期一，宾夕法尼亚是下星期三。

希拉里竞选团队还没有宣布任何计划

挑战这三个州的投票结果。但是，她和她
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一直在谴责川普。川
普说，他认为有人在这次选举中进行了针
对他的不正当行动。

克林顿在10月份与川普进行了最后一
次辩论后说，“我们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
础上的国家，我们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
非常激烈，争议很大。” “但是，我们
有一个传统标志，就是我们接受我们的选
举结果。”

奥巴马总统在选举期间发表了类似的
评论，他告诉川普“不要再抱怨”说选举
受到操纵之类的话。奥巴马说，这从来都
没有发生过。

“奥巴马说，“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
建议说，你甚至可以操纵美国的选举。部
分的原因是选举很分散。过去也没有证据
显示这种事情发生过，这次选举也不会有
那样的事情发生。”

（来源 美国之音）

　三个摇摆州：威斯康星（Wis）、宾州（Pa）和密歇根（Mi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