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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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a’s Japanese Steakhouse
Now hiring Full time or Part Time 
(dinner only)
 (2) Servers
 (1) Kitchen Helper
 (1) Hibachi Chef
Location: 7255 Fishers Landing Dr., 
       Fishers, IN 46038
Phone: 317-577-6688 
 (call after 3pm, ask for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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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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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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公证服务
Translation & Public Notarization  

Services
笔译，口译，英译中，中译英，

移民，教育，就业，法律
证件文件翻译兼公证

Low cost, high quality, fast turn-over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English

For documents in immigratio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law

317-625-0623
Email: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这期简单介绍对于自雇主 (Self-employed)
或是小型企业来说, 有哪些退休计划的选择。

一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所谓简化的雇员
养老金 (Simplified Employee Pension, 也就是简
称的SEP). 很多人喜欢使用SEP做为其退休计划
是因为它很容易设立, 不需要办理许多手续和
花费时间管理, 而且任何企业都可以设立SEP. 
但是它的局限性是只能由雇主根据每年的盈
利情况来决定投放雇员工资的百分之多少进入
SEP帐号. 虽然规定每位雇员的工资百分比必须
是一样的, 但是雇员自己不能往SEP帐号里投资
金额. 投入SEP帐号的金额是有限度的. 2016年
的规定是不能超过雇员工资的25%或是$53,000 
（超过50岁可多投入$6,000）. 投入在SEP帐号
的金额可以做为正常公司运作花费扣除, 以减
少所需交纳所得税的收益.

另一种自雇主可以选择的退休计划是个
人401(k) (Individual 401 (k)). 个人401(k)与SEP
的不同点是除了公司可以往退休帐号里投放
金额外 (最多不超过雇员工资的25%), 雇员自
己也可以投放金额. (2016年此金额的最高限额
是$18,000, 如果雇员年龄超过50岁可以多投入
$6,000.) 个人401(k)与在其他401(k)帐号享受同
样的税务优惠, 也就是说投入的金额不需交纳
当年的所得税, 等将来退休后从退休帐号中取
钱时才需要支付所得税. 但是每年的总投入额
不能超过$53,000 (2016年的规定, 超过50岁可多
投入$6,000 ) 或是雇员100%的工资数额. 由于个
人401(k) 允许公司和雇员双方往退休帐号里投
钱, 如果不被前面提到的总投入额的最高投放
金额所限制, 在相同情况下, 个人401(k) 能够投
放的金额可能会比SEP 多. 还有一个好处是, 个
人401(k)帐号中的金额也可以用来申请贷款. 虽
然这个好处对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吸引力可能不
大, 可是它至少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可行
性. 而个人401(k)的局限性是它只适用于没有员
工的公司, 也就是说只能用于”夫妻老婆店/公
司”. 与SEP 相比, 个人401(k) 在手续和管理上
相对繁琐. 

还 有 一 种 退 休 计 划 是 ” 简 易 I R A ” 
(SIMPLE IRA, Savings Incentive Match Plan for 
Employees). SIMPLE IRA 适用于员工不超过100
人的任何小型公司. 与SEP 相同, SIMPLE IRA 
比较容易设立, 不需要办理许多手续和花费时
间管理. 与个人401(k)相同, SIMPLE IRA允许公

司和雇员一同往退休帐号里投钱, 但是投放的
金额也是有限度的 (2016年的规定是雇员每年
的投放金额不能多于$12,500, 超过50岁的雇员, 
可以多投放$3,000, 此金额在当年是不需要交纳
所得税的, 等将来取钱时才需要缴纳所得税; 而
公司需要投放在雇员退休帐号的金额限度根据
各自情况, 是雇员工资的2%或3%).

因为退休计划提供一些税务上的优惠, 相
对的也就有些规定或限制. 譬如, 如果在59岁半
之前从退休帐号中取钱, 除了要交纳所得税外, 
还需交纳罚款. 另外, 在70岁半后必须开始从退
休帐号中领取一定的金额, 否则也会罚款. 选择
使用哪种退休计划时, 需要考虑每个计划的利
和弊, 根据各自的情况和需要去挑选最适合的
或是能得到最多好处的. 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是
否符合退休计划的条件/规定, 能够得到什么样
的福利, 所考虑的退休计划的灵活机动性有多
少, 在税务上会有何不同, 等等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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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金之角】

 自雇主退休计划

編者按: 
台海兩岸問題一向敏感。有關諸如一個

中國的原則，更是各方都不願輕易敲動的話
題。美國政情的變化和一些語言，也牽動著
台海的微妙平衡。近日，美國之音邀請了常
住印城的學者李毅，「坦誠」的談到一些過
去不容易聽到的說法。不管同意或不同意，
讀者可以感受到台海問題的敏感性。

美国之音访问
李毅教授谈武统台
湾，2016年12月18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上午
八点到九点全球直
播。

李 毅 ： 冬 宁 女
士，柏毅先生，華球
先生，寶勝先生，全
球观众、听众，圣诞

快乐，元旦快乐，过年好！

川普挑战一中 台海冷战变热战?
Q 請教李毅教授，怎麼看環球社評指

出，北京應該探討通過非和平手段給台獨
不同程度懲罰的可能性。必要時將台灣黎
巴嫩化，並且讓通過武力徹底收復台灣成
為真實的選項之一。川普當選後，您原本
預測的武統時程是否將提前?

李毅：大陆现在只能通過武力徹底收復
台灣。今年一月以来，我写了十万多字的台
海研究，广为流传。最近十天，情况有大变
化，大陆《环球时报》，发了两篇社评，集
中表述的我的主干观点。所以我今天就用《
环球时报》这两篇社评作我的发言稿。一篇
是12月15日的《大陆须敢想敢为重塑台海局
势 认真准备军事斗争》，讲了大陆对台湾的
七大新战略。另一篇是12月7日的《解放军夺
台湾以小时计》，讲了大陆、台湾、美国三
方开战之后的大体情况。

为什么大陆现在只能通過武力徹底收復
台灣呢？因为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
状，从今年1月16日蔡英文当选开始，就被
彻底打破了，而且永远无法恢复了。蔡英文
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会承认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从今往后，台湾永远不可能选
出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领导人。和平统
一，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所以三天前，吕秀
莲说：现状已经被蔡英文打破，台湾要全民
皆兵，准备对付大陆进攻。大陆原国台办副
主任王在希，今年五月还在大陆做报告说：
和平统一有可能；昨天王在希在北京说：看
来和平统一没希望了。川普和安培，都是能
力很强的大国领导人，必将充分利用台海局
势这个巨大新变化，进逼中国。大陆要维持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台海和平，在三个方面
的成本，对台成本，大陆内部成本，对外包
括对美日成本，已经大到完全支付不起，除
了通過武力徹底收復台灣 ，已经无路可走。

大陆对台让利让了三十年，耗费巨大，
结果是台湾要台独的比例早就过半，台湾要
统一的比例今天不到百分之二。大陆无法再
给台湾更大的让利，来换取台湾承认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换取和平统一。

在大陆内部，有一个中央对台办，几十
个省级对台办，几百个市级对台办，两千多

个县级对台办。搞了三十年，不但没有完成
统一，现在连1992年的九二共识都被台湾彻
底 打破了。大陆军队，长期准备对台用兵，
却又长期不用兵，三鼓而竭，劳师靡费。新
中国1949年建政，快70年了，国家还不能统
一，大陆执政党和政府，无法对中国人民交
代，无法对中国历史交代。

大陆对承认大陆的100多个国家，和承认
台湾的20多个国家，一直要使用巨大的外交
资源、经济资源，竭力保持国际社会承认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蝇营狗苟，不厌其烦，且
随时可能出现川普和安培这样的大翻盘，前
功尽弃。

大陆过去不得不支付上述三个方面的巨
大成本，对台、对内、对外维持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就是因为在台海战场的军事力量对
比，对大陆还不够有利。现在，在台海这个
局部战场，大陆在军事上对美日台已经具有
绝对优势，实在没有必要在上述这三个方
面，继续浪费巨量的资源了。既然连台湾和
美国都不要这个现状了，大陆还要它干什
么？大陆除了通過武力徹底收復台灣，已经
无路可走。

時間交給柏毅
Q 李毅教授，我們節目上周來賓趙岩先生

與王丹教授兩位表示解放軍內部貪腐，說甚
麼秒殺台灣根本是吹牛，您怎麼看解放軍1. 
真能打台灣? 2. 打下台灣又要如何維持? 以
及3.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說法?

李毅：第一，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年度中
国军力报告，根据兰德公司不断更新的台海
战争模拟报告，根据美军每年派员参加的台
湾汉光演习的结果，大陆拿下台湾大概需要
五天时间。大陆自己12月7日也宣布：解放
军夺取台湾以小时计。我认为，解放军过去
和现在有腐败是事实，今天解放军五天能拿
下台湾也是事实。第二，台独思想，就像纳
粹思想一样，是被台独领袖洗脑造成的。大
军登上台湾岛，台独思想就会烟消云散。盟
军解放德国后，纳粹思想就烟消云散了。第
三，川普总统下个月宣誓就职，有一句誓词
就是：要消灭一切内外敌人。中国也一样，
要消灭一切内外敌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但中国人，对于一切不投降的台独、疆独、
藏独分子，必须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
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

接聽3-4兩岸聽眾觀眾來電，請三位來賓
回應聽眾觀眾。主持人補充提問，請三位來
賓進行上半場總結各一分鐘。先请在线的李
毅教授结论一分钟

李毅：和平统一台湾，已经完全没有可
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已经被蔡英
文彻底打破，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大陆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用和平方式，继续维持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和平局面。现在大陆除
了通過武力徹底收復台灣，已经无路可走。
今天，2016年12月18日，统一台湾，只剩下
两个方式：北平方式，天津方式。今天，任
何人，如果还说有第三种方式，不是自欺欺
人，就是别有用心。

台湾是川普的王牌还是筹码?
冬宁：我想继续请教在线的李毅教授，

美国之音访问李毅教授谈武统台湾
您如何将这次事件与过去的美中冲突比较？
此外，美国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南海
开战或是台海有事，中国的军力目前尚不足
以与美军抗衡，您的了解又是什么？

李毅：南海和台海，是完全不同的事
情。在南海，中国海空军在一、二十年内，
对美国海空军处于劣势，所以中国绝不会在
南海主动进攻美国海空军。台海则相反。第
一， 解放军有能力在以小时计算的时间内摧
毁台军的抵抗力，并快速夺取整个台湾岛，
在美国的“驰援”到达之前就基本结束战
斗。第二，大陆不相信美国敢于开展全面军
事介入，因为在中国近海，美军已无优势可
言，中国的海基、陆基武器系统联合作战，
足以对抗聚集起来的美国海军，进行饱和攻
击。美国航母舰队，现在不仅不敢进入台湾
海峡，而且要躲到台湾以东500海里以外。第
三，如果美国军事力量袭击中国大陆，美国
本土必遭反击。如果美国对大陆打核战争，
务必牢记：中国是有可信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的国家。从学术角度讲，这三点，都是千真
万确的。美日欧学术界对此都没有任何异
议。所以美国学术界出现弃台论。两个核大
国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特别是为了台湾。

时间交给柏毅
柏毅：接着请教李毅教授，您认为川普

如果拿台湾当作筹码或是王牌，在美中关系
这个棋盘上，北京可以反制川普的筹码与王
牌又有哪些？（南海／经贸？）

李毅：台灣当然是川普的籌碼，是川普
一个很有力量的籌碼。对台独势力来讲，能
做川普的筹码，也是难得的好事。对北京来
讲，台湾问题，绝不能做任何交易，蔡英文
永远打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川普挑
战“一个中国”的国王新衣，都逼迫北京，
尽快用北平方式或天津方式，通過武力徹底
收復台灣。

先请在线的李毅教授结论一分钟
李毅：我今年1月十万多字台海研究的

成果：和平统一已无可能，虽然经历猜忌和
非难，但居然在12月，就被历史证明是完全
正确的，我作为一个学者，欣慰，自豪。大
陆对台、对内、对外，耗费巨大，维持这个
两岸同属一中的和平局面，和平统一永无可
能，哑巴吃黄连，对大陆很不公平，大陆很
吃亏。国王新衣，丢人现眼。现在，台湾和
美国主动打破、彻底打破、永远打破了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国王新衣，大陆走投无路，
只能用北平方式，或天津方式，通過武力徹
底收復台灣。蔡英文和川普，帮了中华民族
一个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