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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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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有客户询问每月与工资有关的扣税问
题。想来这是大家都关心的话题，就在这里再
简单介绍一下。

在员工工资中一般每月会扣除三种联邦
税：个人所得税(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社会保险税(Social Security Tax)，和医疗保障
税(Medicare Tax)，人们容易把社会保险税以及
医疗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混淆。

联邦政府征收社会保险税是为了提供社会
保险服务，其中包括每月支付固定数额给65岁
以上的老人和残障及其他人士。医疗保障税是
用来支付联邦政府为65岁以上的老人和残障人
士提供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税是
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险税率是
12.4%，雇主和雇员各付一半，另外年薪超过
$127,200（2016年此限额是$118,500）的那部分
收入是不用支付社保税的。雇主和雇员的医保
税率各为1.45%。社保税和医保税需要付满40
点才能享受联邦政府提供的福利。一年最多算
4点，而2017年的年收入需要有$5,200（这个数
额每年政府都会做调整，2016年是$5,040）才
够4个点。对于自雇主来说，因为没有雇员和
雇主之分，所以要付雇主以及雇员所需付的社
保税和医保税(税率是15.3%)。

此外个人所得税还有州所得税。全美国只
有7个州是不需要付州所得税的 （另外有2个州
只征收投资上的所得税），但是印第安纳州不
属于这几个之中。印第安纳的州税又分州所得
税和郡所得税 （County Income Tax，也有翻
译为县所得税的）。每个郡的所得税率是不同
的，从0.1% 到3.13%不等。

雇主需要把从员工薪水中扣除的各种税款
以及雇主需要支付的税款上缴给政府，也就是
常说的工资税(Payroll Tax)。除了上述的社会保
险税，医疗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外，雇主还需
要支付失业税(Unemployment Tax)。不同于社

保税和医保税雇主与雇员各付一半，失业税额
是由雇主全部负担。

还需澄清的一点是，从工资中扣除的个人
所得税属于“预付”性质。每年4月15号是美
国政府要求纳税人递交前一年的个人所得税表
和税金的截止日期，采用多退少补的方法与纳
税人结算每年的应付税额。如果从工资中扣除
的预付税金和税表上算出来的实际应付税款差
额大，不但要补交差额，还会被政府罚款并征
收差额的利息。当然，如果预付的税金超过应
付的税款，那么差额就会退还给纳税人（但是
没有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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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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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钦律师谈川普上台
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下）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总体上，合法签证种类和移民限额目前
都是法定的，改动这些需要国会修改的相
应条款。目前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占多数
的共和党内部对技术移民、职业移民和工
作签证的态度并不统一，因此短期内通过
修改法案的可能性并不大，也就需要川普
通过党派政治才能间接影响国会表决。

但是如果川普推行强力限制政策，通过
作为行政部门的移民局和劳工部在行政职
权范围内做出程序性的和具体细节的改变
是很容易实现的。

无论何种签证绿卡，川普目前并没有给
出非常详细的政策细则，也没有确定内阁
人选，只有当司法部、劳工部、国土安全
部和移民局的人选确定下来之后，我们才
可能进一步估计的政策走向。但是直到川
普就职之后，给出人选并且开始制定、实
施较严格的移民政策之前，现在准备移民
的人还可以尽快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律师，
帮您处理移民事宜并递交申请，以免时间
过长承担政策风险。

第四、非法移民

根据川普竞选宣传，他会主要打击非法
移民，包括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造墙，增
加三倍边境保护执法人员，逮捕非法移民
后监禁直到遣返，尽快遣返犯罪的非法的
外国人，要求州和城市执移民法，停止移
民大赦，停止向无法监控移民国家的国民
发放签证，要求来源国接收被遣返的外国
人，对外国人出入境进行生物技术（指纹
等）监控，减少福利等对移民的引力，根
据历史数据控制移民总量等。这方面，华
人目前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并不是特别
多，有犯罪记录的就更少，因此我们郑重
提醒广大华人朋友，注意维系自己的合法
移民身份，不要错过延期、申请绿卡等时
机，以免承担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遵守
法律法规，不要背上犯罪记录。

第五、避难、人道援助等身份这些身
份类似于合法短期非移民身份，但是也有
可能因为有犯罪记录等等情况的影响，所
以我们也希望持这些身份的朋友能遵纪守
法，避免丧失自己的合法身份。

川普明确地提出对非法移民进行打击，
对合法移民加强控制，但是由于美国立法
行政分离的政治制度和移民法的法律地
位，川普可能比较容易地从行政程序上提
高难度、延长审批期间达到控制和减少移
民的目的；但是想要直接改变移民法规定
的合法移民条件和数额，就需要通过整个
共和党来影响国会的法案了。

说完了通过行政机构、国会等手段直接

影响政策，我们还需要谈一谈川普对美国
民众的隐性影响力。

川普能在大选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的竞选政策方针获得了美国中低收入阶
层民众的支持。种族矛盾和移民问题也是
中低收入阶层非常关注的问题，川普的获
胜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保守主义、孤立主
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风潮。

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带有民粹主
义色彩。川普的支持者中有一些种族歧视
者，他们可能认为川普的胜利是对种族歧
视的鼓舞，或者模仿川普的一些粗俗言
行，而对移民或者其他少数族裔做出种族
歧视行为。这些都是危险的倾向。

川普的政治纲领中很著名的一条是要在
美墨边境造墙。固然增强移民执法和边境
保护是政府职责之一，但是在长长的边境
造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几十年前象征着
冷战，对抗，封闭、敌意的柏林墙。柏林
墙的倒塌曾经被美国人民视为是自由民主
对专政独裁的胜利。如今美国人民怎么偏
执到要在自己边境上建立起另外一道阻隔
人心和阻挡机会的墙了呢？也许最可怕的
还不是建造物理的墙，更可怕的是在族群
中，人们心目中播下的那些仇恨和隔离的
种子，这些无形的墙才真正蚕食了美国的
根基和危害它的未来。

综上所述，在共和党把握了总统美国
行政权，国会立法权和最高法院司法权的
大背景下，美国未来的移民政策会趋向保
守。但保守会不会演进为保护主义，保护
主义会不会恶化为民粹主义，这要看美国
制度里的制衡机制能否正常运转发挥作
用。美国地方自治对联邦政府是很大制
衡。美国民众，游说团体和媒体议论对政
府也有诸多制衡。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人
民，相信美国的制度，人民的素养和民权
民主意识能把那些张牙舞爪的老虎牢牢地
关在制度和规则的笼子里。

总体上，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持续
吸引着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种族的人，
包容和开放是其一贯的社会原则，也是美
国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希望川普的
个人言行和政策不应该影响美国社会、政
治的开放和包容。在长远来看，美国的民
主制度经历过200多年的风雨洗礼，培育出
极强的纠错和自我修正能力，美国社会和
人民也保持着参政热情和多样化的政治观
点，所以即使短期内出现一些逆历史潮流
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波折，
民主制度最终也应该能够回到开放、包容
的正路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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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独立报》1月4日报道，英国前贸易大
臣彼得·利雷宣称，英国外交官员正在秘密行事，
试图通过协商谈判让英国重返欧盟。

英国政府将于今年3月底之前启动《里斯本条
约》第50条，正式向欧盟提交退出申请。按照欧盟
法律，脱欧程序一旦启动，有关各方须在两年内完
成谈判。眼下，英国方面正在紧张筹备脱欧谈判工
作。

然而，利雷却在此时曝出一个惊人“内幕”，
指称那些原本肩负脱欧谈判重任的英国外交官员背
离了国民的公投意愿，他们可能正在秘密谈判让英
国重回欧盟的怀抱。

此前一天，英国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突然
宣布辞职，并指责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领导的政府
思维混乱，缺乏多边谈判经验，迟迟不能设定与欧
盟谈判的目标。他还表示，英国与欧盟的谈判有可
能长达10年，即使协议最终达成，也需要其他27个
成员国的批准，失败的几率很大。罗杰斯的观点在
英国议会引发争议，被部分人指责不识时务。

利雷4日谈到了对罗杰斯辞职的看法。利雷说
罗杰斯的辞职信又臭又长，“有一半读起来像是简
历，‘嘿，这是我的工作。我很聪明，有人想要请

人的话，我随时恭候’。另一半呢，听上去有点酸
葡萄的感觉，可能真实反映了他和内阁大臣之间存
在某种误解，或者他对内阁大臣的作为感到担忧。
如果让这样一个实际上并不愿意离开欧盟的人来
领导（脱欧谈判）小组，将会非常有悖常理”。此
外，迫于舆论压力，英国首相府4日宣布任命资深
外交官蒂姆·巴罗为英国驻欧盟大使。巴罗拥有30
多年外交经验，曾担任过英国驻俄罗斯大使，也曾
在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担任英国代表。巴罗接受
任命后表示，他将与英国脱欧事务部和英国驻欧盟
代表处的同事一起合作，确保英国脱欧谈判成功。

英国反悔了？
外交官正秘密谈判让英重返欧盟

刚刚卸任的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3日在美国
纽约宣布，他下周将返回韩国。不过，韩国外交
部正为如何迎接潘基文回国而“犯愁”。鉴于潘
基文很可能参选下届总统，若迎接礼遇过高，恐
怕招致政治化解读；但若接待不够档次，同样会
遭人诟病。

潘基文3日在美国纽约告诉媒体记者，他决定
下周搭乘亚洲航空公司客机离开美国，预计12日17
时30分左右抵达韩国。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眼下正对“出
面”接待潘基文一事倍感压力。鉴于潘基文是韩
国下届总统热门人选，如果以过高礼遇接待他，
韩国外交部担心会引发舆论的过度解读。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2日告诉媒体记者，潘
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始终致力于国际社会
和平与稳定，并且提高了韩国国家形象，因此韩
国外交部对其回国表示欢迎。

韩国外交部一名负责人4日说，正就潘基文回
国欢迎仪式等相关事宜进行研究，尚未敲定具体
细节，但预计欢迎仪式的规模“不会很盛大”。

潘基文上月表态愿意许身报国，被解读为有
意参加韩国总统选举的强有力信号。面对媒体记
者询问，潘基文3日再度暗示他是领导韩国的“最
佳人选”。

此前，潘基文方面相关人士透露，潘基文仍
身处美国之际，尚未正式回归韩国政坛，不宜对
国内舆论一一作出回应。因此，潘基文3日拒绝明
确提及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他打算作为哪个政
党的候选人参选总统。

不过，当媒体记者询问他对政治联盟的看法
时，潘基文答道：“人们最盼望的是，（政坛人
物）与广泛人群交换意见……作为（卸任的）联
合国秘书长，我曾与广泛人群对话，不论他们是
何种族、宗教、政治派别。”

潘基文说，韩国政坛眼下麻烦不断，归咎
于“缺乏对话”，而他打算“利用自己积累的经
验，在韩国付诸实际行动”。

韩联社评论，潘基文的这番话相当于间接暗
示他才是最佳的总统人选。

值得注意的是，潘基文3日会见媒体记者时，
身旁站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心设计者杰弗里·萨克斯。
潘基文说，他与萨克斯讨论过如何解决韩国面临
的经济难题。萨克斯则表示，他很乐意继续向潘
基文建言献策。

过去数月来，在有关韩国总统选举的民调
中，潘基文的支持率一直不俗。

（摘自 国际时事新华社）

潘基文下周回国 
韩外交部发愁“咋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