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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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前期)

上期介绍了1040表格的第64行是用
来填写赚取收入抵免额 （Earned Income 
Credit）的。赚取收入抵免额是美国政府
为低收入的纳税人提供的一个税务福利。
这个抵免额除了可以减少纳税人应该交纳
的税款外，还可以以退款形式把这个福
利给纳税人，它与教育抵免额 (Education 
Credit) 是同样类型的抵免额。上期提到对
于这个抵免额的收入规定以及抵免额的数
额。

能够得到的抵免额的数额是与纳税人
收入以及有几个孩子有关。 那么税务局对
于孩子是怎么规定的呢？

1）年龄（必须符合以下其中的一条）
·小于19岁并且比你（或你的配偶年
轻如果纳税人是以已婚夫妻合报的形
式报税）
·如果是在校生，必须小于24岁，并
且比你（或你的配偶年轻如果纳税人
是以已婚夫妻合报的形式报税）
·如果在税年内变成永久的完全的残
疾则没有年龄限制

2）关系 （孩子必须是纳税人的）
·儿女，继儿女，符合条件的寄养
儿女，或是前三者的后代（如孙儿
女等）

i. 符合条件的寄养儿女（Eligible 
Foster Child）是指由合法的政府
机构或是由法官，法令，或其他
司法部门指定给纳税人的抚养的
孩子
ii. 养儿女（Adopted Child）由合法
途径收养的孩子，在税法上被认
定是纳税人的孩子

·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
的兄弟姐妹，继兄弟姐妹，或是前
三者的后代 （如侄女， 外甥等）

3）孩子必须与纳税人或纳税人的配偶
（如果纳税人是以已婚夫妻合报的形式报
税）在美国居住超过半年

4）孩子不能与他人以已婚夫妻合报的
形式报税 （如果并不需要报税而只是为了
退税而申报的除外）

另外要注意的有：

1）如果纳税人能够拿到联邦赚取收入
抵免额，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也符合州政府
赚取收入抵免额的规定

2）如果纳税人符合赚取收入抵免额的
条件，必须填写税表才能拿到抵免额，得
到政府的退款

3）对于那些事先支取了赚取收入抵免
额的纳税人，税务局规定必须递交税表

4）夫妻分开报税的纳税人无法享受这
个税务福利

5）纳税人必须全年是美国公民或永久
居留者或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留者的配偶
并且以合报形式报税

6）填写附表2555或2555EZ 的纳税人
无法享受这个税务福利

7）纳税人不能申报为其他纳税人的依
附者

8）从2017年开始，税务局会延迟发放
可得赚取收入抵免额退款的纳税人的所有
退款额至2月15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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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取收入抵免额（2）

(Earned Income Credi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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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签行政令
取消签证递签服务

据美国中文网1月30日报道，特朗普上任一
周内，对现有移民政策做出调整，除了开始执
行的禁止七个国家民众进入美国外，也暂停了
免面签的递签服务(Interview Waiver Program)，
这也意味着包括中国留学生、学者及职业签证
等在内需续签美国签证者，即日起都必须进行
面签。

特 朗 普 此 前 签 署 行 政 令 ， 要 求 美 国 国
务 院 即 刻 停 止 美 国 签 证 的 免 面 签 递 签 服 务
(Interview Waiver Program), 申请美国签证的访
客必须前往当地的美国领事馆进行面谈，“这
在短期内将给许多入境美国的访客造成极大不
便”。

不过免面签递签服务 (Interview Waiver  
P r o g r a m ) 的 取 消 并 不 影 响 免 签 证 计 划
(Visa Waiver Program)，由美国国土安全部(DHS)
管理的免签证计划目前没有任何改变，包括
欧洲国家在内的38个国家地区参与了免签证计

划。
据 “ 世 界 日 报 ” 报 道 ， 印 第 安 纳 大 学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国际学生办公室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s)28日更向所有国际
学生发出邮件，提醒注意相关政策改变，以确
保留美合法性。

印第安纳大学发出的邮件中指出，近期移
民政策变动频繁，请各位在美国持有签证的学
生、学者以及工作人员尽量先不要出境，以避
免无法再次进入美国的情形发生。印大中国学
生学者联谊会29日也向同学们发出公告，呼吁
大家掌握最新政策变化。

取消面签除了对一般入境美国时就取得五
年有效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学生，影响范围较
小，但对一次签证只有一年效期的工作签证
H1B持者有则影响较大。

(来源 环球网）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还不到
两周，已经遭到好几起诉讼，大部分与许
多人所称的“穆斯林禁令”有关。这项行
政令在90天内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
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在内
的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并同
时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
政府表示，临时禁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
国公民的安全。但是反对人士表示这是违
宪的。

这项行政令导致全国范围涌现示威抗
议，并且出现对总统的诉讼。麻萨诸塞州
司法部长莫拉·希利周二宣布提起诉讼。

她说：“总统令是有害的，具有歧视性
而且违宪。这项命令依据宗教和国别歧视
他人，使得我们的居民无法享受正当法律
程序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违反了联邦
移民法。”

在这项诉讼宣布之前，旧金山市也对川
普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市如果继续为无证
移民提供庇护就有失去联邦拨款的危险。

旧金山市检察长丹尼斯·贺瑞拉说：“
今天我宣布，我将对川普总统及其内阁提
起联邦诉讼，他的行政令将剥夺旧金山和
其他城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仅仅
因为我们是庇护城市。总统令不仅是违宪
的，而且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西部的华盛顿州周一就宣布提起诉讼。
华盛顿州司法部长鲍勃·弗格森说；“

这起诉讼有所不同，范围更广。我们希
望裁定行政令的主要规定是非法和违宪
的。”

美国穆斯林游说组织美国穆斯林关系委
员会周一也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而川普
决定撤销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的决定
更加激怒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川普内阁
说，耶茨拒绝“执行一项旨在保护美国人
民的合法命令”。

南加州大学法律教授山姆·尔曼说：“
撤销司法部长职务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
过程都不那么顺利。而现在反对川普政令
的情绪高涨更加使得人们认为这是违反法
律的。”

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行政
令。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我们需要
停下来，确保审批标准是严格的，以便确
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瑞安周二承诺，一旦合格的国家安全标
准就位，就将恢复移民安置计划。

川普上任近两周
已面临多起诉讼

The views of the columnists in IAAT are their own and do not necessary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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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走一回

纪念李三元先生 印州华报编辑部

接第一頁
       2006年，李三元先生又集

思广益，把《印地新闻周刊》转
到芝加哥的《文化与生活》的“
印地版”，改成双周刊，更重要
的是在印刷装订时，将印地版直
接叠加到《文化与生活》上面邮
寄过来，大大省去了每次叠报纸
的手续。但是有读者反映该刊物
字号比较小，有些难读。

       于是在2007年，李三元
先生又与总部在纽约的《多维时
报》联系，转成《多维时报-印地
版》双周刊，改进字体问题，并
在本地印刷报纸，省去了邮寄手
续。那时报纸人手和资金都比较
紧缺，合作的另外两家人由于一
些原因退出了报纸。李三元一人

写稿、组稿，并和胡培怡女士一起排版，并且注资维持这个社区的报纸。李维华女士在2007
年下半年加入报纸帮忙排版，解决了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2008年，李三元和其他两位报纸成员决定把报纸捐献给非营利组织。但是由于报纸特
定的连续性，联系了几个非营利组织都未果。和几位朋友讨论之后，大家决定注册一个501 
(c)3 的非营利组织，China Journal Indiana，由陈耀斌教授任主席。      

除了办报之外，李三元在印城华人十分活跃，曾经在ICCCI中文学校没有校舍时主动出
面与Carmel High School 联系，使ICCCI中文学校在那里呆下来。他还参与2004年印城华人首
次在舞台上演出的中秋晚会成为四位主持人之一。在2005年，他组织了首届印城华人网球比
赛。

2009年，李三元离开印城去芝加哥继而转去加州工作生活，离开了他创办的报纸。2010
年，China Journal Indiana委员会决定报纸独立于《多维时报》，由当地编辑自己组稿印刷，
并改名为《印州华报》至今。这个非营利组织至今一直不断壮大，继续活跃在华人社区，为
印城华人社区服务。

      值此时刻，回顾报纸的历史，我们感谢李三元先生为《印州华报》和印城华人社区
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三元天性好玩，跑步，游泳，网球，象棋都是他当年在印城喜欢玩的。三元有一副天生
的男中音嗓子，但是唱不准调。他说，他只想唱好一首歌，而且练了不下几百次，就是“潇
洒走一回”。

愿三元一路走好！

李三元先生多才多艺，热衷社区活动。图为李三
元先生（左一）在2004的印地华人中秋晚会上主持节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