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密蘇里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聖路易新聞

Thursday Nov 3 2022

三家主要製造工廠將進駐聖路易地區
一 流 的 製 造 工 廠 James Hardie 即 將 在
Chrystal City 開建其第一家密蘇里工廠。有
100 多年歷史的 James Hardie 製造家居外牆
板和其他建築材料行銷全球。該公司計劃
在 Chrystal City 的建造一座 100 萬平方英尺
的工廠。工廠的破土動工預計將於 2023 年
4 月開始。目前，尚未確定新工廠何時實際

運轉。
這家主要製造商預計將為杰斐遜郡的
社區帶來 240 個新工作機會。
全球最大的汽車裝配供應商 Piston Automotive 也在上周二宣布將在 Wentzville 開
設工廠。該公司官員表示，新的業務計劃
將為社區投資超過 1000 萬美元，並帶來

200 多個新工作崗位。
另外上週三，已經在聖路易供應全球
特 種 礦 物 公 司 ICL 表 示 ， 它 現 在 計 劃 在
Carondelet 建造一個價值四 億美元的生產工
廠。該新工廠將生產用於電動汽車電池的
關鍵材料。

國 稅 局 發 送 信 件 給 900 多 萬 個 未 申
領刺激計畫補助金、收入所得稅抵
免、子女稅優惠以及其它福利但可
能符合申領資格的家庭；免費報稅
軟體開放至 11 月 17 日
從上周開始，美國國稅局向 900 多萬個人和家
庭發送信件，這些個人和家庭或有資格申領各類
重要的稅收優惠，但他們沒有通過提交 2021 年的
聯邦所得稅表來申領這些優惠。他們中的許多人
可能有資格申請部分或全部的 2021 年紓困金退稅
額、子女稅優惠、收入所得稅抵免以及其他稅收
優惠，具體取決於他們的個人和家庭情況。
該封特別提醒信將在接下來的幾周內送達郵
箱，發送給可能符合子女稅優惠 (CTC)、紓困金退
稅額 (RRC) 或收入所得稅抵免 (EITC) 資格卻尚未
提交 2021 年的稅表來申領這些優惠的民眾。這封
信，有英語和西班牙語版本，提供了這三種優惠
抵免的簡單概述。
“國稅局希望提醒可能符合條件的民眾，尤
其是廣大家庭，您可能有資格申領這些寶貴的稅
收優惠與抵免。”國稅局局長 Chuck Rettig 表示，
“我們鼓勵尚未提交 2021 年稅表的民眾檢查這些
選項。即使他們不需要報稅，仍然可能有資格獲
得幾項重要的抵免。我們不希望人們忽視這些稅
收抵免，這些信件將提醒大家，他們或有申領資
格以及可採取的步驟。”

申領優惠抵免
根據去年的《美國救援計畫法案》和其它最
近的立法，這些與其他稅收優惠都得以擴大。然
而，獲得這些有價值的福利的唯一方法，就是提
交 2021 年的稅表。
通常，個人和家庭可以獲得這些擴大的稅收
優惠，即使他們從工作、企業或其他來源沒有獲
得或獲得很少的收入。這意味著許多通常不需要
報稅的人今年應該報稅，即使他們最近幾年來都
不需要報稅。
針對此次信函發送，財政部稅務分析辦公室
根據 W-2、1099 表格以及國稅局掌握的其它協力廠
商報表，識別出了由於收入過低而通常不需要報

稅的個人。
這些信件類似于國稅局在 2020 年 9 月發出的特
別郵件，鼓勵 900 萬潛在的非申報者提交稅表來申
領第一輪的經濟影響補助金。國稅局一直以來努
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鼓勵通常不需要報稅的
人檢查根據稅法他們有資格申領的福利。每年，
或有資格獲得稅收抵免和退稅的民眾，都可能會
忽略提交稅表的重要性。
即使還沒有收到這封信的民眾，也可以提交
稅表。國稅局提醒大家，在 2022 年 4 月的正常報稅
截止日之後提交的稅表上申請的退稅，不會受到
處罰。獲得退稅的最快和最簡單的方法是以電子
方式提交準確的稅表並選擇經轉帳直接存款。

免費報稅軟體開放至 11 月 17 日
為了幫助大家免費申請這些福利，免費報稅
軟體今年將額外開放一個月的時間，直到 2022 年
11 月 17 日。該服務僅在 IRS.gov/FreeFile 上提供，
免費報稅軟體讓收入不超過 73,000 美元的民眾免費
使用品牌軟體線上報稅。免費報稅軟體由免費報
稅聯盟贊助，這是國稅局和稅務軟體行業之間達
成的一個合作夥伴關係。
民眾還可以訪問 ChildTaxCredit.gov/file 來提交
2021 年的收入所得稅表。收入低於 12,500 美元的個
人和收入低於 25,000 美元的夫婦，或可提交一份簡
單的稅表，來申請 2021 年的紓困金退稅額（涵蓋
他們可能錯過的 2021 年以來的任何刺激計畫補助
金金額）與子女稅優惠。個人不需要有子女就可
以使用 ChildTaxCredit.gov/file 來查詢適合自己的報
稅方案。

這些擴大的稅收優惠的更多詳情
這三項抵免包括：
★擴大的子女稅優惠：即使家庭在 2021 年下
半年有收到每月的預付款，也可以申請該優惠。

每個孩子的總優惠額最高可
達 3,600 美元。
★增多的收入所得稅抵免：法律提高了無子
女員工的收入所得稅抵免。還有一些變化可以幫
助到有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員工如果沒有符合
條件的子女，該抵免額最高可達 1,502 美元，有一
名子女的員工，該抵免額最高可達 3,618 美元，有
兩名子女的員工，該抵免額最高可達 5,980 美元，
有至少三名子女的員工，該抵免額最高可達 6,728
美元。
★紓困金退稅額：錯過去年第三輪經濟影響
補助金的人可能有資格申請紓困金退稅額。紓困
金退稅額通常被稱為刺激計畫補助金，還可以幫
助到那些沒有領到全額的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金
的符合條件的民眾（包括那些在 2021 年迎來孩子
的人）。每位符合條件的成年人、每位符合條件
的兒童或成年的被撫養人，最多可獲得1,400 美元。
除了這三項抵免，提交了 2021 年稅表的許多
申報人還可能有資格獲得另外兩項福利：
★增加的兒童及被撫養人看護費用優惠：支
付日托費用以便他們可以工作或找工作的家庭，
如果有一個符合條件的人，可獲得最高達 4,000 美
元的的稅收優惠，如果有兩個或更多符合條件的
人，可獲得最高達 8,000 美元的稅收優惠。
★慈善機構捐贈扣除：大多數採用標準扣除
的報稅人可以扣除他們在 2021 年做出的符合條件
的現金捐贈。已婚聯合申報的夫婦現金捐款最高
可扣除 600 美元，個人捐款最高可扣除 300 美元。
此外，有大額現金捐贈的逐項扣除者，通常有資
格在 2021 年進行全額扣除。
有關所有這些福利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
今年稍早在IRS.gov上發佈的情況說明書FS-2022-10。

有用的提示
國稅局敦促每個人在提交 2021 年的稅表之前
，都確保他們集齊了 2021 年的所有年終稅務報表
。除了所有 W-2 和 1099 之外，這還包括國稅局發
佈的兩份聲明 -- 第 6419 號信函（英文），顯示其
子女稅優惠預付款總額，以及第 6475 號信函，顯
示其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金總額。人們還可以使
用國稅局線上帳戶來查看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金
或子女稅優惠預付款的總額。對於收到聯合付款
的已婚夫婦，每位元配偶都需要登錄自己的帳戶
來查看各自的金額。
無論是否使用免費報稅軟體，任何人都可以
在國稅局官網 IRS.gov 上查找其稅務問題的解答、
表格和說明以及易於使用的線上工具。他們可以
在家中、工作中或旅途中隨時隨地使用這些資源
來獲得所需的幫助。
申領這些優惠抵免不會影響個人獲得聯邦福
利的資格，例如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 (SSI)、補充
營養援助計畫 (SNAP)
、貧困家庭臨時援助
(TANF) 以及婦女、嬰
兒與兒童的特殊補充
營養計畫(WIC)。申領
這些優惠抵免也不會
影響個人的移民身份
以及獲得綠卡或移民
福利的資格。

福利的更多詳細資
訊 FS-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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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一流的醫生和領導者
我將爭取更大的透明度以改善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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