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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瞒报中国退休金

华裔新移民被罚
嘉 雯

7 月 28 日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希拉里正式代表民主党出战 2016年美
国总统大选，向白宫的宝座进发。

希拉里一路走来，从第一夫人到纽约州
参议员，再到美国国务卿，数十年的打拼，
以她的经历，走到今天，这当然令人钦佩。
然而在此时，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说女性角逐
总统就是对的事情。对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来
说，更要选择一个对的总统。

如特朗普一样，希拉里在选战中所体现
出来的优势和劣势都十分明显。希拉里最大
的优势在于她丰富的历练。而她的劣势也恰
恰在这里，希拉里在从政数十年给政敌留下
了太多把柄和攻击的目标。最近爆炒的“邮
件门”和“班加西门”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
例子。以及她的诚信，她的决断，都成为攻
击的靶子。

在理念和政见方面，希拉里秉持的是民
主党自由派的传统路线，比如说在移民改
革、经济社会改革都是秉持了民主党自由派
的路线。而这一路线恰恰与特朗普为代表的
保守派针锋相对。在今天，美国有相当大部
分人认为，自己是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政策
的牺牲品，他们怨气很大，对希拉里所代表
的这条路线心怀不满。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
种不满，因此希拉里是否能够争取到中间派
支持她的观点，是取胜的关键。

在美国国内政策方面，华人对希拉里政
见的最关注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
领域，她所支持的平权政策是否导致华人子
女上好大学会受到更大的限制。今年最高法
院裁决平权法案继续生效，那么华人最担心
的是配额制度是否会限制华裔优秀学生的入
学机会，这对高度重视教育的华人来说是非
常不公平的。美国教育当然要讲公平，但最
大的公平应该是起点的公平，也就是说在大
学录取的时候不应该考虑族裔等非关学术的
因素，而应该把素质和成绩作为最优先的考
虑。

其次，在移民改革方面，移民改革是大
势所趋，但是华人更希望建立一个保障合法
移民权益的移民体系，把加快亲属移民团聚
作为首位。而目前这种过于宽容、过于大度
的移民改革事实上不会给华人带来太多的实
际利益。

第三，在福利政策方面，华人信奉多劳
多得、能者多劳。而对于走向福利国家的社
会改革，实际上是心存疑虑的。因为这实际
上等于奖懒罚勤，最后会转嫁到由中产阶级
承担，目前欧洲的困局也说明了这种政策是
难以维系的。

希拉里与特朗普的角逐可以说是美国大
选史上，最为对立、最为激烈，最为混乱的
选战之一。不光是性别之战，也是理念之
战，政见之战。这两个候选人各有千秋，但
各自的弱点也实在是太多。

希拉里最大的优点是确定性，她的当选
可以给美国带来一个比较确定的未来，也给
世界带来一个比较确定的明天。但是当今世
界不确定性是主调，时局大变，人心动荡，
英国脱欧，欧洲恐袭。如果说按照常理测
算，希拉里应该胜算大一些。但是在这个不
可测的时代和岁月里，谁也不能打包票。

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压
倒了希拉里，在未来的选战最后阶段，现在
不是看谁更优秀，而是看谁更少说错话，做
错事，少给对方抓到把柄。这样的选举与其
说是令人期待，倒不如说带有一丝悲哀和无
奈。希拉里将有望突破美国最坚硬的玻璃天
花板，但走到今天，对希拉里来说，最硬的
天花板应该是自己：她是否能突破自身的种
种局限，说服选民。

（摘自美国《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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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揭幕。巴西华文媒体纷纷拿

出“看家本领”，除通过新闻报道让当地华侨

华人及游客及时了解奥运信息之外，也借助

奥运这股“东风”，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里约奥运来了 巴西华媒忙了
本报记者 卢泽华

跑赢奥运时间

在巴西华文媒体圈，早在数月之前，
奥运新闻报道的“前哨战”就已打响。目
前，多数巴西华文媒体都已开设了奥运专
版、专题，图文并茂地跟踪展示里约奥运
的相关情况，在时效上跑赢“奥运时间”。

作为深耕巴西多年的老牌华媒，《南美
侨报》 不仅在头版等重要位置报道奥运新
闻，还专门策划有关专题。比如在“观奥
指南”版块，该报将里约奥运 16 个比赛
日的赛况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为读者解读
中国军团的“夺金地图”。同时，从奥运
开幕当天开始，该报还将以“电影”的形
式每天制作一部“奥运大片”，打造具有
视觉冲击力的奥运报道。在该报的官方网
站“南美侨报网”上，还特别设置“里约
奥运猜猜猜”专页，内容包括开幕式猜
想、奖牌榜猜想等板块，突出趣味互动的
同时，也将奥运前夕的新闻热点“一网打
尽”。

同时，巴西华媒也十分注重报道里约
奥运中的各种中国元素。比如巴西当地知
名华人网站“巴西华人网”就重点报道了
使用中国制造车辆的里约奥运地铁4号线的
开通情况。而“巴西侨网”在首页滚动报
道的奥运新闻中，多数都是以中国参赛情
况为重点的报道。

带你玩转里约

巴西华文媒体在当地的读者群相对稳
定，其影响力的扩大也往往存在着一块看
不见的“天花板”。而被里约奥运吸引而来
华人游客则为这些华媒扩展影响力提供了
好时机。对此，各家媒体也纷纷上线各种
针对全球华人游客的“吃玩”指南，以获
取关注。

比如在南美侨报网的“玩转里约”专
题页面里，就可以看到专为奥运期间身在
里约的华人提供的旅游生活信息。包括推
荐当地有名气、口碑好的餐厅、巴西当地
的旅游和奥运观赛地图，详细介绍巴西的

自然风景、人文景观以及奥运场馆分布，
并提供相应的联系方式，让游客出行无忧。

与南美侨报网不同，“巴西华人网”除
了为游客提供必要的吃、玩信息之外，还
专门在首页推出了奥运相关信息的论坛专
页，以供游客随时发布在里约游玩的需求
信息，以及分享、讨论游玩时的感受和心
得。记者注意到，除了“南美侨报网”和

“巴西华人网”，“巴西侨网”“巴西华人信
息网”等网站也都为来里约旅行的华人游
客提供了全面、实用的游玩信息。

提供多元服务

除了奥运报道和游玩信息，巴西华文
媒体也为自己的读者群体提供多元服务，
以解决华人在巴西当地社会语言不通、环
境陌生等问题。同时，在媒体运营多元化
的今天，当地华文媒体也乘奥运东风，积
极拓展业务，从事票务、旅游、翻译、住
宿等方面的中介服务。

比如巴西华人网在首页显要位置推出

“奥运本地服务”版块，包括旅游、租车、
翻译、订房等服务信息。在巴西华人网的
微信公号上，还专门增添了“奥运服务”
功能，使游客在手机端就能获得相关的本
地服务。在“巴西侨网”的首页，游客还
可以看到关于中国队比赛项目的票务信
息，并可以通过网站提供的联系方式订
票。对于很多初次来到巴西的华人来说，
观奥运、游巴西，安全问题是一大疑虑。
因此，海外华文媒体也注重刊登中国驻巴
西使领馆等部门的官方安全提醒，媒体也
会制作各种安全小贴士来提醒游客注意安
全。进入巴西华人信息网的页面，在“巴
西常用电话”版块中还可以看到中国驻巴
西官方机构使领馆、各类文教单位、中资
公司、新闻媒体等联系方式，以备游客不
时之需。

同时，巴西华媒还注重介绍巴西本地
的风俗习惯，以便让华人游客尽快“入乡
随俗”，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南美侨报
网在巴西人对“13”这一数字的禁忌、巴
西的宗教信仰情况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报
道。

最近加拿大法庭判处一对在加拿大领取老年金福利的华裔
移民夫妇，因未申报在境外的收入，要退还和扣减在加国领得
的福利。有会计师表示，为领老年金而瞒报原居地收入的案
例，在华人移民中并不鲜见，但是加拿大与中国签署有税务协
议，因此政府要审查瞒报情况并不困难。

加拿大对65岁以上长者发放的老年金福利，主要由两个部
分构成，包括老年金和基本收入补助，前者是凡在加拿大住满
10年的65岁以上长者即可领取，但数额并不大，一般移民约可
获200加元左右；补助金则可视个人收入情况多少而定，最多能
拿到近千加元。坊间因此出现有人瞒报在中国国内退休收入情
况。

曾服务加拿大国税局 30 年的多伦多特许会计师陈荫庭表
示，有人对漏报、瞒报在中国国内的退休收入，抱有侥幸心
理，其实加拿大与中国早在1986年已签署税务协定，而在此之
前，亦有其他渠道交换税务信息，后来签署税务协议只是代替
了以前的管道。他还表示，中加不仅有税务协议，近年来更进
一步将交换税务信息，变成了日常惯例，因此希望透过隐瞒收
入来逃税是愈来愈难。事实上，如实报税并不一定会被征税。
因税务协定避免了双重扣税，因此凡在境外已缴税的收入，在
加拿大其实是可以免税的。他又指出，瞒报一旦被税务局查
出，要付出很大代价，不仅要补交税款，还要交罚金，再加上
所欠款项的利息，最主要的是，税务局可以追溯10年的纳税情
况，如果有多年的欠税情况，则将要付出数额巨大的利息。如
果交不出款项，可能被判以其他财产抵偿。情节特别严重的，
还可能坐牢。

至于哪些境外收入可以在加免税，则要视乎长者在原居地
领取的退休金或其他福利金的性质而定，一般在私人企业领取
的退休金，是要在加拿大缴税的，具体情况可向加拿大税务局
查询，税务局对于哪些中国机关、企业和私人企业的退休金是
否要缴税，都有明细清单。

（摘自加拿大《星岛日报》）

根据阿根廷布市华裔议员袁建
平的提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
府和联邦的支持下，布市中国城及
附近主要街道街牌，日前已更改成
中西双语标示。这不仅方便了广大
侨胞出行，同时也在布市街景增加
了大量中国元素，体现了华人的影
响力。

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城
附近的轻轨列车站名，也将用中西
双语进行标示，当地时间 8 月 6
日，轻轨列车中国城站也悬挂中西
双语挂牌。在中国城附近的主要道
路的街牌，都用明显的中西语进行
标示。同时，街牌还特别标注了中
国城的行进方向和到中国城的距

离，使行人非常方便地辨别方向，
能够准确地来到中国城，感受中国
文化，品尝中国美食。

随着华人在阿根廷参政议政、
经济实力提升和进入各项领域的增
多，阿根廷华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
加大。就像一些旅阿华侨华人所
说：“这不仅仅是街牌中含有中
文，更重要的是华人在阿根廷已经
得到了广泛认同，这算是旅阿华人
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摘自阿根廷华人网）

●阿根廷

布市华埠悬挂双语路牌
柳 军

希望留在澳大利亚且与澳大利亚
公民结婚的海外人士，可以通过申请
一 份 配 偶 签 证 与 伴 侣 团 聚 。 然 而 ，
6865 澳元的办理费用，使澳大利亚配
偶签证在全球同类签证中成为了最贵
的，如此高的签证花销开始引发了人
们担忧。

除 6865 澳元的配偶签证申请费用
外，等待发放签证的过程也是漫长
的。一些伴侣表示，在向澳大利亚移
民部提交配偶签证申请后，通常要花
费 1 年时间才能获得签证。不仅如此，
这些与澳大利亚人结婚的海外公民还
必须支付健康状况证明以及警方核查
程序的费用。如果其签证未被批准，
这些费用是不能退款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配
偶签证费用更显得昂贵。英国的同类
签证费用比澳大利亚的一半还少，约

为 2428 澳元。而美国的配偶签证费用
甚至达不到澳大利亚签证费用的 1/3，
为1477澳元。

据了解，澳大利亚配偶签证费用
的价格自5年前的1735澳元经历了大幅
增长。移民中介机构认为，这一费用
太繁重了，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公民
与其伴侣团聚的权利。

最新数据显示，申请澳大利亚配偶签
证的人数正在下降。2013年至2014年，
共有 6.0008万人提交了配偶签证申请。
但这一数字在 2014 年至 2015 年下降至
5.6943万份。同时，在2013年至2014年，
澳大利亚政府共批准签发了4.5983万份
配偶签证；而在2014年至2015年，这一数
字为4.5415万份。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分
别有4351份和5422份签证被拒。

移民部发言人表示，政府希望能
在1年内完成75%的签证办理申请，但

配偶签证的强劲需求超过了每年的供
应数量，而这将导致进一步的延迟。
尽管如此，这名发言人称，申请澳大
利亚配偶签证的人可以在等待申请结

果的过程中工作或享受到澳大利亚医
疗保健系统的便利，只要他们在申请
配偶签证时一直留在澳大利亚。他解
释，临时配偶签证是拿到澳大利亚永
久配偶签证的第一步，当申请以及被
批准获签时，申请人必须身在澳大利
亚。在永久配偶签证获批之前，临时
配偶签证可以允许签证申请者在澳大
利亚停留、工作、学习以及在医保系
统注册。然而，在澳大利亚留学的配
偶签证申请者则不能在等待期间享受
到政府的拨款资助。 （摘自澳洲网）

●澳大利亚

“配偶签”全球最贵
魏 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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