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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巴 馬 總 統 在
APEC會議期間，和習
近平主席進行瀛台夜
話以後，習近平應邀
將在今九月份訪問美
國。中美雙方並且共
同宣佈限制二氧化碳
的排放，以期世界其
他各國能夠跟進，各
媒 体 對 此 都 有 所 報
導。

習近平來美的行
程 ， 各 方 當 然 都 還
在準備中。這國是訪

問，除了會有更親切的交談，習近平主席最想談
的，當然是「新型大國關係」。可是這「新型大
國關係」，會是什麼樣的新，兩大國之間又可能
共同管些什麼事？我們根據一些蛛絲馬跡，和讀
者討論。

哈佛大學邀請習近平
上星期，哈佛大學校長佛斯特訪問北京。三

月十六號星期一，她面見習近平主席，談了當今
全世界急迫的氣候暖化問題，她也當面邀請習近
平九月份訪美時，訪問哈佛大學。十七號星期
二，她在清華大學演講，談的就是環境。在座的
包括新任環保部部長陳吉寧，他也是前清華大學
環境系主任，前清華大學副校長。

習明澤畢業後在北大
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去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後

回到北京，現今在北大。 做為國賓和哈佛校友的
家長，習近平到哈佛大學應該是比較自然的。佛

斯特訪問北京，和她邀請習近平訪問哈佛大學，
也是哈佛教授們和佛斯特多次開會所促成的。

多年來，哈佛大學對中國的研究和了解，在
全世界首屈一指。 哈佛大學也是自由派的大本
營，講人權，講民主的先鋒。習近平訪問哈佛大
學要談什麼呢?

習近平最想談新型大國關係
瀛台夜話時，習近平最想談的，就是新型大

國關係。可中國這發展中的大國，和現在獨霸世
界的美國，要有什麼樣的新型的關係?

前蘇聯和美國冷戰時，以核導彈互相瞄準對
方，能把地球毀滅幾十遍的「舊型大國關係」，
已經不適用。但是如今美國這老大哥和新興的，
也想做二哥，又不想凡事都美國說了算的中國，
如果能有對話，也可能只是各說各話。中美兩
國，一個是超強，號稱羅馬帝國以後就沒有人超
得過的美國；和一黨專政的行政強國，未來大
國。若要談共同治理全世界各種問題，恐怕不那
麼容易。

治理氣候污染表現中國軟實力
如果真要有個新型的，大國之間的關係，來

共同解決全世界的問題，談治空氣污染，氣候暖
化是再適合不過的，畢竟中美兩國都是能源使用
大國。兩大能源使用國之間有個關係，共同領導
全世界，作榜樣治理全世界氣候暖化。這話有
譜。

帶領全世界治理氣候暖化，表現的是中國的
軟實力。 這年頭軟實力才是硬道理。

習近平會不會到哈佛大學演講，因素當然很
多。但是中美兩大國對緩和氣候暖化方面，共同
對世界作出貢獻的方向，應該是肯定的。

九月份习近平来美，
可能到哈佛大学演将？

作者：平常心

德航副驾驶故意坠机，
难以想像乘客最後的感受

作者：平常心

德航Germanwings 9525 號航班在從西班牙飛往德國的途中失
事。 當黑盒子裡的駕駛艙錄音被解讀之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就
是該航班的副駕駛將正駕駛鎖在駕駛艙外，獨自造成了這場悲劇。 
據媒體報導，當離開駕駛艙的正駕駛要回駕駛艙時，起先是輕聲敲門
要求開門。當發現副駕駛沒有反應，而飛機在副駕駛操縱下急速下
降，情況危急時，輕聲敲門變成了全力打擊企圖打開艙門。最後在乘
客的尖叫聲中飛機墜毀。

電子資料顯示，駕駛艙內有人把電腦自動飛行的路線改了，從三
萬八千英呎的高度，改成了一百英呎。

難以想像乘客在最後的幾分鐘的感受。
九一一之後，全世界的民航機的駕駛艙都裝設了堅固的金屬艙

門。 讀者可能注意到，飛機在起飛前，艙門一定會關閉。為了不讓
恐怖份子能打開駕駛艙門，艙門材料雖輕，也都相當堅固，而且只能
從駕駛艙內打開。

美國聯邦航空署規定，飛機在飛行中，駕駛艙內不能只有一名人
員。換句話說，當正副駕駛中任何一位要出去休息時，必需有另一名
人員替換，為的就是避免一名機師會獨立摧毀飛機。但是美國聯邦航
空署的規定，只適用在進出美國，或是美國境內飛行，或是美國的航
空公司。德航在歐洲境內的航線，當然不必依照美國的法律。

德國總理梅克爾，和德航總裁聽到這樣的調查結果，感覺真是無
語問蒼天。

德航對飛機的維護一向嚴密，一絲不苟，飛航安全良好。但是，
這不是天有不測風雲，真不知該叫什麼。

如果讓正副駕駛離開駕駛艙時，拿個鑰匙，可以從駕駛艙外打開
艙門。可要是恐佈份子從外出休息的駕駛手中搶到了鑰匙，這又……

歐洲已立刻討論修改駕駛艙內的手續。
從馬航失蹤的飛機，到亞航莫明奇妙的失事，和德航的墜機，飛

行安全中飛行員的個人因素比以前更顯得重要了。

H1b年度名额限制与豁免
常见问题解答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H1b的年度名额常常供不应求，需要抽签。一
旦没有抽中，或者在当年名额用完以后才找到好
的工作和雇主，就只能等待下一年名额，否则只
好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不过，有些H1b申请是不受
H1b年度名额限制的，受益人可以随时提交H1b申
请，犯不着与年度申请大军一起挤在4月头上过独
木桥。

不受H1b年度名额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a) 过去六年里曾经占用过H1b名额（使用H1b 
6年以上的需要另外讨论）；

b) 提交H1B的雇主是高等教育机构或者相关联
的非营利机构；

c) 提交H1B的雇主是非营利的研究机构或者政
府研究机构工作。

下面是张大钦律师事务所对H1B名额常见问题
解答。

1.我之前申请过H1b，现在换了雇主，是否重
新受到名额限制呢？

这里要分几种情况，取决于之前的H1b申请和
目前的H1b申请是否分别受名额限制。最常见的
是，之前的申请已经占用过H1b名额，那么现在的
申请不再受名额限制。如果之前申请H1b的雇主属
于上述b) 和c) 的情况不受名额限制，没有占用过
名额，现在的H1b也属于b) 或者c) 的情况，那么
仍然不受名额限制。如果之前的如果之前申请H1b
的雇主属于上述b)和c)的情况不受名额限制，现
在新换了雇主不再属于这两个分类了，那么会受
到名额限制。

2. 我之前用过H1b的名额，后来被解雇了转到
了其他身份，现在找到了新的雇主，是否重新受
到名额限制呢？

这样的情况，和上述情况的回答是一样的。
取决于之前的H1b申请和目前的H1b申请是否分别
受名额限制。最常见的是，之前的申请已经占用
过H1b名额，那么现在的申请不再受名额限制。中
间转换过身份的情况，并不会导致申请人重新受
到名额限制。

3. 我之前的雇主在4月1号给我申请了H1b，我
在6月份成功拿到了批准。但是我于8月份找到了
新雇主，也愿意支持我的H1b。我原先的H1b还没
有生效过，那么是否我新雇主的H1b申请仍然受到
名额限制呢？

虽然原先的H1b要到10月1号再生效，但是之
前的H1b已经成功批准。成功批准的H1b已经占用
了名额，所以第二个H1b申请不会占用申请名额，
随时可以提交。不过要注意生效期最早仍然是10

月1号。

4. 我现在是H1b身份，之前已经占用了一个
H1b名额，现在我找到一份兼职，新雇主也愿意为
我申请H1b，那么我是否仍然受到名额限制呢？

不受名额限制，因为已经占用过H1b的名额
了。

5. 我现在是H1b身份，之前的H1b因为是高校/
非营利研究机构不受名额限制，现在我找到一份
兼职，新雇主也愿意为我申请H1b，那么我是否仍
然受到名额限制呢？

如果之前不受名额限制，并且雇佣关系仍
然存在，那么新的兼职H1b工作无论性质如何，
也不受名额限制。这是移民法在同时雇用关系
(concurrent employment)中对H1b名额规定的一
个例外。不过这其中涉及到很多法律细节需要注
意，建议就个案咨询有经验的移民律师。

6. “在高等教育机构或者相关联的非营利机
构工作”可以不受名额限制，这里的“相关联的
非营利机构”是不是之必须要和高等教育机构有
股权上的控制关系？

并非如此。这里的“相关联的非营利机构”
所指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有股权控制关系的，也
包括有合作关系的非营利机构。如果在非营利机
构工作，建议咨询有经验的移民律师审核是否可
以利用关联关系豁免H1b申请的名额。

7. 我的雇主是一个营利机构，但是接受联邦
的funding，指派我到一个高校实验室从事特定科
学研究，我的H1B要受制于年度名额吗?

可能不受限制。移民法规定： (employed at) 
而不是“employed by”高等院校，即可享受H1b
年度名额豁免，并不一定要和上述高校有直接雇
佣关系。虽然申请人受雇于第三方，但是工作地
点是在高校，并且能证明主要工作内容与高校的
宗旨有合理的紧密关系(logical nexus)，也是
可以申请H1b名额豁免的。末了，大家要把“不受
名额限制”和“免交劳工培训费”区别开来。满
足这两者的条件不一样。譬如说，中小学学校提
交的H1B申请，有可能不用交1500美元的劳工培
训费，但是要受年度名额限制。此外，并非所有
非营利性机构都自动不受名额限制，只有非营利
性机构，并且主要业务功能是研究性质的，才可
以不受名额限制。这里说的研究，可以是科技研
究，也可以是社科文化研究。我们曾经协助过中
小学，医院，社科环保组织，NGO，甚至是社区组
织成功主张过年度名额豁免。如果你错过了年度
名额，但是你的雇主是非营利性机构，有一定的
研究性质，不妨咨询有经验的律师看有没有主张
名额豁免的可能。

　　当地时间24日，德国之翼航空公司一
架空客A320客机在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
坠毁。目前，空难搜救人员已经寻获了该
客机两个黑匣子中的一个。随着黑匣子数
据分析工作推进，更多情况被曝光，客机
副驾驶疑似“蓄意”将主驾驶员锁在舱门
外，并致使飞机撞山，但目前各方并不能
认定与恐怖主义有关。这些发现令事件开
始披上一层迷雾，诸多疑团急待解答。
疑团一：机长为何被锁驾驶舱外？

　　法国检方26日通报失事客机调查最新
细节时表示，客机在坠毁时系由副驾驶一
人操控。被锁在驾驶舱外的为客机机长。
　　据媒体报道，出于反恐需要，为保证
飞行安全，近年来基本上全球所有民航飞
机驾驶舱门都进行了全面加固，不仅舱门
都是防弹材质，也增强了安保功能。从驾
驶舱外使用暴力方法强行破坏舱门进入的
可能性，几乎为零。
　　以空客为例，在驾驶舱门处于锁闭
状态时，舱外机组人员需在舱门密码器上
按键发出“进舱”请求。如果飞行员处于
失能状态无法回应时，舱外人员需在密码
器上输入紧急代码，发出“紧急进舱”请
求。
　　然而，资深人士指出，根据安全规
定，舱门是由舱内飞行员来决定是否开启
的，舱内飞行员可以按下“Lock”键，拒
绝“紧急进舱”请求，把自己锁在里面。
这种情况下，紧急代码也无法打开舱门。
　　疑团二：驾驶舱内情况如何？
　　马赛共和国检察官布里斯•罗班(Brice 
Robin)在法国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根据
黑匣子记录的数据，在24日的飞行过程
中，机长和副驾驶员在前二十分钟内都在
正常交谈。对话录音显示，机长随后将驾
驶飞机的工作交给副驾驶员，起身离开驾
驶舱。据推测，机长应该是出去如厕。此
时，只有副驾驶员一人留在驾驶舱内，其
没有再说话，并启动了下降按钮。

　　这位检察官说，接下来就听到机长数
次通过对讲系统要求副驾驶员开门，但未
获回应。录音中的激烈撞门声应该是被锁
在驾驶舱外的机长试图破门而入的努力。
此外，直至飞机坠毁时驾驶舱内都有人的
呼吸声，可见副驾驶活到了最后一刻。检
方通报称，副驾驶似乎想要“故意摧毁”
客机。
　　而回看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25日对
媒体的说明，其指出该客机失事前空中管
制部门曾与机上驾驶员取得联络，当时空
管要求其保持在11400米高度。但仅在通话
1分钟后，客机就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
下，突然下降了，随后从雷达上消失。目
前尚不能确认，与空管通话的是否为驾驶
舱内人员——即客机副驾驶。
　　此外，数名飞行员和法国航空事故调
查处(BEA)前调查员对媒体表示，舱内可
能出现缓慢减压的状况，若是如此，且氧
气面罩未起作用，舱内飞行员很快就会缺
氧。但缺氧的推论没有得到权威验证。
　　疑团三：副驾驶卢比茨何许人也？
　　在26日的情况通报会上，法国检方确
认，德翼失事客机的副驾驶是德国籍男子
安德里亚斯•卢比茨。
　　根据汉莎航空公布的消息，卢比茨
在德国北部城市不莱梅接受了汉莎飞行培
训。不过在6年前，他的训练曾中断，后来
重新接受培训。目前不清楚训练中断的原
因。
　　在通过了包括心理测试在内的所有测
试后，于2013年成为德翼公司的一名副驾
驶。汉莎航空称，卢比茨拥有630小时的飞
行经验。与机长在汉莎和德翼10年飞行经
验相比，卢比茨确实还算是“新手”。
　　在26日的通报中，法国检方拒绝透露
卢比茨的详细宗教背景，同时表示，此前
未获得卢比茨与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有联
系的信息。德国安全部门也做出同样的表
态。德国当局近日或将提供进一步信息。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执行长史波26日召
开发布会表示，他对于法国检方的结论表
示“震惊”，认为卢比茨驾机撞山的动机
不明。史波表示，汉莎航空在选择员工方
面“非常、非常小心”。不过他证实，副
驾驶似乎有意阻止机长重新进入驾驶舱，
以便启动这次“致命撞击”。汉莎航空
称，正将此次坠机作为一起事故处理，其
他任何说法都只是猜测。
　　疑团四：黑匣子还透露了哪些信息？
　　法国调查人员目前分析的黑匣子为
客机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该记录仪能记录
座舱门开关的声音，及各种操控开关的声
音。它也能记录火灾或减压警报的声音。
其记录的所有细微声响都可能为找到空难
原因提供宝贵信息。
　　这个黑匣子于当地时间24日被找到，
虽然外部有所损坏，但在送至巴黎处理
后，发挥了重要作用。黑匣子宝贵的语音
信息被成功提取，也就是法国方面公布的
上述驾驶舱内外的情况。
　　此外，据透露，黑匣子还记录到了
坠机前最后几分钟，乘客发出的不知所措
的尖叫声，以及马赛机场空管人员试图与
该机组取得联系的呼叫声。据分析，机上
乘客直到飞机撞山时，方才发现惨剧的发
生。
　　客机上一般配置有两个黑匣子，除
了驾驶舱语音记录仪，还有飞行数据记录
仪。目前飞行数据记录仪还未被寻获，搜
寻方正在集中力量寻找。
　　疑团五：飞机下坠时间并非8分钟？
　　客机坠毁后，曾有多家媒体报道，客
机在坠毁前曾在8分钟内急速下降7600米至
近10000米，说法未能统一。
　　根据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的说法，
失事客机和空管间的最后通话定格在当
地时间24日上午10点31分。当天上午10点
30分，飞行员与空管通话，空管要求保持
11400米；10点31分，飞机突然下降，空

德翼空难：副驾驶或操纵客机撞山
然而许多疑问尚无解答

管要求飞行员回答，没有收到回应；10点35分，空管拉响警报；10点40
分，飞机高度仅为2000米，然后从雷达上消失。
　　针对客机短时间急速下降这一说法，有航空专家分析指出，飞机在
如此短的时间急速下降，虽然无法猜测其原因，但肯定发生了“紧急情
况”。
　　不过，根据英国《独立报》27日报道，一份最新的证据显示，在从
雷达上消失之前，德翼客机至少下坠了18分钟，而并非之前所传的8分
钟。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相关调查人员的确认。
    (来源 中新网）

哈佛大学校长佛斯特女

士在清华大学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