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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EB移民签证排期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7月1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年8
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2015年8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生的
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3年10月1日日
前进到2013年12月15日。印度出生的EB-2申请
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依然为2008年10月1日。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EB-2没有排期，为名额即时可用
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有名
额。而在EB-3类别，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的
截止日期从2011年9月1日大幅倒退到2004年6月
1日。印度出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2004年2
月1日前进到2004年6月1日。在中国较为流行的
EB-5投资移民，排期截止日期依然为2013年9月
1日。

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NIW EB-2申

请人来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递交
身份调整申请。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配偶出
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包括港澳台三 地），您在递交NIW申请时，
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同时递交
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期。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大更重
要的成果，也可以考虑申请EB-1。EB-1类别目
前有签证名额可用，无需等待排期。我们有不
少客户先委托我们申请了NIW, 后来有了更大更
重要的成果，又成功地申请了EB-1，如今已拿
到绿卡。

如果您不能确定您是否符合申请NIW的条
件，您可以联系张哲瑞律师作免费咨询: info@
hooyou.com 。张哲瑞律师会帮助您选择最适合
您的申请类别，并为您提供具体的申请策略。

台湾总统马英九访哈佛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最担心什么问题?

作者：平常心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7月11，12日兩天，在前
往位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友邦访问途中，「路
過」波士顿。除了會見僑胞之外，訪問了名校哈
佛大學，並且在校園內舉辦「不對外公開」的座
談會。

美國之音網站上，馬英九和與會者的大合照，
註明是「與會者提供」;台北派出媒体採訪，唯獨
刊出的照片，說是由「民眾提供」。難道台北記
者相機裡的電池全都沒電了?當然不是，這叫「維
持低調」。

美國有「一個中國」政策。台灣和美國沒有正
式外交關係，所以雙方的官方不會有正式往來。
馬英九到中美訪問，是「路過」波士頓，不是正
式訪問美國，是到波士頓機場加油站加油。所有
的行程為了要「低調」，所以原則上，不公開，
不接待記者。所以，記者照的照片都不算。非記
者的「民眾」才能照相。

還記得當年李登輝總統到康乃爾大學正式演
講，中共抗議不成，一路引發後來的台海危機嗎? 
當然，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今非昔比，中共對
馬英九在美國幹什麼，基本上採無所謂的態度。

事實上，馬英九在哈佛大學的座談會，美國的
中國問題專家，幾乎全員到齊，當面和馬英九討
論台海問題。只不過，馬英九這人，說白了，比
較單調，說不出什麼危言聳聽的話。他自稱，台
灣，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在他主導下，是

「零意外」，是不統，不獨，不武。但是，他強
調，維持「九二共識」是和中共維持和平局面的
必要條件。

反對「九二共識」的人士，認為台灣和大陸對
「九二共識」的認知都不同。台灣認為「九二共
識」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一個中國，
指的是中華民國；大陸認為，「九二共識」的「
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九二共
識」根本沒有共識，根本不存在。

只不過，台海兩岸如果今天就非要把「一個中
國」在白紙黑字上說得，做得，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戰爭。戰爭，顯然不
是大陸，台灣，美國，和世界所希望看到的。

馬英九說，「九二共識」的說法，是台灣提出
的，大陸認可的，不是大陸強加於台灣的。在他
主導下的台海局勢，和大陸的關係是前所未有的
穩定。台灣和美國的關係，甚至在安全合作上，
已比和美國斷交前更好。台灣海峽不再是造成美
國和大陸危機的導火線。

美方刻意在細節上，加大了對馬英九的接待。
各方專家的問題，早已不是馬英九時代台灣和大
陸的關係，而是「如果下一任台灣總統不接受九
二共識」，要怎麼應付?

其實，何止華盛頓的專家在問這問題，北京的
專家也在問同樣的問題。

馬英九抱哈佛大學校舍外的大樹。

馬英九清晨在波士頓查理斯河邊跑步.

又一家EB5投资移民区域中心出事了！

路凯能源涉嫌庞氏骗局被起诉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7月13日向旧金山的

联邦法院提出控诉，指控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路凯国际能源集团涉嫌诈欺，操作6800万美
元的骗局，受害者有许多是华人和来自亚洲
的投资移民申请者。圣盖博律师刘龙珠正在
联络相关人士共同起诉和索赔。

律师刘龙珠说，这是典型的庞氏骗局，
也就是公司本身不以经营业务来盈利，而以
虚假高回报率来骗取资金。其负责人杨冰清
号称经营石油与天然气事业，到处做广告办
讲座吸引投资，包括中国EB-5投资人的800万
美元。

律师刘龙珠：〝她（杨冰清）口头承诺
有20%以上的投资回报率，不断的吸金进来去
补这个旧的20%，给外界的观感就是说她这生
意很成功。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庞氏骗局。〞

路凯公司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办公室早
已人去楼空。有消息指称，她拿了投资人的
钱在北加费利蒙买了豪宅，还带家人去夏威
夷旅行。

有多次集体诉讼经验、执业已超过11年

的刘律师，希望帮助受害华人们挽回损失。
律师刘龙珠：〝状告路凯能源集团的名

目我们有很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告它欺
诈，因为它的做法不但违法，而且非常不道
德。〞

一般有限公司老板的私人财产不会被用
于赔偿，但庞氏诈骗例外。

律师刘龙珠：〝如果我们要申请比如说
紧急限制令，冻结财产的话，你一定要先
告她，你告了她之后，我们才好做紧急限制
令。〞

他呼吁此案的受害者要尽早起诉和索
赔。

〝我觉得华人社区像这样的庞氏骗局不
止一个，其他还有很多，所以遇到这种状
况，第一时间就要来处理，不能拖，越拖以
后状况越多，这钱你可能拿不回来了。〞

他希望华人应避免太急功近利而上当受
骗，让这种骗局不再有市场 。

（来源 美国中文网）

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又有一家EB5投资
移民区域中心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
的罪名告上旧金山联邦法庭。案件的结果目
前还难以推断，但这个案件涉及的问题再一
次提醒投资者通过EB5区域中心申请投资移民
存在的风险，特别是针对EB5投资者的投资欺
诈的风险。

按照美国移民法的规定，EB5投资移民区
域中心是经过美国移民局核准，可以募集EB5
投资移民的资金用于特定的投资项目而成立
的公司或私人经济机构。移民局批准一个EB5
区域中心只是表明移民局认可一个公司或一
个经济实体具有EB5区域中心的资格，但并不
意味着该区域中心的资本投资项目得到了美
国政府的认可或担保，也不意味着投资在该
区域中心EB5项目的投资人一定会获得美国绿
卡。

EB5投资移民区域中心从2008年以来在
美国遍地开花。投资移民区域中心的数目在
2008年只有30个左右，到2013年3月份增加到
287个。截止到2015年7月6日，移民局批准的
EB5投资移民区域中心达到689个。EB5投资移
民区域中心的爆炸式增长为众多EB5投资者申

请美国投资移民提供了方便的渠道。区域中
心的投资项目通常选在偏远或高失业率的地
区，因此投资50万美元就可以申请美国投资
移民绿卡，而且投资人也不需要参加投资企
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但是，每个EB5投资者
需要切记的是，区域中心的经营者为EB5投资
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提供区域中心这样一个
方便模式的同时，是为了实现经营者本身的
经济利益。一个正当经营，有效运作的区域
中心可以在实现区域中心经营者经济利益的
同时，帮助EB5投资人实现申请美国绿卡的目
标。如果选择了一个管理混乱，甚至用EB5区
域中心的牌子欺诈投资人的所谓区域中心，
那投资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美国有将近700个经美国移民局核准的
EB5区域中心在争抢EB5投资人的资金。难怪
中国的大城市包括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美国
EB5投资移民的讲座，说明会，介绍会一个接
一个，一波赶一波。有的请来美国某个州的
州长站台，有的请来政府部长站台，甚至有
的请来美国前总统站台。但是，不管投资移
民项目介绍材料印制的多么漂亮，不管区域
中心的经营者或项目中介把投资项目描绘的
多么令人振奋，不管请来站台的政府官员的
职位有多高，没有人能保证你的投资移民绿
卡一定能成功，没有人能保证你的投资本金
一定能收回。说到底，EB5投资移民的风险由
投资人自己承担。

EB5投资移民是通过投资来取得/换取美
国绿卡身份。既然是投资，就会有风险。但
是如何降低风险，规避风险，这需要投资人
对投资项目和运作项目的区域中心进行认真
的筛选，冷静的分析。也需要借助专业投资
顾问和移民律师的经验和帮助降低风险，实
现投资移民的目标。

如果你有EB5投资移民方面的问题或需要
EB5投资移民方面的法律服务，欢迎联系我
们。

警惕EB5区域中心投资移民受骗风险
杨仁家律师事务所

路凯国际能源集团总裁杨冰清

美国最“土豪”总统竞
选人 自吹身家逾百亿

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的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
普15日向外界炫富，称个人净资产总值超过100亿美元，成为历史上美国最
富有的总统竞选人。

谈及收入来源，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他不仅在房地产界眼光独到，
还是“股神”兼畅销书作家，去年净赚3亿多美元。

只是，财经权威杂志 认 定 他 在“吹牛”，实际资产没有那么多。
资产“数不清”
特朗普竞选团队15日发表声明说，按照美国总统选举法律规定，他已

向联邦选举委员会申报个人财产，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声明写道：“
申报表格不是为特朗普先生这样的重量级富豪设计的。举例来说，特朗普
有一栋房产价值15亿美元，但填表时只能记入‘5000万美元及以上’一
栏。”

根据法律规定，总统竞选人需在宣布参选30天内提交个人财务状况报
告。

按照特朗普团队的说法，他是美国历年来最富有的总统竞选人，净资
产远高于先前其他竞选人，包括亿万富豪罗斯·佩罗、私募基金投资人米
特·罗姆尼和富二代史蒂夫·福布斯。

数额引质疑
特朗普今年6月宣布参选总统时，称自己净资产为87亿美元。短短一个

月时间里，他的财富激增近15%，引发外界质疑。
在《福布斯》和《房产交易》杂志的评估中，特朗普名下没有任何一

处房产估价超过10亿美元。《福布斯》15日说，特朗普在“吹牛”，他的
个人财富总额应在40亿美元左右。

面对质疑，特朗普团队回应称，6月公布的87亿美元净资产是“一
年多前的旧数字”。过去一年，他在房地产、股票和娱乐领域均收益颇
丰，2014年净赚3.62亿美元，这还没算上分红、租金和利息等收入。

身为商界大亨，特朗普尽显“土豪”气质，参加总统选举几乎完全自
掏腰包。党内初选即将开锣之际，其他竞选人则忙于筹集为选战铺路的“
储备金”。

（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