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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钦律师谈川普上台
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中）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接上一期）
华人当中，非法入境的很少。入境后身

份过期的有一些。但是如果在身份过期前提
交了庇护申请，则他们在美国的停留应属合
法。川普声称要遣返的是有重罪记录的非法
移民，此类华人，已知数量很少。

目前川普的网站公布的对合法移民政策的
立场比较简略，主要如下：

1，优先解决美国人口的就业、收入、安
全保障问题；

2，加强移民控制让工作优先招聘美国
人；

3，保护现有移民的经济利益，控制工
作移民：以移民申请人的在美国获得成功的
可能性和在经济上支撑自己的能力作为选择
标准；调查移民申请人是否认同美国的价值
观，美国的体制和美国人民，并且暂停从恐
怖分子来源地或者无法清晰调查移民申请人
倾向的地区的移民；加强执行移民法，依法
保护美国的繁荣和发展。

这几条的思路总体上是要限制移民和外籍
工作签证持有人数量，我们就此逐一讨论：

第一，首先是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法定
权利义务基本不会因为修改移民政策受到影
响：如果是出生在美国的国民，美国的出生
即获得国籍的法律是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
所确定下来的，目前执行已有百年历史，修
改宪法在美国极端困难，推翻已有的判决也
并不容易，因此在美国出生的小孩的国籍并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即使以后有所改变，
也不会对已经出生在美国的人的国籍产生影
响；对于出生后入籍美国的华人，如果不是
在入籍申请时的材料作假，也不会丧失美国
国籍。

第二是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目前在美
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居住和搬迁、旅行，几乎
享受所有的等同于美国公民的福利，只是不
能参加投票和竞选。永久居民的身份是《移
民与国籍法案》（INA）规定，如果要取消
这种身份需要对国籍法进行大幅度改动，这
需要国会的同意才能办到。而美国绿卡的获
得渠道大部分也是法定，修改也要国会的许
可，具体条件我们会在后面提到。而绿卡持
有人能享受到的福利多少，很多是由州政府
规定，并不一定受到美国总统变更的影响。

1、EB1a/b优质人才移民：这种绿卡是授
予特殊人才和杰出教授、研究人员的，移民
局目前对这两种绿卡的审核已经相当严格，
要求特殊人才具有国际知名奖项或者其他社
会认可，要求杰出教授、研究人员有发表论
文等等。理论上如果川普政策极其倾向于减
少移民，移民局可以进一步提高和改变对证
据的认定标准，但是这会降低美国对全世界
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考虑到这这种绿卡本身
的适用面不是很广，以及通过这种绿卡来到
美国的优秀人才对美国的发展会做出的重大
贡献，我们认为收缩此类案件的可能性不
大。 但是，如果中介大力推广EB1签证，出
现诈欺和造假泛滥的现象，川普在行政机构
内可以做要求移民局进一步加强后期调查。
目前已经有很多EB1A申请人报告说在I-485的
阶段被移民局要求出示继续在同一个领域做
贡献的证据。

2、EB1c高管移民：这种绿卡发放给跨国
公司常驻美国子公司，分支机构或者关联企
业的高管人员，要求该跨国公司美国部分已
经持续经营超过1年，并且有相当的业绩和
雇员。考虑到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
重要作用和在美国创造的经济效益和就业岗
位，我们认为这种签证也不会被过度限制，
国会也不太可能取消这种签证。但审理标准
水涨船高有可能，这是川普在行政部门内部
就可以做出的改变。

3、EB2职业移民。 分两种： NIW和常规
的PERM劳工短缺证明。 NIW申请人在某个
领域做出了优秀贡献，会给美国的国家利益
产生全局影响。EB2 的工作岗位要求硕士以
上学位或者学士学位加5年相关工作经验。

国家利益豁免（NIW）可以跳过PERM
劳工证阶段，直接提交Ｉ-140移民申请。 不
需要雇主支持。凭自己实力，心动就可以行
动。NIW的审理标准是通过一个ＡＡＯ的判
例来确立的。ＡＡＯ完全属于行政部门，川
普想要改变这个比较容易。但是这个ＮＩＷ
起源于苏联解体的背景下，　曾帮助美国收
获了大量的核科学家。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很
多年轻优秀人才通过ＮＩＷ移民到了美国。
美国的获取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损失。“Brain 
Drain”对美国而言是一个赚钱的买卖，川普
不应该傻到要收缩这个吧。

PERM劳工证批准的前提是在美国找不到
最低限度合格的美国人或者绿卡人士胜任这
份工作。因此，PERM劳工证会审查该职位在
招收移民之前是否已经尽力招募美国公民和
绿卡持有人而无法招到，或者提供的工资、
福利等条件是否会对美国本地劳动力市场造
成冲击，降低美国人福利等等内容。具体审
查标准的严格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工部
的内部政策备忘录指导，而这种备忘录属于

行政部门内部的政策性解释，相对而言比较
容易地颁布和施行的。 如果川普要强调保
护美国工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行政指令要求
劳工部和移民局的审案人员从严把握审理尺
度，这种案件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如果劳工
部提高普遍流行薪水和准入门槛，这可能会
减低美国雇主雇佣外国人的积极性。劳工证
类签证很容易受到收缩政策的影响。

4、EB3职业移民。这种绿卡是发给技术
熟练员工、具有学士以上学位的专业人士，
或者其他美国紧缺的劳动力的人的绿卡。这
种绿卡的发放同样要进过PERM审查，可能受
到的影响与EB2类似。

5、EB5投资移民。 考虑到目前川普的头
号目标是振兴经济提高就业，投资移民应该
是对这个目标有利，估计被限制的可能性不
会很大。另外，川普本人的关联企业也有通
过投资移民项目融资的先例，更何况EB5移民
签证数额已经少的可怜，还有严重的排期，
所以我们认为在他正式就职之后对该项目做
出进一步压缩的可能性很小。相反的，出于
一个商人逐利的本能，尝到了资本甜头的川
普总统说不定会支持加大EB5投资移民的力度
呢。

6、亲属移民：家庭成员、近亲属、未婚
夫妻以及结婚等情况的移民受到限制的可能
性不大，这直接关系到美国公民的利益，而
且名额都是严格法定的。

第三是非移民签证，在美国有短期合法身
份的人员：

1、商务旅行签证：这种签证有效期目
前由中美双边互惠协议延长到10年，这种签
证对美国并不产生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也带
动美国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
就业岗位。我们认为这种签证受到的影响的
可能性极小。但是考虑到最近赴美生子产生
了一定的争议，签证的发放和持该签证入境
的人可能会被问及是否来美生子，在现行法
律下，来美国生子属于B2旅游签证的合法范
围内，只要真实回答，避免被认为有签证欺
诈行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川普总统掌握
着行政权，下面的使领馆，移民局，海关，
司法部，都唯他马首是瞻。如果川普决心要
打击来美生子，那他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供使
用。如果真要扫荡，旅游生育和月子中心现
象都可能要个体化，低调化。

2、学生签证，目前中国在美留学生高达
几十万，是美国教育业的重要收入来源，并
且带动其他消费、创造就业、培养高素质劳
动力，而除了经济收益之外，留学生对传播
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国际形象也有很大作
用。年轻时候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 大多天
然会成为终生亲美派。 考虑到美国大学对政
界的影响力，以及美国需要更多的亲美派来
输出文化影响和维持世界领袖地位，我们不
认为学生签证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但 是 学 生 签 证 O P T 很 容 易 受 到 影
响。OPT项目允许在美国获得全日制学士及
以上学位的国际留学生毕业后未获得工作签
证的情况下在美国工作一年的资格，但是该
项目并非移民法的法定项目而是移民局的行
政规则，修改这个项目也并不需要通过国会
的法案，移民局自身可以通过Notice-and-
Comment的程序进行修改。如果川普正式就
职以后强力推行反移民政策的话，这个程序
是比较容易被修改的。

3、工作签证：H1b是专业人士工作签
证，目前每年都严重供不应求。移民法规定
的每年85000个名额都需要抽签才能决定归
属。硅谷等高新技术产业区很多科技界从业
人士都是持有H1b签证的外国员工，他们比较
希望放宽H1b名额而不是进一步收紧。

但是申请H1b外国员工的雇主需要提供给
该员工不低于该行业当地普遍工资的薪水，
这个普遍工资的计算由劳动部决定，他们可
以通过变更计算方案的方式提高这个工资水
平来减少外籍员工申请，但是这也需要一定
的时间。

移民局可能会顺应呼吁严格查处和限制IT 
consulting firms 滥用H1b名额的情况。多个雇
主给同一个雇员递交申请的印度籍员工可能
影响比较大；另外也可能在申请人数超过法
定名额的情况下优先将H1b签证发放给受到美
国的大学教育或者拥有来自美国的学校学位
的人，而不是持外国学位的人，这可能对找
工作的中国留学生有好处。考虑到川普夫人
梅兰妮就是通过H1B签证来美国从事模特工
作，后获得职业移民绿卡的。 说不定梅兰妮
给川普大帝多吹耳边风，增加H1B名额的事
情就有眉目了。 但增加名额需要经过国会。 
这要看川普能否有能力统合党内两院同志修
改法律了。

4、L1跨国公司高管调动签证。这个签证
和EB5投资移民类似，考虑到这种签证对美国
经济和就业的好处，应该总体上不会受到严
重影响。但某些时段内，防伪打假会加强，
审理的标准会逐步走高。

（未完待续）

(上接前期)

转眼就快到年底了。除了过节之外，
报税也逐渐提到了大伙的日程上了。这期
想简单介绍一下2016年在税法上的一些变
动。大部分都是与通货膨胀相应的调整，
没什么大的变动。

·税率的调整 - 最高的税率依然是39.6%
。例如，单身的纳税人，2015年应交税
收入超过$413,200的税率是39.6%， 而
2016年这个数额提高到$415,050。具体
税率见下表。

·户主的标准扣除额 (Standard Deduction) 
从2015年的$9,250增加到2016年的
$9,300，其他报税身份的标准扣除额与
2015年一样

·American Opportunity Credit (美国机会
赊税额)是用来减轻纳税人支付大学学
费负担的。 这个赊税额的最高数额在
2016年被永久性地定在了$2,500

·豁免额 (Exemption)从2015年的$4,000
增加至2016年的$4,050

·替代性最低税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的豁免额增加了$300(单身或
夫妻分开报税者)或$400(夫妻合报)

·能够存钱进Roth IRA账号的收入限制
2016年提高了一千元

·遗产税的免额2016年增加了2万元至
$5,450,000

·允许退休账号（IRA）免税直接捐赠给
慈善机构的规定在2016年成为永久法规

·允许中小学老师自费购买文具的抵税
额2016年增加至$257,同时这条规定也
成为永久法规

以上是一些2016年常见的可能会对个人
纳税者有影响的税法变动。

   （未完待续）

【财金之角】

2016年税法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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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率 单身 夫妻合报或合格鳏夫/寡妇 夫妻分开报税 户主

10% $9,275以下 $18,550以下 $9,275以下 $13,250以下

15% $9,276 - $37,650 $18,551 - $75,300 $9,276 - $37,650 $13,251 - $50,400

25% $37,651 - $91,150 $75,301 - $151,900 $37,651 - $75,950 $50,401 - $130,150

28% $91,151 - $190,150 $151,901 - $231,450 $75,9 51 - $115,725 $130,151 - $210,800

33% $190,151 - $413,350 $231,451 - $413,350 $115,726 - $206,675 $210,801 - $413,350

35% $413,351 - $415,050 $413,351 - $466,950 $206,676 - $233,475 $413,351 - $441,000

39.6% $415,050以上 $466,950以上 $233,475以上 $441,000以上

在IU Simon 的 The 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癌症中心的乳腺组织库是科学家
们为乳癌研究而建立的。因为要想知道什
么是不正常组织，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正
常组织。从乳癌患者，正常人，以及良性
乳腺病的组织比较中，才能更好地诊断和
治疗乳腺癌。

您捐献的正常乳腺组织对于研究乳癌
的治疗、根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
仅对于我们这一代，而且对于下一代的一
代，都有极重要的意义。需要明确的是，
这种研究对于捐赠者本人并无直接的医疗
利益。

参加乳腺组织捐赠的条件:

18岁以上的妇女

懂得并愿意在捐赠同意书上签字

愿意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填写问卷和
乳腺采样

告诉我们您在去牙医那里之前是否需
要服用抗菌素

对局麻药物没有过敏反应

没有用抗凝药物（阿斯匹林除外）

没有做过隆乳手术

您知道吗 –

亚裔妇女移民美国之后，乳腺癌的发
病率逐渐追上了乳癌最高的白色人种

乳腺癌是美籍亚裔妇女最常见的癌症

美国印第安人妇女和阿拉斯加土著妇
女的乳癌发病率在所有种族中最低，而乳
癌死亡率在同期最高，超过西班牙裔和亚
裔美国妇女（根据2002-2006美国癌症中
心的数据）

乳腺组织捐献采样信息：

时间：2017年1月21日（周六）8am 
– 2pm, 需要预约

地点：IU Simon Cancer Center, 
Women’s Clinic 2楼， 1030 W. Michigan 
St. Indianapolis, IN 46202

请电话预约Komen Tissue Bank 
317-274-2366, 或者访问网页 www.
komentissuebank.iu.edu 

您可以为乳腺癌的研究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