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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州华报宗旨：
為印州社區提供一個時事新聞，经

济及文化教育等資訊的免費信息交流
平台。同時，我们与社区的各社会团体
合作，增加美籍华人在印州社会的影响
力，促進印地安那的国际形象和发展。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员，
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爱。我们
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坚持每两周发行
这份中英双语报纸，免费服务印第安
纳波利斯和周边的社区，全靠广大读
者的捐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们继
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The views of the columnists in IAAT are their own and do not necessary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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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LHP Engineering Solutions (Columbus, IN) 主办、America China Society of 
Indiana (ACSI)、Columbus Multi‐Ethic Organizations (CAMEO)、Columbus 
Chinese Association (CCA) 共同协办 

针对2017年移民法相关改革的分析座谈会 
时间：2017年3月30日，中午11：30 ‐ 10 
地点：哥伦布市中心 The Commons, 300 Washington St. 
提供免费午餐以及现场 Call‐in、Web Streaming 

自美国新总统川普上台，有关移民法的过会提案、总体政令纷纷出台。现在

的网络通讯时代，让人很难辨别文章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由此引发了众多外

籍人士为其移民身份的忧虑。为此，我们邀请了专业的移民律师为我们分析

现有法案以及最新提案的区别，以及未来法案的可行性。届时，华尔街日报

的记者也将会对此次座谈会进行报道。 

我们邀请了Blair Wheat 先生作为主要讲解师，以及另外几位印州资深的移民

律师组成 Q&A 问答小组。Wheat 先生自2008年以来，主要在印第安纳州专业

从事基于就业的移民法律，目前就职于LHP 法律总顾问; 2011年加入美国移民

律师协会印第安纳州章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s Indiana 
Chapter)。他将在 AILA 的国家行动日倡导移民改革举行会议，与国会议员们

在 2017 年 4 月 6 日见面。 

投资移民EB5利益相关者：
EB5递交申请小贴士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上周五移民局举行了利益相关者现场
和电话会议，移民局局长Nick Colucci首
先公布了本财政年度I-526和I-924递交和
审理数据，目前移民局共170名移民官审理
EB5案件，移民局今年将继续雇佣EB5审案
移民官（adjudicator）。

目前EB5投资移民区域中心将近900
家，移民局将加大监管，对区域中心和项
目进行现场调查（onsite visit），移民
局今年预计对250家新的商业企业（NCE）
和创造就业的项目（JCE）（包括区域中心
和自我投资）进行现场调查，并将调查结
果反馈给投资移民项目办公室（IPO）。移
民局目前有三个分支部门负责区域中心的
申请（I-924A），分别负责审理I-924A，
对区域中心采取措施发布意向终止(intent 
to terminate)通知，和现场调查。

移民局将采取更加透明化的措施，在
USCIS网站上公布意向终止的区域中心名单
和终止理由。另外，移民局官方网站EB5部
分将推出汉语版（目前移民局官网有英文
和西班牙语两个版本）。

此外，投资移民项目办公室(IPO)副主
任Julia Harrison对I-526和I-924如何递
交申请材料提出几点建议，这些建议并非
新的审理政策，目的是方便移民官审理案
件：

• 递交的申请材料最好单面打印，不
建议提交双面打印的材料；

• 申请最好递交封面（cover 
letter），总结申请的按顺序列清
所有递交的申请材料；

• 建议提交申请材料目录（Index）
，每份申请材料用标签或隔页纸
（tabs）隔开，方便查找；

• 每份申请材料如果有多页，请标明
页码；

• 如果向移民局重复递交已经提交的
材料，或者递交做过修改的材料，
请标明重复递交和修改的材料；

• 申请材料须清楚，字迹可识别，字
体切忌过小；

• 非英文的文件必须匹配相应的英文
翻译；

• 投资者递交I-526后，如果决定放
弃申请，建议通知移民局撤销申
请。

 

会议简短回答了关于资金来源和区域
中心的问题：

1. 用比特币（bitcoin）做资金来
源：虽然有使用此方法申请EB5
被批准的案例，移民局并未给出
确定的答复，移民局称正在考虑
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法律和监管问
题（statutory and regulatory 
issue）。不过，移民局要求投资
的资金必须是EB5申请人所有，直
接或者间接通过合法渠道取得。

2. 新的商业企业（NCE）必须是以盈
利为目的的组织，不可以由于税务
理由成立非盈利组织作为新的商业
企业，区域中心控制的创造就业机
会的企业（JCE）可以是非盈利组
织（non-profit）。

3. 投资移民申请人的资金在汇到新的
商业企业前，如果汇到申请人和
配偶的共同账户，移民局要求申
请人能够证明其对资金有控制权
（control of funds）。

白宫：
维基揭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星期四下午的白宫记者简报会上﹐白
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总统重视这次
泄密案﹐并且认为这危及国家安全。他
说：“我想正如我们评论过的﹐总统对于
威胁并且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国安资料的
泄露严重关切。很明显的他相信中央情报
局的系统已经过时并且需要被更新。因为
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并不讨论目前的个
案。不过我想就科技层面来讲﹐总统认为
中情局需要更新。”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也对于维基揭密的
创办人阿桑奇发表意见﹐他说：“美国政
府对于阿桑奇已经采取了立场﹐而我不认
为那有所改变。他损害并且破坏了我们的
国家安全。”

川普在星期四下午会面中央情报局局
长彭佩奥（Mike Pompeo）以及国家安全局
局长等国安官员﹐商讨后续。

维基揭密创办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星期三晚发表视频﹐对本次事件
发表评论。在视频中他以讽刺的语气批评
美国政府：“创造了这样一个武器库﹐然
后将之存放在同一个地方﹐还没有加以镇
守。这个毁灭性的无能﹐会历史留名。

阿桑奇同时说﹐维基揭密将中央情报
局发现的﹐科技产品的漏洞﹐提供给科技
公司修补。苹果公司星期三发表声明﹐许

多维基揭密现在才声称的问题﹐之前其实
已经在软件更新当中解决过了。韩国三星
公司表示﹐“对此事展开紧急调查”。维
基揭密说﹐中情局发现了苹果、谷歌、微
软等科技公司产品的漏洞﹐但并没有通知
这些公司。

但事实上﹐中央情报局并没有这个义
务﹐通知科技公司他们的产品有哪些缺
陷。 2016年加州圣伯纳提诺恐怖袭击之
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要求苹果公司协
助解开嫌犯手机﹐以利办案﹐不过苹果公
司拒绝﹐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之后联邦
调查局另外找到破解的方法。

中情局发言人乔纳森•刘在一份声明中
说，维基揭密的做法﹐“损害美国情报界
保护美国免遭恐怖份子和其他敌人袭击的
能力。这种披露不仅危害美国工作人员和
业务，而且还使我们的对手掌握了工具和
信息来伤害我们。”

维基揭密会揭中俄的密吗？

如昨天节目当中所说﹐维基揭密公布
的所谓“七号宝库”（Vault 7）的第一部
分﹐包括了中央情报局的网络武器库跟电
脑程式码﹐暴露了“中情局实施黑客攻击
的全部能力”。这将能让对美国想进行网
络攻击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伊朗、
朝鲜等等﹐以及恐怖组织﹐能够防御美国
的网络攻击﹐并且反过来入侵美国。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退休空军上将迈
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在美国媒
体上说：“我现在非常接近认为维基揭密
是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只手臂，一个代理
人。”

维基揭密虽然号称要促进信息自由跟
互联网自由﹐但其公布的机密资料皆是美
国政府的机密﹐并没有公布过人权侵害严
重的国家﹐如中国或俄罗斯的机密档案﹐
也没有公布过普京或习近平等人的机密资
料﹐所以其背后动机也引发外界议论。

（摘自 美国之音网）

维基揭秘创办人阿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