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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局宣布新措施
加强打击H-1B签证欺诈行为

张哲瑞 律师事务所供稿

4月3日，就在美国移民局开始接受
申请2018财年H-1B名额的第一天，移民
局上午宣布，将进一步采取额外措施来
打击H-1B签证中存在的欺诈及滥用现
象。为防止“被忽视或不公平对待”的
美国员工因为外籍员工而失去工作机
会，移民局还公布了一个专用邮箱，鼓
励美国工人和H-1B签证持有人举报可能
存在的违法滥用H-1B的行为。另外，移
民局还宣布将加强对H-1B申请雇主及其
雇员工作地点的实地查访，重点针对大
量雇佣H-1B员工的雇主，以及雇佣了不
在公司地点固定工作的H-1B员工的雇
主，称这样的公司很可能存在欺诈和滥
用行为

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的第214(c)(12)条
规定，为外籍员工申请H-1B非移民签证
的雇主，以及为拥有H-1B非移民签证
的外籍员工更换公司的雇主，在申请
费外，还需要额外支付500美元的防伪
费（Fraud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Fee），用于移民局实地查访。移民局进
一步表示，这样有针对性的、突击的查
访将从即日起开始，并且这些现场考察
只是针对滥用H-1B签证的雇主，并不会
对非移民类雇员采取任何行政或刑事行
为。 

美国移民局在开始接受申请2018财
年H-1B名额的第一天发布这样一则通
知，这个时间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外
界普遍预计，每年6万5千名的H-1B常规
名额以及2万个留给在美国获得硕士或以
上学位的H-1B申请人的名额，将在4月初
的前五个工作日内被用完。当申请数量

超过名额上限时，移民局将启动电脑随
机抽签的模式。 

这项针对H-1B欺诈的新规是紧随先
前其他有关H-1B签证的处理和规定出台
的。三月初，移民局宣布将暂停H-1B申
请的加急处理。上周五，移民局还取消
了一项曾长期存在的、针对计算机程序
员（Computer Programmer）H-1B申请
的政策。在这份上周末发布且立即生效
的文件中，移民局规定，计算机程序员
这一职位将不再被自动认定为专业职
位，因为“计算机程序员利用信息技术
知识和技能帮助企业实现其目标的这一
事实，并不足以说明这一职位是专业职
位”。当这一政策被付诸实践时，很
有可能将导致补充证据通知（Request 
For Evidence）和否决意图通知（and 
Notices of Intent to Deny）的增多，
特别是对于入门级职位的申请人而言更
是如此。由于这项政策变化是立即生效
的，所以已经提交申请但正等待结果的
受益人也被波及，如果未来有人提交诉
讼来挑战这项政策，应该不会令人惊
讶。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政策变化背后的
大环境。川普总统在其就任之前便曾表
示将针对高级技术签证类别，比如H-1B
签证中的欺诈、滥用现象采取严厉措
施。在一月份，一份未签署（且至今未
被确认）的总统令草案中，透露出将改
革H-1B制度的意图，以“加大力度防止
给美国员工造成损害”。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过去数日内发布的这些政策似乎
预示了川普政府正在迈出改革H-1B制度
的第一步。

美国破获虚假移民项目 
受益人含中国“红通”逃犯

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 港媒称，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政府机构人员5日突然搜
查了两处住宅和一家企业，这些住宅和企
业据称同一个案值5000万美元的签证欺诈
项目有联系，从该项目受益的中国大陆居
民多达100名。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6日报
道，美国当局说，该案件中的主要嫌疑人
帮助富有的中国大陆居民获取美国的永久
居留签证，以换取虚假投资。

参与有关调查的一名联邦调查局
（FBI）探员的书面陈述显示，加利福尼亚
州律师维多利亚·陈（音）和她的父亲从
2008年开始说服100多名中国人向加利福
尼亚州投资移民基金（CIIF）和相关企业
投入50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以获取所谓
EB-5计划下的签证。

报道称，EB-5计划为外国人提供美国
的永久居留权——通常称为“绿卡”，但
申请人要在一家美国企业至少投资50万美
元，并且必须在美国制造10个就业岗位。

FBI探员加里·陈（音）在书面陈述中
写道：“由于这个欺骗性项目，很多外国
人能不正当地通过EB-5签证计划获得美国
绿卡，即使这些外国人实际上没有投资于
美国企业，也没有在美国制造新的就业岗
位。”

加里·陈说，从该项目受益的人中有

三个是中国“百名红色通缉令”上的逃
犯，这些人被控犯有受贿和滥用权力罪。

据称，维多利亚·陈和她的父亲向投
资者承诺会全部退还他们的资金，但他们
扣留了一些钱为他们自己和陈父的一名中
国女性伴侣购买豪宅。他们还向当局提交
了一些计划以进行各种开发项目，但这些
项目从未有过进展。

官员们说，在本案件中尚未逮捕任何
人，也没有提起正式指控。

随着5日发起突击搜查行动，调查人员
希望开始解开这个复杂的案子。在突袭行
动中，同该项目有关的计算机、银行记录
和其他文件预计会被没收。调查人员还未
弄清楚的是，在这桩欺诈案中有多少中国
投资者是同谋或受害者，主谋实际上筹集
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的去向。

报道称，EB-5计划建立于1990年，目
的是通过制造就业岗位和外国人的资本投
资帮助刺激美国经济。2014年，大约90%的
EB-5签证发给了中国人。2014年，该计划1
万个投资移民签证名额用完，不得不停止
接受申请。

报道称，对监管不力和一些高知名度
骗局的关切促使北美证券管理者协会把
EB-5相关的欺诈称为对投资者的首要新威
胁之一。

熊猫快餐创办人为加州理工
学院捐款三千万美元！

加州理工学院28日宣布，熊猫快餐连
锁集团（Panda Express）创办人程正昌及
蒋佩琪夫妇（Andrew and Peggy Cherng）
已捐款3000万美元给该校的医学工程系。
为了答谢程氏夫妇，该学院将以他们的名
字命名医学工程大楼。

据当地新闻网pasadenastarnews.com
报道，这是该学院第一座以个人命名的大
楼。程氏夫妇的捐款决定来自他们从一开
始就有的回馈社区愿望。

程正昌和当厨师的父亲程明才是1973
年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巴沙迪那经
营一家叫做聚丰园的中餐馆，希望打造成
中式餐饮的麦当劳。

熊猫快餐连锁集团目前在全球有超过
2000家分店。

2012年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理事的蒋佩
琪说，“作为移民，我们在这个国家受益
很多。……我们很想促进贡献精神并推动
它发展。”

蒋佩琪说，他们夫妇同意将他们的名
字用在医学工程大楼上，希望鼓舞他人，
尤其是华裔社区跟随他们的足迹。

程珮琪有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最初在
航天航空行业工作，1982年加入家族企
业。她使用自己的工程知识改进餐馆经
营。程正昌拥有数学硕士学位以及荣誉博
士学位。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罗森鲍姆（Thomas 
Rosenbaum）说，程正昌及蒋佩琪夫妇的故
事是扎根巴沙迪纳的成功典范，其影响遍
及世界。他们为全美第一座医学工程大楼
的捐款也将促成新发现和新疗法，改进各
地人民的生命质量。

程正昌及蒋佩琪有着很长的慈善捐助
历史。熊猫快餐集团的慈善机构、熊猫医
疗在2016年从餐馆客人那里筹款2100万美
元，用于支持医疗、教育和救灾。

（来源 洛杉矶日报）

新版谷歌翻译在华上线：
正努力重返中国市场

        参考消息网4月6日报道美媒称，谷歌公司3月29日推出了一款在一定程度上专门
针对中国用户而且在中国可以使用的更新版翻译应用，这可能是该公司继续努力在
部分领域重返中国市场的一个迹象。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29日报道，由于拒绝服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
谷歌在2010年将其搜索引擎撤离了中国。报道称，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表示，
只有尊重中国法律的外国互联网企业才会受到中国的欢迎。

　　谷歌公司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指出，它的网页版翻译系统translate.google.cn过去
八年来在中国一直可以使用。报道称，随着新版翻译应用的推出，这似乎是中国用
户第一次不必使用特殊软件就能够在安卓和苹果手机上下载和使用谷歌翻译服务。

　　谷歌公司在其微博账号上说：“谷歌希望通过此次更新为用户带来更好的翻译
体验，跨越语言障碍，推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群交流。”

　　它还写道，新版的谷歌翻译应用增加了英语与韩语间的“即时相机翻译”功
能。

　　据香港《南华早报》3
月报道，谷歌公司正在与中
国 政 府 就 重 返 中 国 进 行 谈
判 ， 而 学 术 文 章 搜 索 引 擎
Google Scholar是北京考虑恢
复的第一批服务之一。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
任 委 员 柳 斌 杰 对 《 南 华 早
报》记者说，中国政府一直
通过各种渠道与谷歌方面保
持着联系。

　　他说，学术领域将是第
一个获得通过的领域。中国
关注的是学术进展，比如
学术交流以及科学文化。

　　2015年，有媒体援引
谷 歌 母 公 司 — — “ 字 母

表”公司总裁埃里克·施密特在北京一个科技研讨会上的话说，该公司经常与中国
政府进行沟通，并希望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该公司把广告业务卖给了希望投放国际

广告的中国企业，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香港和台北设有办事处。

资料图片：Google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博士在展示
自己完成的“谷歌”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