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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公布评估EB-2
申请中高等学位要求的新政策

张哲瑞 律师事务所供稿

4月1 7日，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
（AAO）在审理Matter of O-A-, Inc.案时
做出裁决称，从即日起，移民局官员在审
查职业移民第二优先（(EB-2）的申请时，
如有必要计算工作经验的时间，必须考虑
以外籍受益人完成学位课程的时间为起
点，而不是以获得正式学位证书的时间为
起点。也就是说，移民官应以前者起计算
工作经验的时间，来衡量外籍受益人是否
满足了工作经验的时间要求。

案件背景 

EB-2签证是提供给拥有高等学位的外籍
人士申请绿卡的一个类别。要满足“高等
学位”的要求，外籍员工需要拥有相当于
美国硕士或以上的学位，但如果不具备硕
士及以上学位的条件，作为替代，拥有学
士学位和至少5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同样可以
满足“高等学位”的要求。

在Matter of O-A-, Inc.这个案件中，
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为一位来自印度的软
件开发人员申请EB-2签证，但遭到了移民
局的拒绝。虽然这位潜在受益人拥有学士
学位，但内布拉斯加移民服务中心认为她
在获得学士学位后的工作经验不到五年，
不满足至少五年工作经验的要求，因此拒
绝了她的申请。该公司提出反对意见，认
为移民局错误地以受益人收到正式学位证
书的时间点作为计算工作年限的起点，而
不是她完成本科学位课程并获得临时证书
的时间点，因此缩短了她实际上累积的工
作年限。

案件结果 

根据行政上诉办公室（AAO）的说法，
这一上诉案件争议的关键点不在于这位外
籍员工的学位和工作经验是否满足EB-2签
证的要求，而在于如何确定她获得学位的
时间点，并以此为起点来计算她的工作年
限。

如上文所述，内布拉斯加移民服务中心
是从受益人收到她的学位证书时开始计算

她的工作年限的，这样一来，她在完成本
科学位后累计工作年限是四年零八个月。
但是该受益人实际上完成学位课程并拿到
临时证书的时间是在被授予正式证书之前
的近一年。如果从完成学位时开始计算工
作年限，该公司认为，受益人的工作年限
便超过了EB-2签证申请要求的至少五年的
工作年限。

在深入研究受益人学位课程的种种细节
后，行政上诉办公室发现她在收到临时证
书时，实际上确已完成了本科学位的所有
课程。因此，上诉办公室裁定原告胜诉，
受益人符合EB-2签证的学位和工作经验的
最低要求。

行政上诉办公室将这一裁决的适用范
围扩大到了所有EB-2申请中。确定受益人
何时能被视为完成了学位课程是决定他/她
的申请能否获得批准的关键。自即日起，
移民局官员需要对每个案例进行具体的分
析，并按照行政上诉办公室在Matter of 
O-A-,Inc.中的审查标准和决定，来判断
受益人是否满足学位和工作经验的最低要
求。对于EB-2申请人或受益人来说，他/她
负有举证责任，需要提供证据说明为什么
要用临时证书或者其他文件来代替正式学
位证书做为他/她完成四年本科课程的证
明。而对于移民官来说，从现在起必须将
这些证据纳入考虑范围。

我们的看法 

总体来说，这一政策对于为员工申请
EB-2的雇主和签证受益人来说是有利的，
他们可以将完成学位课程后的工作经验都
计入工作年限中，而不再拘泥于以收到官
方证书的时间为起点。

如果您有意向申请EB-2签证，建议您先
向我所经验丰富的移民律师进行咨询。张
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申
请各类工作签证的丰富经验。我所的律师
能够协助您准确计算工作经验年限，帮助
您按照Matter of O-A-,Inc.裁决的指导原
则收集证据，以证明您满足EB-2申请的要
求。

美众院通过特朗普医保改革法案 
争论未结束

据报道，在众院获得的多数并不明显：
旨在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表决结果是
217票赞同、213票反对。除所有民主党议
员外，还有约20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
票。首份医保改革方案在今年3月未能表
决，原因是，众多共和党议员也拒绝这一
旨在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医保模式，还在
表决前，相关法案被撤回，--对特朗普而
言那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经历。

现在，终于转败为胜：众院表决通过
后，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奥巴马医
保"在"原则上已然死亡"，"我们要将它废
除，然后，我们腾出手来处理其它大量事
情" 。

争论尚未结束

不过，事情的进展不会那么顺利。因
为，相关法案还需通过参议院，而照现在
的样子，这一法律草案不可能获得参院批
准。原因是，参院已经对现有形式的这一
法案提出过激烈批评。在参院，共和党的
多数比在众议院更微弱。因此，对法案本
身还必须修改。一般认为，相关法案不会
在6月份之前送交参院辩论。

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已斗争了7年，

要求推翻前总统奥巴马主导的医疗改革。
共和党人原则上拒绝奥巴马医保，称它代
表了国家对医疗健康领域的过度干预，并
且费用过高。民主党人则赞同奥巴马医
保，认为它尤其有助于穷人及有前期病史
的人们。共和党多数领袖麦卡锡（Kevin 
McCarthy）称，废除"奥巴马医保"后，相
关人士依然能继续获得医保。不过，这一
点受到普遍质疑。

根据新医保法案，保险公司在特定情况
下有权向重病受保人收取更高保险金；另
一方面，将为有前期病史的受保人提供总
共80亿美元用于资助其医疗费用。

纽约出现抗议活动

在众院表决获胜后，特朗普首次在就任
总统后抵达其家乡城市纽约。不过，在那
里，这位总统遭到数百民众的抗议。一些
抗议者担心，会失去医保。"奥巴马医保"
实施后，有大约2000万先前没有医保的美
国公民获得了医保。众议院昨天表决前，
美国医生协会（AMA）就发出警告说，如
果"奥巴马医保"被废除，数百万美国人有
可能再度失去健康保险。

（来源 德国之声）

华人富豪加拿大遇害：
凶手疑是自家人 争夺上亿遗产

加拿大温哥华是全球富豪聚集的地方，
更是中国富人聚集的地方。很多有钱人选
择温哥华，就在于这里山清水秀、生活安
逸舒适、恍若世外桃源。可事实上，这个
地方并不平静，有时甚至还会发生惊悚的
事件。

就在整整两年前，一位华人富豪就在温
哥华被人杀害了，凶手使用的手段残忍至
极，令人毛骨悚然。

近日，温哥华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而从一些背后的
故事能看出，这位被害的富豪很不一般：
他在加拿大买豪宅、买小岛，可能还给一
位云南省官员行过贿。

两年前惨遭害，嫌疑人不认罪

当地时间5月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以下简称BC省）最高法院审理了
一起杀人案。案件中，一名华人男子因杀
害另一名华人富翁后碎尸，被指控二级谋
杀罪和渎尸罪，但是，犯罪嫌疑人拒绝认
罪。

这起杀人案发生在两年前的5月2日。据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当时42岁的苑刚在乔
治国王路963号的家中被56岁的Zhao Li杀
害。

在5月1日对犯罪嫌疑人Zhao Li的审讯
中，加拿大警方紧急事务组负责人Aaron 
Kazuta警官作证，案发后，受害者苑刚的
一位家属报警称，在自家院子的车道上发
现了受害者遗体，地上有大量血迹，而当
时嫌疑人也在现场。

Aaron Kazuta还向BC省最高法院法官
Terence Schultes陈述，在案发当天，有
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乔治国王路963号
的房屋内扛着枪走来走去，另外一只手上
拿着一把锤子。

随后，有人听见停车场中传来机器运转
的声音，而且看见犯罪嫌疑人在停车场水
池里清洗一台电动工具。当警方来到案发
现场时，嫌疑人自己从房间中走出来，然
后被捕。

Kazuta还说，警方在案发现场房间内搜

寻物证时，在停车场发现受害者尸体。
对此，犯罪嫌疑人Zhao Li的律师在庭

上对警方证据提出质疑。Zhao Li称，自己
在被逮捕后所作的声明都不是自愿的，而
且警方侵害了自己的权益。

谁是苑刚？

说到这个案件的受害者苑刚，可是一个
有故事的人。

根据BC省最高法院的文件显示，2010
年，苑刚以500万加元的价格买下了西温哥
华的一处房产，而苑刚也正是在这里遇害
的。而且，这处房产记在犯罪嫌疑人Zhao 
Li及其妻子名下，而Zhao Li的妻子正是
苑刚的堂（表）妹。苑刚遇害后，有5位女
性都在争夺这处房产，她们自称是苑刚情
人。根据法院文书，这栋房产目前价值760
万加元。

此外，苑刚名下还有一处价值1400万加
元的豪宅和一座私人小岛，这座岛曾用来
当作温哥华真人秀《公主我最大》（Ultra 
Rich Asian Girls）的拍摄地，这档真人
秀主要呈现温哥华富人的生活。此外，据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苑刚的家庭律师表
示，苑刚在加拿大做房地产投资，同时还
投资了一座农场，他的总资产达2000万加
元到2500万加元（约合1亿~1.2亿元人民

币）。
相比苑刚在加拿大的资产，他

在中国的生意就模糊得多。据悉，
苑刚生前曾是大唐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投
资）的董事，曾为北京酷游星空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还涉
嫌行贿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林
耘埜。

（摘自 腾讯网）

梁祝
中西合唱交响音樂会

左图为发生命案的豪宅，内设8个
厕所、1个室内游泳池、1个桑拿
房。2015年该豪宅估值超655万加
元（约合3421万元）。

特朗普总统得以庆祝一次胜
利：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改革美
国现有医保制度—“奥巴马医
保”的法案。不过，这一法案
尚需交由参院批准，而在参
院，该法案将面临高得多的障
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