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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B“转换雇主”？
不止转换那么简单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顺利拿到H1B签证，又收到新的工作
offer, 欣喜之余是否有些忐忑？H1B受益
人可以转换雇主吗？又需要什么的流程？
需要现在的雇主许可吗？答案是：转换雇
主当然是可以的，只是需要提交的是一份
全新的完整的H1B申请，不是转换申请那么
简单。在此洛杉矶张大钦律师事务所就“
转换雇主”这一通行说法进行澄清，使读
者能更清楚的了解关于转换雇主的具体流
程和要求。

“转换雇主”听上去简单直白，却未
必准确。所谓转换，是指更换、替换、变
换，可事实上，H1B的“转换雇主”并不是
简单的将雇佣关系由上一家雇主转移至下
一家雇主，从法律上、技术上讲这都是一
个全新的H1B的申请，显现的是新的雇佣关
系的产生，对雇主来讲是新的H1B职位的申
请，对雇员体现的则是H1B身份的延期。排
除一些特例之外，事实上并无任何事项（
许可、告知、公司资料等）需要从上一个
雇主转换到下一家雇主，具体请看以下分
析：

1. 不需要上一家雇主的许可

如上所言，事实上并无任何事项需要转
换或转交，所以H1B受益人并不需要上一家
雇主的许可或同意，甚至无需告知。此前
的H1B如果曾经占过名额，六年内转换雇主
不需要重新抽签，可以随时提交新的H1B申
请。新的雇主只需要向移民局提交一份全
新的完整的H1B申请，递交H1B申请所需的
是新雇主和雇员资料和信息，并不需要上
一家雇主提供任何支持文件。雇员需要提
供上家雇主最新的工资单来证明在美国合
法身份的保持，这是唯一与上一家雇主有
关联的资料。

2. 不是简单的“转换”

提到“转换”，通常的理解是转换雇主
的申请会比H1B首次申请更容易，很多人在
提交H1B转换雇主申请时声称这“仅仅是一
个转换”。我们在此再次强调，这种说法
并不准确。转换雇主的H1B申请在程序、雇
主雇员的资料准备、审查标准各方面都和
首次申请完全相同，雇主雇员以及雇佣条
件都需要符合移民局的审查标准，并非仅
仅转换雇主那么简单。

 3. 转换的时候，职位可以不一样， 
薪水也可以升降

因为H1B转换实质上就是一份新的申
请，只是免除了名额之争，抽签之苦，你

新的H1B的职位和薪水都需要重新确认， 
不需要和原来的一样。

4. 可以允许多次H1B转换雇主申请
吗？

如果H1B雇员正在为A雇主工作，同时有
一份正在审理的B雇主提交的H1B申请，可
他更想为C雇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怎样
才能把H1B转换给雇主C？其实，这里并没
有“转换”的概念，只要H1B雇员的身份衔
接没有出现断掉的环节，H1B雇员就可以根
据H1B批准函上的I-94延长H1B身份。

多份申请并非没有后遗症，多个申请
会让H1B雇员在美国的身份混淆，如果H1B
雇员希望用B雇主来作为过渡到C雇主的桥
梁，B雇主的H1B必须得到批准。此外，如
果有多个H1B身份延期申请在移民局处理， 
那么有可能以最后一个生效的为准，这就
是“Last Action Controls Rule”。因
此，避免身份失效，建议寻找有经验的专
业律师进行咨询。

5. 必须提交最近的工资单吗？

在美国境内进行H1B身份延期或身份转
换一般需要提交最近的工资单来证明雇员
在提交申请时维持有效H1B身份。 但是， 
如果只是提交H1B petition 申请，不要求
在美国装换或延长身份，随后到领事馆申
请签证， 有可能不需要看工资单。

如果没有最新的工资单，且H1B工作终
止60天宽限期已过，由于无法证明在美国
维持合法身份，可能无法在美国进行H1B
身份的延期（没有新的I-94），但转换雇
主的H1B Petition申请依然有可能获得批
准。只是，H1B雇员在H1B petition 批准
后，需要离境到美国驻外领事馆申请H1B签
证进来，入境的时候获得新的I-94， 从而
激活H1B身份。

6. 如果申请H1B转换雇主时受益人在
美国境外怎么办？

在某种情况下，H1B受益人只是曾有
过一纸批文，确从未进入过美国为雇主工
作过，有些可能曾经以H1B身份在美国工
作过，然后又到其他国家生活。这两种情
况，H1B受益人都可以申请转换雇主，由新
的一家雇主提出H1B申请时不需要提交上一
家雇主的工资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的
H1B申请是否需要重新参与抽签还是属于
名额豁免，建议咨询专业律师获取专业意
见。

拥有“政治核弹”？
 科米战特朗普有备而来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是联邦政府最大的
反间谍机构。《美国法典》第28条533款，
授权司法部长“委任官员侦测反美国的罪
行”。

联调局并不在法院系统之内，而是美国
政府行政机构，隶属司法部下。该机构已
成立100年多年时间，权责日益扩大，现有
的调查司法权已经超过200种联邦罪行，甚
至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法机构。

联调局在打击外国间谍、毒品、暴力等
犯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过，其
权力的不断扩充也引发外界越来越多的担
忧。

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大选中，距离投
票还不到10天的关键时刻，科米（James 
Comey）突然写信给国会，表示要重启
对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电邮门”的调查。虽然稍后科
米又作出不起诉的表态，但外界质疑此举
是为影响选情，而且达到了目的。

作为美国大选赢家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之后，迟迟未能站稳脚
根、施展新政，而且持续受到“通俄门”
的指控。终于在2月13日，曾以揭发“水门
事件”知名的《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后
来被特朗普炒鱿鱼的时任司法部长莎莉•耶
茨(Sally Yates)曾经明确警示白宫，弗林
（Michael Flynn）与俄罗斯大使的通话内
容记录清楚显示，此人一直在撒谎。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会和民间要求弹劾
特朗普的声音高涨。很多人猜测，“通俄

门”可能会成为扳倒总统特朗普的“水门
事件”。

在此之前，特朗普在5月9日将科米免
职，并在12日警告科米不要向新闻媒体泄
露信息。不过，《纽约时报》等媒体以“
据两名看过这份备忘录的人”的方式报道
称，科米的一份备忘录写道，“希望你能
看清状况，不要再追究这件事，放过弗
林。”

其后，《华盛顿邮报》再出重磅消息，
援引多名美国高官的话说，特朗普在会晤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及俄
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Sergei Kislyak)时
透露了“伊斯兰国”（ISIS）酝酿的一起
恐怖主义阴谋的细节。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来看，虽然《华盛
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都是
引用未具名的官员的说法，但其所述应该
基本属实。对于这些做法本身是否正确、
有多严重，其和特朗普方面仍在争执不
下。

一方面，作为反建制性角色的特朗普
图谋改革美国，令其“再次伟大”，但是
屡遭掣肘。另一方面，美国政坛内部出现
一股强大的力量，对特朗普发起挑战。后
者中包括处于政府体系之内却强调“独立
性”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而与特朗普关
系不睦且同样强调“独立性”的媒体则成
为了先锋队。

美国大选之中的混乱局面，在特朗普当
选总统之后也未平息下来。虽然具体情况
仍不明朗，但美国政治乱局显然还将持续
下去。【相关阅读：共和党为何不敢对特
朗普兴师问罪】

观察人士表示，美国正在发生的诸多乱
象，在中国也曾有过类似的剧情。

中共十八大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
来相关事件发生后，掌握中国公检法和国
安情报机构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作出
与中共中央不一致的举动。不过，在中共
十八大之后，中国通过降格政法委、成立
国安委、司法体系改革等制度性改革，对
类似的政治危机进行规避。

科米自2013年9月开始担任美国联邦调
查局局长之职。作为美国政府内部的核心
成员之一，他能够对包括总统在内的绝大
多数官员进行监控调查，其所掌握的信息
资料无疑相当于一颗“政治核弹”。

这已经是一个爆料者大行其道的时
代。“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Julian Assange）、原美国中央情报局
成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
都是美国政治的爆料者。通过向媒体和舆
论选择性爆料以影响政治的做法是存在可
能性的。

（摘自 多维网）

纽约时代广场轿车撞人
致1死22伤   

当地时间18日中午，纽约时代广场发
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22
人受伤。警方封锁了该区域并逮捕了驾
驶肇事轿车的一名26岁男子。

据媒体报道，肇事者是美国人，名叫
理查德·罗亚斯（Richard Rojas），曾在
海军服役，有酒驾历史。《纽约时报》
报道称，该名男子曾多次因酒驾被捕。
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示，
警方知道此人主要是因其酒驾历史。

事发时，理查德·罗亚斯驾驶棕红
色的本田雅阁汽车，沿7大道逆行，从42
街一直冲撞到45街，沿途数次开上人行
道。有报道称，肇事后，罗亚斯还试图
逃逸，但最终被警方制服。警方认为，

此事件和恐怖主义并无联系，但拆弹小
组仍对该汽车进行了检查。警方怀疑理
查德·罗亚斯酗酒或者服用了毒品。

据报道死者是一名来自美国密歇根州
的18岁女性，她13岁的妹妹在事件中受
伤。周四和家人一起在纽时观光。

纽约时代广场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之
一，每天的人流量高达30万，有时甚至
达到48万。周四的事件令人想起伦敦、
柏林和尼斯的汽车袭击事件。 

特朗普的发言人斯派塞在推特上表
示，特朗普总统已经获知了时代广场的
情况。

（综合网上新闻）

从“电邮门”、“通俄门”、 
“解雇门”，再到“泄密门”，美
国大选期间出现的政治混乱局面至
今仍未平息。已被美国总统特朗普
免职的第七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科米，在这些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

如何防止被电脑病毒勒索？
数天前，全球近百个国家都
有 电 脑 系 统 遭 受 一 个 名 为
WannaCry（意思是“想哭”
） 的 病 毒 攻 击 。 想 要 被 感
染病毒的计算机解除锁定，
只能向对方支付所要求的比
特币，否则硬盘将被彻底清
空。
目前勒索病毒已肆虐欧美和
亚洲多国。在英国，国民保
健署的部份电脑系统被病毒
感染后陷于瘫痪，救护车被
迫把病人转送到尚未受影响
的医院。而中国的多所高校
教育网也遭到攻击，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及
设计资料被锁。
其实，本次黑客攻击是利用从美国国家安全
局窃取的黑客工具实现的，而且还利用了微
软操作系统的漏洞。而针对这次黑客侵袭事
件带来的影响和损失，科技、金融观察者铁
流在观察者网撰稿时认为，如今中国信息技
术产业建立在美国的基础软硬件之上，其安
全性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这次勒索病毒袭击事件来势汹汹，俨然一场
空前的大灾难。但时评作者郑伟彬在《新京
报》时认为，系统的安全性永远是相对的。
如果黑客想要针对你的电子设备进行攻击，
你基本上没有任何可能幸免于难。只不过，
对于类似的没有针对具体个人的计算机病
毒，普通用户仍有办法逃过一劫。勒索病毒
虽难根治，却可以预防。
郑伟彬在文中比喻，这跟实验室里的生物病

毒被盗取后，如不向其支付金钱，就将病毒
投放到社会上传播一样。而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会记得，早前一段时间，美国FBI与苹果
等硅谷公司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即电子产品
是否应为执法部门留下“后门”，以便用于
打击恐怖分子。
现在大家应该心里有了答案。没有人能制造
绝对的安全系统，也没有绝对安全、只为“
好人”所使用的“后门”。
只要工具制造出来了，坏人总会有办法拿
到——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只能为“好
人”所用的武器。工具没有好坏，决定其利
弊的，是使用它的人。
而现在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电子设备，无论是
电脑还是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面加载了
个人很多重要的隐私、安全信息。但世上没
有绝对的安全系统，唯一能保证电子设备相
对安全的，就是养成好的习惯。
  （来源 搜狐网）

被勒索病毒攻击后电脑弹出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