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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到最高法院
为旅行禁令讨说法

张哲瑞 律师事务所供稿

在所谓的旅行禁令再次败诉的数天后，
川普政府于6月1日正式要求美国最高法院
对该案进行审查。政府申请最高法院向下
级法院发出诉讼文件调取令，要求最高法
院推翻此前联邦第四巡回法庭做出的判
决，并在全国范围内免除禁行川普总统新
版旅行禁令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在90天内
暂时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
叙利亚和也门这六个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
境美国。 

最高法院于6月3日对该申请作出回应，
要求该案原告方在6月12前对政府的上诉作
出正式回应。 

川普复审请求的依据 

以代理检察长Jeffrey B. Wall为首的
政府律师们在请愿书中辩称，上诉法院的
观点是破格且无先例可循的。两个上诉法
院和下级地方法院所作出的支持旅行禁令
的质疑者的判决，都是以川普总统的个人
言论——他所表现出对穆斯林的指责和对
伊斯兰的偏见——作为判决依据，以此来
推测旅行禁令的潜在动机。（有趣的是，
近日总统竞选网站将川普最初的终止穆斯
林进入美国的竞选承诺从网站上去掉了。
） 

政府在上诉声明中表示，“最高法院
从未基于司法心理分析而废除过政府颁布
的宗教中立的政策”，因此上诉法院将“
对政府官员的主观动机所进行的臆测”与
一个原本目的是为国家安全考虑的行政命
令联系起来看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一声明
也反驳了上诉法院此前在判决中所作的判
定，即“政府声称的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
的考虑”似乎是“对源于宗教敌意的行政
措施的一种事后的、继发性的辩解”。 

川普政府要想将禁令推行下去，就必
须说服最高法院，如果禁止旅行禁令的实
施，将会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9名法官中必须至少有4名同意审理此
案，最高法院才能批准复审请求。如果

最高法院同意审理此案，那么至少需要5
名法官赞同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他才
能最终胜诉。由于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的任命，最高法院目前处于保守
派占相对多数的局面，因此政府有理由认
为自己的胜诉几率较大。 

政府的上诉与最高法院在时间上有所冲
突。最高法院当前的开庭时间将在本月月
底结束，如果最高法院决定审理此案，那
么口头辩论会最早将被安排在十月进行。
如果十月前有5个或更多的法官决定解除
全国范围内的禁制令，那么旅行禁令将会
立即生效。这样一来，“90天的临时休庭
期”等不到口头辩论会开始的那天便结束
了。这将导致政府的上诉案件无需正式审
理就胜诉了。 

我们的看法 

我所经验丰富的移民律师将继续关注旅
行禁令相关诉讼的进展。正如我们此前在
文章中所言，最高法院的复审将是决定川
普政府能否成功全面施行这一引发广泛争
议的行政命令的最后机会。 

到本月底之前，我们便能得知最高法院
的决定：是否审理该案，更重要的是，是
否会在此之前解除旅行禁令的禁制令。因
此，在此之前，我们仍要以谨慎的态度，
向可能受到旅行禁令影响的人员提供以下
三点建议：

如果您是上述六个国家的公民计划前往
美国，或者您有难民身份有意移民美国，
我们敦促您，尽快做出相应的安排。

如果您是上述六个国家的公民，或者
您有难民身份，目前已经身在美国，我们
建议您取消任何已定或未定的出国旅行计
划。

最后，如果您是雇主，雇佣了来自上述
六个国家的员工，在诉讼结果悬而未决的
情况下，明智的做法是劝说他们谨慎规划
任何出国旅行计划。

我们将持续关注此事的后续发展，当出
现更多信息时，我们将在新闻版块及时更
新，敬请垂注。

在美国年薪5万请不到工人 
先进制造业面临窘境

尽管有川普挂保证，位于印第安纳波利
斯的开立(Carrier)冷气制造商，仍因工作
将转移到墨西哥，而计划裁撤600多名“多
馀员工”；同样位于印第安纳州，聚集许
多制造工厂的华沙(Warsaw)，虽然对全球
制造业顾及生产成本，而掀起的“迁厂中
国、墨西哥”风潮“免疫”，但这些先进
制造业现却面临“找不到工人”的庞大压
力，部分公司甚至可能因为缺工严重而不
得不考虑迁厂。

由于美国失业率仅有4.3%，达到16年
来新低的情况下，不少企业、制造业都出
现“人才短缺”的难题，尤其上百万个婴
儿潮劳工，都已陆续步入退休年龄，而新
生代又倾向前往大都市就业，更劳工短缺
恶化。

以聚集多家医疗器材工厂、养鸭农场
的印州科翠斯可郡(Kosciusko County)为
例，该郡是美国73个失业率低于2%的郡县
之一，现有4万1136名成人劳动人口，其
中4万311人都在工作，由于工业项目的特
质，让这些企业并没有受到制造业式微的
影响，也从各家工厂，纷纷因为劳工成本
等因素，搬迁到中国、墨西哥的“逃离
风”之中“免疫”。

然而得以留在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尤其
是被视为“铁锈带”工业区救赎的先进制
造业，目前却遇到“找不到人上班”的困
境，印第安纳州州立博尔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劳工经济学家席克斯(Michael 
Kicks)表示，再这样下去，这些公司迁离

的机率会“相当高”。
在印州的华沙、哥伦布(Columbus)等

地，也有相同情形，其中华沙几乎是世界
骨科医疗器具的主要生产地，年产值高
达170亿元，其中捷迈邦美公司(Zimmer 
Biomet)公司规模最大，虽然该公司现有
人力，还可以勉强赶上不断成长的市场需
求，但已经“非常吃力”。

华盛顿邮报报导，捷迈邦美的人事经
理林维尔(Matthew Linville)说，“产品
需求十分高，有技术的劳工却很有限。”
该公司为了保持生产力，不惜投下重金，
提供住宿、交通，从波多黎各、新泽西等
地，延揽工人到当地加入生产行列。

捷迈邦美总裁戴普(Rob Delp)表示，公
司没有计划要从华沙迁走，华沙是他们发
迹之处，要“拔除根本”对公司，“不是
不可能，但非常困难。”

当 地 另 一 家 “ 精 准 医 药 科 技 公
司”(Precision Medical Technologies)经
理克利斯提纳(Ryan Christner)说，现在要
补满悬缺的10名劳工人力，都极不容易，
一直无法雇足工人，也使工厂生产效率不
佳。一旦人力问题解决不了，“也只好把
工厂搬到可以提供足够人力的地区。”

根据资料显示，这些工厂的技术工人，
高中学历或参加过技术训练课程者，年薪
可拿到5万元，这大约是印州的中位薪资水
平。 

（来源 世界新闻网）

刘晓波患肝癌末期 
保外就医接受救治

在中国被判刑入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
主、中国维权人士刘晓波，近日被诊断罹
患肝癌末期，已办理保外就医，目前正在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接受治疗。

综合网媒香港01、《苹果日报》等报
道，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表示，刘晓
波是在5月23日发现患上晚期肝癌。

至于刘晓波目前的病况，莫表示不掌握
实际情况，只知道正在接受救治。莫少平
也表示，称刘晓波患癌的消息来自于他弟
弟刘晓暄。

莫少平也指，这次保外就医一事，并没
有任何律师介入申请，主要原因是“监狱
对在押人员无法医治，就符合保外就医的
条件”。

高瑜呼吁政府 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美国之音》则引述刘晓波的另一代理

律师尚宝军表示，刘晓波于今年5月发现肝
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

据报道指出，刘晓波狱中身患绝症的消

息传出后，许多人表示震惊和悲愤。在北
京的藏族女作家唯色惊呼“天啊”，表示
不敢置信。资深女记者高瑜则在推特发文
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刘晓波现年61岁，曾经参与八九民运，
当时与周舵、高新、侯德健并称“天安门
四君子”，被中国官方指为操纵民运的“
黑手”，并被判处入狱。

刘晓波于2008年因起草零八宪章而再次
被捕，并于2009年12月25日被以“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二审维持原判，一直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
刑。

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
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不过，
身陷囹圄的刘晓波未能出席颁奖典礼，中
国官方也不准他的亲人前往代为领奖。当
时在领奖台上，主办方安排一把空椅子作
为刘晓波的替身。

（来源： 联合早报） 

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狱中的刘晓
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上，主办方安排一把空椅
子作为刘晓波的替身。（法新社）

最新消息：印州卫生厅长被提名
为美国卫生署长

“今天下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
布我被提名为下一届美国卫生署长。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荣誉”--
Jerome Adams， 2017年6月29日

昨天白宫宣布，Jerome Adams医生被
提名为美国下一任外科医生。Jerome Adams
于2014年10月22日由前州长迈克·潘恩
（Mike Pence）任命为印第安纳州卫生厅
长。今年一月现州长Eric J. Holcomb再次任
命他继续为印第安纳州卫生厅长。

以制造人工膝盖、植牙等医疗器材着称的印州华沙的捷迈邦美公司，也面临缺工严重问
题。(捷迈邦美脸书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