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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F1 转H-1B
被拒或被撤销后怎么办？

张大钦 律师事务所

随着H-1B抽奖结果的公布，几家欢乐几
家愁，对于抽中的申请人，极大的可能面
对补件通知，对于没抽中的申请人，可能
要调整自己的计划。如果计划留在美国的
话，最大的前提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合法身
分。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的博客讨论过了F1身
分转H-1B核准的几种状况(见“F1到 H1B身
份转换期间出境面临的几种情况”),现在
为各位读者进一步分析,如果H-1B遭到拒绝
或撤案的话, 有哪一些状况?

移民局在2016年5月对F1签证和OPT持
有人转换H-1B身分中间的身份空档期(Cap-
Gap)合法停留美国,具体的提出说明与举
例,这里针对被拒或被撤销案件的说明如
下:

H-1B递交申请时(4月1日)的身分为有效
的F-1或OPT的持有者,H-1B的申请生效日为
该年的10月1日时:

1. F - 1或 O P T的持有者在递交H - 1 B
后，F-1或OPT失效，还没有收据，申
请人可向学校DSO凭着邮局单据申请
SEVIS的纪录更正，保持I-20有效至6
月1日。如果没有抽中H-1B，而 F-1
或OPT已经失效，则进入60天的宽限
期，申请人必须在60天内离境，或是
申请其他合法身分停留美国。

2. F-1或OPT的持有者H1B中签，在收到
移民局的H-1B的收据后,可向学校DSO
申请SEVIS的纪录更正，保持I-20
有效至9月30日。在9月30日前,如果
H-1B被拒,被撤销或者被雇主撤销,从
移民局发出通知开始,进入60天的宽
限期,申请人必須在60天內離境,或是
申請其他合法身分停留美国。但是如
果移民局拒绝的理由包含了：在H-1B
案件申请时,申请人已是非法居留或
是诈欺或是有任何违规纪录的话,则
必须离境,不能再申请其他签证。

3.  在10月1日生效日之前收到移民局的
撤案通知：H-1B申请人可带着移民局
的撤案通知向学校DSO申请SEVIS的纪
录更正，消除因H-1B生效日而注销学
生身份的纪录。 

4. 被雇主撤销H-1B案件,但在移民局
H-1B生效日前沒有收到撤案申请,而
申请人的OPT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申
请人应立即停止工作(EAD有10日缓冲

期)，递交I-539申请表(申请延期/更
改非移民身份)，要求恢复F-1，并等
待恢复申请获得批准后再恢复OPT就
业。

5. 对于STEM OPT身分的H-1B申请人，在
递交H-1B后可以递交STEM OPT延期的
申请（2016年5月10日以后，最长24
个月），一旦H-1B被拒或被撤销进入
60天宽限期的话，就无法递交STEM 
OPT延期的申请。

6. H1B抽中，但到了10月1日以后，
依然没有最终结果，对原始F 1 /
OPT在9月30日前失效的申请人而
言，Cap-Gap的OPT自动延期只到9月
30日，10月1日开始是以“等待身分
转换”(Pending Case Status)留在
美国，无法继续以OPT工作。如果申
请人的原始F1/OPT仍然有效的话，则
可以继续用来工作。

7. OPT到9月30日结束。但H1B申请持续
到10月1日以后才被否决，从移民局
发出通知开始，进入60天的宽限期，
申请人必須在60天內離境，或是提交
I-539表格及时申請转到其他合法非
移民身分。该I-539表必须在60天内
到达移民局并接收。但如果申请人被
拒理由是非法居留或是诈欺或是有任
何违规纪录的话，则必须离境，不能
再申请其他签证。 

8. 原來的F1/OPT在10月1日后才失效，
但H-1B在10月1日或以后批准并生效
了，其后雇主要求取消（revoke）
H1B。那么申请人在H1B批准生效的
当天就失去了F1身分，随后，H1B
身份也被取消，那就既没有了F1身
份也没有了H1B身份。但根据最新的
规则，除非H1B取消是出于finding 
of fraud，否则，这种情况下申请
人将会有有60天的宽限期（Grace 
Period）来转换身份。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提醒读者：从F1或
OPT转换H-1B时，特别要注意和学校DSO 
(Designated School Official)的联系，
确保自己在SEVIS中的I-20是有效的, 维持
合法居留的身分，如果不幸H-1B遭到拒绝
或撤销后，才可以有其他的腹案。如果申
请人递交了不只一个H-1B的申请，也要及
时向DSO更新文件，通知学校最后是到哪一
个公司上班。

印第安纳州出现“毒品软糖”
十一人吃后住院

生命
--悼念刘晓波

作者 王艾 
 

         在我看来，人生，应当有波澜，应当有辉煌。一个精
彩绚丽的人生应该有过奋力追求高悬天际的彩虹的时刻，
应该有过在孤独中舔舐自己失败伤口的漆黑长夜。奋斗，
失败；再奋斗，再失败；再奋斗……，这才是一个值得赞
美的人生！过度地留恋人生和渴望活着是可耻的！再说一
遍，过度地留恋人生和渴望活着是可耻的！与其圆滑世
故、难得糊涂、如履薄冰般地成功活到了一百岁，我更愿
意像一个战士那样，在风华正茂之年英勇地战死在沙场！
         生命，不是以长度来衡量的，而是以高度来衡量的。
鹰有时会飞得比鸡还低，但是鸡永远也不能飞得像鹰那样
高！这，就是区别。
        难道不应该感到欣慰吗？有谁得到过这样深挚的爱
情？有谁患病会牵挂起千千万万人的心？都说人们健忘，
会很快忘记他。但他怎么会被忘记？！书里，课本里，媒
体上，都记载着他。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他的名字就会
被记诵、被赞美、被崇敬！乌云总是愚蠢地企图遮挡住太
阳，这在历史上已经重复过几千万遍了，然而最终不都是
太阳战胜了乌云，光照大地了吗？！所以，无论发生什
么，他都已经不朽！他都已经度过了异常精彩美好的一
生！让我们赞美他的一生！
 

2017年7月13日

据报道，7月6日印第安纳州西北的拉波特郡
(LaPorte County)11名青年人因为食用了含有毒品的
小熊软糖而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些青年都在18到19岁
之间，6男5女。

事发时，一名青年人报警，称自己需要急诊。他
告诉警方，自己之前和朋友出去野营时，一同食用了
含有大麻成分的软糖。警方在当地的一栋房屋中找到
了其他10名青年，他们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包括心
率过速、双腿疼痛，以及眼前发花。其中几位还出现
了幻觉。

他们吃的小熊软糖经检验发现含有THC（四氢大
麻酚），是大麻中影响人心智的主要成分。警方调查
显示，他们带的小熊软糖只要吃掉一块半即可产生症
状。凯勒穆斯警长表示：“他们吃的毒品药力很强，
所有食用了软糖的11个青年人都出现了症状。这不是
沾了毒品的‘小玩意’。这是浓度很高的硬毒品。”

据悉，去年12月，伊利诺伊州的内珀维尔
（Naperville, Illinois）也曾有13名青少年因为吃
了含有大麻成分的软糖被送往医院。警方以及家长都
表示，他们很担心这些含有毒品的食物被更小的孩子
误食。斯黛茜·哈斯提斯称：“我自己是有孩子的，
所以我非常害怕哪个孩子把这种东西带到学校后，有
别的孩子误食。我是说，这里边含有毒品，但是看起
来就和普通的小熊软糖没有任何区别。”

拉波特郡的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审核此次案件，暂
不确定是否会以刑事罪名起诉这些青年。

警方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将这些软糖卖给孩子
们的毒贩的名字。他们相信这些毒品很有可能是在某
些已经立法允许大麻的州中制作后，流入印第安纳州
的。

（来源 ABC网）

美国实体零售最近的兴起
“关店大潮”

在过去的6个月里，美国有5300家商店

宣布关闭，是2016年上半年关闭店铺量的三

倍，平均每天有29家商店关闭。按照这个速

度， 2017年关闭店铺数量将超过2008年经济

大衰退期间6164家的最高纪录。

Fung Global Retail & Technology分析

师估计，截止到2017年年底，美国将有9452

家门店关闭，比2016多增长了361%。

行业智库报告说：“2017年下半年零售

行业的艰苦状况将持续，零售商处境艰难，

商店关闭、申请破产的趋势不会停止。”

其中，不乏有部分品牌零售商是由中国

企业供货。以Payless为例，今年3月爆出负

债44亿，不少中国供货商担忧或将面临血本

无归的局面 

下面是店铺关闭规模最大零售商：

1、RadioShack(美国专业消费电子产品

零售商)，今年5月，RadioShack表示，将关

闭近1000家铃声店铺。RadioShack正在将其

业务迁移到RadioShack.com。

2、Payless（美国最大鞋业零售商），4

月份Payless宣布，将申请破产，并关闭400

家门店，但关闭数量持续攀升，法院批准

Payless关闭多达800家门店。

3、A s c e n a零售集团（专业女性服

饰零售商），A s c e n a零售集团是A n n 

Taylor，Loft， Dress Barn，Lane Bryant 

和 Justice的母公司。该公司表示，计划关

闭667家门店。

4、Gymboree（美国儿童服装品牌）

，Gymboree于2017年6月11日申请破产保护，

该公司的申请文件中表示，将关闭450个门

店。Gymboree在全美有1281家门店。

5、 Office Depot&Office Max， Office 

Depot&Office Max将在未来三年内关闭400家

门店。

6、Rue 21（美国青少年服装零售商）

，4月21日Rue 21宣布将关闭400家门店，关

闭400家门店后，Rue 21在美国48个州仍有

700家门店。

7、Sears和Kmart，拥有Kmart的西尔斯

控股公司7月宣布，除了之前表示关闭的257

家门店，将再关闭另外20家门店。最新宣布

关闭的门店中，有4家Kmart位于宾夕法尼亚

州：约克、拜尔弗农、巴特勒和印第安纳，

预计将于9月关闭。

8、The Limited（淑女服装专卖店）

The Limited 在1月关闭了全部250家实

体店，但其网上店铺还在继续运营。

9、HHGregg（美国老牌数码产品销售

商），2017年5月底，HHGregg开始关闭220家

门店。HHGregg在四月最后期限前未能找到

买家，开始抛售商品，并在全国各地裁掉约

5000名员工。

10、The Children’s Place（美国最大

童装品牌之一）， The Children’s Place

在今年年底前将关闭200家门店。关闭的具体

列表还未公布。

另外，American Apparel（美国畅销服

饰品牌）、梅西百货，以及CVS（美国最大药

品零售商）也宣布将将关闭部分门店，以便

节省开支，并为未来几年节省30亿美元。具

体商店关闭信息尚未公布。

（摘自 雨果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教育资源也和

其他社会资源一样，在国际间迅速流动。7月

12日，由浙江省与美国印第安纳州(下称“印

州”)两省州教育厅合作举办的“2017浙江-

印州中小学平移课程教学项目”在浙江杭州

开班，并首次大规模“引进”美国专家对浙

江省两百余名教师进行培训，促进了两省州

教师之间的交流，也为浙江中小学STEM教学

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STEM教育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

域教育的简称，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教育形

态，有助于培养具有科学素养、专业知识和

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与美国、英国、德

国等国家不同，中国的STEM教育仍在起步阶

段，在实践层面依然面临很多挑战，亟需借

鉴国际上的优秀经验。作为浙江省的友好省

州，美国的印州具有先进的STEM教育经验，

为此，两省州教育厅举办了本次活动。

　　据了解，来自印州的33名美国教师和专

家将分别走进浙江省6所学校，为学生开展为

期两周的STEM平移课程教学，并组织该省近

两百名中小学教师参加美国专家讲座，进行

课堂观摩。

　　“之所以把该项目称为‘平移课程教

学’，是因为在STEM教学过程中，美国教师

会将他们在本国的授课方式‘平移’到浙江

的基础教育中，直接传达给学生和老师。”

浙江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舒培冬说。

　　谈及本次活动的初衷，他表示，浙江的

基础教育虽然在全国处于前列，但教育工作

者也不能固步自封，要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

教育步伐，树立更高的目标。“中国的基础

教育更注重学生的知识储备，但往往会忽略

知识的运用和实践。但STEM课程不同，它可

以将几门课程融会贯通，从而引导学生去发

现、解决问题，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而通过课堂观摩，也可以让参加培训的中小

学教师全面、系统地了解该课程的教学方

式。”

  杭州市卖鱼桥小学的俞老师作为此次活动

的美国教师的助教，可以说是全方位参与到

教学过程中，谈及收获，她侃侃而谈：“美

国人具有发散性思维，不会局限于刻板的系

统知识。所以在我们的英语教学中，也可以

学习这一种方法，不单局限于单词、句子的

教学，还可以引申到中国的文化中。”她认

为，由于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教学目标，所

以本次STEM课程授课方式也不能完全借鉴，

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理念和授课方式。

 （来源 中新网）

浙江“联姻”印州培训教师
为跨学科基础教育授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