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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局恢复一些
H-1B申请的加急处理服务

张折瑞 律师事务所供稿

美国移民局于7月24日宣布，从即日
起，将立即恢复一些H-1B申请的加急处理
服务。

此次恢复加急处理服务的H-1B申请指一
些不受年度名额限制的申请，包括美国大
学等高等教育机构、非营利研究组织或政
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支持递交的H-1B申请。

此前，美国移民局宣布，从2017年4月
3日起暂停所有H-1B申请的加急处理服务。

此次移民局并没有透露何时会恢复对有名
额限制的H-1B申请的加急处理服务。

加急处理服务（premium processing）
指的是，申请人需要缴纳额外的1,225美元
的费用，移民局会在服务申请提交后的15
日内给出相关的H-1B处理结果——批准，
拒绝或补充材料通知RFE。加急处理服务可
与H-1B申请一起递交，或在递交H-1B申请
后等待结果时追加递交。

亚马逊计划一周内雇佣5万人 
被选中将当场提供工作”

7月26日报道，亚马逊计划在12个州雇

佣5万名全天员工。这些岗位中有几乎4万个

是专职员工，岗位信息将会在8月2日集中公

布。公司承诺，应试者可以凭个人身份申

请，一但被选中，当场提供有偿工作。

这次活动也被称为“亚马逊工作日”。

活动将在亚马逊的履行中心、仓库和装货库

这些重要商业地点举行。中心分布在伊利诺

伊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

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俄亥俄州、田纳西

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辛州。同时也有两个

工作上午在公司外举行，地点为纽约州和俄

克拉荷马州。大部分工作为包装、分类和客

户服务，但也存在管理工作。

“这些将是很好的进步机会”，亚马逊

全球运营人力资源部副总裁约翰·奥尔森评

论说，“实际上，现在亚马逊全美国履行中

心的入门级经理有几乎15%是从小时工被选拔

起来的。”

亚马逊将为专职工提供健康险、丧失工

作能力险、退休储款计划、公司股票以及假

期。兼职工每周工作超过20个小时的，公司

将提供人寿和残疾险、牙科和视力保险以及

医疗保险基金。

关于报酬，底薪依据各地具体的工作情

况。据《华尔街时报》报道，同样的仓库工

作在巴尔的摩工资是13-14美元每小时，而在

坦帕是11美元每小时。

亚马逊将支付相关领域岗位培训总价的

95%，只要这些技能与未来的工作相关。课程

将在履行中心的“就业抉择”教室里进行。

亚马逊推动5万人就业是履行其在一月

份承诺的18个月内提供10万就业岗位的一部

分。如果全部按照计划，到8月底亚马逊将拥

有超过30万员工，而在2011年，亚马逊仅有3

万名员工。

就像工作日活动一样，亚马逊也将在7月

的最后一周举行当场就业岗位提供活动，地

点设在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肯塔基

州、威斯康辛州和马萨诸塞州。

（来源 环球网）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周三晚（7月26日）
在美国白宫召开投资记者会，他宣布将投
资100亿美元，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开设8k面
板厂。

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众
议院议长莱恩及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
（ScottWalker）出席了该记者会。

郭台铭用英语发言，他说，他特别感谢
白宫资深顾问库什纳（Jared Kushner），
是库许纳的努力让这个投资案成真，也将
让‘美国制造’享有巨大成功，他还说，
他投资美国的‘飞鹰计画’，飞鹰翱翔
了。

川普在副总统彭斯的介绍下出场，他表
示，除了感谢郭台铭，还盛赞他的投资将
擦亮‘美国制造’的招牌，这是真正在美
国生产、且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

川普指出，这对美国工人和美国制造业
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他感谢郭台铭“对美
国经济的未来深具信心”。

川普说，郭台铭选在威斯康辛州的东
南方设厂，将为当地创造1万3000个就业机
会，这也是郭台铭展现对美国的信心，“
如果我没选上，他就不会投资美国100亿美
元”。

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表示，威斯康辛州
明天将与鸿海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预计
2020年前、郭台铭100亿美元的投资将逐步
得到落实。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富士康正考
虑在美国七州进行投资，其中包括伊利诺
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
宾州和得州。

（来源 旧金山湾区之声）

郭台铭在白宫宣布
富士康投资一百亿建厂威州

  “雇美国人，买美国货”
针对H1B川普签署最新行政令  

美國總統川普于本月18日參觀威斯康辛
州一工具生產商時，又簽署了一份移民行
政命令，这次的行政命令, 也称为 “买美
国货雇美国人”（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行政令，其中包括指示联邦机
构，加强检视现行H-1B工作签证，并提出修
改建议，确保未来此类签证仅发给高技能、
高薪资人才，保障美国人的工作不会被薪资
低的“外籍”人员取代。

川普称新命令将“积极促进和使用美国
制造商品，保证雇佣美国劳动力去工作。”
在“雇美国人”方面，川普的命令要求联邦
机构严格执行H-1B签证法，建议改革该项
目，避免欺诈和滥用，保证签证仅发给技术
最好的申请者。H-1B签证设立的初衷就是引
进某些领域的技术工人，但有的雇主却利用
它来雇佣接受较低工资的外国人。

根据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发表的一份报告指
出，每年数以万计藉H-1B计划，加入美国劳
工市场的外籍高科技移民人才，对美国本土
相同行业工作者的就业机会、薪资水平，的
确都带来明显的负面冲击。

由密西根大学经济系教授庞德(John 
Bound)、经济系博士生莫拉勒斯(Nicolas 
Morales)，以及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
康纳(GauravKhanna)，于三月中旬联名
发表的这份“了解H-1B对于美国经济影
响”(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H-1B Program on the U.S.)报告，分
析了美国科技行业从90年代起飞到进入千禧
世纪迅速发展时期，外来H-1B高科技人才，
对于美国劳工、消费者与科技公司造成的影
响。

这份目前收集最长期间相关数据做成的
报告指出，1994年到2001年间，是美国电子
商务最蓬勃发展，也是最急需科技员工的时
期，而H-1B可以让美国公司，暂时雇用特定
职位的外籍员工，的确有效抒解了科技业求
才若渴的急迫压力。

也因为有机会引进这些持工作签证的人
才，使这批高科技移民，在产业创新、提高
美国福利，以及科技业获利等方面，带来积
极正面影响。

不过，大量这类移民，也无疑为美国本土
相关行业员工的就业机会，以及薪资所得，
受到了很大打击，报告指出，如果没有这些
H-1B签证移民的出现，2001年时，美国本土
员工的薪资，可比当时最多高出5.1%，而美
国本土员工的就业机会，也会比没有外来科
技人才时，最高多出10.1%。

之所以选择1994到2001作为研究目标时
期，主要因为这是美国雇主开始全方位及全
面使用H-1B计画的第一波高峰期，事实上，
以2001到2011的美国员工薪资高低，与就业
机会数量来评估，也有相同结果。

透过这项研究，就可以明白为何大型科技
企业，在现行每年8万5000个H-1B名额外，还
不断要求开放更多名额，因为输入更多外籍
科技员工，就可以让公司获利表现更佳。

除了签证项目，联邦机构还将被要求
对“买美国货”政策的豁免和例外条款进行
评估，把豁免和例外条款的使用降到最低限
度，并评估自由贸易协议中涉及的豁免条款
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美国人的就业。

即在“买美国货”方面，该命令要求联
邦机构进行“从上到下”的评估，联邦政府
要严格实施购买美国产品的法律，联邦资金
项目要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一名高级官员
说，在花费纳税人的钱时，“买美国货”是
川普政府的最高优先。

这一行政命令并没有规定期限，也没有
明确采取任何直接行动措施来改变那种状
况，只是发起一系列的评估，并要求联邦机

构（劳工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移民
局等）“尽快”开始提出改革那些项目的建
议。

不过政府官员说，新行政命令对负责实施
相关项目的联邦机构发出信号：政府希望看
到更为积极的姿态。

虽然川普对H1B一直大有意见，但是其自
己的公司也大量地使用H-1B计划。川普对于
外来劳动力和高技术移民的观点那是相当矛
盾啊！

川普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需要高级人才。
他表示很多外籍人才、名校毕业生毕业后很
渴望留美，但是很多人毕业不久就回国了，
美国流失了很多人才。

2015年11月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川普就
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应该要将在美国受高
等教育的外国人才留在美国。

另一方面又批评H1B计划耗费美国人就业
机会。川普认为H-1B只不过是从国外引进的
短期外籍劳工，目的仅仅是用廉价劳动力取
代美国雇员。

去年3月他在共和党初选电视辩论会上表
示，“H-1B对我们的劳工不利且不公平，我
们应终止它。”

川普更认为STEM专业是一个“有预谋的
谜团”，他曾表示毕业于STEM专业的美国人
中只有一半能够找到STEM专业相关的工作。
而持有H1B签证的非美国籍人员占了STEM专业
岗位的三分之二。而川普的老婆，现任第一
夫人Melania Trump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通过H-1B排期的方式，于2001年获得绿
卡的。

不过，新签署的没有明确措施的新法令会
催生更多的行政命令以及可能的立法。

其实川普并不反对美国通过H1B的方式，
聘请外籍高科技移民人才，此行政令主要针
对以印度外包公司为主的咨询服务公司，用
H1B的方式，以低薪“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
会。

“纽约时报”曾报道称：2014年，只有13
家外包公司，其中7家是印度外包公司，如著
名的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Infosys
和Wipro公司，其占据了2014年H-1B签证的三
分之一。在申请公司的类别里面，咨询公司
和印度科技公司名列前茅。

现在，H1B签证是以随机抽签的方式进行
的，有点乐透的感觉。

而许多印度ICC公司，以低薪，直接在印
度招聘，低端职位占据了只有85000名的H1B
名额。

H1B签证的滥用，不仅导致许多美国人
失去工作机会，还让真正需要高端人才的公
司，分不到H1B签证，导致人才大量流失。

因此为确保高薪和技能人才能够获得H1B
签证，很可能将终结H-1B随机抽签制度，未
来H1B制度将被调整为以技能水平为考核标准
(skill-based system)的制度。

提高H1B年薪门槛

今年新年伊始，在美国国会新会期开议的
第一周，就有议员提出H-1B改革法案。

该法案号称可以解决现有H-1B非移民工作
签证的漏洞，希望借着提高薪水，达到防止
公司只为省钱而雇用外国人的目的。

H-1B签证是一种可以允许外国人在美国
工作的签证，有效期最长为6年时间，最初设
立H-1B签证项目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在无法
从国内找到合适人手的情况下从海外招募人
才。硅谷的许多科技公司都非常依赖这一类
型的工作者。

（来源 万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