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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E-1和E-2签证
作者Lynn Greening律师
张哲瑞 律师事务所供稿 

E类签证包括E-1和E-2两类，是
外籍人士前往美国进行实质性贸易，
或发展和指导企业的投资过程和运营
的有效途径。

谁有资格申请E签证？

E-1（条约贸易商）签证和E-2（
条约投资者）签证的基础是美国和
另一个国家之间签有相关条约。因
此，E-1和E-2签证的最基本的要求便
是申请人具备签约国家的国籍。许多
E-1和E-2签证所依存的条约可以追溯
到几十年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追
溯到19世纪，例如美国和哥伦比亚的
相关条约是在1848年签署的，而美国
和伊朗的条约则是1957年获得批准
的。

确认国籍

与美国签有相关条约国家的国民
可以申请E类签证。不过，确认国籍
可能有一些复杂，因为各国有不同的
国籍法。比如说，在某些国家，出生
在一国管辖范围内并不必然成为该国
的国民。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即同时
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和条约国公民身
份）或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条约国国
民也不能被视为符合E类签证申请条
件的条约国国民。因此，在申请E类
签证前，申请人或其代理必须先审查
该条约国的国籍法及条约内容，以确
定申请人是否符合E类签证的身份条
件。

在涉及到私人公司时，公司的国
籍取决于公司所有人的国籍。如果一
个条约国国民持有该公司至少50%的
股权，该公司便有资格申请E签证。
如果公司是公开持股，那么便由公司
成立的所在地确认它的国籍。

其他注意事项

关于E类签证的另一重要方面
是，美国对可能参与到相关贸易和投
资的国家或机构是否有制裁。虽然某

些条约仍然有效，但美国和条约国的
关系在条约批准后有可能发生了改
变。例如，和伊朗之间的有关条约虽
然还有效，但伊朗如今也是美国的制
裁对象。仔细审查参与投资和贸易的
所有银行以确保资本并非来自被制裁
的金融机构是十分重要的。虽然俄罗
斯本身并不是条约国，但在申请人来
自欧亚地区国家的情况下，两个主要
受到制裁的俄罗斯银行与其分行都需
要被考虑。

当企业的所有权或结构发生变化
时，也可能出现困难。例如，如果企
业所有人放弃其国籍，则有可能导致
相关的E签证无效。同样，并购也可
以改变相关情况，让企业不再符合E
签证的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在美国
的相关个人可以通过美国移民局
（USCIS）申请转换成E类签证，但如
果这些E身份人士出境旅游，则必须
通过当地的美国领事馆，经过完整的
申请程序才能获得E签证重返美国。
领事馆官员并不会因为之前移民局的
决定而批准申请。因此，这些案件将
被视为全新的申请，并且根据领事官
的评估，有遭到拒绝的风险。总之：
移民局批准E签证的身份并不能保证
该人士能获得美国领事馆对其E签证
的批准。

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在此之外，还有一些与E签证相
关的其他问题。二十多年来，张哲瑞
联合律师事务所的资深移民律师已成
功帮助多名客户的E签证获批。如果
您有意愿申请E签证，请通过info@
hooyou.com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咨
询。我们的资深律师会竭诚为您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

Lynn Greening律师是张哲瑞联
合律师事务所休斯顿办公室的一名资
深律师。

中国四川九寨沟地震
伤亡数百人 美景被毁

四川九寨沟县8号晚间发生7级地
震。官方通报称，地震已造成19人遇
难，约343人受伤。数万名游客被疏
散，还有不少旅客下落不明。最近的
黄龙机场没有航班，大量旅客滞留。

据报道，九寨沟县漳扎镇共滞留
游客3.5万人，当局正积极疏散滞留游
客，旅行团和自驾游游客正陆续从甘
肃省文县方向和绵阳市平武县方向转
移疏散。

曾经五彩瑰丽的九寨沟景区，被
这场灾难打翻了“颜料盒”，原本斑
斓的色彩放佛混在一起，变得一片灰
暗、浑浊和狼藉。 地震发生后，地
震核心区，九寨沟景区、九寨沟县
城、S301省道及周边地区的面貌与震
前迥异。

地震导致火花海坝体坍塌，火花海
内原先漂亮的湖水陡降数米，露出乳
白色的钙化池底，横穿火花海的游览
栈道也被冲毁，往日美景不再。

距离震中约5.3公里的火花海的坝
体，已经决口，目前水已流干。去往
现场的四川消防队救援人员也告诉记
者，该处水已经流干，几乎可以看见
水底的石头。

在九寨沟管理局的官方网站上，
关于九寨沟景区的灾情通报显示，“
火花海出现长50米，深约12米，宽20
米的决口”，景点被定义为“严重受
损。”

和火花海同样著名的还有“九寨
沟一绝”之称的五花海。曾经的五花
海，一湖之中色彩斑驳，由于湖中各
色植物和湖低的钙华沉积，呈现出一
个混合鹅黄、深蓝、墨绿、浅红等颜
色的彩色图景。整个九寨蓝说的就是
这个海子。

而如今，五花海变得黯淡而杂
乱，木制的栈道垮塌漂浮在水面上，
树枝、树干、木栏横七竖八地落入水
中，原本如宝石般的水面也变得灰黄
浑浊。

另外还有垮塌严重的诺日朗瀑布，
地震导致诺日朗瀑布附近一段道路坍
塌，坍塌的一侧路面落入下方的海子
里；在其上游一段路面，带有熊猫形
象的一段栏杆被塌方落石砸毁。这座
寓意高大伟岸的瀑布，由于地震引起
的山体垮塌，原本宽阔的瀑布变得干
涸，而曾经的涓涓细流变成了一股急
流。

熊猫海位于箭竹海下坡不远处，
据说这个名字由来，跟九寨沟的大熊
猫最喜欢来这里游荡、喝水、觅食有
关。

震后，原本色彩艳丽明亮的熊猫海
变得浑浊。

10日上午，四川蓝天救援队的二十
多名救援人员前去熊猫海附近解救被
困的10名人员。

据该救援队的芦飞介绍，熊猫海位
于震中附近，“原来的景基本都毁完
了。”他们前往熊猫海的路上，山体
仍在不断塌方，四周环绕的几座山一
直有石头滚落，六七公里的路，他们
徒步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景区。他记
忆最深的是，熊猫海中形成了有一个
200米长的塌方，全部石头堆积，救援
人员需在乱石堆中翻爬过去才得以通
行。

“大自然造就了它，也毁灭了
它。”正如网友酸奶酱所感慨，曾经
的九寨沟还会恢复吗？

（摘自 新浪网）

打着见特朗普、伊万卡旗号敛财 
华人被调查

据知情人士报料，7月末，有华
人借共和党大会等名义，通过微信
等渠道向中国企业家散布消息，声
称10月2日可组织企业家与特朗普总
统会晤、10月3日和总统女儿伊万卡
女士会晤，并收取昂贵费用。美国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对此很惊
讶，进行了调查。

据报料人说，上月末，发现一个
叫“华盛顿俱乐部”的组织涉嫌发
出邀请函，表示该组织受“美国川
普胜利委员会邀请，华盛顿俱乐部
计划于2017年10月组织‘中国企业
家总统访问团’访问美国第45届总
统特朗普先生以及他的女儿-白宫顾
问伊万卡女士”，接下来，是一系
列看上去很完美的行程安排，费用
为“参加川普总统活动6.5万美金每
人”，“参加伊万卡见面会1.9万美
金每人”。

这一貌似正式的邀请函，首先
在总统名称上很不规范、用法不一

致，“川普”、“特朗普”混搭。
其次，没有联系电话，联系人姓
名，只有微信二维码和一个邮箱地
址：103.9@163.com。

同时，另一邀请函也在发布
中，排版不同内容相似，参与费用
飙升。“参加川普总统活动20.5万
美金每人”，“参加伊万卡见面会
4.5万美金每人”。主办方成为美国
共和党大会，国内独家协办“我爱
学习俱乐部”，联系人赵老师，并
公布了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收款账
号，收款人为：赵伟娣。

更有甚者，报料人说邀请函发
出方，曾以美国《侨报》之前关于
特朗普总统会晤企业家的报道为幌
子，声称类似活动均由他们组织、
主办，而美国《侨报》在采访中从
未听说过该组织，在报道中也并未
提及任何“主办方”概念。洛杉矶
华裔政治圈内，有部分重要人士收
到这样的邀请函，表示很大疑问，

曾直接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方面求
证。

后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核实，10
月2日共和党确有活动，但是，只有
相关重要人士才会收到邀请免费参
加，且总统特朗普不一定到现场，
而伊万卡女士根本没有这个安排。
华盛顿共和党总部对此表示，希望
更多人能了解真相。

目前证实，在美国涉嫌发出邀请
函者，系一自称为阿拉巴马州政届
人士的华裔女士，也姓赵，已经受
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调查。

据了解，美国不同党派举行筹
款活动非常普遍。但是参与捐款者
必须为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如
果外籍人士参与这类活动捐款，很
有可能涉嫌违法行为。提醒华人群
体，类似如此“隆重”的活动以如
此“奇怪”的方式出现，非常可
疑，需万千谨慎。

（来源 侨报）

     震后大树和石头因塌方从山上冲到路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