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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宣布废除DACA计划
废除令暂缓6个月执行

总统命令废除(DACA)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5日下令废除
前任政府通过行政令推行的DACA（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废除令
暂缓6个月执行，以便国会寻求替代政
策。

　　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DACA
计划，允许2007年6月份进入美国且入
境时未满16岁、2012年未满30岁的非
法移民暂缓遣返，并可申请为期两年
的工作许可。这一80万人的群体被称
为“追梦人”，多数为拉美裔，如今
基本上在15岁到36岁之间，大部分都
已是成年人。该计划从推出之日起就
引发了广泛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
在参选时期就誓言废除该计划，但入
主白宫后迟迟没有行动，令不少共和
党人和支持者大为不满。

　　美国司法部部长塞申斯在宣布废
除DACA计划时称，该计划不仅违反
美国宪法，还使美国西南边境没有陪
伴的未成年人数激增，造成可怕的人
道主义后果。同时，因为将工作机会
给了非法移民，使得成千上万的美国
人失业。

　　白宫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政府此
举并不是要立即完全废除DACA计划，
现有DACA计划受益者中的大部分在明
年3月5日之前并不会受影响，美国国
会有6个月时间推出适当的立法来解决
这一问题。

DACA被终结的短期后果

根据移民局的解释，DACA被终结
的短期直接后果有以下几点：

1、从2017年9月5日开始，移民局
将不再接受新的DACA申请。

2、对于2017年9月5日以前被移民
局受理的新DACA申请(包括工卡申请)
，移民局将继续处理。

3、对于DACA的延期和换发，移
民局将把接受申请的期限延长到2017
年10月5日(考虑到延期换发可在到期
的150天之前申请, 所有证件失效期在
2018年3月5日以前的持DACA身份者都
可申请延期换发。)此后将不再接受延
期和换发的申请。

4、现在持有移民局发放的有效
DACA证件(I-797批准件和工卡)的人
士，可以继续使用上述证件，直到证
件失效为止。

5、从2017年9月5日开始，移民局
将不再为DACA身份者签发回美证。(
现有有效回美证仍可继续使用直至失
效。)

根据上述解释，证件失效期在2018
年3月5日以前的持DACA身份者仍有一
定时间保持工作许可，最迟可到2020
年3月；然而，对于DACA证件失效期
在2018年3月5日以后的人，如果国会
不能通过相关替代法案，他们将很快
失去在美国生活的起码保障，也无法
工作，其命运只有等待移民法庭的裁
决了。

有人说, 他们为何不转成其他身
份呢？“是学生的，转成F1；工作
了的，和大家一起参加H1B抽签”
，也有人说他们可以申请政治避难
（asy lum），从而获得合法身份。
这 些 认 识 皆 源 于 对 移 民 法 缺 乏 了
解。Dreamers（DACA受益者）在美国
境内转换身份，转成F1、H1B等，这

是办不到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合法身
份，要获得这些签证必须离境在美国
驻外使领馆申请。但由于他们有非法
入境的历史，所以很难获得批准。至
于政治避难，且不说政治避难的门槛
很高，限制很严，由于他们在美国境
内居留已超过一年，一般而言也不符
合政治避难的资格。

聚焦国会山

DACA被终结的长期后果如何？这
要看国会如何行动。2012年奥巴马用
行政命令方式推出DACA，一个主要
原因是国会长期无法通过相关法案，
所以他不得已祭出行政命令。其实国
会有过多次的努力，除了综合移民改
革法案以外，自2001年以来梦想法案
(Dream Act)就被提出过多次。梦想法
案针对的是跟DACA相同的人群，也就
是在儿时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但比
DACA走得更远，它还给予Dreamers通
往绿卡的道路。相比之下，DACA只不
过给Dreamers暂时的身份，每两年还要
申请延续。但是梦想法案每次都未能
获得多数支持，2010年更是在众议院
通过后在参院搁浅。

现在，川普在终结DACA之后，
又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国会。塞申
斯在他的讲话和信件中，通篇集中在
DACA的是否合法上，而回避谈DACA
的好处。由于有效期在2018年3月5号
以后的人再也无法延续DACA，川普
等于给了国会6个月的期限拿出替代方
案。从历史上看，一向以低效率闻名
的国会能否在明年3月前有所作为，令
人怀疑。即使拿出方案，目前也看不
出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案。今年7月间，
伊利诺依州民主党参议员Dick Durbin
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Lindsey 
Graham曾经联袂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梦
想法案，目标是给Dreamer们永久居民
身份，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
样的比DACA走得更远的、类似于大赦
的法案，即使通过国会的话，川普会
不会签字？如果签字的话如何向基本
盘交代？在笔者看来，他大概是在暗
赌国会通不过，所以他既可以向基本
盘交代，又可把通不过的责任推给国
会。可谓一箭双雕。

但是，有一个替代方案，也就是
RAISE Act的提出人之一Tom Cotton
正在酝酿的方案，川普倒是有可能签
字。Cotton表示他支持给Dreamers永久
居民身份，但必须以一换一，也就是
把给Dreamers的绿卡数目从每年的总数
里扣除，这样可以保持绿卡发放的总
数不变。这样的法案如果成为现实，

H1B新趋势： 
简单粗暴，高薪才是王道

张大钦 律师事务所 

今年４月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
《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的总
统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检讨移民雇
佣法规，以促进“雇用美国人”政策
的实施。几天后，众议院就出炉了Ｈ
１Ｂ具体改革议案。该行政令将深远
地影响美国未来十几年外籍员工就业
形势，但法案只有国会做出了决定才
能进行立法流程，从真正意义上做出
改变。

川普改革行政令旨在为美国工人
创造更高的工资和就业率，并通过严
格执行和管理移民法来保护他们的经
济利益。以H1B工作签证为例，总统
的行政命令指示相关机构提出变更建
议，以帮助确保这类签证公正公平且
合法地发放给了技术最娴熟、酬劳最
丰厚的移民员工。这一改革，关乎到
数以十万计的留学生的 “美国梦”
，关乎科技之都硅谷的人才结构，甚
至关乎到美国科技产业的未来，因此
其改革的方向、内容，关系重大。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认为该新政是
把双刃剑。首先、新政的确是为了
保护美国本土员工不受廉价劳动力
挤压。首先是对H1B申请雇主进行全
方位360度严格要求，对H1B流程的合
法化，即对外包公司的打压。有很多
印度外包公司长期与美国大型公司合
作，大型公司靠外包公司提供的廉价
劳动力来节约成本，在公司内部裁
员，这让美国本土失业率提高。美国
经济学家称， H1B的实施实际上允许
这种外包公司的存在，会因此带来一
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第二、就是压低工资的问题。这
也是美国社会对H1B病诟所在。譬如
印度外包公司的工资水平比行业平均
工资能低出20-30%，的确是恶性拉低
市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也有人称
H1B最早就是为引进国外廉价劳动力
而创。所以新的H1B政策也是为了保
障国外员工的薪水和本土员工薪水一
样。这是对外国员工的一种保障。针

对工资较低的Ｈ１Ｂ持有者涨薪一事
却可能不用等国会批准，川普政权内
部可以进行干预。

另外一个方面，川普新政令其中
要求缩紧雇用外国劳工的H-1B签证
项目，特别强调“不能再让H-1B 持
有者取代美国工人”。并计划取消
H1B抽签制度，设立了更高的工资门
槛等举措，使得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找
工作会更难，移民美国的大门也就更
难开启。面对移民政策的日趋严格，
美国人才市场竞争激烈，以及未来机
遇的不确定性，摆在80、90后留学
毕业生面前的选择和道路似乎越来
越难走。坊间学生们都在流传“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而直接
导致的“Marry American”……

数 据 表 明 ， 一 些 印 度 I T  
Consulting公司（例如： Tata, 
Wipro, Infosys）使用的H1B数量确
实非常高。他们承诺支付给H1B的工
资要比同类美国本土品牌公司低很
多。这的确会让人想到Ｈ１Ｂ正在被
滥用，薪水也有偏低的嫌疑。 

最后，如果您没有抽到和拿到
H1B，还可以考虑如下途径留在美
国：

维持Ｆ-1签证，CPT工作来年再
战。注意的是，能够发放I-20的学
校，才有资格发放CPT工作许可，M-1
（非学术类学生签证）是没有资格发
放CPT的。

立刻寻找免抽签雇主。该类型企
业如下几大类：大学；附属于、或与
大学相关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科研
机构；政府研究机构。

STEM OPT延期或者继续攻读学
位，学海无涯。现在的STEM OPT共计
3年，多达3次抽签机会。

可虑转换身份为配偶签证。譬
如：H-4，0-3，F2，L2申请没有名额
限制的其他工作签证， 如O-1， P-1
， E-2， TN, H3等。亲属移民职业
类移民。

正在绿卡排期的朋友们恐怕需要再苦
等更长的时间了。为什么要让绿卡排
期的朋友们承担这个后果？希望国会
山上的衮衮诸公三思而行。

总 而 言 之 ， D A C A 终 结 之 后
Dreamers的命运还在未定之天，一切要
看国会和总统的互动。无辜的Dreamers
的生活不被打碎、家庭不被撕裂、希
望不致破灭、能够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这应当是所有善良的人们的愿望。

華裔申請(DACA)的比例較低

在 “ 童 年 来 美 暂 缓 递 解 行 动
(DACA)”法案实行一年后，分析师发

现申请 DACA 的华裔青年非常少。

三藩市亚洲法律联谊会（ Asian 
Law Caucus in San Francisco ）移民权
利专案律师普萨德指出，“华裔申请 
DACA率低是可被预期的”。

在有资格申请暂缓递解的族群中，
墨西哥裔是最大族群，同时他们也是
申请 DACA 比例最高的族群。根据移
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公布的数据显示，墨西哥裔申请人达
63.7万，占比为64% 。然而一项另研究
员困惑的数据是，在前20个符合申请 
DACA 资格的国家中， 虽然中国名列
第九为符合申请 DACA 资格的国家，
但华裔却很少提出申请。

移民政策研究所分析师，同时亦是
人口统计学家的巴塔(Jeanne Batalova)指
出，“尽管许多华裔符合申请资格，
然而在美国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的数据中，华
裔的申请的比例很低。”虽然美国移
民局（ US Immigration and Citizen-
ship Services ）并未提供华裔青年申请
DACA 的数据，但移民政策研究所预
估超过一万五千名华裔青年符合申请
DACA 的资格。

其他较低申请 DACA 的族裔包含
菲律宾裔（ 符合资格者中只有16％提
出申请） ，而华裔申请者的比例低于
10％，申请人数低于1400人。

  （选摘自 万维网）

DACA计划的支持者在洛杉矶一座联邦政府大楼前抗议。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