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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打脸 副总统彭斯
屡陷“欺骗网络”

川普总统高调肯定其亚洲之行
在川普总统高调肯定其亚洲之行的时候，美国
亚洲和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也在对这次访问进行评
估。有专家认为，很难确定川普访华时习近平是否
告诉了他会派特使访朝；有专家说，中国很可能在
继续扮演说客角色，忽悠的成分居多；有专家表
示，川普亚洲之行重申了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应
该肯定，但他事事个人化的处理方式丢失了捍卫美
国国家利益的政策议程；有前朝高官说，认为搞好
跟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就能解决朝核和贸易问题是很
天真的想法。
朝鲜核武威胁是川普亚洲之行的首要优先。在
川普总统结束访华后北京派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的特使访问朝鲜。新华社
除了一张会谈照片和与朝方讨论了中共19大的内
容，没有介绍这次在不寻常时刻进行的访问的任何
细节，尤其是外界关注的朝鲜核武危机问题。

这就留给了专家极大的想象空间。美国智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仪
（Bonnie S. Glaser）说，宋涛访问朝鲜有两种可
能，“我的感觉是，要么这是习近平已经告诉川普
总统要做的事情。他可能告知了将传递什么讯息，
宋涛带去了某种强硬讯息；或者这对川普政府是个
意外：在川普总统离开北京前往亚洲其他国家后，
习近平作出的决定，因为中朝关系已经到了中方无
法接受的过于恶化的程度。”但葛莱仪说，她无法
判断哪个可能性更高。
美中究竟就朝核问题达成了什么协议？
星期四，中国公开拒绝了美国要求其放弃朝鲜
的建议，显示美中在朝鲜问题并未突破原有的困
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双暂停“，即
朝鲜冻结核武活动换取美韩停止联合军演，或称
为”以冻结换冻结“，”是当前形势下最可行、最
公平和最合理的方案。“而川普总统就在一天前公
开表示，习近平同意“我们不再接受所谓‘以冻结
换冻结’的协议”。
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
瑟尔认为，习近平特使宋涛向朝鲜传递的讯息可能
不会超出他与中方打交道的经验范围，无非继续其
在美朝间的说客角色，说些忽悠的话。拉瑟尔说，
“很容易想象习近平指示宋涛向金正恩或朝方
可能的最高级官员传递的信息，第一部分是中国尽
了最大努力来阻止好战的美帝国主义；由于习近
平主席的干预，现在已经阻止了美国先发制人的
攻击计划。但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究竟能维持多
久，你们最好作出某种妥协。”
第二部分内容是“我们跟川普总统谈过了，他
不是个完全不讲理的人，美国人对谈判还是开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在北京人大会堂举
行国宴招待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
亚。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的，通过讨价还价也许你可以从谈判桌上获得更多
东西；最重要的是要降温，川普总统是谈判高手，
为什么不看看你是否可以跟他达成某种交易？”
朝核问题与美中关系捆绑值得肯定
不过在川普访问亚洲期间获得川普政府简报的
葛来仪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川普跟奥巴马之间还
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不同之处。她说，川普总统从
一开始就把朝鲜问题视为美中关系中的最高优先事
项，她认为值得肯定。
“在马阿拉哥（会见习近平）时他就向习近平
传递了朝鲜问题的讯息，虽然只把一个事项放在最
高优先受到批评，但是他把问题放在了最前面，让
习近平知道除非中国积极参与、对朝鲜施压，否则
美中关系不会好。在这个问题上我给予川普政府以
肯定。”
值得观察的是，在中方明确拒绝了美国提出的
放弃朝鲜的建议后，川普总统是否仍会坚持将朝核
危机与美中关系挂钩的政策。
川普把任何事情都个人化
跟随川普访问日、韩、中的亚洲协会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夏伟说， 在采访川普访问亚洲的过程
中，他感到很危险的是川普总统似乎把任何事情都
以个人化方式处理，“他重视的是跟领导人建立良
好个人关系，而在交往过程中常常丢掉了政策议
题。他忘记了为什么他在那里，不是简单地去示好
和求情，赢得好感，而是事关国家利益的议程，需
要他有序、全面地去讨论和捍卫。”
川普总统重个人关系、重实际结果的风格在这
次访问中有体现，那就是三名被指控在中国的商店
偷窃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运动员，在
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求情后立即获得了释放。为此，
他称习近平“很棒”。
不过夏伟肯定了川普总统在日本和韩国的表
现，“在访问中你看到了川普的两面，一方面他可
以像以往的美国总统那样行动，另一面尤其是他到
了菲律宾，又非常不同。好的一面是他向美国的盟
友重申了美国对亚洲的承诺，这是美国在亚洲最重
要的立场；贸易是另一个重要议题，但仍然不清楚
他要怎么做，退出了TPP以后美国怎么跟其它11个
国家进行双边谈判？”
川普访华从中国带回了2500亿美元中国向美国
的采购订单。但分析人士认为，其中一些是已经确
定的交易，更多的则是贸易意向，未来究竟能否落
实并不确定。
热闹表象掩盖地区安全不稳定

12月中国大陆EB-2和
EB-3排期前进缓慢

副总统迈克·彭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2016年10月14日，当时还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
迈克•彭斯曾强烈否认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与维基解密有
任何联系。
据报道，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开始
前曾在推特（Twitter）上与维基解密有过接触后，彭
斯周一（13日）晚对自己之前的言论做出辩解。
“副总统不知道竞选活动中有任何人曾与维基解密
有过接触。”彭斯的新闻发言人阿丽莎•法拉（Alyssa
Farah）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消息来
自今晚早些时候发布的一篇报道。”
这已经不是彭斯第一次被卷入类似的状况中。
比如在领导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时，彭斯曾公开否认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与俄罗斯有联系。
他还补充称，当时特朗普挑选的国安顾问弗林与时
任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之间的联系与“那些解除
制裁的传言无关”。
之后事实证明了他的错误。2月份，弗林因为在这
些问题上误导包括彭斯在内的政府官员引咎辞职。
3月份，彭斯说他不知道关于弗林在为特朗普的竞
选活动提供建议的同时，也在担任土耳其政府的说客。
近期的报道显示，在离开特朗普政府后，弗林就注册成
为一名外国企业的代理人。
而5月份，《纽约时报》揭露，弗林曾在1月份警告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他因为隐瞒自己的游说工作，正在
接受联邦调查。
（来源 赫芬顿邮报, 大西洋月刊等）
川普总统夫妇在访华期间得到了习近平夫妇的热情
款待，其中包括了前所未有的在故宫的参访，川普总统
很感谢中方为他安排的豪华礼仪。
但拉瑟尔说，川普访华热闹的表象掩盖了地区安全
的不稳定。他说，亚洲国家不希望看到美中发生冷战，
但又希望美国成为他们坚定的盟友或伙伴，希望美国在
一些争议问题上，如南中国海问题，持强硬立场；他们
既不希望看到美中贸易战，也不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经
济强力，不希望被降为附属国地位，他们希望有对抗中
国优越主义的平衡力量。
他们不希望美国对他们说教，但希望美国坚持塑造
和形成了民主社会和战后秩序的价值，“简单说就是这
个地区既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增长，保持稳定，成为经济
推动力的巨大市场，同时他们又希望美国成为抗衡力
量。”
拉瑟尔说，川普认为他跟习近平的良好互动和密切
个人关系可以转化为良好行为是很天真的想法。“如
果这种想法成立，我认为可能说明战略平衡发生了改
变。”
（来源 VOA)

七旬中国老翁赴美探子
出门扔垃圾竟惨遭枪杀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7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7
年12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
上，中国大陆、印度以及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
和地区EB-1申请人均无排期。中国大陆EB－2
的排期截止日从2013年6月15日前进到2013年
7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从2014年2月1日
前进到2014年3月8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从
2014年7月1日前进到2014年7月15日, 除中国
大陆和印度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EB-2没有排
期。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早于这些日期的移民
签证申请可能被批准。
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
上，EB-1世界范围内均无排期，中国大陆
EB－2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3年11月15
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5年9月1
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4年10月
1日。美国移民局稍后会在www.uscis.gov/
visabulletininfo网页上公布是否那些优先日
期早于这些日期的申请人可按这些日期递交身
份调整申请。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尽早
递交NIW申请。在2008年，我所获得了402件
NIW申请的批准。在2009 年，我所获得了430

3

件NIW申请的批准。在2010年，我所获得了223
件NIW申请的批准。在2011年，我所获得了286
件NIW申请的批准。在
2012年，我所获得了
351件NIW申请的批准，同时获得了245件EB-1
申请的批准。在2013年，我所获得了357件NIW
申请的批准，同时还获得了216件EB-1申请的
批准。在2014年，我所获得了203件NIW申请的
批准，同时还获得了246件EB-1申请的批准。
在2015年，我所获得了253件NIW申请的批准，
同时还获得了187件EB-1申请的批准。在2016
年，我所获得了285件NIW申请的批准，同时还
获得了220件EB-1申请的批准。
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NIW EB-2申
请人来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递交
身份调整申请。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配偶出
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包括港澳台三地），您在递交NIW申请时，
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尽快递交
I-485申请。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大更
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考虑申请EB-1。我们建
议，如果您的条件还不足以申请EB-1，可以先
申请NIW。事实上，有不少客户先委托我们申
请了NIW, 后来有了更大更重要的成果，又成
功地申请了EB-1，如今已拿到绿卡。

一名74岁中国籍老翁到美
国田纳西州探望儿子，上周四
（9日）出门扔垃圾时，突然被
人冷血枪杀。其子对老父无辜被
杀极其震惊，警方正追缉涉事凶
徒。
事发于纳什维尔巿，不幸丧
生的王如新（Ruxin
Wang，音
译）当时正步行走出儿子的寓所
丢垃圾，其妻突然听到外面有两
下枪声，于是急忙走到街上寻找
丈夫，结果发现他躺卧在寓所对
面街道，没有呼吸，一动不动。
一名邻居称事发后尝试协助伤
者，又目睹8至9名穿黑色连帽卫衣的青少年逃离现场，王如
新送院后证实不治。
死者的儿子王云（音译）对事件的发生极其悲痛，表示
自己跟母亲在晚上无法入睡。他说：“当你看到发生在拉斯
维加斯的枪杀惨案，还有奥兰多的枪击事件，你觉得离你很
远，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无法想象这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家
庭，但事实就是如此。”他形容自己的父亲善良而富有同情
心，表示若那些青年目的是钱财，父亲必定会给他们，认为
事件无需以暴力解决。“我试图让他们享受退休生活。我带
他们去世界各地旅行。我只是不知道这一切会这样结束。”
他说。
作案凶徒身份目前暂时未知，警方正调查案件并全力追
缉凶徒。据悉，王如新退休前在北京任职教育部，退休后
今年9月偕妻赴美探望儿子，平时会在儿子寓所附近骑自行
车，不料今次遭遇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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