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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CEO芯片漏洞曝光前
抛售股票 SEC将调查

上周震荡科技圈的消息莫过于英
特尔公布CPU芯片底层存在严重漏洞，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调查
英特尔CEO科再奇（Brian Krzanich）
提前抛售大量股票的行为。
漏洞事件爆发后英特尔的股价一
度疯狂下跌，谷歌曾在上一年通知了
英特尔他们的处理器存在问题，英特
尔CEO科再奇则在2017年11月底就抛售
了手上持有的大量股票（现在剩下25
万股，雇佣协议的最低要求），这些
股票价值2400万美元。
英特尔CEO科再奇
英特尔目前面临着因CPU底层漏洞
事件的多起诉讼。据Gizmodo报告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印第
安纳州三个州的的法院已经接到了对
英特尔的起诉。这三个都是大规模的
集体诉讼，理由包括英特尔延迟披露

这些CPU底层漏洞/消费者受影响几个
月后才知道这些漏洞，美国证监会也
开启了对英特尔CEO提前抛售大量股票
的调查。科再奇目前真处于极大的舆
论压力中。
“Meltdown”和“Spectre”会对
英特尔的处理器，甚至是AMD、ARM造
成重大威胁，早在2005年，研究人员
就开始讨论芯片的安全弱点。随后，
不断有研究人员发现英特尔芯片的内
核存在安全隐患，谷歌22岁神童霍恩
已经在去年4月份独立发现了“融化”
和“幽灵”漏洞。
在得知芯片漏洞后，英特尔与微
软公司、谷歌公司等大型科技公司合
作，花费了几个月时间秘密开发更新
修复漏洞，最终才公布。
来源：cn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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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大动作！突袭全美17州
百家7-11 搜捕无证工
联 邦 移 民 海
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简称 ICE）10
日上午，突袭全美国
17个州共98家7─11
连锁超商，并逮捕了
21名疑未具合法身份
的工作人员。
近百家被ICE突
袭检查并发出审核通
知的7─11，分别位
于加州、科罗拉多州、德拉瓦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州、印第安纳州、马
里兰州、密西根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北卡州、奥
勒冈州、宾州、德州与华盛顿州。
ICE代理局长霍曼(Thomas D. Homan)表示，这项行动也就是向全美雇用无
证移民的公司企业，送出强而有利的讯号，ICE一定会严格执法，如果你被发
现违法，你会被追究责任。
霍曼发出的声明指出，雇用无证移民担任劳工的企业，是吸引无证移民
涌入的磁石，ICE将致力移除这块“磁铁”，他提到，ICE将通过消除利用无
证移民公司的不公平竞争优势，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
华盛顿邮报报导，ICE发言人班奈特(Dani Bennett)表示，未来将继续发动
更多的类似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来确保企业遵守法律。她说，10日被检查的
7─11超商店东或经理，将有三天时间必须提供所有员工的身份证明。
位于芝城西郊威斯蒙市的7─11经理告诉本报，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不
过我们这家店没有聘用无证移民，不怕被搜查”，但这名经理也提到，由于
营业时间长，每天至少要有两班轮值员工，但现在要找到清早班或夜晚班的
店员越来越困难。
除了7─11外，ICE10日也公布，在过去三天，ICE干员于伊利诺州的库克
郡、湖郡等地，共逮捕了22名有犯罪纪录的外国籍人士，这些被捕者，曾被
当地警察抓到，但后来又被释放，而当地警局在释放这些罪犯前，没有先向
移民执法局报备。
来源：世界日报

2017美国移民大事件 回顾，分析及展望
张大钦 律师
2017年已经匆匆过去，这一年对美国移民和考虑
移民美国的朋友们并不是特别友善。随着川普总统
上台兑现他的反移民竞选承诺，美国政府正在收紧
移民政策。与之相对的，支持移民的美国民众对川
普的排外政策的抵制也取得了些微成绩。下面是张
大钦律师为大家带来的十件2017年美国移民大事件
排行榜：
• 取消“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
奥巴马执政时在移民议题上的重要举措“童年入
境者暫緩遣返”（DACA）首当其冲地被川普一键删
除。DACA给予被带入境内的青少年工作许可和暂时
合法居留的权利，是奥巴马以行政命令，而非国会
立法的形式设立的；目前大约有80万非法移民通过
DACA合法化。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到2019年逐步
废止DACA。
国会中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试图通过DREAM
Act法案延续DACA。而共和党则针锋相对的提出了
SECURE Act法案，要求加强移民法的执法力度，遣
返非法移民，减少合法移民数量。两党在这一议题
上难以达成妥协。
• 穆斯林旅行禁令
川普在竞选中提出旅行禁令这一政策时，不少共
和党人士也提出了批评。这并没有阻止在他宣誓就
职后几周内就闪电般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七个穆斯
林国家国民入境。这引发了广大支持移民的美国民
众在机场集会示威，以及移民律师在全美的各大国
际机场为旅行禁令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这一行
政命令也使白宫被起诉到联邦法院，并且惨遭滑铁
卢。川普政府的第二份旅行禁令稍稍放宽了一些，
但依旧被联邦法院裁定违宪。白宫九月份签署了第
三份旅行禁令，十二月份被联邦最高法院暂时维
持。这一禁令在2018年仍然要被进一步审查。
• 任命若干反移民要员
川普政府将若干反移民干将任命到了关系移民
政策制定的重要职位上。其中最重要的是联邦总检
察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塞申斯曾
任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他是联邦参议院里最反
移民的成员。作为联邦总检察长，塞申斯管辖全美
所有移民法庭，并在对联邦政府的移民案件中为联
邦政府辩护。塞申斯和他的通信幕僚史蒂芬·米勒
（Stephen Miller）曾经在肢解2013年奥巴马任内
移民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米勒现任川普总统的资
深政策顾问，他在取消DACA和推动旅行禁令上起到
了关键作用。朱莉·基什内尔（Julie Kirchner）曾
是反移民组织美国移民改革联盟（FAIR）的一员。
川普上台后，基什内尔被任命为美国公民和移民服
务处（USCIS）投诉专员。USCIS投诉专员领导受理
遭到USCIS不公正对待移民的投诉部门，该部门是
一个USCIS内部的相对独立的机构。查克·格雷斯利
（Chuck Grassley）是一位反对移民的联邦参议员，
他手下的两位幕僚也被安置在移民政策的要职。
其中一位是李·弗朗西斯·西斯纳（Lee
Francis

Cissna），现任USCIS局长。西斯纳上任后立即采取
措施减少合法移民数量，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亲属
移民和抽签绿卡的持有者会参与美国境内恐怖主义
袭击。另一位幕僚是凯西·尼布·科瓦利克（Kathy
Nuebel Kovaric），被任命为USCIS政策与战略办公
室主管。
这些左右移民政策制定的要职被反移民干将所占
据，无怪乎不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2017
年都感到了凛冬将至。
• 减少合法移民
川普总统的反移民主张不仅仅针对非法移民，
也针对合法移民。四月份，他签署了“买美国货，
雇美国人”行政命令，这一行政命令被USCIS解读为
需要极其严格审查（extreme vetting）各类签证申
请。因此他们将这一解读贯彻如下：增加H-1B和其
他带有工作许可的签证的补件要求（RFE）；
要求所有职业移民签证进行面试，尽管这举措将
会严重减慢绿卡发放速度，而且重复劳动；
改变给予之前成功申请签证一定参考的政策，
要求申请人在续签时重新证明其满足签证的各项要
求。白宫反对合法移民倾向还体现于在八月份背书
了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提出
的RAISE Act法案。RAISE Act法案旨在废除大部分亲
属移民、废除抽签绿卡、将职业移民绿卡替换为打
分系统。如果这一法案通过，成千上万的等待排期
的合法移民要重新开始申请。
• 攻击奥巴马时代规章和政策
除了DACA之外，奥巴马时代的诸多移民规章和
政策也被川普政府攻击。首当其冲的是被称为“EB6”或“创业工卡”的《国际企业家规章》。这一规
章允许获得风险投资的创业者赴美创业。《国际企
业家规章》本应于七月中旬生效，白宫在该规章生
效6天前推迟了该项目，并打算废除这一规章。美国
移民委员会和国家风险投资协会一纸诉状将政府推
迟规章生效日期的合法性问题诉至联邦法院，法院
裁定政府推迟生效日期违法无效，并要求USCIS开始
接受创业者的申请。川普政府会继续试图推迟或废
除这一规章，这一战还没结束。
川普政府还打算废除奥巴马时代的H-4工作许
可，STEM学生签证OPT延期规章，以及I-140通过之
后的H-1B续签。
• 加紧非法移民遣返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签发了一份备忘录
要求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处（ICE）专注于遣返有
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暂缓遣返“守法”的非法移
民。川普则撕碎了这份备忘录，要ICE遣返所有非法
移民。ICE因此显著增加了对移民社区的突袭。尽管
ICE声称这些突击搜查是针对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
的，但不少被发现的“守法”非法移民也被起诉，
进入了移民法庭程序的遣返程序。
川普政府也开始大量采用“快速遣返程序”，这
种程序绕过移民法庭的保护。2017年之前，快速遣

返程序仅用于遣返数日内偷越国境的非法移民；现
在川普政府则将快速遣返程序应用到偷渡两年内的
非法移民。
• 终止苏丹、海地等国民的“临时保护状态”
当所在国有自然灾害、内战或其他天灾人祸
时，进入美国的该国国民会获得“临时保护状态”
（TPS），可以在美国合法暂时居留、工作。这一政
策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而且受到TPS保护的个人可以
向本国汇款赈灾。而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宣布终
止苏丹、尼加拉瓜和海地的TPS，他们同时在考虑终
止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国的TPS。尽管有议员在联
邦国会推动将TPS加入DACA的保护行列，但这还远远
没有下文。
• 削减难民项目
川普总统在他的旅行禁令中试图暂时禁止难民入
境。虽然联邦法院否决了这一禁令，但是总统依然
有权限制难民数量。不出意料地，川普2017年大幅
降低了入境的难民数量。川普宣布2018财年入境难
民数量限制为四万五千人，约为2016财年的一半左
右。目前难民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叙利亚，被禁止
向美国输送难民。
• 签证申请难
川普上台之后，全球的美国使领馆签证申请变得
极其缓慢。这一改变并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
刻意为之。美国国务院全球大批工作人员下岗，其
中包括很多使领馆处理签证申请的工作人员；并且
拨给使领馆用于处理签证申请的预算也被削减。同
时，加强国家安全和签证欺诈的审查也使得签证处
理时间增加。
回顾2017的种种移民政策的变化，究其原因是
川普兑现其竞选时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承诺。
美国总统在三权分立的联邦宪政体制下，在移民政
策上有很多自由裁量权力，但这一权力并不是毫
无限制的：联邦法院可以驳回总统违宪的行政命
令，DHS、USCIS违法规章和决定；任何足够重要的
移民改革需要经过联邦国会两院三读通过后才能放
在椭圆办公室的决意桌上，让总统签署生效；各
州、各个自制城市可以制定地方法律规章庇护“守
法”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心的美国公民和移民律师
也不会任总统僭逾宪法法律坐视不管。
展望2018年，美国移民政策还会进一步紧缩。
川普政府会挟“税改”通过后的余勇，争取在综合
移民改革上有所作为。可以预见的是，EB5投资移民
会大幅涨价，加强监管。 H1B会更多看薪水， 薪水
高的更有可能通过。 H1B， L1都会有更多的实地访
查。职业移民无一例外地会在最后阶段有面谈。新
移民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会更少。移民政策紧缩情
形下也会有人受益。政策下面总有对策。对移民不
法现象的打击， 就是对合法移民的有效保护。对某
些移民途径情形的遏制，就是对另外一些移民情形
途径的鼓励。川普系列政策的效果， 还需要更多的
时间来观察，才能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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