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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部长决定
将以死刑起诉章莹颖案嫌犯
中国访美学者章莹颖失踪案的原
告方美国联邦检察官于19日向法庭提
交通知材料，对被告人克里斯滕森提
出死刑罪名的指控。
美国联邦政府于当地时间1月19
日周五下午发表由美国司法部部长杰
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签署
的文件，决定对涉嫌绑架之死中国访
问学者章莹颖的嫌犯布兰登特克里斯
滕森（Brendt Christensen）寻求死
刑。

左：克里斯滕森 右：章莹颖
美国联邦检察官作为该案原告
方，于19日向伊利诺斯州中区法院提
交了一份5页纸的材料，对被告人布
伦特·克里斯滕森提出死刑罪名的指
控，并说明被告人涉嫌绑架并杀害26
岁的中国访美学者章莹颖。材料指
出，被告人曾用酷刑伤害章莹颖：嫌
犯故意非法挟持、禁锢、诱骗、绑
架、劫持章莹颖并最终导致其死亡，
以死刑起诉嫌犯是合理的。
不仅如此，这份材料还记录了
被告人过去的种种暴力犯罪行为。克
里斯滕森曾于2013年使用残忍手法，

性侵犯了伊利诺伊州另一名受害人。
被告人还曾表达被称作“杀手”的愿
望。
材料列举了克里斯滕森“恶毒、
残酷、非人道的暴力手段”，说明其
有“计划和预谋”施行犯罪。
美国联邦检察官向法庭递交这
份通知材料，是依照美国《联邦死刑
法》，在庭审前或法庭接受被告人的
有罪答辩之前的合理时间内，将其寻
求死刑主张通知被告人，并告知作为
其寻求死刑依据的“加重情节”。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目前，被告人辩护律师团暂未对原告
方的这份通知材料发表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诺伊州乌尔
班纳郡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该案审判
日期定于2月27日。联邦检察官提出死
刑罪名的指控后，审判日期可能被推
迟。
章莹颖家人表示欣慰
章莹颖家人的代理律师王志东
表示，家人对司法部长的决定表示欣
慰，感谢他和当地检察官考虑并尊重
家人的请求，做出了与家人意愿相符
的决定。目前，原定于2月27日开审的
时间不变。
26岁的中国访美学者章莹颖，
毕业于北京大学。她于2017年4月前
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IUC)交流学习。2017年6月9日，章
莹颖坐上一辆黑色土星轿车后失踪。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于6月30日逮捕
嫌犯克里斯滕森，之后被控以绑架罪
和杀人罪。目前，嫌犯拒不认罪，也
不交待章莹颖下落。美执法人员称，
根据证据推断，章莹颖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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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盗取病人数据
印州医院5万美元赎回

据《今日美国》报道，此次遭到
黑客勒索攻击的是位于印州格林菲尔
德（Greenfield）汉考克健康医疗系统
（Hancock Health），黑客于上周四
通过外部供应商的帐户侵入了该医疗
系统的计算机，黑客迅速破解了超过
1400多份患者的数据文件并将文件锁
死，并将文件名改为“对不起”，而
这个名为”对不起”的病毒迅速扩散
至整个计算机系统。
黑客要求用比特币作为赎金来交
换被锁死的患者数据，其中包括病
人的医疗记录和公司电子邮件。医院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马特（Rob
Matt）透露，该医院最终于上周六早
支付了约5万美元的赎金。
马特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决定。他们不得不权衡各种方案所导
致的后果，包括不支付赎金后新系统
所引发的问题等。而就在赎金支付后
不久，所有被锁死的数据都解锁了。
他指出，与数据长时间被锁死带来的

损失以及因此而无法及时照顾病人相
比，此次支付的赎金是值得的。
汉考克健康医疗系统有约24个医
疗保健设施，包括位于格林菲尔德以
东约15英里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汉考克
地区医院。
该医疗系统在一份新闻稿中指
出，病人数据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生
命支持和其他重要的医院服务也没有
受到影响，病人安全并未受到威胁。
据悉，网络勒索敲诈已成为一种
不断蔓延的数字技术，2016年有数万
美国人成为受害者。
犯罪份子一般会通过电子邮件或
虚假链接实施各种网络钓鱼，然后
再用恶意软件感染受害者的设备，病
毒通过加密文件或锁定整个系统来感
染计算机网络。受害者登录时会收到
一条信息，告诉他们这些文件已被劫
持，如果想收回文件，他们将不得不
支付赎金。
医院经常成为类似袭击的目标。
去年5月，一个勒索病毒影响150个国
家超过20万的受害者，此次袭击被怀
疑与朝鲜有关。
汉考克健康还表示已向联邦调查
局报了案，并聘请了印第安纳波利斯
的网络安全专家，以征求应对黑客攻
击的策略。
（来源 华侨网）

（来源：中国日报网）

移民局开始受理 “创业企业家”
爬楼（Parole）申请
张大钦 律师
此前USCIS试图推迟执行由奥
巴马离任前签订下的协议，该协议
要求美国移民局在2017年1月份开
始接受外国创企者爬楼（parole）
工作许可申请。在历时长达11个月
的拖延抗争下，美国移民局USCIS
为了响应法院的指令，终于在2017
年12月14日宣布正式开始受理。

为了获得延期，创企者必须从
初始授予 “爬楼” 身份之后至少
获得五十万美元来自政府的投资补
助金、奖励，或在初始阶段创建至
少五个合格的工作岗位，或达到至
少五十万美元的年收入和平均年收
入增长20％以上。
每个初创企业最多可以有三名
创企者获得企业家 “爬楼” 身份

最新出炉的外国企业这爬楼工
作许可则为中小型企业的年轻创业
者们在美国创业就业提供了相应的
机会。对于“爬楼” 的新法案，
有12点需要申请人特别注意:

为了获得延期，创企者必须证
明家庭收入至少高于400％的联邦
贫困线。
任何申请材料和工作变动都需
向移民局报告，移民局会将此来衡
量创企者的身份资格。

“爬楼”外国创企者需要在过
去5年里有创业公司就职的经历
外国创企者需填写一份全新的
I-941申请表（15页），同时还需
向美国移民局德州服务中心提交
1200美元的申请费。

由于这个法案主要是鼓励高薪
科技孵化企业，需要有美国风投或
者有良好投资记录的本土投资人的
25万美元参与， 所以， 适用范围
不会很广。 而且，此种“爬楼”
没有特别好的直通出口或顶层设
计， 方向感和期待值不是很高。
也许对一些已经提交了EB5投资移
民申请， 在漫长的排期等待过程
中，想在美国陪孩子读书，创业，
或者想早点来美国生活的人，不失
为一种选择。五年爬楼结束后，
EB5排期也到了，可以离开美国，
到领事馆申请移民签证回来。

外国创企者至少拥有创新企业
10%的所有权。
在创业期间从合格的美国本土
投资者处获得了至少25万美元投
资，或者从美国各级政府机构获得
至少10万美元的赠款或奖励。以此
来突显该企业快速增长和创造就业
机会的巨大潜力。
投资人曾在五年投入总额不少
于60万美元的创业公司，而其中至
少有两个创业公司创造了不少于五
个合格的工作机会，或者创造了至
少50万美元的收入，平均年收入增
长了20 ％ 或者更多。

醫師協會二十一日召開年會，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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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楼”创企人在满足以上
种种条件的前提下，依然要面临
特朗普政府继任以来接连不断指
出，坚持撤销由前任政府签署的
Entrepreneur Parole cases外国
创企者爬楼（parole） 工作许可
这一协议。基于目前的形势，及时
移民局受理了，也不知道批准率
会有多高，也不清楚已批准的或待
批准的申请人将面临如何处境，在
此提醒申请人任需要谨慎地提交申
请。

创企者必须在创业中发挥核心
和积极向上的领导作用。
创企者的配偶也可获得 “爬
楼” 身份和在美工作授权。
创企者 “爬楼” 身份可以被
授予长达30个月，之后可申请延期
多达30个月。

February 10, 2018
Traditional Cultural Performance Show
3:00 p.m to 5:00 p.m
Authentic Chinese Buffet Dinner
5:30 p.m to 8:00 p.m
Columbus North High School, Columbus,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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