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4月19日
April 19，2013A8 法律·移民

LAW & IMMIGRATION

奥巴马称预算案是一种政治妥协 国防预算份额大
奥巴马4月10日公布了2014财年预算案，

他坦言最终达成的方案并非最佳选择，是“
妥协”的结果。其中，国防预算总额达6270亿
美元，在整个预算“大蛋糕”中占到第二大
份额。此外，与网络安全有关的预算达70.8亿
美元

奥巴马日前公布了第二任期的首个预算
案，其中对医保和社保的调整引发民众不
满，对国防开支的削减也招致保守势力的颇
多微辞。分析认为，这一政治妥协的预算案
难获各方认同，尤其将受到国会共和党的抵
制。

民众不满社会福利缩水 奥巴马坦言这
是种妥协

4月10日，奥巴马公布了2014财年（本财
年自2013年10月1日开始）的预算案。根据这
一方案，联邦政府在2014财年的支出为3.77万
亿美元，联邦财政收入预计为3.03万亿美元，
预算赤字将减少到7440亿美元。这是奥巴马成
为美国总统以来，提出的收支最接近平衡的
一份预算案。

奥巴马表示，该预算是“在财政上对中
产阶级就业以及经济增长负责任的蓝图”。
预算案计划对就业和公共项目投入3000亿美
元，其中包括斥资770亿美元扩大学前教育。
而为实现减赤目标，预算案提出对富人增
税，年收入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将缴纳至
少30%的个人所得税。

通过增税举措，2014财年美国财政赤字
占GDP的比例将由过去几年的10%降至4.4%。
白宫方面表示，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预算
案将使联邦赤字在未来10年内削减1.8万亿美

元，占GDP的比例将进一步下降到1.7%。
共和党对白宫提出的预算案并不认同。参

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该预算案减赤
力度不足，而且减赤动力几乎都来自增税，因
此不是一个严肃的方案。“就预算案的大部分
内容而言,这不过是另一份左派的心愿单。”
麦康奈尔说。

奥巴马也承认，预算案的某些部分并非最
佳选择，而是一种“妥协”。而妥协的方式，
则是对联邦医疗保险及社保进行调整。奥巴马
没有兑现以1.2万亿美元投入扩大医保覆盖范
围的承诺，相反，政府对年收入超过17万美元
的夫妇还将提高医保门槛，这引起了一些民众
的强烈不满。

“我们是花钱购买的这些社保，削减这些
福利毫无道理。”在车行等待汽车保养时，亨
利一边看着电视里的预算案新闻，一边充满怨
气地对身旁的记者说。这时电视里播出了里根
总统当年说过的一句话:“社保与预算赤字没
有关系，它从民众的工资单中获得保证。”亨
利猛地一拍大腿:“他说的太对了，情况就是
这样。”

国防预算占据第二大份额 网络安全投
入70.8亿美元

五角大楼公布的2014财年的国防预算为
5266亿美元，较2013财年有近1%的下调。而
如果将885亿美元的阿富汗海外行动及其他军
事支出计算在内，国防预算总额将达到6270亿
美元,在整个预算“大蛋糕”中占到第二大份
额。社保和医保支出则占第一和第四位,总额
分别为8660亿美元和5310亿美元。上述三项支
出在预算总额中占据近六成的比重。

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2014财年的国防预
算力求在奥巴马总统亚太“再平衡”的战略
指导、维持驻阿美军等必要开支以及军费削
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而在亚太部署和网
络安全方面，国防部将保持或增加财政投入。

根据预算方案，美国将投入91亿美元加
强亚太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支出与上一财
年基本持平。同时，奥巴马政府还维持了在
日本等军事基地轮流部署F-22隐形战机的
预算，未来则计划在亚太部署尚在开发中的
F-35隐形战机和“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
艇等尖端武器装备。

2014财年与网络安全有关的预算达70.8亿
美元，其中国防部分占到47亿美元，较上一财
年增加了8亿美元。国土安全部也分到不小的
份额，其中8.1亿美元将用于保护联邦计算机
网络，提升联邦和地方政府的网络安全防范
能力，并对私营企业运营的关键性基础设施
提供支持，另外4400万美元将用于网络安全综
合项目，主要是在政府部门之间建立网络安
全情报共享，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和公民权利。

在商务部的预算中，7.54亿美元将用于国
家标准与技术研究实验室的科研创新经费，
网络安全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司法部也获得
9300万美元的预算份额，用于加强信息技术的
安全。

奥巴马提出的预算案计划关闭和重组一
些军事基地，削减军方人员和家属的医疗开
支，并取消一些武器装备的添置。这让国防
部感到担忧，而自动减支对国防部更是雪上
加霜。按照3月启动的自动减支计划，国防部
在本财年内需削减410亿美元开支，如果白宫
与国会一直无法达成预算协议，国防开支在

未来10年还将削减5000亿美元。
“在国防预算上，奥巴马政府陷入了进退

维谷的困境。”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夏普
说，“这将引起外界的困惑，因为地区盟友对
美国国防预算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

海外援助作出重大调整 预算案很难在
国会过关

奥巴马在预算案中还对海外粮食援助方式
增强了“灵活性”设计。舆论指出，这是近30
年来，美国在海外援助方面作出的“重大调
整”。

根据现行法律，美国对贫困国家粮食援助
的50%到75%必须从美国的农场主手中购买，
而且必须通过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抵目的
国。2014财年预算中的海外粮食援助总额为14
亿美元，奥巴马政府计划对其中一半的发放方
式进行调整，改为在目的国购买或向当地民众
发放优惠券。这一调整并未触犯法律规定，却
能为美国节省一定的开支。

“我们承诺在对外援助上提供更多的灵活
性。”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沙阿说，“当地购
买粮食的方式比海运提前了14周的反应时间，
而且某些粮食商品的价格也能便宜30%。”

沙阿还表示，大幅缩减美国船只运送粮食
援助的规模，能够节省大量的经费，足够额外
救济400万儿童对粮食的需求。

这种灵活调整对受援国民众或许是件好
事，但对美国的农场主而言则并非“福音”，
他们大多对此抱怨不已。不过分析认为，奥巴
马的预算案很难在国会顺利过关，还需要与共
和党展开艰难的协调。

（来源：法制日报）

2013年4月1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3年5月最新的移
民签证排期。

在2013年5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请人
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08年4月1日前进到2008年5月15日，再
次前进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印度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
截止日期依然为2004年9月1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EB-2没
有排期，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有名额。而在EB-3
类别，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上个月的2007年
4月22日前进到2007年12月1日，前进了七个月多的时间。印
度出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上个月的2002年12月8日前进
到2002年12月22日,前进了两周的时间。

目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EB-5投资移民，虽然近年来申
请人数显著上升，但目前有名额即时可用。对于有经济条件
的申请人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一直建议，如果您符合申请NIW的条件，应该尽
早提交NIW申请，因为尽早递交NIW申请可以占到一个较
早的优先日期。

（文章来源：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５月中国EB-2排期再次前进
一个半月

美国移民局4月8日宣布，截止到
4月5日，移民局共收到大约124000份
H-1B申请（含美国硕士或以上学位的
H-1B申请）。在4月7日，移民局已经
用电脑随机抽取了65000个常规名额的
申请和20000个美国硕士或以上学位的
H-1B申请。从即日起，移民局将陆续
退回那些没有被抽中的申请。 

移民局先在美国硕士或以上学位
的H-1B申请中抽取了20000份申请，
然后将没有被抽中的美国硕士或以上
学位的H-1B申请放到所收到的常规申
请一起，抽取了65000份申请。

不过请注意，如果您在美国大学
等高等教育机构、非营利研究组织或
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找到了工作，或
者您已有H-1B想做转换雇主申请，您
的申请将不受名额限制，可以继续递
交申请。

（来源：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STEM专业高学历留学生绿卡法案简析
在所有围绕着全面移民改革（CIR）而进行

的政治辩论中，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其中一
点达成了共识，即美国需要吸收STEM专业高学
历留学生移民来满足美国科技发展的需求。美国
的政治家们已经充分地意识到，美国STEM专业 
(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简称STEM）人员
的不足已制约美国科技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需要留住那些在美国高等院校取得高学历
的STEM专业的外国留学生。他们考虑，每年将
留55000个绿卡名额给那些在美国高等院校获得
STEM专业的外籍博士及硕士毕业生。

STEM专业高学历留学生需要等待STEM法
案通过才申请绿卡么？ 

随着STEM绿卡的呼声越来越高，STEM专
业留学生在评估个人的移民方案选项时，需要记
住一些要点。许多考虑申请美国绿卡的留学生可
能会问：“我需要等到STEM法案通过再去申请
绿卡么？”要回答这个问题，留学生需要了解以
下一些细节。 

虽然STEM法案的通过会加快合格的外国
留学生的移民申请程序，但他们还要走和EB-2
，EB-3类似的一些申请程序。我们知道，与
STEM法案最相关的一句话是—“在学位证上订
上一张绿卡”，其实，这句话有误导留学生之
嫌。具体来说，在美国大学取得高学历的STEM
专业外国留学生，在STEM法案通过后，移民申
请过程会变得相对简单，但是光是顺利毕业并不
足以获得一张绿卡。STEM专业外国留学生仍然
需要走劳工证程序，聘用他们的美国雇主仍然需
要将招聘广告贴到所在州劳工机构的网站上，也
就是说，申请STEM绿卡仍然需要美国雇主提供
担保。 

总而言之，申请STEM绿卡只是使相关专业
的外国高学历留学生有了更多的名额，而且获得
绿卡的方式相对容易，但它和其他的需要雇主担
保的职业移民方式一样，同样需要走申请劳工证
程序和美国雇主的担保。 

生物科学学位不予考虑 
虽然STEM是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的简

写，但是在“科学”这一类别中，生物科学的外
国毕业生并不享受这一特殊移民福利的待遇。
从近些年生物科学博士和硕士毕业生的就业趋
势看，STEM法案将会剔除生物科学这一领域。
尽管纽约州参议员Chuck Schumer曾建议，如果
有可能的话，希望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允许获得

生物科学学位的留学生申请STEM绿卡，但是，
在目前的STEM法案中，并不包括生物、生物
科技、生物医学等专业。当然，如果将来美国
经济对生物科学领域的众多留学生有大量需求
时，STEM法案有可能惠及这一领域。 

在美国境外取得的学位不予考虑 
STEM绿卡名额仅仅会提供给那些在美国高

等院校毕业，并取得STEM领域高学历的留学
生。在美国境外的大学取得类似高学历的外国学
生，移民时并不适用STEM绿卡申请。不过，这
些在美国境外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仍然可以凭借
在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通过EB-1或者EB-2申
请绿卡。 

很多支持STEM绿卡法案的人认为，美国在
这些专业的外国留学生身上进行了大量的教育投
资，然而等他们毕业后，因很难获得绿卡而离开
美国，从而在所在国与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竞
争，美国的损失很大。这就是为什么STEM绿卡
法案要求高学历持有者必须是从美国高等院校获
得学位的原因。 

博士毕业生优先于硕士毕业生 
以目前有关STEM绿卡的法案来看，博士学

位持有者将优先于最终只取得硕士学位的毕业
生。STEM专业博士没用完的名额才会转移给硕
士学位持有者使用。从现实的角度看，因STEM
专业博士留学生对STEM绿卡的需求量太大而导
致无名额留给硕士持有者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然而，STEM专业的留学生在考虑未来移民计划
时，要充分考虑该法案的这一倾向性。如果一
个STEM专业的留学生只取得了硕士学位，而
没有继续读书以取得博士学位，那么他/她将
可以通过STEM（假设STEM法案最终成为法
律）或者EB-2两种方式进行移民。但是，如
果在某一年，就业市场对博士留学生的需求非
常高，依据该倾向性，硕士将不具有优先权。 

结论 
STEM绿卡申请方式成为现实的可能性非

常高。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STEM法案的
通过要取决于全面移民改革法案的通过。德克
萨斯州众议员Lamar Smith提出的STEM法案在
去年之所以没有通过，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更
想通过全面移民改革法案，而不是只通过部分
改革法案。尽管看起来STEM法案接近达成共
识，但它会作为一个更大的法案的一部分，

移民局收到
124000份H-1B申请

抽签已结束
而这个更大的法案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讨论通
过。对于已经从STEM领域毕业的外国留学生，
与其等待一个未知的新的移民方式，不如以现
有可行的方式进行申请，早申请早获益。 

我们还不能预见STEM法案一旦颁布将会如
何操作，但是可以指出的是，符合条件的外国
留学生在申请STEM移民时，其过程看起来会比
EB-1和NIW申请简单一些。然而，如我们前面
所说，申请STEM绿卡仍然需要一个工作职位和
美国雇主支持劳工证申请，因此很多无法得到
雇主支持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并不符合
申请STEM绿卡的要求。 

对于从美国大学取得STEM领域的学位，但
是只符合EB-2类签证而不符合EB-1类签证条件
的外国公民，在考虑决定不申请EB-2以等待申
请STEM绿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优先日期的
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外籍申请人
决定等到较宽松的STEM法案通过再申请STEM
绿卡，但最终发现他/她不能得到一个STEM
签证（例如，对于STEM硕士学位的持有人来
说，某一年STEM绿卡签证名额已被博士申请
人用完），因此用来等待
STEM绿卡法案实施的时
间最好用于准备申请现有
合适的移民类别，免得最
后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每个人的资格和能力
不同，所以我们建议有意
申请STEM绿卡或现有职
业移民类别的外籍申请人
向有丰富经验的移民律师
进行咨询。 

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