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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在施政报告中突
然宣布从本月15日起暂停资本投资移民计
划。据权威统计，大陆居民投资移民最多
的地区不是美国、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
而是香港地区。继去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关
闭投资移民的大门之后，大陆有钱人海外
移民的目的地又少了一个。近日法国巴黎
出现的恐怖袭击，也会从一定程度上打击
移民欧洲的热情。 

此次香港的突然关闭政策会对当地投
资、金融、经济增长甚至就业会产生何种
影响，仍有待众多专家置评。但有一点是
肯定的：大陆居民赴美投资及移民的热情
不会减少，只会进一步升温，短期内可能
会再次出现移民美国潮。

                                （作者：陈帆律师）

香港宣布暂停投资移民 H-1B 工作签证申请必读
一年一度的H-1B工作签证申请将在4月1

日进行。以下为大家经常询问的关于H-1B申
请的问题。

第一，申请H-1B的雇主
对于H-1B，雇主其实才是真正的申请

人，你是H-1B申请的受益人。所谓雇主是申
请人意味着雇主要在所有申请材料上签字，
但是准备申请材料的人可以是任何人。

A）首先我们来看看H-1B对美国雇主申
请人的要求：

法律对雇主公司或组织的大小和历史长
短没有要求。但是要求公司是一个在美国任
何一个州注册并且正常运营的公司（in good 
standing）。在美国注册公司，一般没有注册
资金要求，所以公司可大可小。虽然公司新
和小都没有关系，但是公司要有足够的工作
量供H-1B工作者工作。新和小的公司有时较
难证明其有足够的工作量提供给H-1B工作
者，因此H-1B案子相对较弱。

B）H-1B申请雇主要交什么申请材料：
H-1B申请，雇主一般只需要在H-1B申

请的表格和申请信上签字。
许多人误解H-1B申请雇主首先需要打广

告证明招不到美国人。一般而言，H-1B申请
并没有这个要求，这是PERM劳工证绿卡申
请的通常程序和要求。但是对于H-1B，法律
要求雇主在公司内部张贴H-1B申请的基本申
请信息从而告知所有员工。雇主并需要确定
H-1B劳力的雇佣并不会影响类似工作的其他
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公司也没有相关的职
位裁员、罢工、停工等状况。这个确定宣誓
过程是通过雇主签署H-1B申请的一个申请表
格LCA来完成的。

另有人误解H-1B申请雇主要交很多公司
的内部资料，譬如公司财务税收资料。一般
H-1B申请，公司基本上什么材料都不用交，
打印几页公司的网站内容即可。但是有时针
对个案，移民官可能要求公司补充材料交一
些公司财务资料。但是如上所说，只要能证
明公司有足够的业务供H-1B工作者工作，也
不会只因为没有公司财务资料，H-1B就一定
被拒。关于这一点，需要有相当经验的移民
律师特别判断和提供建议。

另外，如果雇主是人才公司，雇主需要
交许多额外资料证明其真实雇佣关系以及雇
主对雇员的控制问题。对于这种情况，请咨
询有经验律师了解详情。

C）H-1B申请雇主有什么义务和责任：
H-1B要求雇主遵守H-1B申请材料上所

述的在所定的工作地点雇佣H-1B雇员，发
放H-1B申请上所述的工资。如果雇员离开
公司，公司需要立即通知移民局。公司需要
存放与H-1B申请有关的文件供有关人员查
询。H-1B申请下来后，移民局可能委托人
查访H-1B工作地点，核查H-1B申请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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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因此H-1B申请下来后，工作如果有任何
实质变化，应该向移民局作H-1B申请更新
（H-1B amendment）以防移民局查访时出现
问题。

H-1B申请还要求雇主出申请费。雇主不
可以以任何方式变相让雇员来承担这笔费用。

如果雇主让雇员离开工作，法律还要求雇
主提供给雇员一张返还到雇员本国的机票。

第二，H-1B申请职位要求
不是任何工作职位都可以申请。法律规

定只有Specialty Occupation 可以申请。简单
解释Specialty Occupation，就是这个职位要求
至少有本科学位的人来做。请注意，这个要
求对于你拥有什么学位没有关系，指的是这
个职位通常会不会要求有学位的人来做。譬
如，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一个食品加工公司做比
较简单的Technician 工作，尽管此人拥有博士
学位，但是technician职位本身不要求有学位
来完成其工作，因此这个职位不符合Specialty 
Occupation的要求。

看一个职位是否符合specialty occupation, 
移民局通常考虑两个因素：1）雇主是否要求
该职位至少有本科学位并有相关的专业背景
的人来做； 2）雇主的要求符合公司业务的真
实需要。 

B）H-1B申请职位应该是雇主公司业务
的真实需要。

有些常见的H-1B申请用的职位可能只
是为申请H-1B而设，这样的职位听起来是
符合条件的，但是很可能因为不是Specialty 
Occupation而被拒。移民局对H-1B审查非
常严格，很多职位都被移民官判定不是符
合H-1B法律规定的职位，尤其是对一些与
business有关的职位和中小公司申请的H-1B
职位。另外，有些申请职位实际上是符合
H-1B申请的，但是可能用了一个不合适的
职位名称。尽管案子不一定最终会被拒绝，
但是案子可能受到挑战要求补件，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比如一个Graphic Designer 用了一
个Advertisement Agent的职位头衔而导致案件
被拒。绝大多数被拒的H-1B都是因为这个
Specialty Occupation的原因而被拒。

第三，H-1B申请有最低工资要求
对于最低工资，可以在劳动部网站上查

询，网站地址是 www.FLCdatacenter.com。
工资要求有四档。对工资不同的档次要求

取决于工作本身，而不是受益人的学位。如果
工作本身是一个entry-level的工作，一般这个
职位的要求是一个本科学位，就算受益人取得
了博士学位，工资也可以用第一档。另外用
第一档的工资不会影响有美国硕士或博士学
位的人用 U.S. Advanced Degrees 专用的H-1B
名额。

第四，H-1B对于受益人的要求
A）受益人至少有一个本科学位或者相对

等的工作经验。本科学位并不一定是美国取得
的学位。国外取得的学位一样可以申请。

B）受益人还应有职位所要求的对口专
业。申请H-1B，专业要对口，如果你取得的
学位专业跟你做的工作不一样，H-1B申请一
般很难拿下来。但是相关专业，或者所学的知
识可被工作所用，H-1B还是可行的。

第五，H-1B申请名额问题
每年H-1B的通常名额是六万五千个，

另外多加2万个名额给在美国取得硕士或者
博士学位的人专用，包括J.D. M.D.等专业 
（Advanced degrees）。一定是在美国取得 
Advanced degree的人才可以先用额外的两万个
名额。两万个名额用完后，然后与没有美国 
Advanced degree 的人一同竞争六万五千个一
般H-1B名额。所以有美国 Advanced degree 的
人在H-1B申请名额上占有较大优势。

H-1B 名额非常紧俏，在过去两年名额都
在H-1B申请的第一日就用完了。H-1B申请
因此需要在H-1B可以递交的第一日递交到移
民局那里。从4月1日起前5个工作日都被当作
H-1B申请的第一日(Five business day rule)。为
确保移民局第一日收到你的案件，你要选择快
递的邮件方式。这样你可以控制哪一天移民局
可以收到你的案件。另外，移民局历来是以收
到案件为准，而不是你投递邮件的日子。如果
移民局收到超过规定的名额的H-1B案子，移
民局会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取得名额。

第六，H-1B申请文件准备
一般H-1B申请的程序是：确定雇主愿意

帮雇员申请H-1B →联系律师评估H-1B申请
的案子，看看可行性→聘请律师准备申请材料
→雇主签署申请材料→律师准备好案子并于4
月1日把案子提交到移民局。

申请的材料包括：申请费支票，申请表格
G-28，I-129，LCA和雇主申请信（雇主申请
信要具体描述公司业务，工作职位性质，内容
和要求，H-1B工作者的资格，工资，工作时
间等工作条件）；雇主的一些相关材料（公司
网页打印件）；雇员资格材料（主要包括学位
证书和一些工作要求的执照等证明材料）；雇员
在美合法身份证明（如果雇员已经在美国）。

H-1B申请材料至关重要，申请表格和申
请信上不可以犯任何错误。稍有不慎，H-1B
申请可能被拒绝接受或者案子失败。

第七，Cap-Gap 的问题
H-1B最早开始日是十月一日。如果你的

OPT是在四月一日之后但是十月一日之前过
期，同时如果你的H-1B在你OPT过期之前就
递上去而且拿到一个名额，你的OPT就自动
延期直到九月三十日衔接你的H-1B开始日。

但是如果你的H-1B申请被拒，你的OPT自
动延期也就随着终止，一般带有60天的grace 
period。

第八，H-1B申请常见的错误
1．H-1B开始的日期要求错。要求名额

的H-1B最早只可以10月1日开始。不可以要
求早于10月1日的日期。

2．H-1B递交一定要有一个已经批准的
LCA表格。如果H-1B递交时，LCA还没有批
准，即使后来补交一个之后批准的LCA，H-
1B案子也会被拒。

3．LCA表格要包含所有你工作的地点。
4．你工作的地点并非一定是你雇主公司

所在地。H-1B工作地点至关重要，它决定最
低工资的要求（Prevailing Wage）并决定你的
H-1B递交移民局的中心所在地。尤其是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工作。如果你的工作
地点没有反应你实际所在地和实际工作的地
方，你的案子可能会被拒。即使你的案子成
功，如果将来被移民局发现你实际上没有在
LCA表上显示的地点工作，你的H-1B也会被
取消。

5．如果你的雇主会安排你到其客户所在
地工作或者你的H-1B雇主是一个人才公司
（Staffing Company），你的H-1B申请要提交
额外的申请材料，譬如，工作流程计划，雇
主与雇员的控制关系等。

6. H-1B 案件投递地址错。H-1B有两个
不同的移民局处理中心处理案子。送哪个处
理中心是由工作地点决定，而不是雇主所在
地点决定。具体地址，移民局网站上届时都
会有详细公布。

7．H-1B工作职位名称和内容错 -- 较
大的错误。

（来源：杨静宜律师Attorney Annie Yang律师
事务所， 作者：Annie杨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