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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日前带着小女儿来美国探亲并观

光，海关官员很慷慨地给了我们六个月
的停留时间。在美国住了一阵子后，我
和女儿都喜欢上这里的生活环境，我们
商量之后，决定试试看能不能让我女儿
留在美国读高中然后念大学。因为我们
原本就打算在女儿国内高中毕业后，送
她来美国留学。现在想想，直接从美国
高中念起不是更好。 

请问我们以探亲观光签证进来美
国，我的女儿能不能直接在美国申请高
中入学，然后将她的探亲观光签证更改
为学生签证？因为虽然我们听说目前在
中国的美国大使馆对于学生签证的尺度
已经放宽，可是小留学生赴美签证被拒
绝的还是大有人在。如果直接利用她人
已经在美国了，可以直接入学，那不就
正好免去了国内签证的风险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的确最近从中国来本地私立高中留

学的小留学生，数目日益增加。原因不
外乎下列数项：

自从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突飞猛
进，能够负担美国标准学费的中国家庭
越来越多。

美国私立高中竞争激烈，经营不
易。由于美国中小学教育都实施免费制
度，一般家庭很少光顾私立学校。为了
拓展生源，中国市场就成为了美国私立
中学的一块大饼。各个私立中学争先恐
后在中国设立招生中心，抢夺学生。

美国外交政策改变，对于中国来美
国留学生签证的审核尺度大为放宽。

孩子在美国高中毕业后，直接申请
美国大学，比起国内高中毕业生，无疑
占了很大的优势。

年级越小，对英语的学习与吸收
自然更容易。所以孩子在美国念中学，
学业好坏姑且不论，日后英语是肯定溜
的。

读者与女儿目前在美国探亲观光，
可以尝试着直接申请美国当地的私立中
学。不过可不要将美国正规的私立中学
比作中国的学店。美国私立中学还是有
他们严格的入学审核标准，不是只要交
学费就会收的。另外，如何将手上的探
亲观光签证直接在美国改为学生签证，
也是不可以掉以轻心。请务必咨询自己
的律师或顾问，认真准备各种申请材料
文件。因为一旦不幸被拒绝，除了要按
时离开美国外，对日后入境美国，又添
上了一些不必要的阴影。

附注：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
亦川律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的书面同
意，不得转载或翻印。本法律移民专栏信
箱中提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不同于律师
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
细法律意见。读者如有特定法律案件需要
处理，请切记个别咨询专业律师。本专栏
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律师与客户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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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需要像大陆一样反腐吗？

在央视主持人芮成钢案即将开审的消息
传出后，关于芮成钢的一切，再度登上舆论
舞台中心。经梳理，附着于令计划家族的芮
成钢，游走于政商之间，可谓是成也令家，
败也令家。这是否意味着令计划案距离结案
不远，并为结案作为铺垫值得关注。

在令氏家族的政治与财富的版图中，芮
成钢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曾有报道透
露，2002年，令计划的养子，也是令计划早
逝大哥令路线的儿子令狐剑，成立了一系列
广告、公关、会展等公司，它们一起被称
作“强势纵横集团”，2009年之后更名“趋
势中国传播机构”。经多维新闻记者梳理，
“趋势中国传播机构”便是芮成钢连接令家
的一条纽带。

有陆媒报道曾披露，中国企业网秦公司
常年聘用的公关公司“趋势中国传播机构”
与令计划弟弟令完成关系紧密。该机构最早
创始人股东，包括令狐剑。然而，网秦公司
董事长兼联席CEO林宇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
报道中是2014年8月底。12月11日，网秦突然
宣布董事长兼联席CEO林宇已经卸任。

值得注意的是，芮成钢同林宇关系密
切，已经不是秘密。两人在微博内互动频
繁，也常常一起曝光于媒体的闪光灯之下。
林宇常年参加达沃斯中国论坛，其作为嘉
宾参与讨论环节均由芮成钢主持。而2011至
2013年的历次达沃斯论坛，两人也均出席。
蹊跷的是，今年芮成钢被调查后，林宇也缺
席了达沃斯论坛。

2012年6月30日，芮成钢在成都推广新书

开铡令计划 芮成钢桃色诱惑下谍影重重
《虚实结合》，林宇也前去捧场。虽然，目前
林宇还未露面，未对卸任一事作出任何个人说
明和声明，受芮成钢牵连也未能得到证实。但
围绕着林宇的网秦公司与令狐剑的“强势”公
司的传闻中，芮成钢占据的分量不可小觑。

此外，芮成钢“背景雄厚”已非密事。坊
间流传着这样一条消息，芮成钢在被调查过程
中痛哭流涕，指控令计划妻子谷丽萍逼迫自
己同她发生关系，自己是受害者。还有消息指
芮成钢与众多中共高官夫人有染，早已是她们
的“公共情夫”。据称，这些高官夫人的年龄
普遍比芮成钢大20到30岁。

而芮成钢也从夫人们获得一些内幕消息，
曾向人夸耀说自己“上边有人”，消息灵通。
通过这些关系，芮成钢既更接近了令计划及其
朋党，又获取了大量顶级政治、经济信息，其
中部分内容提供给了外国某些机构和个人。这
些外国机构有些已被认定是情报机构。

也正是此时，芮成钢的间谍身份似被坐
实。微博实名认证的社科院研究员王国乡在微
博透露：“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身陷囹圄的
人作何感想？可能面临死刑的芮代表，你搞那
么多钱，还当特务，脑子坏掉了吧。”王国乡
还认同网友所说，“因为怕丢人最后又以反腐
为名了结间谍案”。令人倍感蹊跷的是，这条
充斥着敏感信息的微博获得了数千转发，并未
遭到删帖。

无独有偶，新华网当时也突然以《芮成钢
遭爆料是特务 网友：若是真的必须严惩》的口
径进行报道。评论文章称，中共这是变相在承
认芮成钢谍案“或许是真的”。官方此举实为

罕见，或缘于令计划确实是令案中的一个关键
人物。

稍早前，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
级专职委员陈连福表示，令案已移交检方，
正处于侦查阶段，最快2016年上半年能提起公
诉。接近两高的消息人透露，会选择靠近北京
的法院审理，但由于令案涉及国家机密，估计
不会公开审判。有评论认为，芮成钢或是法院
审理令案的关键人物，但按过往惯例，两人这
一部分案件审理情况应不会公开。

对于这些海内外媒体的各种报道消息是否
可信尚不得知。但也足见权力与欲望的结合的
背后，便是中国现今官场腐败的现状，也是现
今官场乱象的一种。芮成钢向外界夸耀自己“上
边有人”，这种信奉权力的思想本身就存在问
题。

（作者：孟川  摘自：多维新闻网）

台湾“中研院院长”翁启惠滞留美国并二
度请辞事件，最近引发台湾岛内舆论哗然。

自2月份被指涉嫌内幕交易以来，这位台
湾最高学术殿堂的掌门人就没有安稳过。翁
启惠女儿被指是台湾企业浩鼎的第十大股
东，几年间净赚12亿新台币。除了认购资金
来源遭疑之外，还有消息披露翁启惠女儿在
企业股票大跌前两度出手，被疑存在利益输
送。

作为台湾科学界的领袖人物，翁启惠深陷
丑闻已够劲爆，何况事件还牵扯到即将上任
的蔡英文。此前已有媒体披露，蔡英文的哥
哥蔡瀛阳是浩鼎第五大股东。再加上翁启惠
和民进党有极深历史渊源，翁启惠和蔡英文
又都曾利用自身影响力为浩鼎背书。所以，
不清不楚的政商关系，会不会成为蔡英文和
民进党不能承受之重，变成该事件的大看
点。

“官商勾结”、“党产黑金”……都是昔
日民进党用来攻击国民党的旗号，可现在蔡
英文还没上任，就遭遇迎头棒击。尽管有没
有实际利益输送，现在还难有定论，但政治
人物的家人投资如何进行利益回避，政商关
系如何理定边界，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台湾过去的历史证明，无论台上的是民进
党还是国民党，政商关系都是最难处理的问
题之一。当年陈水扁之妻吴淑珍热衷商界事
务，媒体称其开创了所谓“夫人政商关系”
新做法。阿扁家庭及其亲信利用“官邸”私
下经营政商关系，从中渔利的丑闻现在已是
人尽皆知。可见昔日民进党在处理政商关系
上，并不比国民党高明多少，裙带关系和隐
蔽交易也长期存在。

因为利益追逐的未必是特定党派，而是
权力。一个党派要通过竞选获得执政权，离
不开巨额财力的支撑。利用政商关系收取政
治献金，这是民主社会比较常见的现象，问

题 在 于 怎
样 尽 可 能
的 透 明 、
规范。2004
年，台湾颁
布《政治献
金法》，对
政党、政治
团体及个人
收受政治献
金进行了法
律规范，力
图使政治献
金公开化、
合法化。

但 现 实
中，政治献
金的合法或
不合法界限
其实比较模
糊，权钱交
易、利益输送也变得越来越隐蔽。比如，在浩
鼎股价重挫之际，蔡英文拜会浩鼎董事长，鼓
励“你们要加油”。这能否算是背书或者“利
益输送”呢？立场不同的人，对此看法也存在
争议。

政治人物的亲属投资经商，如何避免裙带
式腐败，则更是一个世界难题。欧美等国法律
没有明确限制官员亲属经商活动，但有官员财
产公示、利益关系回避、政治透明化等一整套
的“阳光法案”，通过遏制权钱交易来避免裙
带腐败。中国大陆则有禁止官员亲属经商的系
列规定，但“不得在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或者
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之类规定，在现实中
也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违反利益回避原则”等批评，对于即将
上任的蔡英文来说，是个挑战。台湾早就实现

了民主化转型，但民主的确不是万能，在政治
市场分化、选举压力之下，政商关系同样会扭
曲、权钱交易的恶习同样可能滋生。

政商关系的暧昧，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
都是民众所深恶痛绝的。在舆论压力之下，蔡
英文上任后会不会在切割政商、反腐上有动
作，只能拭目以待。不过，从陈水扁被判刑到
翁启惠请辞，说明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机制
的健全，还是可以起到很大的辅助制约作用。
反腐的治本之策，可能还是要在完善法治、激
活舆论监督、规范政府职能等方向入手。

                           （来源：凤凰评论 ）

2011年蔡英文身陷宇昌案风暴，当时翁启惠曾
替蔡说话。（图片来源：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