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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中国投资客遇EB5欺诈被骗7200万

某些签证持有人失业
将有60天宽限期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最新移民签证排期
消息，2017年1月，中国大陆排期小幅前进。

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上，
EB-1世界范围内均无排期，中国大陆EB－2的
排期截止日从2012年9月22日前进到2012年10月
15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从2013年7月1日前进
到2013年9月8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从2014年
3月22日前进到2014年4月8日, 也就是说，只有那
些早于这些日期的移民签证申请可能被批准。 

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上，EB-1世
界范围内均无排期，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
日依然在2013年3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依
然在2014年5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依然在
2014年6月15日。美国移民局稍后会在www.uscis.
gov/visabulletininfo网页上公布是否那些优先日期
早于这些日期的申请人可按这些日期递交身份调
整申请。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尽早
递交NIW申请。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
NIW EB-2申请人来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排
期才能递交身份调整申请。不过请注意，如果您
的配偶出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
或地区（包括港澳台三地），您在递交NIW申
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同时
递交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期。

美国移民局在联邦公报网站上公布了名
为“Retention of EB-1, EB-2 and EB-3 Immigrant 
Workers and Program Improvements Affecting 
High-Skilled Nonimmigrant Workers”的最终法
案，声明将按照AC21和ACWIA等法案的要求，
进行一些程序性的变革，对申请EB-1、EB-2和
EB-3等职业移民类别的外籍高技术人才是重大
利好消息。

该法案指出，对那些已获I-140申请批准，
但由于无签证名额可用所以无法递交身份调整申
请的外籍E-3, H-1B, H-1B1, L-1, 或O-1等签
证持有人来说，只要能说明其必要性，就可申请
一年的工作许可，期满后若情况允许，还可一年
一年地更新；此外，如果这些人士在签证期满前
失去工作，将会有最多连续60天的宽限期，以便
让他们找新的工作延长合法身份。

该最终法案将于2017年1月17日正式生效。

NIW新判决标准出台
2016年12月27日，美国移民局行政上诉办

事处（the Administrative Appeals Office，AAO）颁
布了对国家利益豁免（NIW）申请的新判决
案 （Matter of Dhanasar）。这项新的判决案
将会取代先前AAO用以审查NIW申请的纽约
州交通部判决案（NYSDOT）的三项标准。

三项新标准
此项新判决案指出，NIW的申请者需符

合以下三项标准，才能豁免劳工证（Labor 
Certification）的要求：

第一，申请人的专业努力有实质性价值
和国家性的重要意义（both substantial merit 
and national importance）。

第二，申请人处于推动本领域进展的
良好位置（that he or she is well positioned to 
advance the proposed endeavor）。 

第三，平衡各种因素后，申请人被豁
免工作机会和劳工证要求会有益于美国的国
家利益（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waive the job offer and labor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新标准中的几点议题
在对这项新裁决的初步检视中，我们发

现了以下几点议题：
首 先 ， 第 一 条 新 标 准 探 讨 了 申 请 人

的“proposed endeavor”是否具有重大价值与
全国重要性。新的判决案中所指的“endeavor”

似乎为申请人本身从事的工作，而非某个专
业领域。所以我们必须证明该申请人本身的
工作具有重大价值与全国重要性，而不是领
域整体具有重大价值。

至于“全国重要性”，AAO则暗示，就
算申请人的工作局限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工
作的衍伸利益还是可满足全国甚至全球重要
性。也就是说，在业界工作的申请人，例如
制程工程师、企业经理或顾问，即便没有像
全职研究员一样发表论文，只要他们能合理
证明其工作的效益促成国家重要性，也许能
符合此一新标准。不过，老师、律师以及专
职看病患的医生还是较难符合非医疗人员类
别的EB-2 NIW （non-physician NIW）之标
准。

另外，新判决的第二与第三项标准，
与 原 先 的 第 三 项 标 准 类 似 。 美 国 移 民 局
（USCIS）会评估申请人的背景资格，权衡
之下，判别该申请人是否可以达到“免除
Labor Certificate申请”的标准。在新的裁决
案中，USCIS以来自政府相关机构的显著资
金补助、专业协会会员资格以及媒体报导等
指标，来支持新判决中的第二与第三项标
准。

至于如何评估申请人是否“well positioned
 to advance the proposed endeavor”，USCIS
会依据申请人的学历、技能、知识、过往成
就、未来的工作计划、在未来工作领域中的
发展，以及对于潜在顾客丶使用者丶投资人
或其他相关机构或个体的利益来裁决。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新 的 裁 决 案
中，USCIS似乎不再如以往强调论文数和引
用数为申请人影响力的主要指标，反而提
出了资金补助、奖项、媒体报导与专业协
会会员等证据，和职业移民第二优先类别
（EB-2）下的“特殊能力”（Exceptional 
Ability）资格标准类似。

EB-2“特殊能力”资格标准
EB-2中的“特殊能力”资格标准如

下：
1）拥有由学院、大学、学校或其他与

其特殊能力领域有关的教育培训机构所核发
的官方学术证明，例如学位、文凭、证书或
奖项；

2）来自现任或过去雇主的信件，证明
申请人在其职位上有至少十年的全职工作经
验； 

3）拥有在特定专业或职位上的执照或
证书；

4）拥有证据证明该申请人利用其特殊
能力所提供的服务获得薪水或其他报酬；

5）拥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是某专业协会
的会员；

6）拥有证据证明申请人在该领域中的
成就与贡献是受到同行、政府机关、专业组
织或企业组织所认可的。

总体来说，NIW申请的标准似乎是降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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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12月27日对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律师
提起诉讼，指控他欺诈意向移民到美国的中
国投资者。

SEC发表声明说，这名来自Newport 
Beach的律师弗朗西斯科（Emilio Francisco） 
和他的“PDC资本”（PDC Capital）公司四
年来诈骗131名中国投资人超过7200万美元，
把资金从一个项目挪到另一个项目，其中950
万元以上的钱未照约定开咖啡馆或疗养院，
而是拿来经营自己的投资公司与买游艇享受
人生。

联邦证管会的诉状指出，弗朗西斯科在
柯斯塔梅沙（Costa Mesa）开设PDC投资集团

（PDC Capital Group），又与人合伙经营南
加州连锁一流咖啡馆（Caffe Primo）。他从
2013年至2016年9月之间，向主要为中国人的
投资客户吸金，表明资金将用来增开一流咖
啡馆分店，并在加州、亚利桑纳州、佛罗里
达州盖疗养院。结果他只开了一些一流咖啡
馆分店，但疗养院完全没有下文。

诉状指出，弗朗西斯科挪用950万元以
上投资金作为PDC投资集团营运费，或用作
个人开销，包括买游艇。证管会联邦证管会
要求法官制止弗朗西斯科与PDC投资公司继
续以EB-5签证投资移民名义吸金，并把资金
退给投资人，同时请法官冻结弗朗西斯科资
产。

加州律师协会网站资料显示，弗兰西斯
科劣迹斑斑，1994年和2012年因违规执业，
两次被吊销律师执照。

EB-5创建于1990年，由联邦移民局负责
管理，外国投资人只要投资100万美元，并为
美国创造至少10个就业岗位，投资人全家即
可得到绿卡。如果投资项目位于偏远或高失
业率地区，投资金额则减为50万美元。

EB-5移民项目每年有一万个名额，近年
来80%的申请者来自中国大陆。因欺诈频发
等原因，美国国会要求全面取消该项目或大
幅提高投资金额的呼声很高，意见不一，目
前尚无定论。

                 （消息来源：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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