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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星島日報》報道，紐約移民研究中心3日公布報告，指出到2013年全美有
860萬人尚未入籍，其中包括32萬華人，使華人成為符合資格但未入籍人口排名第三的
群體。

這份報告根據人口普查局的小區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到2013年，全美有860萬
人符合資格但尚未入籍，其中墨西哥裔有270萬，是第壹大群體，其次是印度裔33萬
7000人和華裔32萬人。共有50個國家的移民至少有2.5萬人符合入籍資格。

按入籍率來看，2013年全國入籍率為31%，其中墨西哥裔48%的入籍率最高，其次
是加拿大45%和薩爾瓦多42%。符合資格而未入籍人口排名前25位的移民群體中，有9
群體入籍率超過40%，但並不包括華人。加州、德州、紐約、佛羅裏達4州共有500萬符合
資格而未入籍的移民，占這些州人口總數
的58%。

報告發現，符合資格而未入籍的人中
很多人是因為無法籌足申請費或不知如何
填表才沒去申請。全國符合資格而未入籍
的人中有116萬人不說英語，300萬人學歷
在高中以下，180萬人收入低於貧困水平。

美發布新版移民指南 強調綠卡並非保險箱
多年來，無數華裔移民為了獲得一張綠卡、成為美國永久居

民而不懈排隊、采取各種辦法，有些人甚至為此付出一生。據臺灣
“聯合新聞網”11月5日報道，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近
日發布的最新版新移民指南（Welcome Guide for New Immigrants
）強調，綠卡並非保險箱，離開美國過久或犯下重罪者的綠卡很可
能被撤銷，而綠卡被廢者甚至會被立刻遞解出境。

新版的新移民指南明確指出，離開美國超過一年者將不能再
使用其綠卡入境，而一些移民認為，只要至少每年回一次美國，便
可在居住於其他國家的同時維持其永久居民身分，這一想法是錯
誤的。

指南也指出，若確有重要事項耽誤返美時間，綠卡持有者可
準備好證明理由的文件，向移民局進行解釋。同時，如果綠卡持有
者打算離開美國超過12個月，應該在離境
前提交 I-131 表格申請回美證（reentry
permit，即再入境許可），有效期為兩年。離
開美國時間不超過兩年的綠卡持有者在
返美入關時，應出示再入境許可而非簽證
或綠卡。但是持有回美證僅是其短暫離境
後返美的最有利證明，並不能保證其將被
允許入境美國。因此，指南提醒綠卡持有
者，切莫離美時間過長。

另一個最可能令綠卡失效的原因是
犯下被定義為惡性重罪的犯罪行為，包括
被判以一年有期徒刑的暴力重罪、謀殺、
強奸、兒童性侵害、非法販賣毒品、槍械或
人口。此外，一些道德敗壞的犯罪行為也
很可能導致綠卡失效，例如意圖偷盜或詐
欺，因疏忽魯莽而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傷害
的行為，以欺騙方式為自己或其他人謀取
移民福利，謊稱自己是美國公民，在僅向
美國公民開放的聯邦、州或地方選舉中投
票，慣性酗酒、或使用違禁藥物，同時與多

人結婚等。
指南同時指出，不撫養家庭或不支付法定子女或配偶贍養費

者，因施行家庭暴力被捕者，以謊言或假文件取得社會福利或詐
欺任何政府機構者，沒有按照規定申報所得稅者，年齡在18至26
歲之間的男性卻故意不在兵役登記局登記者，還有幫助其他非美
國公民非法進入美國者，他們的綠卡也都很可能被撤銷。

該指南再三向新移民強調，雖然綠卡能讓其享受很多益處，
包括在美國任何地方永久居住、工作、擁有資產，就讀公立學校，
加入軍隊，獲得社會保障、社安輔助金以及醫療保險，申請配偶和
未婚子女來美國生活，返美時較為自由等，但它絕不是保險箱，持
有者依然要遵守所有聯邦、州和地方法律，繳納聯邦、州和地方所
得稅，並真正把美國當做永久的家。

美媒：全美32萬華人符合資格但未申請入籍

美公布12月移民排期表 各類別均有推進
美國國務院（DOS）9日在官網公布了今年12月的簽證公告

，就針對港澳臺及中國大陸申請人的各類親屬移民及職業移民
類別而言，「綠卡最後批準日期」（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簡稱「移民排期」）前進10余日至4個月不等；至於「遞交申請日
期」（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即遞件排期），各移民類別均原
地踏步。

在各類親屬移民的「綠卡最後批準日期」，中國大陸出生申
請者、港澳臺申請者以及印度申請者均同步推進，但各類別推進
日數不一，前進最多的是F- 1類，移進39天，由2008年2月22日
推進到當年的4月1日，其他類別推進日數在15天到1個月不等
：F-2A類別優先日來到2014年6月15 日；F-2B及F-3類別分別
來到 2009 年 3 月 1 日及 2004 年 7 月 1 日；F4 類優先日往前移到
2003年3月22日。

至於職業移民的「綠卡最後批準日期」排期，港澳臺申請者
的EB-3及非技術勞工往前移進15天，來到2015年9月1日，其
余類別均有名額。

中國大陸出生申請者的EB-2類原地踏步，EB-3及EB-5類
別則均有所推進。其中，EB-3類的非高等學歷專業人員及技術
勞工前進3個半月，來到2012年4月15日，非技術勞工前進4個
月到2006年8月1日）。中國大陸出生申請者的EB-5類的優先
日往前推進23天，來到2013年 12月15日。

印度申請者在EB-2類的職業移民「綠卡最後批準日期」
推進10個月，為本次排期推進最多者，由2006年8月1日推進
到2007年6月1日。

美國國務院在今年9月9日發布的10月移民排期表推出
「雙軌制」，在原有的正式批準綠卡申請的優先日外，增設「遞
交申請日期」，方便那些長期卡在申請程序的美國境內申請
人，可以先遞交調整身份的I-485申請，以提前享受「準綠卡
人士」的諸多便利。

每年發放的親屬移民類別及額度如下：
第一優先F1：美國公民成年未婚子女，每年23，400人。
第二優先F2–A、F2–B：美國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成年

未婚子女及美國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每年114，200人。
第三優先F3：美國公民的已婚子女，每年23，400人。
第四優先F4：美國公民的兄弟姐妹，每年65，000人。
每年發放140，000張職業移民簽證，計有以下五個優先

領域：
第一優先 EB-1：傑出人才、傑出教授或研究人員、跨國

公司高級主管或經理。
第二優先 EB-2：擁有高等學歷的專業人員，以及在藝術、科

學或商業領域具特殊能力的人才。
第三優先 EB-3：不具有高等學歷的技術工人、專業人員、非

技術工人。
第四優先 EB-4：一些特殊移民，包括宗教工作者。
第五優先 EB-5：投資移民。

美國國務院9日在官網公布12月的簽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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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投資移民EB-5漲到80萬美元 幾成定局

（本文轉自廣州日報訊）（記者鄧仲謀、李
瓊）美國投資移民(微博)EB-5區域中心現行50
萬美元投資政策，在9月30日由總統奧巴馬簽
署暫時延期至12月11日以來，目前尚無壹個令
各方都滿意的完備提案。國會兩黨及各利益相
關方的博弈截至今天僅剩最後30多天時間。10
月21日，代表EB-5項目各利益方的投資美國
協會（IIUSA）年度論壇在德州達拉斯市召開，話
題聚焦於投資人最關註的正在完善的EB-5新

提案變革內容、簽證排期趨勢、EB-5對美國經
濟和就業的具體促進表現等。

根據美國移民局（USCIS）公布的I-526存
量報告，待定的I-526申請有13117份，比上壹
個季度減少了4%，這是自排期時代來臨之後，
I-526存量第壹次減少。另壹個可喜的消息是，
USCIS證實了I-829永久綠卡條件解除的申請
仲裁，只要投資者證明10個就業機會被創造出
來，這些工作不必要壹直保留，就可以拿到永久

綠卡。
對於已經因為其他合法身份（包括F/H/B/

L等類型的簽證）在美國，並且I-526獲得審批
通過的投資者，他們可以通過 I-485 表申請身
份轉換，之後他們在美國的生活工作就不再有
任何限制，權利基本等同於拿到了I-829。這樣
就大幅度地縮減了壹部分投資者及家人的永久
綠卡等待時間。

排期要多等約10個月
在此次大會上，美國國務院簽證辦公室主

任Charles Oppenheim介紹說，2015財年美國政
府共簽發9764張EB-5簽證，其中中國內地申
請人獲得8157張，占比83%。資深投資移民專家
表示，中國內地EB-5簽證排期自今年5月1日
首次生效，結合目前實際表現和美國官方的預
測，投資人獲取簽證新增等待時間大約在10個
月左右浮動，EB-5排期現在看來已基本穩定下
來，如無政策特殊調整，投資人從申請遞件到拿
到綠卡大約在兩年半左右，心理影響已歸於平
靜。

相比於排期，現行 50 萬美元投資門檻的
EB-5區域中心政策，距12月11日終止只有最
後30多天，面對未來投資額大幅上漲、審核更
加嚴苛、審批規則將在相當壹段時間難以穩定
的客觀現實，提醒有意向移民美國的投資人現
在就必須做出選擇，力爭12月前遞件到移民局
，才能抓住最後良機。

漲價
由美國 EB-5 投資移民行業協會（IIUSA）

舉辦的第五屆年度 EB-5 國際投資論壇 10 月
21~23 日在美國德州達拉斯召開，500 多位
EB-5 利益相關者參與了此次會議，探討了
EB-5行業最新的熱點與未來EB-5政策走向。
聯鴻移民總裁鄒麗娟作為中國EB-5專家參加
了研討會並發表演講。據她從會議中得知，
EB-5漲價到80萬美元基本成定局，EB-5的監
管和要求將更加嚴格。

眾多專家共同探討了EB-5由於美元兌人
民幣匯率上升而漲價、排期以及法案走向的問
題。鄒麗娟表示，EB-5漲價到80萬美元基本成
定局，若漲到80萬美元以下最合理，但希望不
大。中國投資人應該抓緊最後的政策紅利期，在
漲價前選定項目並遞交申請，爭取在延期最後
期限12月11日前獲得檔案號。記者 李瓊

排期
美國國務院簽證辦公室主任最近通報了

EB-5簽證排期及未來幾個月的預測。
1.2015年12月簽證公告EB-5的B表，優先

日依然是2015年5月1日；
2.中國內地出生的投資人截止日期是2013

年 12 月 15 日（A 表）。為防止 12 月 11 日現行法
令有可能失效，美國國家簽證中心將從11月23
日或下周早些時候開始通知相關申請人，12月
前10天即（12月1日~10日）安排相關申請人去
廣州領事館面試；

3.2016年1月，中國內地出生的投資人截止
日期很可能是2014年1月8日；2016年2月，該
截止日期很可能是2014年1月15日；不排除這
兩月可能會有1周左右的調整。

中國大陸移美人數有所減少 以後或更不容易
（本文轉自新浪）中國國際移民是世界上最

大的海外移民群體，主要目的地包括美國、加拿
大、澳大利亞、韓國、日本、新加坡等。

據《2015年國際移民報告》披露的最新數據
，美國是中國人的首選移民目的地，而中國是美
國永久居留移民的第二大來源國。

數據顯示，2013 年，有高達 6895 名中國人
獲得美國EB-5投資移民簽證，是2010年772人
的8.9倍。

但近兩年，很多國家迅速調整投資移民政
策，拓寬了投資渠道，增加了配額，加快了審理
速度。壹些老牌的移民國家甚至紛紛暫停了移
民計劃，壹些比較冷門的移民國家也開始了移
民漲價。

面對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的湧入，曾經
是中國富人“首選”的美國也正試圖通過簽證移
民排期和其他提高移民門檻的方式加以對應。

而對於這些EB-5項目的投資移民者來說
，等待的時間會越來越長。

今年9月3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暫時
延期美國投資移民EB-5區域中心50萬美元投
資政策至12月11日。

上周，投資美國協會(IIUSA)年度論壇在美

國召開，各方聚焦目前最受關註的 EB-5 新
提案變革內容、簽證排期後續安排等。

有專業人士分析稱，面對美國投資移民
市場中，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的申請者，美
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移民簽證壓力，因此新
移民法案中中國很有可能不會再擁有那麽
多的配額。

在專家看來，美國很有可能會提高移民
的門檻，比如說會采納其他有經驗的老牌移
民國家的行動和做法，通過將投資資金提高
，提高材料要求等等來緩解這壹大壓力。

據悉，現已出爐4個關於EB-5區域中心
改革提案，最具廣泛共識的是將最低投資額
按美國通貨膨脹指數予以提高(按美國參議
院 6 月提案時為 80 萬美元，目前近 90 萬美
元)、更加嚴苛的目標就業區和就業檢定以及
對投資人資金及背景的加強審核。

會議第二天，美國國務院簽證辦公室公
布美國2015財年的EB-5簽證數據。數據顯示，
2015財年美國政府共簽發9764張EB-5簽證，
其中中國大陸8157張，占比83%(2014財年共簽
發10692張，中國大陸9128張)。

毫無疑問，2015年的簽證配額比此前有所
減少，而相比配額，現行50萬美元投資門檻的

EB-5區域中心政策距12月11日終止日只有最
後43天。

對於這些困擾投資者但也不得不考慮的問
題。有業內人士稱，申請人要力爭12月前遞件
移民局，獲得現行政策50萬美元投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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