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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名中國富人涉移民加拿大造假面臨驅逐
(來源:參考消息網)11月28日報道港媒稱，

溫哥華移民顧問王迅（音）因策劃加拿大歷史上
最大的移民騙局而入獄，此案涉及範圍之廣令人
震驚。2015年10月23日，現年46歲的王迅因策
劃近乎工業規模的騙局被判7年監禁。他曾幫助
富有的中國客戶維持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然後
獲得公民身份。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1月25日報道稱，在
此案中，大量真實和偽造的中國護照被寄到加拿
大，再由專業的偽造者進行篡改，使其看上去像
護照持有者壹直在加拿大生活，而實際上他們在
中國生活。王迅還讓其客戶在自己的公司掛職，
並為他們印制名片和工資單。更嚴重的是，他給
富有客戶虛開的工資極低，以至於他們可以申領
加拿大政府為窮人提供的稅收優惠。

報道稱，來自學校和律師的信件以及租賃協
議也都是偽造的。此外，他還偽造了郵寄地址和
電話號碼。

從2006年開始直到2014年被捕，王迅及其
在兩家未經註冊的移民咨詢公司的同事幫助
1200名客戶違法獲得了移民身份。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法院發現，這些客戶為王迅的非法服務支付
了1000萬加元（約合4801萬元人民幣——本網
註）。

報道稱，但此案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騙局的
規模，也不是其復雜和大膽程度，而是其客戶的
移民動機。

通常，大眾所理解的移民騙局都涉及使用各
種手段，使不符合條件的人能在加拿大生活和工
作。

但奇怪的是，在此案中，王迅的客戶在已經
獲得永久居民身份並完全符合移民條件的情況
下，卻花費數萬加元以避免在加拿大生活。

理解這種動機是理解為什麽王迅的客戶源
源不斷的關鍵。

王迅的客戶希望維持永久居民身份，但又不
想在加拿大生活，因為他們的工作和生意在中國
。而通過偽造在加拿大生活的資料，他們就能最
終獲得加拿大公民身份及其所有特權——包括
最終真正在加拿大生活。

報道稱，這些人想移民加拿大但又認為在加
拿大生活是壹種負擔或希望避免在加拿大生活，
這聽上去也許有點兒奇怪，但這種觀念在中國的
移民圈非常普遍，被稱為“移民監”。“移民監”是
指，在申請公民身份之前必須在加拿大生活的時
間（以前是6年，現在是4年）。加拿大護照被視為

“出獄卡”。
需要強調的是，並不是所有中國移民都有這

種觀念，只有那些在中國擁有更多機會的移民才
有這種觀念。這並不是國籍或種族的問題，而是
移民身份和財富商品化的問題。

對王迅的訴訟並未說明，其客戶是通過哪些
具體的移民項目抵達加拿大的，但他們被檢察官
形容為“富有的”。壹名常年從事中國移民業務的
加拿大業內消息人士說：“最大的壹類顯然是投
資移民。”

他所指的是，已被廢止的“投資移民項目”和
仍在運作的“魁北克投資移民項目”。事實上，這
些項目將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明碼標價出售，任
何擁有160萬加元資產並願意在5年內對加拿大
進行80萬加元“投資”的人均可獲得。

這名消息人士說，王迅壹案並不讓他吃驚，
“盡管此案涉及範圍相當廣”。

但他表示，此案表明了管理移民項目的內在
難度。這些移民項目促使人們將永久居民身份和
公民身份視為可以被買賣的商品。而且，對壹些

富有的移民來說，“更大的騙局”從他們偽造在加
拿大生活資料那壹刻就開始了。

他說：“它說明了壹個事實：這些經濟移民中
許多自始至終都是通過移民造假來獲得身份的。
但這種更大的騙局並不那麽容易被證明……這
涉及到動機問題。沒有文件（能夠證明這壹點）。
但在中國成為（加拿大）商業移民主要來源20年
以來，加拿大政治家應該已經註意到，事實上，這
些‘宇航員’爸爸絕大多數並不在加拿大生活。其
中大多數也從未想過要在加拿大生活。他們的目
標就是讓妻子和孩子在加拿大生活。”

加拿大前駐華大使馬大維（戴維·穆羅尼）在
其有關中加關系的新書《中間力量，中央王國》中
說，投資移民回到中國賺錢的問題是加拿大自己
造成的。他說：“在公民身份被作為壹項商業提案

提供給這些新移民後，他們經常因為將公民身份
視為壹項商業提案而受到批評。”

馬大維說：“我們壹直在依賴壹種並不可靠
的觀點，即在預測壹名移民能否快樂、成功地適
應加拿大生活的可能性時，申請者的資本凈值是
最可靠的指標之壹。”

報道稱，他說：“毫無疑問，這忽視了吸引人
們來到加拿大的首要原因：生活質量和價值觀。”

王迅壹案仍在發酵。他的7名前同事也已受
到起訴：其中2人在逃，另外5人將於本月出庭。

報道稱，至於王迅 1200 名客戶的命運，雷
吉·哈裏斯法官在判決書中警告說：“我認為，移
民管理部門將不得不重新評估所有相關人員的
條件，其中壹些人很有可能被驅逐出加拿大。”

全美21個大都會10%最富人群年薪多少？
（來源:中國日報）大城市總是能

吸引眾多的外來人口，這裏匯集較多
的工作機會、綜合大型的購物中心、優
質的餐廳以及高檔的公寓等，當然，也
就比較容易累積材富。壹項最新的研
究針對全美大都會中最有錢的10%人
群進行調查，按照這 10%的人群年薪
的高低進行排名，其中年薪最高的前
三名是舊金山、華盛頓 D.C.以及波士
頓。

《商業內幕》17日發布壹項調查，
列出全美21個大都會最有錢的5%以
及 10%人群的年薪排行，其中以舊金
山居首，該城市最有錢 10%人群的年
收入為238，855美元；而最有錢5%人
群的年薪是 349，693 美元。舊金山最
有錢 5%人群的年收入幾乎是排名第
21名聖路易（180，513美元）的近2倍。

在全美21個大都會中，有14座城
市的最有錢 5%人群的年收入都高於

20 萬美元，而這 21 座城市的最有錢
10%人群的年收入也都有13萬美元以
上。
以下就是全美21個大都會中，最有錢
的5%以及10%人群的年薪列表：
1. 舊金山（San Francisco）、加州
最有錢 10%族群的年收入：238，855
（美元，下同）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349，693
2.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212，685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78，516
3. 波士頓（Boston）、麻薩諸塞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92，612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60，286
4. 紐約、紐約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72，00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47，596
5. 西雅圖（Seattle）、華盛頓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69，028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25，000
6. 芝加哥（Chicago）、伊利諾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63，059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18，557
7. 洛杉磯（Los Angeles）、加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59，008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18，018
8. 巴爾的摩（Baltimore）、馬裏蘭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68，76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17，700
9. 達拉斯（Dallas）、得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57，995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16，494
10. 休士頓（Houston）、得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56，557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16，189
11. 聖地牙哥（San Diego）、加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63，08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15，800

12. 費城（Philadelphia）、賓夕法尼亞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64，098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15，724
13. 丹佛（Denver）、科邏拉多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52，931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02，760
14. 亞特蘭大（Atlanta）、橋治亞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50，00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202，557
15. 沙加緬度（Sacramento）、加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49，80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191，000
16. 夏洛特（Charlotte）、北卡邏萊納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38，60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188
，200
17. 辛辛那提（Cincinnati）、俄
亥俄州
最有錢 10%族群的年收入：
$141，585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187，333
18. 鳳凰城（Phoenix）、亞利桑那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39，50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187，000
19. 波特蘭（Portland）、俄勒岡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43，11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186，600
20. 納什維爾（Nashville）、田納西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36，40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183，000
21. 聖路易（St. Louis）、密蘇裏州
最有錢10%族群的年收入：$137，800
最有錢5%族群的年收入：$18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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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CNN財經)在美國，每個人的一生都在
和稅打交道，無論妳是年薪百萬的高管，還是一般工作
的白領，妳都逃不開報稅、退稅等等和稅務有關的活動，
也正是因為如此，很多不法分子利用稅務信息進行詐騙
，讓很多納稅人蒙受損失。

據CNN報道，IRS (國家稅務局)，國家稅務機關和
報稅公司都同時在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從而避免犯罪分
子有機可乘。但是IRS(國家稅務局)聲稱，就算有關部門
再努力進行保護，也不能夠阻止退款的欺詐行為和涉稅
身份盜竊。所以，作為納稅人的妳，還是應該要采取積極
的措施，去防範於未然。

今年5月初，美國國稅局表示，犯罪團夥使用“Get
Transcript”工具，從國稅局網站上下載了33萬人的稅務
表格，並進行電話詐騙，無論是從詐騙範圍還是從詐騙
的金額上來講，這都創造了電話詐騙的歷史的最高水平
。

美國國稅局的局長 John Koskinen 在上周四關於稅
收、安全、一起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我們盡最大努力
去保護納稅人的權益和信息，但是還是希望所有納稅人
從自身做起，加強自我保護意識。”

在這次新聞發布會上，IRS主要推薦了以下七個方
法保護妳的個人隱私和防止稅務詐騙。
1.不要被偽裝成稅務機關的電話、郵件，或者短
訊所欺騙。

這種行為其實就是詐騙，請謹記：聯邦和州稅務機
關絕不會跟妳聯系，並且威脅妳將會受到懲罰、訴訟或
者坐牢。
2. 不要點開任何可疑的網絡連接和郵件附件

偽裝成稅務部門的郵件往往帶有附件，這些附件請
不要輕易打開，因為這些附件往往都帶有病毒，從而感

染妳的電腦，竊取妳的個
人信息，
3. 保護您的計算機

在妳的計算機上安裝
安全保護軟件，定期掃描
病毒和開啟防火墻。
4. 對重要的文件進行
加密

這包括了妳個人的財
務或者稅的數據。
5. 重視紙質文件

對於還要使用的紙質
文件，一定要把它們鎖起
來，然而如果對於不使用
的重要文件，一定要及時
的粉碎及銷毀它們。
6. 關註妳的信用記錄

至少每年檢查一次妳的信用報告和社會保障的盈
利記錄，以確保妳的信用卡或社會安全號碼沒有被盜用
。
7. 不要過度分享

當今的人們很難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自己的狀態，
但是請妳謹記：不要分享自己的個人信息，例如：妳的地
址、妳的銀行信息、妳的姓名，或其他。這樣可以有效地
避免犯罪分子劫持妳的身份和數據。

來自於領先的稅務軟件公司的代表指出，報稅公司
將分享新的數據轉換，並且聯合國稅局和國家稅務局申
報圖形信息。以進一步加強對納稅人的身份保護，從而
有效的阻止犯罪的發生。但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講，保護

好自己的稅務信息是最佳的自
我保護方式。所以，加強自我
信息的保護從自身做起，才能
夠最有效的防止稅務詐騙的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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