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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梦  成功梦 

 
2013 年，经历了 2012 岁末的“世界末日”，发现地球还

在转，还是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到美国的还是要到

美国，该做美国梦的还要做美国梦。 

 

什么是美国梦？广义的美国梦指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

和平等。这些梦虽然很重要，真正做到却不是很容易，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关心的。 

 

当然还有狭义上的美国梦，就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

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通过自己

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可以获得成功。狭

义的美国梦更接地气，更容易给人指引奋斗的方向。 

 

美国梦随着到美国的年龄不同而不同。 

 

如果你稚龄年少，随同父母来到美国，可能医学院法学

院商学院毕业之后进入所谓的主流社会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年方弱冠，到美国读本科，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后在美国落地生根或者回国发展，实现父母的理想是

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将近而立，拿到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读研，可能毕

业后在行业领先的公司找到工作，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

往上爬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四十不惑，在中国发展非常成功，已经无所追求。

可能挑战自己，在美国重新开始，同时利用中国和美国

的资源开创新天地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四十却迷惑，由于种种原因决定来到美国重新发

展，可能找到一个稳定福利好的工作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已知天命，在中国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因为子女

在美国过来团聚，可能找到一个福利好医疗保险好的地

方养老是你的美国梦。 

 

美国梦还和职业有关。 

 

如果你的职业适合在大公司发展，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之

间跳来跳去不断加薪晋级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的职业适合自己创业，可能积累资本积累人脉准

备自己创业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的职业在美国很难找工作，或者待遇很低，可能

学习学习再学习准备职业转换就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两手空空来到美国，可能掌握一技之长在美国生

存下去是你的美国梦; 

 

如果你的职业在中国发展更好，可能学习知识掌握技能

准备回国是你的美国梦。 

 

所以美国梦是什么？美国梦就是成功梦。美国提供了大

部分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

而不是家世和背景。 

 

成功的定义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有所不同，并非只

有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才是成功。 

 

很多情况下，成功就是过的比原来好，就是达到自己内

心的满足，甚至能够有选择的权利也是一种成功。 

 

踏上美国的土地是一种成功。 

 

在美国拿到绿卡是一种成功。 

 

得到一份工作是一种成功。 

 

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一种成功。 

 

得到属于自己的利益是一种成功。 

 

身体健康家人平安也是一种成功。 

 

几百年前很多的欧洲移民都是因为美国梦和成功梦的理

想前往美国。现在的中国人同样如此。获得绿卡直至成

为公民，这样才能和本土的美国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实现美国梦。 

 

可是美国梦并不仅仅是一张小小的卡片就能涵盖的。获

得绿卡的那一刻，你可能会欣喜，可能会平静，可能会

喜极而泣。不过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生活还要继续。 

 

绿卡只是中国人在美国成功的基础。想在美国待下去，

过的好，没有绿卡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绿卡也不是万能

的，拿到绿卡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新的一年， 你做好准备出发了吗？ 无论你是在哪一段

旅程，别忘了：成功路上，你不孤独！ 
 

（起这个标题支持一下南方周末被删改的新年献辞“中国

梦 宪政梦”，这篇文章也就写成南周体。虽然我不是很擅

长这种纯抒情的南周体，很多时候也不赞成南周的观点，

但是我支持南周说话的权利！） 

 

(2013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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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国篇 

 

 

移民美国的七种武器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移民美国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错综复杂的美国移民系统包含很多绿卡类别。 无论你是

商界人士，艺术大师, 体育健将,职场精英，还是平民百

姓，都有可能拥有一款移民美国的武器。武器贵精不贵

多, 关键是能够一招致命, 在最短的时间内花最少的钱

用最适当的方式拿到绿卡, 达到移民美国的目的。 

 

1.长生剑 

您也许正在实验室中操作仪器, 在动物房里喂养老鼠, 

在图书馆里埋首文献。您或许收入暂时不高, 职业发展

遇到了瓶颈。 不过在移民道路上您可能拥有一件别人没

有的武器,叫做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NIW, 国家

利益豁免)。 这是美国移民法中专门为从事和国家利益

有关工作的移民设立的绿卡类别。和长生剑一样, “一

个人只要懂得利用自己的长处，根本不必用武功也一样

能够将人击倒”。这一类绿卡不需要雇主支持, 可以自

己申请,即使暂时失业也不会使绿卡申请前功尽弃。只要

您能够证明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全美国人民都能受益, 具

有显著的内在的意义,和自己的学术背景优于可能从事同

样工作的美国人, 您就有可能通过 NIW 获得绿卡。获得

绿卡之后, 您可以进行职业转换, 在达成自己的职业目

标的同时以另外的方式为美国人民服务。 

 

2. 孔雀翎 

美国职业移民中的第一优先分为三种， 分别是 EB-1A

（杰出人才），EB-1B（杰出教授和研究员） 和 EB-1C

（跨国经理人）。如果您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奥运会

冠军，科学院院士 或者是跨国公司的美国老总，您当然

可以符合第一优先的条件，快速移民美国。很多人或许

认为自己很普通，没有这种一剑封喉的武器。可是记住：

“真正的胜利， 并不是你用武器争取的，那一定要用你

的信心”。“无论多可怕的武器，也比不上人的信心”。

孔雀翎真的存在吗? 这也许只是江湖中的传说。即使不

存在也没有关系。确实有很多和您条件类似的普通人通

过这种方式拿到了绿卡。只要您有信心和一定的准备，

加上一点点的运气， 也许在不经意间就拥有了这种武器。 

 

3.碧玉刀 

根据美国移民法，政治庇护（Asylum）是指一个外国人

身在美国，并且这个外国人符合难民条件。移民局判断

难民条件的三个要点是（1）这个外国人不能或 不情愿

返回他的国家；（2a）因为遭受迫害或者(2b)有理由担

心遭受迫害； （3）并且这种迫害是因为这个外国人的

特定的种族、宗教信仰、民族或者国籍，从属于某一特

定的社会团体，或其所持的政治观点引起的。如果您因

为自己的政治 观点或者其它原因遭到了原住国政府的迫

害，又有幸来到了美国，您就有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庇

护，获得难民绿卡。在准备材料和面试的过程中，一定

要像握有碧玉 刀的段玉一样， 保持诚实，因为只有近

乎天真的诚实才能赢得一帆风顺的运气，最终说服移民

官, 获得绿卡。否则移民之路会非常漫长，充满艰辛,最

后也可能前功尽弃，被遣返回国。 

 

4.多情环 

和美国公民结婚？那您的移民之路就拥有了一件叫做多

情环的大杀器。美国公民的配偶结婚后立刻可以同时递

交 I-130 和 I-485, 没有绿卡名额限制。和具有绿卡身

份者结婚也可以申请绿卡, 只是会有一段排期。如果一

切顺利, 几个月内就可以拿到临时绿卡。再过两年, 如

果婚姻没什么问题, 可以转成正式绿卡。有时多情总被

无情恼, 如果婚姻在临时绿卡期间出现了问题, 那您就

需要豁免, 提交证据证明当初的婚姻纯粹出于感情, 没

有任何其它目的。另外如果能够证明婚姻过程中出现了

美国公民配偶对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有家庭暴力行为,也可

以申请豁免。 

 

5.离别钩 

如果您有直系亲属已经成为了美国公民, 那么您就有可

能通过亲属移民的方式在美国永久居留。根据亲属关系

的不同,美国公民的父母和配偶可以立刻申请, 最快几个

月就可以拿到绿卡。其它亲属关系可能会有排期, 这个

期限可以从两年到十几年。美国公民的子女是否到达 21

岁或者结婚会对排期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递交移民申请

期间申请人再申请非移民签证很可能被拒绝。如果是给

兄弟姐妹申请的话, 排期到时很可能要兄弟姐妹一个人

先过来, 然后再申请别的家庭成员。这种残酷的武器就

叫做离别钩。“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武器？”“因为

我不愿被人强迫与我所爱的人离别。““你用离别钩，

只不过为了要相聚。” 

 

6.霸王枪 

美国虽然是地球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 还是对外国投资

抱着多多益善的态度, 所以专门创建了投资移民的绿卡

类别。只要您在美国有 50 万或 100 万美元的投资(根据

投资地区的不同), 解决十个以上美国人的就业问题, 您

全家都有可能同时获得美国绿卡。如果您不知道如何在

美国投资, 还可以入股区域投资中心, 由律师和区域投

资中心来做剩下的事情。 这种武器的名字就叫做霸王枪。

其实, 只要证明合法的资金来源, 获得绿卡并不难, 难

的是到美国以后的发展问题。因为毕竟是脱离了原来熟

悉的环境, 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发展。不过, 

“一个人只要有勇气去冒险，天下就绝没有不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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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既然您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商海中浮出水面, 积累

下可观的财富, 也一定能够在新大陆获得成功。 

 

7.拳头 

没错, 您自己的双手, 也可以成为移民美国的武器。如

果您有一技之长, 比方说工程师, 程序员,会计师,或者

是厨师,就可以通过一般的职业移民方式获得绿卡。职业

移民最常见的移民程序是劳工卡-140-485。根据工作岗

位的要求,可以分为 第二优先,第三优先或第四优先。这

几种移民类别的等待期都很漫长,而且需要雇主支持,一

旦中途被解雇就会很麻烦。第二优先可能要等 4-5 年, 

第三优先可能要等 7-8 年。也许有些人, 像愤怒的小马

一样, 面对排期, 不能做到“事理通达，心气平和”，”

时时愤怒，拔拳相向，专打敌人的鼻子”。可是这样对

于快速获得绿卡也没有什么帮助。在推动法律改革之余, 

或许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早点递交申请,早点排队。只要

您目前从事的职业是您 “愿意做的，喜欢做的”, 可以

做一辈子的事, 为什么不能边做边等呢? 

除了以上介绍的类别之外, 还有一些其它的方式可以作

为武器。例如一种只存在于传说中，但是已经很久没有

出现的满天花雨（Amnesty 即大赦绿卡）；时灵时不灵的

六脉神剑 （Lottery 即绿卡抽签，适合香港, 澳门, 台

湾地区和大部分其它国家出生的人), 还有只有极少数人

拥有的唐门暗器（Special Immigrant 即特殊移民）等等。

如果您不清楚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武器, 或者不知道如何

应用自己所拥有的武器，欢迎您来电来信垂询。成功路

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作者后记：本文系根据古龙先生著作“七种武器”的意

境改编。文中加引号的部分均摘自原著。最后还有一句

“七种武器之孔雀翎”里的名言和大家共勉“无论你做

什么，若要想出人头地，就只有专心，苦练”。绿卡申

请如此，别的事情同样如此。） 

 

（2012 年 10 月 10 日） 

 

移民德州的十种理由 

 
想要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很多，但是想要移民美国德克萨

斯州的中国人还是相对较少。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加州

或者纽约相比，德克萨斯州似乎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 字。

虽然德州在美国 50 州中面积和人口都位居第二，如果不

是因为姚明曾经加盟休斯敦火箭队，达拉斯小牛队和圣

安东尼奥马刺队近年来多次在 NBA 夺冠，恐怕 很多中国

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西部片里的德州牛仔。其实，德

州牛仔就是 19 世纪时的移民先辈。他们出于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从美国其它地方移民到了德州，以 农牧业为生，

开创了一番新天地。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你是否有

意做一个新时代的德州牛仔呢？除了西部精神外，是否

还有一些其它的理由吸引你移民德州呢？ 

 

1.工作机会 

美国有很多世界知名，福利待遇都很好的跨国大公司。

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每年都要推出美国 500 强大公

司 的 榜 单 

（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5

00/）。 Fortune 榜单中今年排名第一就是总部位于德州

达拉斯郊区 Irving 的 Exxon Mobil。德州总共有 52 家公

司进榜，这一数字仅次于加州的 53 家，而高于纽约州的

50 家。如果说加州和纽约州的大公司多不出意外的话，

德州公司的表现 的确引人注目。大公司总部多通常表示

进入大公司工作的机会要多，这一点对于中国的职业移

民非常有利。另一方面，根据一项 2011 年的统计 

（ http://www.usnews.com/news/blogs...eated-jobs-

in-texas）， 德州从 2008 年到 2011 年总共增加了 7 万

5000 个就业机会，而同时期美国丧失了 560 万个就业机

会。在这个期间，德州几乎是美国各州中唯一的亮点。 

进入 2011 年后，美国经济开始恢复，2011 到 2012 年中

总共增加了 180 万个就业机会，而德州一个州就增加了

23.75 万 个 就 业 机 会 ， 仍 为 各 州 之 冠 

（ http://finance.yahoo.com/news/top-job-

generating-states.html）。你是做 IT 业的？加州有硅

谷（ silicon valley），  奥斯丁有硅丘（ silicon 

hill）；你是做工程的？德州有大石油公司；你是做医

疗行业的？德州有 Texas Medical Center。所以，想找

工作在德州可能更容易。 

 

2.教育 

全美国最好的高中在哪个州？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US 

News&World Report）给出的答案是德州。根据它的排名 

（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s/national-

rankings），  德州达拉斯的两所学校 School for 

Talents and Gifted 和 Schoo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在全美国所有高中里雄踞第一名和第三名的

位置，整个德州也有 86 所高中进入了最佳高中 1000 强

的榜单，仅次于人口最多的加州。新 闻周刊（现在的

Daily Beast ） 的 排 名 也 是 大 同 小 异 

（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t-high-

schools.html）。 达拉斯的两所学校排名第二和第四，

德州共有 85 所高中进榜。德州的中小学教育质量是有口

皆碑，高等教育也毫不逊色。位于休斯顿的莱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在美国大学本科中排名第 17。德州

的两所公立旗舰大学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和德州农工（Texas 

A&M University）也是名声不错，找工作非常容易的好

学校。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在德州的中小学完成教育，

成绩突出，还是很有可能走出德州，考入常春藤 名校。 

 

3.住房 

50 万美元（或者说 300 万元人民币）可以买到什么样的

房子？在北京可能是北三环的一套 60 平方米的老旧公寓，

在加州硅谷可能是一套 200 平米远离好学区 的 30 年旧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500/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500/
http://www.usnews.com/news/blogs...eated-jobs-in-texas
http://www.usnews.com/news/blogs...eated-jobs-in-texas
http://finance.yahoo.com/news/top-job-generating-states.html
http://finance.yahoo.com/news/top-job-generating-states.html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s/national-rankings
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s/national-rankings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t-high-schools.html
http://www.thedailybeast.com/new...t-high-schoo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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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在纽约可能是皇后区的一套高层公寓，在德州就有

可能是好学区 400-500 平米（折合五千平方英尺）建筑

面积，1000 平方米（折合一万平方英尺）院子的郊区新

别墅。根据统计，德州的房子均价只有加州和纽约州的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更远远低于北京和上海的房价。

难怪网上调侃诺贝尔奖得主莫言 的奖金用途时是拿休斯

敦 的 房 价 和 北 京 的 房 价 做 比 较 

（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Texas/31706323.

html）。想用更少的钱住更大的房子吗？赶快来德州吧。 

 

4.天气 

天气也是移民德州的一个理由？有没有搞错？就凭德州

夏天 100 华氏度（40 摄氏度）热死人的高温？不错，德

州的夏天确实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太热，但是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如果非要在冷天和热天里做一个选择的话，很

多人还是会选择热天的。何况德州的冬天（从 10 月到 4

月）确实很舒服，基本没有下雪，一月份还可以穿 T 恤。

如果你喜欢海南或者广东的气候，德州可能就比较适合

你。而且，谁说移民德州就要一年到头待在德州呢？如

果有条件，你完全可以做一只海鸥，夏天回到中国，冬

天到德州避寒。 

 

5.多元文化 

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德州的大城市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代表。以休斯敦为例，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和亚裔在

2010 年人口调查统计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3%，18.4%，

41%，和 7.7% 。亚裔人口中，华人，印度人，中东人，

越南人和韩国人后裔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根据美国亚

洲协会（Asia Society）的报导，休斯敦已经超过纽约，

成 为 美 国 种 族 和 文 化 最 多 元 化 的 城 市  （ 参 见

http://asiasociety.org/texas/hou...-states-study-

finds）。在休斯敦和达拉斯生活，无论你是哪个族裔的

人，都不会感到孤独或者被歧视。在这里你会找到适合

自己口味的超市，饭店和娱乐，也有机会体验异域风情。

想找到世界村的感觉吗？这种感觉就在德州。 

 

6.商业环境 

德州也是中国国内企业在美国拓展的桥头堡。和个人住

房价格一样，休斯敦和达拉斯的商业地产成本相当低廉。

德州的共和党执政的州政府推行小政府政策，对在德 州

注册的小企业免收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tax）。德州

的一些县市政府也出台了地方优惠政策吸引外国企业进

驻。由两个美国民间组织调查了全国 8000 多位小企业主

之后得出的小企业商业环境调查，将德州的奥斯丁命名

为美国对小企业最友好的城市。休斯敦，圣安东尼奥和

达 拉 斯 则 分 列 第 3,5,7 名

（ http://www.bizjournals.com/houston/news/2013/04

/03/houston-named-third-friendliest-

city.html?ana=e_du_pub&s=article_du&ed=2013-04-

03&u=12111297564f197eb26b67f899e8e5）。美国区域发

展（Area Development）杂志继 2011 年之后，再次将德

州评为美国 50 州中商业发展机会和商业环境排名第一的

州  (http://www.areadevelopment.com/T...anding-

456337.shtml）。 这个杂志的编辑感叹说，由于“经济

多样性，有经验的劳动力，没有州税 （State Personal 

Income Tax）和企业所得税, 和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的

州 政 府 ” ， “ 所 有 的 人 都 知 道 很 难 超 越 德 州 ”

（Everyone knows it is tough to topple Texas”）。 

 

7.中国城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你可能不仅有一颗中国心，也有一

个中国胃。休斯敦的中国城也许不如洛杉矶的中国城大，

也不如纽约法拉盛的中国城地道。但是它却是一个不 断

发展不断扩张的新城。在以百利大道（Bellaire）为中

心的几个街区内，集中了十几家大大小小的中国超市，

一百多家不同口味的中国餐馆和数不清的中 国诊所，旅

店，和商店。和纽约洛杉矶一样，在这里你可以不懂英

语办成几乎一切事情。但是和法拉盛相比，这里没有停

车的麻烦；和洛杉矶相比，这里的商业中心 相对集中, 

不需要开车。随着中国移民越来越多，还会有更多更好

的服务等待你。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生意为同胞

服务外加赚钱。 

 

8.石油 

如果你打不过它，就加入它。和中国人对中石油中石化

的感觉一样，美国普通人的死敌也是大石油公司，因为

美国的油价在过去十年里涨了 3 倍以上，石油公司赚得 

钵满盆满。可是一旦你有机会进入中石油中石化做合适

的工作，你会拒绝吗？如果你不会拒绝，那么欢迎来到

德州。休斯敦是世界能源之都，这里有 Conoco Philips

的总部，BP 和 Shell 的北美总部， Exxon Mobil 和

Chevron 的大型研发中心。世界上几乎所有大石油公司都

在休斯敦有或多或少的存在。围绕着这些大石油公司更

有无数的石油服务公司。达拉斯虽然稍逊， 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石油公司 Exxon Mobil 的总部所在地。随着油价

的上涨，石油公司进入了高速扩张阶段，石油从业人员

的待遇非常高，找工作非常容易。如果你的专业是石油，

地质和勘探，可 以很容易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即使

你的专业是会计，金融或者统计，也可能会在石油行业

找到一席之地。如果有机会的话，你还犹豫什么呢？ 

 

9.医疗 

人有生老病死，任何一个年纪的人都想选择一个离好医

院近点的地方。休斯敦有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中心-德州医

学中心（Texas Medical Center）。 德州医学中心有五

十多个成员单位，其中包括很多全美国以至于全世界最

好的医院。在这里有全美国排名第一的癌症专科医院-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全美国名列前茅的综合性

医院 Methodist Hospital， 有儿科排名前十的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还有进行过全世界第二例心脏

移植手术，声名远播的心血管专科医院 Texas Heart 

Institute。达拉斯也有久负盛名的西南医学中心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只要你有医疗保险，

就可以负担的起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当你看到中东的石

油大亨和皇室成员包飞机来休斯敦治病时，会不会认为

生活在德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呢？ 

 

10.航天 

熟悉登月历史的人都知道，阿波罗 11 号是第一艘载人登

上月球的宇宙飞船，阿波罗 13 号是第一艘没能完成预定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Texas/31706323.html
http://www.mitbbs.com/article_t/Texas/31706323.html
http://asiasociety.org/texas/hou...-states-study-finds
http://asiasociety.org/texas/hou...-states-study-finds
http://www.areadevelopment.com/T...anding-456337.shtml
http://www.areadevelopment.com/T...anding-4563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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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月任务的宇宙飞船。但是你是否知道，阿波罗 11 号的

宇航员登上月球说的第一个词就是“Houston”；阿波罗

13 号的宇航员报告问题时说的是“Houston， we have 

got a problem”。休斯敦是名符其实的航天城，休斯敦

东南郊的明湖（Clear Lake）是 NASA 航天控制中心的所

在地。这个控制中心过去控制的是登月飞船，现在控制

的是太空空间站。这里也是几乎所有美国宇航员安家的

地方，因此休斯敦人自豪的说自己是离太空最近的人。

鲜为人知的是，最近很火的私人航天公司 SpaceX 总部就

在达拉斯附近一个叫做 McGregor 的小城里。这个太空 

公司刚刚宣布惊人计划，15 年后让 8 万人类殖民火星。

据说 50 万美元（投资移民美国的价钱）就可以买一张前

往 火 星 的 船 票 （ 参 见 “ ”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22586-

gb2312.html）。如果移民美国后你的下一个目标是移民

月球或者移民火星，或许在德州你可以近水楼台先得

“月”！ 

（作者后记：笔者 2001 年来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德州，

之后一直在德州生活，也希望帮助更多的中国移民来到

德州，发展壮大中国移民的队伍，这是写作此文的 目的。

其实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有吸引人之处。我相信在别的地

方生活的人也可以写出“移民加州”，“移民纽约”，

“移民加拿大”或者“移民欧洲”的若干理由， 同样也

可以写出“留在北京”“留在上海”“留在广州”的若

干理由。 很多时候移民是一种选择和生活经历，选择移

民也并不意味着和故土就一刀两断。有选择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情, 为什么不趁着有能力有精力的时候尝试一下

呢！本律师事务所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注册，可以为外国

公司或公民提供美国任何一州的移民法服务。如果您有

意在德克萨斯州创业和从事商业活动，我所还可以进一

步提供公司注册和一般商务法服务。欢迎来到德克萨斯

州！） 

 

（2012 年 11 月 29 日） 

 

关于”移民德州”一文答读者 

 
拙著“移民德州的十种理由”一文在倍可亲专栏发表后，

点击率已经达到了 12000 多次，被多个网站转载，很多

读者都发表了评论。笔者也先后收到了 100 多个咨询的

邮件和电话。事先真的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会得到这么多

的反馈，或许是因为笔者文章中关于工作，房价，子女

教育和医疗的讨论触及到了普通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

而对于幸福生活是人人追求的。在这里想集中回答一下

大家普遍关心的移民德州的一些话题，一些读者的评论

和我们律师事务所可能提供的服务，供有兴趣 的读者参

考。 

 

1.如何移民德州？ 

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太过于宽泛的问题，在我不知道您

的详细背景之前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肯

定的：移民德州首先要移民美国（除非德州独立）。关 

于移民美国的基本常识可以参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移

民美国的七种武器”和专栏里其它的文章，如果您有兴

趣还可以来信来电和我讨论，但是最好提供一些个人的 

背景和简历以便我做一个准确一点的评估。 

 

2.德州给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如何? 在纽约和加州这方面

都不错。 

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不过关于这个话题我并非专

家，所以无法把德州的情况和其它州做横向比较。据我

所知，德州的一些大城市如休斯敦，达拉斯都有给低收 

入家庭的福利，可以享受住房补贴，食品券和给小孩的

医疗保险。在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Harris County）

有给低收入人士的医疗保险 -金卡（  Gold Card）

（https://www。harrishealth。org/en/pages/home。

aspx），可以在哈里斯县立的几个医院享受医疗补助。

以上所述的很多福利绿卡持有者都可以享受。另外，由

于德州的墨西哥裔移民比较多，很多学校都可以接受不

具有合法身份的学生入学，这也是一种福利。 

3.德州有什么商业机会？你们能够做什么？ 

无论您是想以此获得绿卡还是单纯的投资获利，都有可

能在德州找到商业机会。如果您想要投资移民，我们可

以帮助您介绍德州的区域投资中心或者其它的投资项目；

如果您想在德州开办分公司，派遣跨国经理人过来工作，

我们也可以提供移民法和商务法的服务。即使您语言不

通，别忘了休斯敦的中国城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您

可以提供服务，也可以享受服务。 

 

4.我想来德州，你们能帮忙找工作吗？ 

我们事务所经常收到一些法律服务之外的请求，像是帮

忙找工作，项目推广，甚至还有想要帮忙介绍对象的。

对于这些朋友的请求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会尽力帮 

助，但是我们毕竟只是一个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是我

们的本行，其它服务只是顺便帮忙，有些事情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不过随着我们业务的扩大，希望可以用事 

务所作为一个平台，成为帮助客户职业和事业发展的桥

梁和纽带，到那时可能会更好的帮助大家。 

 

5.德州天气热死人，这种天气也是人待的地方？ 

如果单纯考虑天气，美国确实有很多比德州宜居的地方，

比如加州，北卡或者 DC 附近。但是我在文章中提过，德

州的冬天相对比较舒服，可以考虑冬天在这里居住，夏

天去别的地方。在美国和欧洲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随

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样的做法也开始在国内流行

起来，这就是三亚成为“黑龙江省三亚市”的原因。如

果您如同笔者这样必须在夏天待在德州，也并不代表一

定要长时间忍受高温，因为这里的空调系统无处不在，

您牺牲的只是一些户外运动的时间。如果有一些别的好

处，这个牺牲还是值得的。 

 

6.德州房子虽然便宜，但是房产税太高了。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22586-gb2312.html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22586-gb2312.html
https://www.harrishealth.org/en/pages/home.aspx
https://www.harrishealth.org/en/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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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事实。因为德州没有州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必

须有别的来源获得收入维持运营和发放福利。这个来源

第一是销售税，德州的销售税（8.25%）相对较 高。第

二就是房产税。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房产税比较高才抑

制了德州房价的上涨，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总在计划推行

房产税平抑房价的原因。而且如果房子是自住的话还有

一定的税收减免。如一个读者的评论“地税是比较高，
但第一套房每年有几千块的优惠。我太太的姐姐一家在
Houston，正在买房，３０多万全新３５００尺好区湖景
房（买地建房价格），无地下室，三车库。如果算最后
交的税款（每年１０K 左右）和居住条件，那还比温哥华
有优势些。” 

 

7. 把德州说的那么好，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不去那里住，

包括本国人。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不同来源的数据都证明德州在过去

几年里一直是美国各州中人口净增长排名第一的州。例

如根据达拉斯一家报纸的报道（ http://www.star-

telegram.com/201...ulation-growth.html）， 德州在

2010 年 4 月到 2011 年 7 月人口净增长是 529,000，而排

名第二的加州为 438,000。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这些人口增

长很多都是由于墨西哥 裔非法移民造成的，那么另外一

个数据可能更有说服力。根据一项由搬家公司发布的抽

样调查报告，德州已经连续第 8 个年头净人口流入冠绝

美国，成为最具有吸引 力的州（“magnet state”）

（ http://www.bizjournals.com/houst... e-

according-to.html）， 同样上榜的还有佛罗里达州，

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南方州。而纽约州，宾夕法

尼亚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则人口净流失名列前茅。

从这些州流失的本国人都去哪里了呢？答案是不言自明

的。用德州州长 Rick Perry 的话来说，“人民仍然用脚

在 投 票 ” （ people continue to vote with their 

feet）。 

 

8.德州再好，没有直航中国的航班就说明德州不适合中

国移民。 

“在贝壳上，一个美国德州的大陆华人律师劝大家移民
德州。他忽视了一个交通问题，即德州的首府 AUSTIN 和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概是 DALLAS),都没有飞机直达北
京或中国其他大城市。目前的美国最新波音飞机，技术
上可从德州直飞北京，但在性能上还是未知数，在商业
上很明确不可 行”“所以笔者估计，中国新移民，在这
种飞机安全性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不会考虑“移民”被
那 位 律 师 有 10 大 好 处 的 美 国 德 克 萨 斯 。 ”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很有趣的评论。这位读者显然对德州

不太了解，Austin 虽然是德州首府，城市规模却不大，

没有什么可能开设跨越太平洋的国际航班。德州也并不

是什么蛮荒之地，来一次好像非常冒险。虽然我自己并

不认为回国转机一次有什么问题，也不认为中国新移民

会仅仅由于莫须有的“安全性”问题而不考虑移民德州，

但是承认这对于很多中国老人来探亲或者中国商务人士

往返中国和德州造成一些不便。事实上德州和中国的直

航已经被讨论了很久，因为达拉斯是美国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的总部，休斯敦是以前大陆航空

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 现在已经和 United 

Airlines 合并）的总部，这两个公司都曾经计划过直飞

中国的航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执行。不过这

个问题在明年七月之后将不复存在，因为那时中国的国

航将开通 北京到休斯敦的直飞航班，每周四班，飞行时

间 14 小时 40 分钟，和中国新移民已经很习惯的加航北

京-多伦多航线使用同一机型（波音 777-300ER）， 只是

多飞 30-60 分钟。不知道那位读者觉得可以“冒险”一

试吗？ 

 

9.我看了很久你的专栏，今天“壮着胆子“给您写信… 

这个真是没有必要“壮着胆子”。作为一个律师事务所，

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发展客户，帮助客户，同时自己也

可以获得收入。我们事务所的一个宗旨就是以人为本。

因为我们很多客户都是个人客户或中小公司，自身也是

一个发展中的事务所，所以非常能够理解这些客户的感

受和关心的问题。您给我们写信咨询就是对我们的信任

和帮助。 

 

10.不过是篇国内移民公司忽悠屌丝的文章而已，恶心。 

笔者在德州已经生活了 11 年，律师事务所也注册于德州，

因此不是什么“国内的移民公司”。刚来德州的时候我

也很向往加州和东北部，认为那里才是真正的美 国。但

是在这里住长了之后开始体会出德州的好处。德州没有

太多好玩的景点，却是一个踏踏实实居家过日子的地方。

我的很多朋友有了家庭后都从美国别的地方搬 到了德州。

如果这种生活是“屌丝生活”的话，恐怕是很多“屌丝”

向往的。如果您是一个高富帅想移民德州寻找刺激，千

万要三思而后行。 

 

移民是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选择移民什么地方同样非

常重要。德州只是您的选择之一，用一句美国人常用的

话说是一个“ best kept secret ”。最后引用一段读

者的总结作为本文的结束：“如果财务自由，住在欧洲，
或美国东西海岸。如果财务自由而语言不自由，温哥华
是不二选择 （作者注：这一点不敢苟同）；如果工薪如
我辈，那里工作好找工资高就是好地方。加拿大选阿省
和萨省，美国选加州和德州。如果八面玲珑，情商高，
选天朝！” 您做好选择了吗？ 

 

（2012 年 12 月 18 日） 

http://www.star-telegram.com/201...ulation-growth.html
http://www.star-telegram.com/201...ulation-growth.html
http://www.bizjournals.com/houst...%20e-according-to.html
http://www.bizjournals.com/houst...%20e-according-to.html


 

郝强律师事务所版权所有 Hao Law P.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Road to Success 
7 

移民攻略篇 
 

 

 

绿卡推荐信的误区和策略 

 
很多到美国的中国人先在美国读书， 然后工作， 对于

推荐信在读书和找工作过程中的作用恐怕不是很陌生。

在一些种类的绿卡申请中（例如 EB1A，EB-1B 和 NIW）， 

推荐信同样起到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

作用。 按照移民法的标准， 同行推荐信是介绍申请人

的学术背景，评价申请人在其所在领域中的地位和突出

申请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贡献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 

推荐信是在有限时间内提高申请人案件质量的有效手段，

因为申请人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发表更多的文章，获得

更多的引用，或者被推荐成为高级会员， 但是却有可能

在短时间内获得几封强有力的推荐信， 从而说服移民官

获得案件的批准。 

 

在准备推荐信的过程中，首先要注意的一个误区是数量

不要贪多， 一定要重质不重量。推荐信多了的话，话语

难免重复，而且自己，律师和移民官都多花时间和精力。

通常本所的客户笔者只要求 5-6 封推荐信。有的时候可

以多联系几个候补推荐人以备补充证据（RFE）之用。 

 

其次， 推荐人不一定需要太大牌的教授。有诺贝尔奖得

主或院士的推荐信固然有分量，但是这些大牌推荐人往

往要求自己写信，而写的信可能会非常简单而保守，这

样的信在申请材料里不但不会加分，还会减分。另外，

如果是申请 EB-1 的话，因为 EB-1 理论上要求申请人要

在领域内达到顶尖的 5%，如果推荐人的简历非常突出，

移民官甚至会以推荐人为参照来说明申请人的学术背景

达不到要求。因此，推荐人如果在学校工作的话，只需

要具有助理教授以上头衔；如果在企业工作的话，只需

要具有博士学位或研发部门经理的头衔。有一两个大牌

教授做推荐人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第三，推荐信最好自己（或者律师）拟定一个初稿，再

由推荐人少量修改。自己或律师写初稿的好处是可以找

到自己的学术闪光点，部署一些移民官需要看到的关键

词和句子，从而把握推荐信的方向。另一方面，很多推

荐人都是日理万机，给他们草拟一个初稿供参考可以为

他们节省时间和精力，也促使他们早些签字。 

第四，推荐信里一定不要吝惜夸奖自己。因为推荐信实

际上是一种借推荐人之口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和亮点的

方式，必须要做到重点突出，赞美到位。当然在遣词造

句时还是有一定的技巧，不要太直白和突兀，结论要有

事实为证。有关这一点可能最好找律师来把握。 

 

第五，推荐信的来源不要太单一，一定要多样化。这里

的多样化（diversity）有多重含义。首先，推荐人不能

全部来自同一单位，尤其是申请人工作的单位；其次，

推荐人的出生地不能太单一，如果全部是来自于中国的

推荐人可能会使得移民官怀疑推荐人和申请人之间的关

系；第三，如果是申请 EB-1，最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推

荐人来证明申请人的国际影响；第四，如果有可能，最

好找到一两封来自于企业或政府的推荐信来证明申请人

工作的应用意义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贡献。 

 

最后还想强调一下独立推荐人的重要性。所谓的独立推

荐人是指和申请人从来没有一起工作或合作过，没有利

益冲突或相关性的推荐人。理论上来说独立推荐人应该

和申请人素不相识，单纯根据申请人的学术背景来评价

申请人的资格。当然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独立推荐人和申

请人还是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移民官通常要求至少有

一封推荐信来自于独立推荐人。那么如何寻找独立推荐

人呢？申请人可以请求自己的导师帮忙介绍他的学术圈

朋友， 可以自己在开会时认识一些同领域的专家，也可

以写信给引用过自己文章的教授。有些事情可能想象中

不是很容易，但是做起来会发现并不是那么困难。寻找

独立推荐人同样如此。 

 

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经常发现对于申请人来说，寻找

推荐人和撰写推荐信是绿卡申请中的限速步骤，这个过

程可能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如果读者想要通过 EB-

1 或 NIW 申请绿卡，一定要重视推荐信的工作，多交朋友，

早做准备。 

（2012 年 9 月 15 日） 

 

 

访问学者的绿卡攻略 

 
访问学者 (J-1) 签证是 60 年代美国肯尼迪总统当政时

创建的一种签证类别, 主要目的是促进教育、艺术和科

学领域内人员的知识和技术交流。随着中国和美国交流

的日益深入, 很多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

持这种签证进入美国, 开始在美国的工作和事业发展。 

当这些人员渡过在美国最初的不适应, 事业刚刚开始进

入佳境时, 也开始考虑是否在美国长期居留时, 却往往

要面对 J-1 签证的一大限制-回国两年的服务期, 作为一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3793&extra=page%3D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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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J-1 签证持有者, 该如何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呢? 如

果想留在美国, 什么时候开始绿卡申请? 如果想要回国, 

是否就没必要再考虑绿卡申请了呢?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 J-1 身份完全可以开始申请

绿卡, 递交 I-140。 如果申请人的学术背景足够, I-140

也会及时批准,没有耽搁。只是 I-485 在递交前才需要豁

免批准证明 (waiver)。因此 J-1 签证持有者完全可以在

J-1 签证期间开始绿卡申请。 如果申请 NIW 的话, 可以

先递交 I-140 的申请。 与此同时或稍后再开始 waiver

的申请。 因为目前 NIW 有 3-4 年的排期, 等 I-140 批准

后可以等待一段时间, 排期到后递交 I-485 申请。 这样

做的话绿卡申请和豁免申请统筹规划, 早排队, 早拿卡。 

很多 J-1 签证持有者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拥有博士学位或

副教授以上头衔, 有一定的学术成就, 因此等待 J-1 豁

免后再开始绿卡申请程序就是浪费时间。 相反, 有些 J-

1 签证持有者是交换博士生或本科生, 学术背景还很单薄,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再等待一段时间增强自己的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美之间的交流不再是单行道。 

很多访问学者在美国镀金后计划回国发展, 寻找机会, 

认为回国服务两年或更长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这种

情况下, 其实也可以考虑先在美国交上 I-140 申请, 待

批准后再回国服务。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的发展不

尽如人意, 再想到美国发展, 这时候由于已经有了批准

的 I-140, 如果排期排到的话 , 可以在国内递交

Consular Processing 的申请, 获得移民签证后回到美国。 

这样做要比回到美国后重新开始绿卡的征程节约很多时

间, 更方便职业发展和转换。有些人会考虑在美国完成

豁免和绿卡程序后再持绿卡回国, 但是这样最快也需要

3-4 年的时间, 中间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 笔者认为, 

与其在美国经过长时间等待拿到绿卡后再回国, 之后每

年担心如何维持绿卡的问题, 不如在 I-140 批准后先回

国寻找机会。 等到需要绿卡回到美国时再启动 Consular 

Processing 的程序。 

 

还有一种情况。 J-1 签证持有者在国内有非常好的工作, 

不想放弃。 同时却又想给子女将来出国留学创造条件。 

这时可以考虑趁着在美国工作期间申请一个绿卡。 自己

将来可以放弃绿卡, 却可以让子女受益。 如果在美国工

作时间较短, 绿卡还没有到手就要回国, 也可以先回国

工作, 待条件成熟时(例如排期排到时)再获得移民签证

登陆美国。之后自己可以回到中国, 放弃绿卡, 子女则

留在美国读书, 在升学享受美国国民待遇, 获得奖学金

或助学金 找工作时也不需要再顾虑工作签证的限制问题。  

 

J-1 签证的最长期限通常为 5 年。 但是有什么理由拖到

4 年之后才考虑绿卡的问题呢? 作为高智商高学历的访问

学者们, 不妨未雨绸缪, 及早规划自己的发展计划! 

 

（2012 年 9 月 11 日） 

 

 

加拿大公民的美国绿卡攻略 

 
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想说明的一点是, 这里所指的加拿大

公民主要是指出生地为中国,但是归化成为加拿大公民的

一个群体。 有很多人成为了加拿大公民之后,出于个人

生活,职业发展或子女教育的考虑, 又决定南下美国, 在

这里定居工作。 那么, 这些人在申请美国绿卡时有什么

需要考虑的地方呢? 

 

首先,成为加拿大公民对于申请美国绿卡,特别是劳工卡

和 I-140 的影响是中性的,因为移民局在审理职业移民案

件时的基本原则是不考虑申请人的出生地, 种族, 国籍

和性别, 而是纯粹按照申请人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 

学术成就和雇主情况作出符合移民法的判断。 即使是在

I-485 申请时, 影响也不是很大。 虽然在申请 I-485 时, 

申请人的出生地可能会影响 I-485 审批的时间。 这是因

为移民法上对于每个国家每年的移民总数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有些移民数量比较多的国家例如中国大陆和印度的

某些移民类别的排期就和其他国家的排期不同, 常常要

落后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不过, 申请人属于哪个国

家的类别只和出生地有关, 而和当前国籍无关。 因此中

国出生的加拿大公民并不能因为成为具有加拿大国籍而

缩短绿卡的排期。 

 

很多绿卡申请者在申请绿卡时都持有 H-1B 工作签证,而

加拿大公民却有另外一种选择: TN 签证。 这是一种根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创建的工作签证类别,只有加

拿大和墨西哥公民才可以申请。 作为加拿大公民, 如何

考虑采用哪种签证呢? 和 H-1B 签证相比, TN 签证的好处

有很多。 第一, TN 签证的费用比 H-1B 签证的费用相对

较低, 程序相对容易; 第二, TN 签证可以三年一续, 无

限延长; H-1B 签证则一次只能申请三年, 最长只有 6 年

(除非 H-1B 持有者在 6 年之内启动绿卡申请)。 第三, 

加拿大公民的 TN 签证没有名额限制, 可以随时申请, 而

H-1B 签证有名额限制, 很可能提前用完)。 但是 TN 签

证最大的不便之处是它是一种申请者不能有移民倾向的

非移民签证, 而 H-1B 签证则是一种申请者可以有双重意

愿(Dual-Intent) 的非移民签证。 一旦绿卡申请者开始

了绿卡申请程序(劳工卡申请或 I-140 申请), 也就有了

移民倾向, TN 签证续签(Renewal)申请就有可能被拒绝 

(移民局在 1996 年下发的一份官方 MEMO 说明对于 TN 签

证持有者 I-140 的申请并不能说明移民倾向, 但是除此

之外并没有其它的法律或案例支持这一点)。 H-1B 续签

(Renewal)或转换(Transfer)的申请则不受任何影响。 

因此已经或意图在美国工作的加拿大公民在启动绿卡申

请程序之前最好和律师咨询一下在绿卡申请中, 特别是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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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85 递交之前的美国身份问题。 如果费用不是问题, 

不妨申请一个 H-1B 做一个备份; 如果考虑到费用, 雇主

支持或资格的问题, 不想或不能申请 H-1B, 最好在 TN 签

证续签后马上启动绿卡申请程序, 然后寄希望于三年之

内拿到绿卡或者至少可以递交 I-485。 

 

绿卡申请的最后一步也可以考虑不在美国境内递交 I-485

调整身份, 而是在加拿大的美国领事馆申请移民签证

(Consular Processing),这也是很多移民律师建议的绿

卡申请途径, 因为这种途径更容易证明申请者没有移民

倾向。而且申请者在 Consular Processing 期间移民面

试之前都可以自由出入美国。 而 I-485 申请后必须等到

回美证(Advance Parol) 批准后才可以自由出入美国。 

由于加拿大和美国有漫长的边界, 很多在美国工作的加

拿大公民的工作地点都距离加拿大边境很近,有的人甚至

是在美国工作, 加拿大居住。 这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

问题。 另一方面, 如果申请人的 I-485 被拒绝, 还可以

通过律师上诉; 而移民签证中签证官具有最终决定权。 

如果申请人在美国的身份曾经出现过问题最好还是在美

国递交 I-485。 

 

总之, H-1B 签证是等待绿卡过程中的一个保险, 但不是

一个必须的步骤。 I-485 和 Consular Processing 各有

利弊, 需要根据每个人的背景和情况个别规划。 如果规

划得当, 一个加拿大公民完全可以在美国工作的同时拿

到美国绿卡, 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和工作都不会受到影响。 

 

（2012 年 10 月 7 日） 

 

国内医学院毕业生的绿卡攻略 

 
在美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和收入都很高，因此是中国人第

二代移民首选的职业之一。由于美国医学院的门槛很高，

美国本土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无法满足美国社会对医生职

业 的 需 求 ， 每 年 美 国 医 院 会 留 出 一 部 分 住 院 医

（RESIDENT）名额给外国医学院毕业生。考板之后 MATCH，

然后成为美国医生，对于中国国内医学院临床专业毕业

生几乎成为了一条最佳的职业道路。即使不能成为美国

医生，如果能够依靠自己的医学背景，在美国读一个医

学相关专业，成为医师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

护士（Nurse），药剂师（pharmacist）等，进入美国医

疗行业，也是一种理想的职业选择。 

 

但是几乎所有这些医学相关专业都需要申请人具有绿卡

或公民身份。或者确切一点说，如果申请人没有绿卡或

公民身份，找工作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很多医院

和公司都不会招收需要 SPONSOR 身份的人。据不完全统

计，在全美每年招收住院医的 2000 多个医院中，只有

100 多个可以支持 H-1。很多时候，当医院进行第一轮筛

选时，就把没有身份需要雇主支持的候选人筛掉。如果

有了绿卡身份，MATCH 的机会可能会增加几倍甚至十几倍。

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其他医疗行业的职位申请。 

 

那么国内医学院毕业生如何能够申请绿卡，争取在开始

MATCH 之前就可以拿到绿卡呢？首先，如果夫妇两人中一

个人是公民身份，或者处于调整身份（Adjustment of 

Status）状态，或者属于比较快速申请绿卡的专业，那

么可以负责另外一个人的身份问题。另外一个人就可以

安心的准备考试和申请。如果在申请时已经拿到绿卡最

好，即使是 I-485 处理过程中，如果有工卡，一定记住

在申请时要注明不需要雇主支持，这样会大大提高 MATCH

的几率。 

 

如果家里没有另外一半，或者另外一半对于身份申请没

有什么帮助，申请绿卡和准备 MATCH 的重担都在一个人

身上，那么这个人就要规划一下绿卡和职业发展的安排

了（参见笔者“做好在美国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 ... 

&extra=page%3D1）。众所周知，绿卡申请有很多类别，

有的类别批准很快。如果有资格申请职业移民第一优先，

绿卡有可能在一年之内拿到， 也不会对 MATCH 有什么太

大的影响。 

 

如果只能申请职业移民第二优先或第三优先，就要面临

一个排期的问题。从现在的趋势看， 第二优先绿卡（包

括 NIW）申请过程通常需要 3-4 年。很多医学院毕业生刚

到美国都是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工作，可能有资格申请国

家利益豁免（NIW）类别。如果想在住院医申请开始之前

就通过 NIW 拿到绿卡，一定要及早动手，及早排队。NIW

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自由转换工作，但是拿到绿卡前转换

的必须是同种工作。如果在 NIW 的申请过程中 MATCH 上

了住院医，就面临着住院医是否和以前从事的科研工作

是同一种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移民局现在还没有明

确的标准。但是如果申请人可以从雇主医院中拿到一份

申请人仍然从事一些临床研究的证明，可能就会满足移

民局关于同一领域工作的要求。所以从这一点考虑 MATCH

到大学附属的教学医院会比 MATCH 到社区医院更好一些。 

 

如果在做住院医之前还没有交上绿卡申请，而是以 H-1

或 J-1 的身份开始住院医工作，如何考虑绿卡申请呢？

如果申请人在做住院医期间从事的既有临床工作， 也有

一部分病理或临床研究工作，也可以考虑开始 NIW 或 EB-

1 的申请。同样道理，大学附属的教学医院要比社区医院

更容易说服移民局申请人从事的是和国家利益有关的工

作。 

 

如果是以 H-1 身份做住院医工作，又没有配偶可以支持

身份，也无法申请 NIW 或 EB-1 等不需要雇主支持的绿卡

类别，就需要将来的雇主支持绿卡申请， 走 PERM 程序，

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可以边工作边等待。最糟糕的情况

是以 J-1 身份做住院医， 还要涉及到豁免或回国服务两

年或边远地区服务三年的限制，会把将来的绿卡申请变

得非常复杂。因此笔者建议，除非万不得已，有非常好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extra=page%3D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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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ESIDENT PROGRAM 录取，不要轻易接受 J-1 身份。接

受 J-1 身份之前最好和律师咨询一下是否有其它途径可

以合法开始住院医的工作。 

 

总之，中国的医学院学位在美国被视为是和美国的 MD 同

样的学位，既可以在美国的大学里做博士后，又可以和

美国的 MD 一样 MATCH 到住院医职位。因为考试和申请都

需要一定的时间，很多人都同时在学校里读书或从事研

究工作，这是一个解决身份问题的好机会。如果能够统

筹规划，两个 RESIDENT （包括绿卡身份的 Permanent 

Resident 和住院医的 Resident ）都指日可待，从而取

得在美国职业发展的成功。 

 

(2012 年 9 月 28 日) 

 

 

作家莫言的绿卡攻略 

 
首先向因为标题点击进来想看莫言八卦的读者道个歉, 

其实本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除了科学家以外的艺术家, 

演员, 运动员和作家申请杰出人才绿卡的策略。 这个标

题纯粹是为了吸引人眼球起的, 并不符合事实。 这是因

为(1)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莫言已经申请过美国绿卡或者

打算申请美国绿卡; (2) 即使从现在起, 莫言想要申请

绿卡的话, 他也不需要什么攻略。 

 

作家莫言是最近一周以来华人圈里最火的名字。 如果您

说中文,经常上网, 却还不知道莫言是谁, 您可能已经

OUT 了。 作为第一个获奖时为中国籍同时又获得中国官

方承认的诺贝尔奖得主, 莫言的名字已经载入了史册。 

莫言的作品大卖(顺便替倍可亲做个广告,首页就有链接)。 

莫言的一举一动都倍受关注。 甚至连他的奖金用途都被

人用来调侃北京的房价。如果单纯考虑房价的话, 或许

莫言最好移民定居在笔者所在的美国休斯敦。到目前为

止, 其它的华裔诺贝尔奖得主, 除了一位打死也不出国

以外, 都移民取得了外国身份。 所以作为移民律师, 一

个假设性却又不无可能的话题是:如果莫言想申请美国绿

卡, 和你咨询, 你会如何答复和操作? 

 

如果是我的话, 我想我会 (1) 毫不犹豫的收下案子并建

议他申请 EB-1A (杰出人才绿卡); (2) 象征性的收一点

律师费; (3) 不会花多少时间在上面。 第一点很好理解,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上 100%成功的案件, 除非申请人曾经

在美国有过身份上的问题而在 I-485 时遇到麻烦。 即使

这样, 我们也可以试图说服移民局官员根据移民法里的

例外(exception)通融判决; 第二点和第三点是出于两个

考量。 一是莫言的广告效应, 二是因为我不需要花费多

少时间在上面。 大家都知道, 律师的收费通常是根据其

在这个案子上所用的时间计算的, 即使是统一收费(FLAT 

FEE STRUCTURE)也是经过预估的。 莫言的案子我可能只

需要把他的诺贝尔奖证书复印一下, 再写一个简短的

COVER LETTER 寄给移民局就可以搞定, 所耗时间无几, 

这也是我的第三点做法的依据。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简单分析一下 EB-1A 的标准就

知道了。 通常来说 EB-1A 的标准总共有十条, 只要满足

其中的三条就有可能通过 (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 “如

何 满 足 杰 出 人 才 绿 卡 的 第 三 条 标 准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  

&extra=page%3D1)。 但是移民法又规定, 如果申请人曾

经获得过重大奖项(one-time achievement), 就不需要

再提供其它证据证明自己满足十条中的三条。 笔者认为, 

移民法这样的规定并不是给大奖得主的一个例外, 而是

因为可以获得移民局承认的大奖的人都不难满足至少三

条标准。 以莫言为例, 首先 AWARD 是绝对有分量的; 

PUBLICATION 也没问题, 因为他肯定是出版过一些文学

著作才有得奖的资格; 得奖之后的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

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至于其它的标准有的也可以证明，

却已经是可有可无了。 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作家可以说

是少之又少, 莫言毫无疑问是本行业顶尖的 1%或更高。 

因此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绿卡申请是一个没有办法失败

的案子, 甚至除了填表以外根本不需要律师的帮助。 同

样情形也适用于奥运会冠军, 普立策奖得主或者奥斯卡

奖得主。 

 

EB-1A 的一大好处是可以自主申请，不需要美国雇主的

SPONSOR， 甚至也不需要有工作。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优秀的文体界人士是不靠工资生活的，一幅画作或

一部电影的收入就可以抵的上普通人一辈子的工资收入。

EB-1A 申请时也不需要申请人在美国。 申请人在中国的

时候就可以递交 I-140，待 I-140 批准后通过 Consular 

Processing 登陆美国就可以了。 

 

可惜我们大部分人的案子都没有这么明显的优势。 对于

想要通过 EB-1A 申请绿卡的作家, 艺术家, 演员, 运动

员, 民间艺人或者科学家来说: 您虽然得过一个奖, 移

民局官员却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奖项的权威性; 您虽然

在某个艺术展上展出过作品, 却需要向移民局官员介绍

这个艺术展的国际地位; 您虽然是一家公司的 CEO, 却要

证明公司的资质和商业成功。 这些事实并不是简单的复

印一下证据就可以说服移民局官员的。 另外, 您可能有

一些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亮点证明自己可以符合十条中的

一条。 因为 EB-1A 的申请并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 有的

时候通过与否只在移民局官员的一念之间。 只有一封论

点有力, 论据充分的申请信 和一份完整清晰的申请材料

(application package) 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做为申请

人, 在积极努力工作加强背景的同时, 也不必过于保守, 

该出手时就出手, 千万不要等到拿到诺贝尔奖之后才考

虑申请, 因为您可能在得奖之前好多年就已经符合 EB-1A

的标准了。 

 

（2012 年 10 月 15 日）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900&extra=page%3D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900&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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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配偶的绿卡攻略 

 
先说一点题外话。在我的绿卡攻略系列中，美国公民配

偶的绿卡攻略自然是重要一个部分，不过让我把这个话

题提前的原因是因为一则前北大中文系女生，“反美斗

士”马楠向其美国公民前夫寇白龙要求其归还被其带走

的儿子的新闻（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 ... 

amp;PostID=47696527）”。根据寇白龙先生的说法，马

楠女士确实是有申请美国绿卡的想法，并曾经到美领馆

中 询 问 过 如 何 操 作 

（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 ... 

amp;PostID=47696869）。即使在他们 2010 年圣诞节离

婚前后，马楠也曾经发过短信给寇白龙说“请你先帮我
拿到绿卡”。那么马楠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拿到美国绿卡

呢？ 

 

马楠拿到美国绿卡的希望曾经非常大，这是因为美国非

常重视家庭价值和家庭团聚，这一点体现到移民法上就

是对家庭移民名额的相对倾斜。美国公民的配偶， 未成

年子女和父母移民没有名额限制。和美国公民结婚后， 

配偶马上就可以提交绿卡申请， I-130 和 I-485 可以一

起递交， 正常情况下 4-5 个月就可以拿到临时绿卡。 

临时绿卡两年后就可以申请转成正式绿卡。如果婚姻已

有两年以上历史则可以直接申请正式绿卡。对于在美国

保持有合法身份的配偶来说这是获得绿卡的一条捷径。

美国永久居民（绿卡）的配偶移民有排期， 但是和职业

移民或其它亲属移民相比不是很长（以 2012 年 11 月移

民排期为例，F2B 的排期为 2010 年 7 月， 大约有两年半

的排期）。因为永久居民满五年后可以转公民，永久居

民的配偶在申请绿卡时需要根据另一方获得绿卡的时间

长短考虑递交绿卡申请的时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要

注意维持合法身份。 

 

如果配偶之前在美国的身份有限制或者曾经出现过问题，

就会使得问题复杂化，但是这种情况下配偶也可能通过

和美国公民结婚获得合法身份。例如申请人如果曾经是

J-1（访问学者）身份在通过婚姻拿到绿卡之前必须得到

豁免或者满足回原居住地生活两年的要求。如果申请人

在美国目前没有合法身份，那么其是否合法进入美国非

常关键。如果申请人是持有有效签证或合法免签证入境，

但是在美国超期居留，可以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在这

种情况下，没有递交移民申请之前千万不要出境，否则

可能被禁止入境很长时间；如果申请人没有经过入境检

查（inspection），私自进入美国，通常无法在美国境

内递交 I-485 调整身份，只有少数例外。如果可以在美

国境内递交 I-485 申请，通常需要在移民局做面试，美

国公民和配偶必须同时出席，也可以聘请律师陪同面试。 

如果一切顺利，配偶拿到了临时绿卡，但是在头两年的

婚姻期间感情出了问题，导致离婚，就会影响配偶拿到

正式绿卡，因为正式绿卡的申请需要另一方的签字。这

种情况下配偶可以考虑申请 I-751 豁免（Good Faith 

Waiver）。这种申请的关键是证明配偶和美国公民结婚

时的感情是真诚的，而不是单纯为了获得绿卡。比较有

力的证据是双方曾经生育小孩，或者曾经共同购买房屋。

还可以提交联名银行账户，联名保险单据，共同报税，

共同租房证明或共同旅行的证据等。 

 

如果在婚姻中配偶或者其子女曾经受到过美国公民的虐

待（abuse）或家庭暴力，配偶也可以考虑递交 Extreme 

Hardship Waiver 或者根据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VAWA)自己递交申请绿卡。具体的要求最好和移民

律师或法律援助机构个别咨询。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

然 VAWA 字面意思上是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但是在移

民法的层面上男性配偶也符合要求，只要申请人能够证

明自己或子女被公民太太虐待！ 

 

回到马楠的情形，因为她和寇白龙曾经有过十年的婚姻

历史，这段婚姻在一开始是真实的，他们又有了两个小

孩。其实马楠在婚姻过程中始终有机会随时拿到美国绿

卡。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离婚，而马楠在离婚前并未递交

绿卡申请，可能马楠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 VAWA，但是她

首先要抓紧时间，因为 VAWA 要求申请人一般要在离婚后

两年内提出绿卡申请，其次我不知道马楠如何能够证明

寇白龙曾经虐待她和她的小孩。未经马楠允许带走小孩

可能算是 Parental Kidnapping，是否会上升到 Abuse 

我不太确定。相反，按照寇白龙的说法，马楠只给小孩

吃素倒可能算是虐待小孩，只是这点对马楠很不利。所

以如果马楠找我来咨询，我可能不会接这个案子，或者

建议她用别的方法移民美国。例如，如果她的小孩长到

18 岁后成为美国公民，可以为父母申请绿卡。 

 

如果你在美国遇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伴侣，而对方又恰

好是一个美国公民，那么你就拥有了一种移民美国的利

器（参见笔者以前的帖子“移民美国的七种武器”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 ... & 

extra=page%3D1）。如果这种武器因为某种原因半路卡

壳，也不必着急，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你重新激发它应有

的威力！  

 

（2012 年 10 月 29 日）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974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20...%20amp;PostID=47696527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20...%20amp;PostID=47696527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20...%20amp;PostID=47696869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20...%20amp;PostID=47696869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20extra=page%3D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20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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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卡申请中的临门一脚 

 
 

每个人的绿卡申请历程都有所不同。 有的人可能是特别

顺利，还没有什么感觉时绿卡就已经到手；有的人却可

能是历尽千辛万苦，山重水复之时才柳暗花明。更多的

时候往往是绿卡申请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却只能看到周

围几乎同时申请的人纷纷得到批准， 自己的案子却迟迟

没有动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争取完成

临门一脚， 早日入门呢？ 

 

1.在线查询 

移民局有一个正在不断改进中的案件查询系统（Case 

Status Tracking System）。 申请人如果知道自己的案

件 号 码  (Case Number), 可 以 在 USCIS 网 站 

（http://www.uscis.gov/portal/site/uscis）上查询， 

也可以注册案件号码将最新的案件状态发送到自己的电

子邮件地址。 

 

2. 电话查询 

移民局的 1-800 电话系统 （1-800-375-5283）可以提供

同样的案件查询信息。而且这个系统可以有客户服务代

表提供人工服务。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代表只是照着计算

机重复一遍案件信息，一部分情况下这些代表可以提交

一份查询请求，申请人可望在 30 天内收到关于自己案件

的最新信息。 

 

3.Infopass 

如果申请人的案件明显超过移民局公布的处理时间而没

有结果， 申请人可以在线做一个 Infopass 的请求 

（ https://infopass.uscis.gov/info_lang.php?sel_la

ng=en）。这样就有机会和地方的移民局官员讨论自己案

子的最新进展，地方移民局官员虽然往往不是这个案子

的具体负责人， 但是他们可能会帮助申请人提交一个加

快审理的请求。 

4.律师查询 

如果申请人聘请了律师，可以要求律师帮助和移民局联

系做加快审理的请求，或者至少知道案件的障碍是什么。 

 

5.议员查询 

申请人也可以请求自己选区的联邦参议员或众议院帮忙，

由他们的助理和移民局联系知道案件的最新状态和阻碍

因素。虽然申请人往往还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还没有投

票选举权，这些议员并不会为此忽略申请人的请求，因

为这也是民选代表的应尽义务。 

 

6.总统夫人办公室 

如果案件的阻碍涉及到移民局不能控制的因素如美国国

家安全因素，申请人可以试图和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直接

联系，但是往往不知道如何着手。这时申请人可以和总

统夫人办公室联系，请求将信件转给有关部门，以期望

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7.法院 

如果以上措施都不能奏效，记住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

国家，还有法院这一权可以寻求帮助。申请人可以在律

师的帮助下起诉移民局，告移民局“不作为” （Writ 

of Mandamus）。移民局收到诉状后可能会加速审理，换

取申请人撤销控告；如果进入法庭程序，法官也有可能

要求移民局在限期内提供案件的审理结果。 

 

以上是关于一些敦促移民局加快审理进程的常用途径。 

虽然有这些途径，笔者还是希望读者一条也不需要，及

时快速的获得绿卡或其它案件的顺利批准。 

 

（2012 年 9 月 2 日） 

 

美国公民：TO BE OR NOT TO BE 

 
对于想在美国发展的外国人来说，绿卡是必不可少的，

也是势在必得的。几乎每个人拿到绿卡，都或多或少会

有一种石头落地，苦尽甘来的感觉。拿到绿卡之后, 不

管生活和事业如何发展，五年之后又会面临另一层考虑：

是否成为美国公民。 

 

和绿卡不同，成为美国公民并不是每一个外国人的选项。 

因为这里面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首先讨论一下成为美

国公民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当然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成为美国公民就有了选举美国总统，州长议员和大大小

小官员的权利，也有了成为州长，议员和民选官员的权

利 （可惜总统除外，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在美国或美

国领地出生的人才可以成为总统）。第二个好处是有些

美国政府部门和国立实验室要求只能雇佣美国公民；同

样有些军事禁地和要害部门可能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进

入。第三个，也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美国护照在全

世界很多国家享有免签待遇，出去游玩可以省时省力。

第四个好处，是成为美国公民后想在国外长期居留就不

需要再考虑维持绿卡的问题。另外，如果想给父母和兄

弟姐妹办移民的话，只有成为公民后才可以提出申请。

由于现在出国的年轻人中独生子女较多，将来父母多半

要在美国和子女养老，成为美国公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选择。 

 

当然， 成为美国公民也有一些需要考虑的地方。首先，

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势必要放弃中

http://www.uscis.gov/portal/site/uscis
https://infopass.uscis.gov/info_lang.php?sel_lang=en
https://infopass.uscis.gov/info_lang.php?sel_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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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籍，对于有些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其

次，成为美国公民后再想回国就需要签证。最新的中国

法律规定美国公民回国需要邀请函，如果在国内没有可

靠的亲人或朋友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如果将来还

想回中国发展的话，美国国籍固然可以保证随时回到美

国，但是在中国的发展必然要受到限制。很多中国政府

的职位都不会招收美国公民，很多的政府基金都不会发

给美国公民。到时侯可能还要放弃美国国籍，恢复成为

中国公民（至少是中国绿卡）。只是这个门槛要比成为

美国公民还要高，因为“必须是中国特别需要和对中国
有特殊贡献 “的人士才可以。可能这就是很多人人生中

新的奋斗目标。 

 

（2012 年 9 月 5 日） 

 

 

回中国发展如何保持绿卡 

 
很多在美国发展的中国人拿到绿卡后在考虑下一步的职

业规划时常常会把回国发展作为一个选项。 但是如果在

国内工作, 如何保持绿卡就成为了一个难题。 因为所谓

的绿卡是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如果长期在中国居住就很

难证明在美国的长期居留意图。 海关官员有权利让这样

的绿卡持有者到移民法官处报到, 由移民法官决定是否

剥夺其永久居留的权利。 

 

很多的人的做法是半年或一年回美国一次, 保持一个良

好的入境记录。 但是这样做一是浪费机票和精力, 二是

这样跑上几年后在入境时就会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 海

关官员可能会发出警告, 也可能会要求绿卡持有者到移

民法官处报到解释未能在美国常驻的理由。这时如果在

美国有房产证明, 银行帐号或家庭成员都可以作为有意

在美国长期居留的证据。 

 

如果回国预计会待上一段时间, 也可以申请回美证 (又

称白皮书)。这是专门为那些事先知道自己可能在美国境

地外停留超过 1 年时间的绿卡持有人使用的签证替代文

件。如果绿卡持有者在离开美国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会

在美国境外停留超过 1 年时间，他可以在离开美国之前

先申请回美证, 如果被批准移民局允许其持有人在境外

停留不超过两年的时间。申请人主动申请回美证，表明

申请人有将美国作为其永久居留地的意图。海关官员在

其再入境时就不会挑刺。 需要注意的是回美证不可以延

期，且只能在美国境内申请。如果绿卡持有人需要在美

国境外停留两年以上的时间，就必须在两年时间到期之

前先回到美国，然后再在美国申请新的回美证。当然这

个新的申请有很大的被拒绝的危险, 所以必须谨慎从事。 

 

如果绿卡持有者已经获得绿卡五年以上时间, 并且在这

五年时间里在美国居留的时间超过一半以上, 可以考虑

申请美国公民。 成为公民后就不会再有不能回到美国的

风险。 当然一个新的问题是美国公民在中国长期居留会

有中国法规的限制。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另外撰文讨论。 

 

（2012 年 9 月 1 日） 

 

 

外国公民的中国绿卡攻略之纸上谈兵版 
 

 
在笔者一个月前发表的博客“回国发展如何保持绿卡”

（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 & 

extra=page%3D1）一文中提到，我以后会写一篇关于成

为美国公民后如何在中国长期居留的文章。其实这篇文

章我本来是准备几年之后再写的，之所以这样考虑的原

因有三个： （1）到目前为止我的客户都是咨询我如何

办理美国绿卡的，目前还没有申请中国绿卡的需求， 或

许几年之后会风水轮流转，“新东方”变成“新西方”； 

（2）中国绿卡自从 2004 年开始推行以来， 虽然总的趋

势是要求越来越低，但和美国绿卡相比还是批准的数量

很少，也谈不上什么攻略；（3）申请中国绿卡的成败没

有规律可循，似乎和律师的关系不是很大，目前也没有

中国律师专门做这个领域。希望几年之后这个行业可以

发展起来而笔者能够成为行业里的先行者之一， 到时侯

或许笔者更有资格写这个攻略。 

 

不过今天在倍可亲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2004 年起实施

的中国绿卡全世界最难办 年均发放量只有 248 张”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17039-

gb2312.html。 仔细阅读此文和中国法律原文后，有一

些和美国绿卡要求的比较分析，想和读者分享。这里参

照的中国法律是 2004 年开始实行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

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因为笔者

目前还没有代理客户申请中国绿卡的实践，所以这个分

析只能说是纸上谈兵。 

 

1.投资绿卡 

中国绿卡的要求： 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

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的外国人，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申

办中国“绿卡”的外国籍个人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要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连续 3 年内不低于所列标准：1。

在国家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投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794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extra=page%3D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extra=page%3D1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17039-gb2312.html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17039-gb2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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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计 50 万美元以上；2。在中国西部地区和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投资合计 50 万美元以上；3。在中国中

部地区投资合计 100 万美元以上；4。在中国投资合计

200 万美元以上”。（“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七条）。 

美国投资移民和中国投资移民的基本要求近似。美国移

民法要求的投资额分为 50 万美元和 100 万美元两个档次， 

50 万美元投资的要求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边缘乡村或

者高失业率地区）投资。其中边缘乡村和中国的西部地

区的概念相似；中国的中部地区档次是 100 万美元， 和

美国的一般要求一样；中国的东部发达地区一般要求是

200 万美元， 这个门槛稍高，但是也可以理解，因为很

多国家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人均收入。中国投资移

民的要求中没有必须雇佣 10 个以上本国公民的要求。这

样的考虑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只要有

50 万美元的投资额，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另外，中国

法律没有临时绿卡的规定和要求， 外国人投资三年后有

纳税记录方可办理。中国法律中也没有区域投资中心的

概念，申请人必须是自主投资，自己经营。总的来说除

了时间和细节上有所区别外中国绿卡和美国绿卡门槛接

近。 

 

2.技术绿卡 

中国绿卡的要求：来中国的外籍技术人员要申请“绿

卡”，需要的条件是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

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

以及享受同等待遇的人员。这类人员应已连续任职满 4

年，4 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 3 年，且纳税记录良好。

其任职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国务院各部门或

者省级人民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或具行政管理性质、职

能的事业单位；2。重点高等学校(“211 工程”学校以及

第一批招生录取高校)；3。执行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或者

重大科研项目的企业、事业单位；4。高新技术企业、鼓

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或者外商投

资产品出口企业。（“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

八条）。 

 

美国绿卡中的职业移民部分并没有在美国任职时间的限

制，只有一些绿卡类别有工作经历的要求。 这个工作经

历可以是在美国，也可以是在外国，在这一点上中国绿

卡的要求就比较严格。美国绿卡也没有对头衔和职称的

特殊要求，各行各业人士在美国都有可能通过职业移民

获得绿卡，一些专业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也可以申请。即

使是美国高校教师，也并没有“重点高等院校”的要求。

但是，中国绿卡规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鼓励类外商

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产品出

口企业”的副厂长或副经理的定义还不是很清楚，对公

司的规模大小也没有要求。如果能够成为这类公司的副

总以上人员可能相对容易达到中国技术移民绿卡的要求。 

 

3.亲属移民 

中国绿卡的要求：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

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

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

生活保障和住所的；未满 18 周岁未婚子女投靠父母的；

在境外无直系亲属，投靠境内直系亲属，且年满 60 周岁、

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

月并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所以，中国的亲属团聚移民分为配偶移民，子女移民和

亲属投靠移民 3 类。（“办法”第六条第五，六， 七

款）。 

 

美国绿卡中的亲属移民同样有配偶移民和子女移民，此

外还有父母移民和兄弟姐妹移民。中国绿卡中的“亲属

投靠移民”定义比较宽泛，是指父母(配偶的父母)、祖

父母(外祖父母)、已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已

满 18 周岁的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配偶 （“办法”

第二十七条），这是中国绿卡要求比美国宽松的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中国绿卡中的亲属移民要求非常苛刻。

例如， 美国移民法规定和美国公民结婚后立刻就可以申

请临时绿卡，两年后可以转正；中国绿卡则要求婚姻关

系要存续 5 年以上，也要在中国居住 5 年以上，二者缺

一不可。美国绿卡中未婚子女的要求放宽到了 21 岁，21

岁以上已婚和未婚子女也有申请绿卡的途径，而中国绿

卡中从字面上理解如果子女年满 18 岁就失去了通过亲属

关系申请绿卡的可能；中国公民的父母或兄弟姐妹除非

年满 60 岁而且“在国外无直系亲属”就不能申请亲属绿

卡，这基本上堵住了大部分归化的中国公民的父母或兄

弟姐妹短期内的移民之路。 

 

此外，中国绿卡中也没有绿卡抽签，政治庇护和特殊移

民等种类。不过正如以上文章中的最后一段指出，“在

中国永远都存在特事特办的可能”。“办法”中的第六

条第三款“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

的”就提供了一种中国移民的可能性。前些日子去世的

西哈努克亲王（太皇）长期在中国居住，他如果有中国

绿卡的话可能拿的就是这一种类。由于颁发的数量很少，

中国绿卡目前似乎也没有名额限制和排期的问题。另外，

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有权力并且确实出台了一些地方颁发

的类似绿卡的永久居留资格，而美国的绿卡审批和发放

权力全部集中在联邦政府。因此从纸面上理解，中国绿

卡的要求很严格，但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对于原

籍为中国的美国公民来说，可能有一些其它法律上的办

法达到在中国永久居留的目的。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绿卡的要求进一步降低，审理

流程进一步完善，以便更多的海外游子有机会重回中国

享受中国人的国民待遇。也欢迎现在我们代理申请美国

绿卡的客户将来成为美国公民后再请我们帮助申请中国

绿卡。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折腾！ 

 

（2012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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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篇 

 

 

生死时速:一个典型又非典型的杰出人才绿卡案例 
 

 
2013 年 2 月 13 日早上 8 点 45 分，我正在上班的路上，

手机上叮的一声收到了一封新邮件。这是一封来自 USCIS

的关于我的客户案件状态变化的邮件。打开邮件一看，

"On February 13, 2013, this I140 IMMIGRANT 

PETITION FOR ALIEN WORKER was approved and we 

sent you an e-mail notice……"非常高兴又一位客户

的案件成功了。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既典型又非典型的案件。说它典

型，是因为这个案件的申请人张博士在我的客户群中具

有非常典型的背景：在国内某著名大学博士毕业后，又

在美国学校做研究工作多年，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被其

它学术文章引用 300 多次。同时有过 50 多次的审稿记录，

因此在硬件上来说满足了杰出人才（EB-1A）的至少三个

要 求 （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 ... & 

extra=page%3D1）。他获得 EB-1A 的 I-140 批准是当之

无愧的。但是说它非典型，是因为这个案件的起因和经

历都非比寻常。 

 

2012 年 11 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张博士的邮件，

咨询一个关于 H-1B 的问题。他的 H-1B 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即将满六年，I-140 获得批准，想知道能否继续在

美国以 H-1B 工作。如果正常情况下，答案肯定是可以的。

因为根据 AC21 法案，如果申请者的 I-140 已经批准，却

由于排期无法递交 I-485，可以在美国以 H-1B 身份继续

工作，直到 I-485 被 批准或拒绝。张博士的 NIW I-140

于 2011 年递交，2012 年年初顺利批准，是可以根据这条

法律以 H-1B 继续工作的。但是张博士却碰到了意想不到

的情况。他现在的 H-1B 本来到 2013 年 3 月，这样他就

有足够的时间找到下家，并完成 H-1B 转换的过程。但是

由于经费紧张，老板突然在 2012 年 10 月中旬时通知他

只能雇佣他到 12 月底。他在 11 月中旬的时候找到了另

一份工作，但是新的雇主咨询律师后得到的答案是无法

在 12 月底前完成 H-1B 的文件准备，因此拒绝开始 H-1B

转换的过程。张博士一下子就陷入了有工作 OFFER 却无

法合法工作的困境。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份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就会失效，他将不得不拖家带口暂时离开美国。 

 

当张博士刚刚和我开始联系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是想咨

询能否由我们办理新单位的 H-1B 转换的业务；如果不行

的话，他想探讨一下是否可以控告现在雇主出尔反尔，

没有给他原来答应的时间完成签证转换。但是美国很多

单位的 H-1B 业务不会外包给非指定的律师事务所，因此

我们无法承接这项业务；即使我们承接也不能确保可以

在１２月底之前完成所有的手续。至于提起诉讼也不太

可能，因为美国的雇佣合同大部分都是 AT-WILL 的，也

就是说雇主和雇员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终止雇佣合同而

没有任何法律责任。雇主没有必要考虑雇员的身份问题

延长合同。除非张博士有足够的理由（例如歧视），控

告雇主提前解约没有任何胜机。更何况这个诉讼过程肯

定会非常漫长，对于张博士 12 月 31 日后合法工作和维

持身份没有什么帮助。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张博士可以合法在美国居

留并工作呢？在考虑张博士的背景的时候，我注意到他

从事生物研究工作，NIW 已经批准，说明他有一定的科研

背景，也许有申请杰出人才绿卡的可能性。由于杰出人

才绿卡（EB-1A）没有排期，可以 I-140 和 I-485 一起递

交。只要 I-485 处于审理过程中张博士就可以合法留在

美国，拿到工卡后还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如果 EB-1A

可行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对张博士身份问题的终极解决

方案。因此我让张博士把他的简历和推荐人名单发给我

做一个免费评估。在看到张博士的简历后，我发现他的

确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从事了 10 年的研究工作，发表

了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被引用次数很多。其中一篇第

一作者的文章被引用达 170 次。这些都是案子中的亮点。

因此我给张博士打了一个电话，指出了这条途径。但是

张博士自己也对移民法做过研究，也考虑过申请 EB-1A。

只是他对自己的背景信心不足，非常担心 EB-1A 的 I-140

被拒绝，这样基于 I-485 的身份也就失效，他就会陷入

更被动的境地。 

 

应该说张博士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张博士虽然 NIW

已经批准，但是由于 EB-1A 的要求比较高，张博士目前

的背景可能只满足 EB-1A 的两条标准。而第三条标准还

是很弱，他没有什么媒体报道和奖项。唯一值得一提的

是因为他有 5 次审稿经历，可能符合评审他人工作的条

件。但是５次审稿从数量上看有些太少，移民官可能认

为这不是“经常性”（regular）的。另外，他的推荐人

基本都是有过合作经历的教授。仅有的一个独立推荐人

也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工作的中国人。这样的推荐人阵容

很难让移民局官员相信申请人的国际影响和在行业中的

顶尖程度。 

 

值得庆幸的是，这两项弱点都是申请人自己可以控制的

因素。通常申请人可以通过主动接触学术期刊的编辑和

其它国家的教授，用一两年的时间慢慢积累资历，攒够

基本条件。正常情况下，即使是已经具备基本条件，经

我所评估后认为有成功希望的申请人，和我所签约后都

需要大约 2-3 个月的过程才能完成推荐信的收集和申请

材料的准备。何况张博士还需要做一些工作补强自己的

背景。如果他是正常向我咨询的话，我应该还会建议他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6987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20extra=page%3D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20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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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一段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后再和我们签约。可是现在

留给张博士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张博士在美国的

合法居留可以说是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因此我建

议张博士在 12 月底之前同时递交 EB-1A 的 I-140 和 I-

485 保住身份。如果幸运的话可能 I-140 会直接获批，如

果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那也是在几个月之后的事情。

到时候我们再根据移民局的要求对症下药。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思考，张博士终于决定“冒险”一试，

和我们签订了合同。因为这可能是他 12 月 31 日之后在

美国合法居留并工作，而且一劳永逸解决身份问题的最

好机会。作为一个具有严密思维的科学家，考虑到移民

局在圣诞节期间放假比较多，张博士特别要求在合同中

注明，一定要在 12 月 22 日之前把材料寄出。这时候已

经到了 11 月中旬。因此留给张博士和我们的时间只有 5

个星期了。 

 

在收到张博士 Email 过来的签好字的合同后，我们就开

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我们一起筛选了他的 NIW

申请推荐人，去除了一些具有类似背景和不太有力的推

荐人，我也提出希望他至少找到 2 位第三国（非中国非

美国）的同领域内专家作为独立推荐人。其次，我希望

他能够在这一个月内完成更多的审稿，争取在目前 5 次

的基础上达到 10 次。 

 

为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张博士接受了这两项艰巨的任务。

在审稿方面，他先后给上百个杂志编辑发信索取审稿机

会。虽然很多大牌杂志的编辑忽略了他的请求，但还是

有一些杂志的编辑给他发来了稿件。在一个月内，他成

功地获得了审理 9 篇稿件的邀请；在联系推荐人方面，

因为他现在的老板不是很帮忙，他只好自己直接联系本

领域的教授。由于他的一篇文章被引用次数较多，在领

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主要联系引用过他的这篇

文章的教授。在先后发了几十个电子邮件后，终于有两

位未曾谋面的欧洲教授同意做他的推荐人。 

 

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张博士读博之前曾经在

国内一家省级期刊做过学术编辑，负责处理和作者通信

事宜，也曾经审理过一些稿件。虽然中文稿件的审理经

历可能不如英文稿件有说服力，但是同样可以纳入审稿

记录。这样不仅张博士的审稿数量上有所提高，也可以

说明他的审稿的经常性和连续性。所以我建议张博士和

国内的杂志主编取得联系。由于张博士和这位主编还保

持着良好关系，很顺利就获得了证明信和审理稿件目录。

他的审稿记录一下子从 14 次暴涨到了 58 次，开始审稿

的时间也从 2011 年跨回到了 2006 年。 

 

在将近 40 天的案件准备过程中，张博士和我就像是并肩

作战的战友，一起和时间赛跑。张博士负责主攻，他花

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发信，审稿和收集材料，经常晚

上只睡 4 个小时，白天还要上班。为了收集一位推荐人

的签名，他驱车一个多小时上门拜访。欧洲的推荐人答

应写信后却迟迟未见回复，他虽然无法上门拜访，但也

不得不硬着头皮打电话委婉的催促。我负责修改组织材

料和发掘亮点。为了替张博士节省时间，我没有要求张

博士重新撰写推荐信初稿，而是在他的 NIW 推荐信的基

础上修改，一周之内完成了 8 封推荐信的初稿。在推荐

信基本定稿后不到一周我就完成了申请信的初稿，接下

来用两周时间和张博士一起完成了申请信的修改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又逐步发掘出了一些张博士工作的意义，

例如他发现的蛋白质新功能被某生物公司用于新的检测

试剂盒的研发；他的文章被某科学网站评价。这些都是

说明张博士在领域内原创性工作的重要性的有力证据。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当我们又收集到一封推荐信，或者

又收到一个审稿邀请，都感觉到离成功又近了一步。由

于不断有新的信息补充，直到递交申请的前一分钟我们

还在修改申请信和组织材料。终于张博士的申请文件在

12 月 21 日圣诞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用特快寄出，移民局显

示在 12 月 24 日收到，并且在 12 月 27 日发出了 I-485

的收据。张博士在美国的身份暂时安全了。 

 

作为申请 I-485 的副产品，张博士在 2 月初获得了工卡，

可以允许他为去年给他 OFFER 的雇主合法工作。可是在

I-140 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谨慎的张博士不敢使用。因为

一旦 I-140 被拒绝 I-485 和工卡也同时失效。经过一番

纠结张博士决定在 2 月初追加移民局的加急服务。当支

票和 I-907 表 2 月 7 日寄到移民局后，倒计时 15 天开始。

这几天张博士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作为律师，我虽然对

他的案子很有信心，毕竟决定案子结果的是移民局官员，

也要做好碰上挑剔的移民官要求补充材料的准备。终于

在 6 天后我们收到了张博士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他翻过

了移民道路上最大的一道障碍。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

用工卡工作，而且一切顺利的话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全家

就可以拿到最终的绿卡了。 

 

（在目前的移民法律框架和排期情况下， 第一优先

（EB-1）绿卡可能是很多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运

动员快速解决身份问题的终极方案。最后引用一段笔者

“移民美国的七种武器”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和在外国

土地上为成功而奋斗的读者们共勉：如果您是一位诺贝
尔奖得主，奥运会冠军，科学院院士 或者是跨国公司的
美国老总，您当然可以符合第一优先的条件，快速移民
美国。很多人或许认为自己很普通，没有这种一剑封喉
的武器。可是记住：“真正的胜利，并不是你用武器争
取的，那一定要用你的信心”。“无论多可怕的武器，
也比不上人的信心”。孔雀翎真的存在吗? 这也许只是
江湖中的传说。即使不存在也没有关系。确实有很多和
您条件类似的普通人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绿卡。只要您
有信心和一定的准备，加上一点点的运气，也许在不经
意 间 就 拥 有 了 这 种 武 器
（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 ... & 

extra=page%3D1）。如果您对于使用这种武器还缺乏信

心，或许可以考虑邀请我们和您一起战斗！） 

 

（2013 年 2 月 19 日）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20extra=page%3D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20...%20&%20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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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王子的美国梦 
 

 

(出于保护客户隐私的原因，本文对具体细节进行了改编。

请勿对号入座！) 

 

最近国内有一档很火的明星跳水节目。在开播的那一天，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客户小陈的电子邮件：郝律师，我在

这个节目里面有演出，您休息的时候看一下！我打开电

脑视频，就看到了小陈的勃勃英姿。 

 

其实我之前还真的不认识国内的演艺界人士，甚至至今

还没有见到过小陈本人。关于我和小陈的缘分，要从几

个月前说起。2012 年年底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 email，

其中的附件巨大无比，差点把我的邮箱塞满。这个附件

里压缩了很多精美的照片和视频，还有一段长长的自我

介绍。这封 email 来自小陈，一位国内小有名气的特技

演员。他在信里表达了想通过杰出人才绿卡移民美国的

愿望。小陈出生于国内一个体操大省，今年只有二十几

岁，他从六岁起开始练体操，运动成绩最好得过几次全

国冠军，很多后来的奥运会冠军是他的队友。但是他由

于伤病提前退役，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或国际比赛。退役

后，他婉言谢绝了省里给他安排的青少年教练工作，先

是到一所大学圆了上学梦，之后在老家创办了一所体操

学校担任校长和教练。在做教练之余，他还利用自己的

体操特长在一些影视剧中担任特技演员，和一些国内的

大牌导演合作过。他也曾经接受过一些省级卫视的邀请，

在综艺节目中担任过嘉宾。看的出来他对于移民做了很

认真的准备，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甚至连可能的推荐

人都列了出来。 

 

虽然杰出人才绿卡是我的业务专长，但是之前的客户大

多数都是科研工作人员，具有文艺体育背景的客户这还

是第一个。对于这方面的客户，当然不能用以前的套路。

好在我对于杰出人才绿卡的 10 条要求做过详细的研究。

经过分析小陈的背景，我认为他可能符合以下杰出人才

绿卡的标准： （1）对体操的原创性贡献 （2）媒体报

道 （3）艺术作品 和（4）奖项。另外，他的体操学校

也许可以作为商业成功论述，但是因为杰出人才绿卡只

需要符合至少 3 条标准就可以，这一条对他的案子并不

是必须的。 

 

和小陈初步沟通后，他对我的专业分析表示同意，只是

担心说他的运动成绩最好的只是全国冠军，从来没有参

加过国际比赛，和他的那些著名队友无法相比。我的回

答是，如果他得过奥运会冠军，他可能都不需要律师。

因为根据美国移民法关于杰出人才绿卡的规定，如果申

请人得过一项大奖如诺贝尔奖，奥斯卡奖，奥运会冠军，

其 它 的 要 求 都 可 以 忽 略 了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 ... 

&extra=page%3D1)。但是如果得过的奖项不是那种家喻

户晓的奖项，而只是一般的国际或国家级奖项，那就需

要向移民官介绍奖项的背景和意义。同样，对于申请人

的媒体报道和艺术作品，还需要详细说明媒体的传播面，

艺术作品的价值和申请人在艺术作品中的角色。另外，

还需要专家推荐信说明申请人在领域内的原创性贡献。

这些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衡量和把握尺度。 

 

小陈是一个做事非常干脆的人，和我初次发 email 后一

周就签订了合同，我们开始了案件的准备。在准备的过

程中，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小陈的中文材料翻译成英

文。因为我以前对体操的名词不是很熟悉，所以很多东

西都是现学现用的。不过这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遇到

的挑战还是推荐人的选择和邀请。 

 

对于科研人员的绿卡申请，通常是邀请在大学任教的教

授提供推荐信。但是对于文体界人士，推荐人的选择却

没有一定的规则。经过和小陈商量和反复推敲，我们决

定邀请以下推荐人撰写推荐信 （1）小陈师姐的老公，

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现在美国某大学体育系任教 （2）

小陈的师兄，前奥运奖牌得主，现任国家队教练 （3）

小陈拍武打片的出资方，香港某影视公司老板 （4） 小

陈做某卫视特邀主持人的制片人（美籍华人）和（5）小

陈参加某慈善基金会义演认识的基金会教育总监（加拿

大籍华人）。小陈事先和这些推荐人都打过招呼，他们

也都口头答应，并且商量好了推荐信的内容。但是在我

们完成了推荐信初稿，找推荐人修改签字时却出了问题。

香港老板咨询了公司的律师后告诉小陈因为可能的法律

风险他不能在给美国政府机构的信上签字；小陈的师兄

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做事非常谨慎。向国家体育总局某

领导汇报了这件事情。结果领导说为了防止人才外流，

小陈师兄不能签这个字。或许出于搪塞，小陈师兄告诉

小陈，可以等他不在国家队干了他再签字，要小陈等几

年他和小陈一起移民，搞得小陈哭笑不得。 

 

一周之内两封推荐信泡了汤，小陈非常沮丧，给我写了

一封长长的 email，发泄不满之余也对于申请的前景充满

了悲观。我看到信后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先是安慰

了他一下，然后就是商量对策。这两封信都很关键，因

为一封是叙述他的体育成就，一封则是叙述他的演艺成

就。现在就看是否能够找到类似背景的其他推荐人了。

小陈气愤之后也冷静下来，他马上就想到了那个武打片

的特技导演，可以代替香港老板；另一封信他可以找一

位退休的国家队教练兼裁判，是他一位队友的朋友，和

他不太认识。但是这样反而更好，因为可以作为独立推

荐人。经过努力，两位新的推荐人都爽快的签了字，于

是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而且由于那位国家体育总局

领导的话，我突然想到了 2008 年北京奥运和 2012 年伦

敦奥运的美国女子体操队教练正是中国人。他的弟子得

到了奥运会金牌。虽然这位教练在运动员时代并没有取

得辉煌的成绩，但是移民美国后却充分发挥了他的教练

才能。中国体育界人才济济，和小陈类似的人其实很多。

他们很多人在国内退役后也没有机会为国家体育事业做

贡献。与其这样，倒不如移民美国寻找新的机会。小陈

退役后主动离开体制，自谋生路，能够办起来体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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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可以在申请信里和那位教练类

比，描述他移民之后对美国体操界的可能贡献，从而加

强他的案子。这样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 

 

随着递交日期的日益临近，小陈的心理又出现了波动。

他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题目是“心里有点忐忑”。信

里说他的一个朋友最近移民英国没有成功，一切计划全

都打乱了。不知道他移民美国能否被批准。我于是给他

回了一封信，说明我们能够接受他的案件，是因为我们

认为他符合了美国移民法中杰出人才的基本标准。虽然

案件的批准与否决定权在移民官，但是我们可以尽量把

文件准备好让移民官很容易就找到他经历中的亮点。在

移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除非申请者的材料特别离谱，

一般移民官不会直接拒绝，而是会给申请者补充材料的

机会。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根据移民官的意见有针对性的

准备补充材料。即使是案子被拒绝，我们如果认为有理

的话，也可以采取上诉（appeal），申请重开（re-open）

或者重新递交（re-file）。只要申请者具有一定的背景，

申请终究会成功。 

 

心急的小陈为了早点知道 I-140 的结果，决定给移民局

交加急费申请加急服务。移民局的加急服务是在收到材

料后保证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理工作，给申请人初步结

果（批准，拒绝或补充材料）。在我们把他的材料用特

快寄出后，我给他发了一个邮件，他只回了四个字“开

始祈祷”。 

材料寄到移民局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家里，突然

收到移民局的一封电子邮件说明小陈的案件加急倒计时

因为某种原因已经结束 （PP Clock Stopped），初步结

果马上就要揭晓。终于一个小时后，令小陈不再忐忑的

好消息就发到了我的信箱里。I-140 的批准说明小陈的移

民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越过，剩下的路途就是一马平川

了。 

 

在小陈的申请材料里，有一个国内杂志对他的报道，题

目是“体操王子的奥运梦”。这篇报道详细的讲述了小

陈竞技生涯中的遗憾和退役之后事业的发展。我对这篇

报道的标题和提要进行了翻译，放到了申请材料里。或

许移民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往事已矣，小陈自己的奥

运梦成为了过去，但是他的美国梦才刚刚开始。在小陈

提交给移民局的个人计划书中，说明他准备将来在美国

开一家体操学校作为职业。在我的邀请下，他准备把这

所学校开在休斯顿。目前休斯顿还没有华人开办的类似

学校，我相信他的学校一定会大受欢迎。衷心希望小陈

到美国后体操学校能够办得红红火火，在开创自己的事

业的同时，也多培养一些优秀的体操人才（特别是华裔

人才）。这样他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也可以让

他的弟子们帮助他实现未完成的奥运梦! 

 

（2013 年 5 月 5 日） 

 

 

鱼跃龙门:2013 年 MATCH DAY 有感 
 

 

今天早上收到了一个外地客户的电话报喜。虽然我们还

没有见过面，但是在并肩作战的过程，我们已经成为了

朋友，也习惯于分享成功的喜悦。在昨天（3 月 11 日）

刚刚揭晓的 2013 年住院医申请结果 （MATCH DAY）中，

他成功地拿到了住院医的录取通知。 这样在脱离了临床

10 年之后，他终于又即将回到医学实践领域，不仅能够

重新成为白衣天使救死扶伤，还可以有机会进入美国的

医疗行业主流，获得丰厚的收入。用一句中国古话形容，

可谓是“金榜题名”。真是可喜可贺！ 

 

对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之前大部分人都经历过的“金

榜题名”可能就是高考了。凡是在中国经历过高考的人，

应该对于高考出分和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感觉都不陌生。

在美国，由于各个大学自主招生，发录取通知书的时间

不是很统一，一个人也可能会拿到几个甚至几十个录取

通知，非常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感觉上也不如中国高考。

如果说美国有可以和中国的高考相类比的活动的话，这

个 MATCH DAY 算是其中一个。虽然 MATCH 在全民参与范

围上不如高考，但是对当事人来说，那种没揭榜前的忐

忑不安，揭榜后的欣喜若狂或怅然若失，种种感觉都和

高考时不相上下。而且当初参加高考时毕竟是青春年少，

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高考失利的挫败感可以

考研或工作之后再弥补。可是参加 MATCH 的中国人很多

都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目前的职业状态相对不

尽如人意。MATCH 可以说是一举改变前途命运的最好机会，

其重要性可能比高考还要高。 

 

据不完全统计，全美有 1700 所医院接受住院医师培训。

培训职位的选择根据毕业生的志愿采取自愿申请制度，

然后医院面试决定是否给予职位，这一步叫 MATCH 

PROGRAM。除了个别的 PRE-MATCH（不恰当的比方是中国

高考的自主招生提前录取）， 大部分的结果都是在每年

3 月份的某一天揭晓。这个结果不仅决定申请人能否成为

住院医，也决定他们今后 3 年会在什么地方做住院医，

所以对于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一旦他们

顺利结束住院医培训，在美国当上医生，便会一跃成为

社会的中上层收入者。教学医院的初级 Attending 的工

资大约是 15~30 万美元，这已经是 7~15 倍于美国人平均

的收入水平，也是很多人一辈子难以企及的高度。如果

选择好的私立医院或独立开业，收入更高，可达 50 万美

元。一些专科医生的收入更高。据美国财经杂志《福布

斯》统计（http://www.forbes.com/sites/jacq… ng-

jobs-in-america/），2012 年全美最高薪酬职业排行榜

中，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分列第一、二位，接下来的七

个位置也均是医生。在排行榜前 10 名中，仅有的一个非

医生类职业就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律师职业则没能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6987
http://www.forbes.com/sites/jacquelynsmith/2012/05/15/the-best-and-worst-paying-jobs-in-america/
http://www.forbes.com/sites/jacquelynsmith/2012/05/15/the-best-and-worst-paying-jobs-in-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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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前十。在美国，医生职业也非常受人尊重，职业成

就感非常强。由此看来，对于中国医学院毕业生来说，

能够在美国当上医生可以说是真正的“鱼跃龙门”。 

 

在美国当医生对于出身和学校牌子要求不是很高。我的

很多朋友和客户，当初在国内的时候高考出身于几个竞

争激烈的高考大省，或者没有发挥好，只上了一般的省

立医学院。但是经过他们的努力，研究生的时候考上了

北京或上海的著名医学研究机构，之后来到美国从事研

究工作多年，照样可以 MATCH 成功。还有的是由于陪读

或者亲属移民来到美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索性

在家里闭门读书考板，之后一举成功。当然这样的成功

虽然可以复制，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复制。有一种说法是

来到美国的中国医学院毕业生有 90%以上的人或多或少有

在美国行医的想法，有 50% 的人付诸行动，但是只有

10-20%的人最后能够成功。其实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没能

实现自己的梦想在美国当然医生的话，利用自己的医学

背景在美国医疗系统找一份其它的工作也是一种不错的

选择。比如医师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 护士

（nurse， 特别是麻醉护士）或 物理治疗师（physical 

therapist） 都是收入可观也很有保障的专业。 

 

根据前人的经验，如果没有“关系”（connection）的

话，MATCH 成功的 3 个最关键因素是分数，毕业年限和身

份。早上给我打电话的客户虽然在医生老板的实验室里

打工，却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他的 STEP 的分数不是很

突出，也已经毕业十年以上。他出国比较晚，在国内行

医几年后来美国后攻读博士，又做了多年博士后，终于

痛下决心重新拾起书本准备住院医考试和申请。由于种

种原因，他直到去年年中才决定申请绿卡。因为他的科

研背景不错，我建议他申请 EB-1A 杰出人才绿卡，这样

才有可能在 MATCH 前解决身份问题，大大提高 MATCH 的

几率。经过我们的精心准备，他的 I-140 递交之后 7 天

获得批准，绿卡在 3 个月内就拿到了。这位客户对我说，

高考发榜之后已经很多年没有为一件事情心跳和激动的

感觉了，但是最近半年就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绿卡的

I-140 递交加急服务之后获得结果之前的几天，另一次

就是这个星期 Match Day 结果揭晓的前后。好在两次都

是结果圆满，他的事业也又上了一个台阶。他的下一个

目标是顺利完成住院医培训，在美国开设自己的诊所。

因为我们事务所的医疗法业务，到时候我们应该还会有

合作的机会。真心希望所有在美国奋斗的中国人都能够

心想事成，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在美国的职业和商

业发展目标！ 

 

（郝强律师事务所的服务领域涵盖移民法，知识产权法

和医疗法。为美国生物医疗行业从业人员提供法律服务

是我们的强项和优势。目前我们的团队成员均兼具有生

物医学和法律背景，可以更好的理解和帮助生物医疗行

业从业人员完成从身份转换，职业发展到商业运作的各

个方面的目标。成功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3 年 3 月 13 日) 

 

 

如何符合杰出人才绿卡类别的第三条标准 

 
在当前的绿卡排期形势下，第二优先（包括 NIW）也需要

至少 3-4 年时间。很多在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后和访问学

者们都希望能够申请第一优先绿卡，因为这种绿卡类别

目前还没有排期，可以两步一起递交，一切顺利的话 4-5

个月就可以拿到绿卡。对于 EB-1A 类别，移民法规定首

先申请人要满足十条标准中的三条（简单的说，EB-1A 的

十 条 标 准 是 （ 1 ） Award （ 2 ） Membership （ 3 ）

Publication （ 4 ） Review other’s work （ 5 ）

Original contribution （ 6） Media report （ 7 ）

Display of work in exhibition （8）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 （ 9） High salary （ 10） Commercial 

success）。仔细研究这 10 条标准，可以发现其中有两

条（publication 和 original contribution）可能相对

比较容易符合。一般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都会有一些文章

发表，也可以找到一些有力的推荐信证明自己在本领域

内的原创性贡献，但是很多案子往往就倒在了关键的第

三条。 

 

在剩下的八条标准中，最后四条往往是做研究的人很难

符合的，比如 High Salary， 因此通常要从前面几条中

多做努力。例如 Award， Membership，Media Report 等。

但是要注意的是移民局的标准有越来越高的趋势。Award

通常要求是 National 或 International 层面的，一般的

学生奖学金或 Travel Award 很难被承认；Membership 通

常要求是必须有一定的水平才能当选或加入的学会，不

仅仅是付费即可加入的会员； Media Report 通常要求是

全国或全世界层面的报道，一般学校内部的报道不会被

承认。而且 media report 是不由申请人自身所能控制的。 

 

这样看来申请人如果想符合 EB-1A 的第三条标准，最有

可能的是从“Review of other’s work”着手，多争取

审稿机会。审稿机会虽然看似很难争取，但是并不是无

从下手的。要知道各种学术杂志很多，质量良莠不齐。

一些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可能不会向博士后工作人员开放

审稿，但是一些水平一般的国际期刊或国内期刊可能很

高兴收到科学界同行的审稿请求。一旦审稿的次数达到

一定数目，第三条标准就有可能达到了。 

 

在我们所递交的一个 EB1A 申请中， 申请人在中国国内

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从事了 4 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文章，被引用数达到了 150 次。他

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审稿的准备工作，向一些杂志，特别

是他曾经发表过文章的杂志发送审稿申请。虽然很多杂

志婉转地拒绝了他的申请，或者答应他的请求后从未向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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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寄送稿件。他还是在短期内获得了大约 15 个审稿机会，

其中一个国内的中文杂志就占了大多数。在准备他的

EB1A 申请中，我们在文章和原创性贡献之外，主要证明

他的审稿经历。在证明他符合这三条之后，我们还着重

论述了他在领域内的杰出性 （即 TOP 5%）。申请人由于

非常想早日知道案子的结果，额外多付了 1225 元的加急

费，结果在申请交上去的第 10 天就获得了 140 的批准，

3 个月后获得了 485 的申请，拿到了绿卡。他的太太和孩

子也同时获得了绿卡。他的太太刚好会计专业毕业后 OPT

过期，由于有了绿卡， 不需要雇主支持工作签证的申请，

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2012 年 9 月 2 日） 

 

 

杰出研究员：理工科专业一条快速稳妥获得绿卡的途径 
 

 

理工科专业出国的中国人比较多，因为理工科是美国人

相对不太擅长的专业。中国人可以克服语言上的劣势，

找到满意的工作。在找到工作的前后，绿卡是一个必须

解决的问题。如果按照常规的劳工卡（PERM）-140-485 

程序，在现在的排期形势下，第三优先 （EB-3 PERM）

需要 6-7 年的时间才能拿到绿卡，第二优先（EB-2 PERM）

也要 3-4 年的时间。如果自己想转换职业，配偶想找到

不需要雇主 SPONSOR 的工作，或者孩子想上大学申请奖

学金，第二优先和第三优先绿卡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么有没有一种快速稳妥的获得绿卡的途径呢？很多人

都想到了第一优先绿卡 （EB-1），但是总觉得第一优先

高不可攀，似乎只有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可以申请。其

实 EB-1 分为三种，即 EB-1A，EB-1B 和 EB-1C。 EB-1A

即所谓的杰出人才绿卡，对申请人本身的学术条件要求

的确是所有职业移民绿卡中最高的；EB-1C 是跨国经理人

绿卡，一般在学校或美国公司中工作的人都不符合要求。

但是 EB-1B（杰出教授和研究员）却是一种相对平易近人

的绿卡类别。只要申请人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再符合

几个特殊的条件，成功的把握就很大。 

 

EB-1B 绿卡中关于申请人学术背景的要求，简单的说包括

以下六个方面（ 1） Award （ 2） Membership （ 3）

Publication （ 4 ） Review other’s work （ 5 ）

Original contribution in field 和 （ 6 ） Work 

reviewed by others。 移民法的规定是只要满足两个方

面的要求就可以了。对于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实验

室工作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文章发表，再

加上几封强有力的推荐信证明申请人在领域内的原创性

贡献，至少两个方面有可能满足 EB-1B 的要求了。 

 

但是 EB-1B 的难点在于对于申请人工作性质的要求，因

为移民法规定申请人的工作必须是 Permanent Job Offer 

（永久性）的工作。这里经常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如

何理解 Permanent 的定义。所谓的 Permanent 并非指公

司或学校承诺终身制的雇佣申请人，而是说没有一个固

定终止期限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可能明天就终止，也可

能到申请人主动离职或退休为止。如果申请人是在学校

工作的博士后或博士生，依靠教授申请的课题基金支付

工资，通常不能满足 Permanent Job 的规定，因为移民

局官员认为这样的工作是临时性的。相反， 如果申请人

在学校工作，工作职位是技术员 （technician），科学

家 （scientist）或讲师 （instructor）等类似 Staff

的工作， 学校的人事部门同意出具一封带有 Permanent 

Job Offer 字样的雇主信，这个条件就可以满足了。如果

申请人在公司工作，通常移民局不会纠缠 Permanent Job

问题，但是申请人还需要证明自己的工作是研究性质的，

以满足“researcher”的要求。中型或小型高科技公司

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灵活一些。 

 

根据现在的排期，EB-1B 的申请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从递

交申请开始大约 4-5 个月就可以拿到绿卡了。我所最近

处理的一个案子，主申请人具有欧洲的博士学位，之后

在多个国家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最后在美国的一个研

究所里转成了 Research Investigator （系技术员职称

系列中比较高级的一种）。他有十几篇文章发表，但是

引用数不是很多，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奖项，媒体报道和

审稿经历。申请人最初咨询的时候想要尝试 EB-1A，但是

我们认为他当时的学术背景很难证明 EB-1A 的第三条要

求，因此建议他申请 EB-1B。 幸运的是他的实验室老板

非常支持他的绿卡申请，亲自和学校沟通，让学校出具

了移民局要求的雇主信。经过我们精心的准备申请材料

和撰写详实有力的申请信，这个案子在 4 个月后就得到

了批准。申请人的孩子将在两年之后申请大学，也就可

以享受美国国民待遇申请贷款和奖助学金了。 

 

（2012 年 9 月 6 日） 

 

生物统计和计算机专业人士也可能申请国家利益豁免 (NIW) 
 

 

按照很多人的观点, 国家利益豁免 (NIW) 是只适合于在

实验室从事实验工作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工作人员的一种

绿卡申请途径。 对于在学校里从事统计和计算机专业的

专业人士来说, 除非成为教授申请杰出人才(EB-1A) 或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1771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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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教授 (EB-1B), 只能按照劳工卡-140-485 的途径按

部就班的由学校协助申请。 这种申请对于身份限制很大, 

在申请的过程中一旦老板经费不足被解雇, 绿卡申请就

有可能前功尽弃。 

 

但是如果仔细参照 NIW 的三条要求一一对照, 就会发现

其实 NIW 并不仅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专利, 在有些情

况下其它专业的人士也可以申请。 NIW 的第一个要求是

Substantial intrinsic interest, 就是说从事的工作

和国家利益具有显著的内在联系 ; 第二个要求是

National in scope, 就是说从事的工作必须是全国范围

的, 而并不仅仅是局部的人员受益。 第三个要求是 the 

requirement of a Labor Certification for the 

candidate will adversely affect the national 

interest, 就是说申请人要证明一定的经验和能力。 这

三条里并没有明确地排除统计和计算机专业的人士通过

NIW 申请绿卡的可能。相反, 如果是在学校里从事统计或

计算机工作, 为科研课题服务的人就有可能符合 NIW 的

标准。 

 

我所最近有一个 NIW 申请成功获得批准。 主申请人在国

内医学院毕业后从事临床工作多年, 后随丈夫到美国陪

读。 出于在美国找工作的考虑, 拿下了一个生物统计的

硕士学位, 然后在一个医学院里从事生物统计工作, 主

要是为教授的实验项目从事统计服务, 有一些挂名的文

章。 虽然她的丈夫先期毕业, 但是由于从事的是会计工

作, 通过单位申请绿卡遥遥无期。 在和我们事务所咨询

后, 我们建议她通过 NIW 申请绿卡。 她通过和服务过的

教授联系, 获得了几封强有力的推荐信。 我们又在她的

简历中发掘出了一些学术亮点, 通过推荐人的口气反复

强调。 虽然申请人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我们对她的

案子还是充满信心。申请交上去六个月后我们就顺利地

收到了移民局批准。 

 

在美国从事统计和计算机行业是中国人很好的一个职业

选择, 因为工作机会较多, 工资也相对较高。 和公司相

比, 学校里的统计和计算机工作相对轻松, 福利不错, 

只是工资较低。 如果您出于家庭的考虑或一时没找到公

司的工作而暂时在学校里就业, 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把绿

卡申请到手, 再寻找别的发展机会。 

 

（2012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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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展篇 

 

 

做好在美国的第一个 “五年规划” 
 

 
飘洋过海, 出国访学应该是很多中国学子在国内上大学

或者读研究生时的梦想。 无论是最初的想法是想要了解

最新的学术动态, 或者是接触异国的风土人情, 或者为

自己的职业发展镀一层金色的光环, 出国都可以部分或

全部的达到这个目的。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很多人都是

在大学里就积极准备考试, 联系学校, 模拟签证面试。 

当签证官说出 “ your visa is approved”的话语时, 

似乎大功告成,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但是很多人出国以后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何

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和美国人在事业发展上重新回到一

条起跑线上。 有些人是专注于学习或科研, 却忽略了身

份问题; 有些人是举棋不定, 对于未来在美国或中国发

展迟迟不能作出决定。 到了终于决定在美国发展时发现

由于身份限制必须在不是很理想的工作岗位上坚持等待; 

还有一些人是由于种种原因突然失去了工作, 这时发现

由于美国移民法规的限制必须立刻离境, 否则身份就会

成为非法。 或许只有这个时候, 很多人才意识到美国永

久居民身份的重要性。 

 

在我的法律实践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客户, 明明可

能早已经符合了某一类绿卡的要求, 却因为犹豫或者害

怕被拒, 而没有及早提出申请。 当一个理想的工作机会

来临时, 却发现由于身份问题无法应聘, 眼睁睁地看着

机会错过; 更有甚者, 当突然失去工作时他们发现必须

赶快离境或者用一些费钱费力的非常规做法维持身份。 

这样不仅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必要的紧张, 甚至可能会

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因此, 我会建议我的客户, 在做在美国的职业规划时, 

一定要重视身份问题。 打一个比方, 身份问题对于一个

人在美国的职业发展就象一个人的健康在生活中的地位, 

虽然身体健康并不代表生活一定能够美满幸福, 但是身

体不健康就一定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 同样道理, 虽然

有了绿卡不一定会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但是没有绿卡

就有可能丧失很多职业发展的良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

的头五年非常重要, 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规划。 在取得学

位, 找到工作的同时, 也要重视身份问题。 如果是从来

没有在中国工作过, 刚刚高中或大学毕业就来到美国, 

要开始了解关于工作签证和绿卡的基础知识, 为尽早开

始绿卡申请做准备; 如果是已经在中国有了一定的事业

基础, 到美国的时间相对较晚, 要争取在五年之内拿到

绿卡, 这样无论是在美国继续以前的工作或者完成职业

转换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当你某一天早上醒来, 收到移民局的电子邮件, 告诉你 

“this case has been approved” 的时候, 你可能会

有和当初获得美国签证同样的感觉, 人生也又掀过了一

个篇章。 

 

（2012 年 9 月 1 日） 

 

我有一个梦想 
 

 

笔者从事律师工作之前曾经做过十几年的生物研究,参加

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生物医学讲座和学术会议。自从读

了法学院之后, 虽然仍然在实验室里打工赚取学费, 却

基本上没有时间和心情参加生物医学方面的讲座。做了

律师之后更是脱离了以前的实验室工作。可是昨天却破

例参加了一个由 Chemical Heritage Society 在休斯敦

主办的关于基因组药物(Genomic Medicine) 发展前景的

研讨会(http://www.chemheritage.org/visi ... chao-

symposium.aspx)。这是因为我以前做过一些乳腺癌基因

分子标记物的研究, 在法学院时写过关于人类个人全基

因组信息和个体化癌症诊断治疗的法律意义的论文, 现

在又在做一些基因组测序的商业开发的尝试, 这个研讨

会无论从生物的角度还是法律的角度都是我的专业。 而

且这个研讨会是为了纪念已故的休斯敦石油化工和塑料

制品公司华美化学公司（WestLake Chemicals）的创始

人赵廷箴先生（T.T.Chao）而创建的。赵廷箴先生出生

于中国苏州，后随家人移居台湾，1954 年与王永庆等人

合办台湾塑胶公司，任总经理。之后又在创建华夏海湾

塑胶股份有限公司（China General Plastics Group），

为台湾三大 PVC 生产厂之一（后转卖给台塑集团董事长

吴亦圭）。 1986 年他在美国休斯敦创建 WestLake 

Chemicals，之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1992 年他的公

司在中国苏州又设立工厂，完成了一个生命的回归。他

和夫人在休斯敦的主流社会和中国社区都做了很多慈善

募捐。比如德州医学中心里的 Methodist Hospital 就有

一个以他和夫人命名的 Brain Center。能参加以这位移

民先辈命名的会议，也是别有一番意义。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796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9745
http://www.chemheritage.org/visi%20...%20chao-symposium.aspx
http://www.chemheritage.org/visi%20...%20chao-symposiu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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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参加会议的目的和我大学时候的梦想有关。 我

大学的专业是生物化学, 这可能是 80 年代末到 21 世纪

初国内报考最火, 高考分数最高的专业 (不过我本人是

通过特殊考试单独录取的, 实际分数并不是很高)。 记

得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听到的最励志的一句话就是 “21

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后来还曾经有幸加入过据说是这

句话的原创者的实验室工作过一年)。 在学习生物化学

课时,面对 DNA 的双螺旋模型, 真是感觉生命的奥妙和生

命科学的魅力。 那时的梦想就是能够跟上一个这样的导

师, 一生中能够做出一个这样的贡献 (如果能顺便得个

诺贝尔奖就更好了)。  

 

没错, 今天的会议请到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 DNA 双螺

旋模型的发现者之一, 1962 年诺贝尔奖得主 James 

Watson (很多非生物专业的人可能也听说过他的名字, 

或者看过他的自传《双螺旋：发现 DNA 结构的故事》

（ The Double Helix: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也许在美国

东北部的生物圈里经常能够看到他老人家的身影, 不过

他光临休斯敦的次数可不是很多。 我说什么也要看一看

当年的偶像。  

 

一见之下不由有点失望。 老人家虽然德高望重,毕竟已

经 84 岁, 退休多年, 除了说了几个冷笑话之外什么学术

上的东西也没讲出来 (不过他倒是非常随和, 无数人找

他合影从不拒绝, 还有一位听众特意准备了一本他写的

自传找他签名)。 另外几位正当年的大牛和中牛则讲出

了一些精彩的学术进展(比如西雅图的 Institute of 

System Biology 创始人和所长 Leroy Hood, 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 的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HGRI)的 Division of Genome Medicine 副

主任 Bradley A.zenberger, 和我以前工作过的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前校长, 现任 Institute for 

Personalized Cancer Therapy 所 长 的 John 

Mendelsohn)。不过真正让我不虚此行的是见到了一位生

物创业者, 了解了一些她的公司的情况。 如果说赵廷箴

先生的生涯对我只是传说，这位叫 Nancy T.Chang 的女

士的事迹可以说是现在进行时了。Nancy T.Chang 祖籍台

湾，和笔者及大多数读者一样都是第一代移民。 她是生

物专业博士毕业, 在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任教时和丈夫

于 1987 年创建了 Tanox, 专门从事抗体药物的研发, 曾

经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和 CEO 长达 21 年之久。 Tanox 在

这中间经过几次融资配股, 直到 2007 年 Nancy Chang 将

公司卖给 Genetech (Genetech 在 2009 年和 Roche 合并, 

这个公司现在是 Roche 的一部分)。 这家公司对 Nancy 

Chang 家族和投资人的意义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来: (1) 

2000 年时公司 IPO 募得 2.44 亿美元, 是美国历史上生物

类公司第二大的融资数额; (2) 2007 年公司的卖出价是

9。19 亿美元; (3) 早期私人投资者的回报率是 1:15.3; 

(4) 在公司卖出时, 有 5-6 个新药在研制过程中, 每个

新药的可能年产值都是数亿美元级别, 也都会有无数患

者受益。 这些数字或许对于现在的 IT 和互联网公司不

算什么, 对于生物医学研究者和生物投资者来说却是一

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成功例子。 

  

有很多生物行业从业人员能够如此成功,或者至少找到有

成就感的工作吗? 显然不是。我在 21 世纪的第一年于欧

洲获得了应用生物学博士学位后, 带着对 “生物世纪”

的憧憬,充满希望的来到了美国, 却深刻感受到了理想和

现实的差距。 做了五年的博士后工作, 在职业发展和收

入上却始终无法再进一步。 是因为我的实力太弱吗? 不

是没有这种可能。 可是周围生物圈的朋友, 很多都是国

内名校出身的高考高分获得者, 选择了生物专业, 在美

国或其它国家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后, 来到美国寻梦, 

却发现只能做一轮又一轮的博士后。即使有些佼佼者能

够获得教授职位,也是挣扎于申请经费和维持实验室中。 

由于行业竞争的残酷性,很多老板变得非常 “mean”, 

对手下人 “心狠手辣”, 开出来的博士工资非常低, 还

经常有意无意的以身份为武器威胁从国内刚来的博士生

和博士后, 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行业环境。 进入 21 世

纪后, 国内的高中生可能意识到了生物专业的局限性, 

生物专业不再是高分考生的首选, 也成为毕业后最难找

工作的专业之一。 已经毕业的生物专业学生最流行的就

是改行, 无论是计算机, 统计, 会计, 似乎只要改行就

会比生物专业有前途和钱途。 已经在这个圈子中的很多

人都不由感叹, 也许当初 喊出“生物世纪”口号的人少

说了一个字, “21 世纪末”才会是生物的世纪。  

 

虽然我对生物学还是有浓厚的兴趣, 但由于对 benchwork

的厌倦和职业发展的追求, 还是在拿到绿卡之后加入了

改行大军, 成为了一名律师。 在律师实践中我获得了职

业的满足感和比博士后工资多的多的收入, 却还是心存

对生物的梦想, 希望能够在生物产业化方面做一些事情。 

我现在的一个梦想是能够借助律师事务所这个平台, 把

生物医学研究者, 投资人和普通消费者联系起来。 我希

望我们的客户在取得美国身份之前或之后, 和我们一起

加入生物产业化的努力。 生物医学研究者如果不想改行, 

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将知识转化成财富, 

获得和自己的智力和学位相匹配的收入; 生物医学工作

者如果想改行的话, 也尽量不要丢掉之前学到的生物知

识, 和新学到的专业结合起来, 也许能够在职业发展中

获得更好的效果; 其它专业人士可能会在生物企业中找

到满意的工作 (就如同现在休斯敦火爆的石油行业一样, 

不光石油专业毕业生获益, 其它专业人士如地球物理, 

遥感, 会计, 金融专业都可以在石油公司找到相应的位

置)；手握重金的投资人能够认识到生物产业的前景, 大

胆投资, 获得美国绿卡之余也可能得到高额的投资回报; 

普通消费者在享受到现代生物研究的成果, 延年益寿的

同时, 以各种方式支持生物医学研究。 或许对于生物产

业来说, 现在就是计算机行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互联网

大规模普及之前的状况, 是黎明前的黑暗。 或许 20 年

后回首今天, Tanox 只是生物产业一个成功的开始, 而不

是顶点。 这就是我会为之努力的梦想。当然我深知想改

变一个行业的现状只靠几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希

望能够和我们的客户和朋友一起携手努力。成功路上, 

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郝强律师事务所目前的成员全部具有生物医学研究背

景, 熟悉生物前沿和行业发展。 我们可以提供生物和其

它高科技企业从移民法, 专利法, 医疗法到一般商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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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服务。 如果客户有项目寻找投资或者有资金寻找

项目, 我们可以帮助对接和提供后续的法律服务; 我们

会帮助专利客户寻找专利授权和转让的机会; 如果公司

客户需要我们帮助寻找专业人才, 我们也会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推荐以前的客户。欢迎来信来电垂询！） 

 

（2012 年 10 月 27 日） 

 

新一代留学生的职业发展和绿卡攻略 

 
这个题目起的有点大，也许出本书都绰绰有余了。今天

想起写这个主题是因为在倍可亲看到了一则“海归年回

流 23 万人 四成起薪竟不足 4 万元 乡镇百人争抢”的帖

子。其实海归难找工作已经不是新闻，倒是其中的一段

关于留学生美国留学，工作和绿卡关系的描述吸引了笔

者的注意： 

 

  “…第 38 届世界名校巡回招生面试会近日在长沙举

行，来自美国、英国等十几个热门留学国家的 232 所着

名院校参展。会上，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馆前教育参赞

刘在祥对想要留学美国并留在当地的学生提醒，为了吸

引优秀人才留在当地，除了在校期间用奖学金吸引人才

外，美国对优秀人才还有一套筛选机制：所有去美国的

留学生，毕业后都有一年的实习期，用来寻找工作机会。

如果美国公司的老板愿意雇用实习的留学生，那留学生

的签证就从 F1 变成 H1B 签证继续停留在美国;美国对科

学(数理化)、工程、技术等领域的急需人才，则对留学

生的实习期放宽至 29 个月。这样，留学生毕业后可以多

一点时间在美国找实习机会、积累海外工作经验等。如

果连续 5 年有美国当地公司雇用，留学生就可自己申请

美国绿卡。“有没有就业机会，关键取决于留学生的能

力 大 小 。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

220502-gb2312.html 

 

不知道刘在祥先生什么时候担任的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

馆教育参赞，也不知道他对于新一代留学生在美国的职

业发展到底有多少了解。但是我认为刘先生的很多说法

是似是而非的，其中还有一些法律上的错误，说的严重

些是在有意无意的误导国内的准备留学美国的学生。通

过网上搜索发现刘先生现在已经被某留学机构聘请为留

学顾问，所以他的观点如果不是被记者曲解的话有以下

两种可能（1）他的美国职业发展常识和美国移民法知识

不够准确；或者（2）他作为某留学机构的代言人存在某

种利益冲突。为了防止刘先生误导国内正在准备出国留

学，然后想在美国发展一段时间直至定居的年轻学子，

我认为有必要就他的一些说法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也

顺便谈一谈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考虑在美国找工作和申

请绿卡时的一些策略。 

 

1. 有奖学金的专业往往是不好找工作的专业 

刘先生说，“为了吸引优秀人才留在当地，（美国）。。

用奖学金吸引人才。。”。不错，美国确实用奖学金吸

引了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也使得很多家里负担不

起学费的优秀中国学生圆了留学之梦。但是必须看到，

有全额奖学金的专业大部分都是基础科学和工程专业，

这些专业恰恰是美国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职业，因此

才给了中国留学生奖学金机会。这些专业的留学生毕业

之后往往发现职业发展陷入困境，因为在美国的发展前

景实在非常有限。除了一些工科专业外，很难进入美国

工业界，只能在学术圈自娱自乐。另一方面，很多基本

没有可能获得奖学金的专业如医学，药学，工商管理，

还有计算机，电子工程，统计和石油工程专业的硕士项

目却相对就业比较容易，职业发展前景良好。所以这里

就有一些取舍的考虑，到底是学一些容易出国还给奖学

金，毕业之后却多年职业困扰的专业，还是学一些要自

己付学费，之后却容易找工作收回成本的专业。这里牵

扯的因素很多，要根据自己的家庭条件和个人兴趣做出

自己的判断。如果是我选的话，恐怕不会是前者，因为

这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最后青蛙失去突围的动力而困

死的过程。而后者却是一个长痛不如短痛的选择。 

 

2. F-1 OPT 和 H-1B 的关系 

刘先生说，“所有去美国的留学生，毕业后都有一年的

实习期，用来寻找工作机会。如果美国公司的老板愿意

雇用实习的留学生，那留学生的签证就从 F1 变成 H1B 签

证继续停留在美国;美国对科学(数理化)、工程、技术等

领域的急需人才，则对留学生的实习期放宽至 29 个月。

这样，留学生毕业后可以多一点时间在美国找实习机会、

积累海外工作经验等。”。 

 

这段话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低估了 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在找工作和以后 H-1B 申请中的重

要性。OPT 在法律定义上是给留学生在美国就业实习的以

便之后正式就业的一段过渡时间，但是在实践中千万不

能仅仅把这段时间当做实习看待，因为很多公司雇人时

往往暂时不想或不能办理工作签证，想先让外国员工用

OPT 开始工作。OPT 身份完全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和获得

与正式员工一样的待遇。如果仅仅把 OPT 看做实习而随

意选择实习的单位，会发现可能 OPT 期满时找不到愿意

支持 H-1B 的雇主，被迫离境。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也并非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 29 个月的 OPT， 因为 OPT 延期的

一个前提条件是申请者必须在前 12 个月的 OPT 结束之时

受雇于一家美国雇主。另外，由于美国的盈利性机构工

作签证有名额限制，在经济火热的年份往往几天就用完

一年的名额。正处于 OPT 阶段的 F-1 学生千万不能拖到

OPT 期满再考虑 H-1B 的问题，而是要未雨绸缪，在适当

的时期及时提出 H-1B 的申请。 

 

3. 申请绿卡不需要美国公司雇佣五年 

刘先生说“如果连续 5 年有美国当地公司雇用，留学生

就可自己申请美国绿卡”。这句话在法律上应该说毫无

根据，或许记者转述时有所误解。首先，一旦留学生找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2454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20502-gb2312。html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20502-gb2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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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稳定的工作和愿意支持绿卡申请的雇主，完全不需要

等待五年，马上就可以考虑开始绿卡申请；其次，如果

是和工作相关的绿卡，除了 EB-1A 和 NIW 外，都需要雇

主支持，留学生没有办法自己申请绿卡。除了一些著名

艺术家，作家或运动员外，即使是 EB-1A 和 NIW 申请者

也需要雇主信证明申请者确实在美国有工作，在为美国

做贡献；最后，确实有些绿卡不需要雇主支持，可以自

己申请，例如投资移民，亲属移民或者政治庇护绿卡，

但是这和美国当地公司的雇佣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有人

相信了这个说法，那么后果就是（1）白白浪费几年的时

间，没有及时开始绿卡的申请过程；（2） 相信只要坚

持 5 年的美国工作，拿到绿卡就没有问题，最后却发现

可能 H-1B 六年期满被迫离开美国。无论哪种后果都是非

常严重的。 

 

4. 就业机会和一个人的能力有关，但是最大的决定因素

是就业市场 

刘先生说“有没有就业机会，关键取决于留学生的能力

大小”。这句话在法律上没有问题，但是却忽略了在美

国找工作的最大决定因素-就业市场。外国留学生在美国

找工作的过程中，拼爹的因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除非

家 庭 关 系 的 影 响 力 能 够 到 达 美 国 公 司 ） ， 但 是

NETWORKING 非常重要。对于一部分能力超强的留学生，

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可能出人头地。不过对于大多数普通

留学生，决定就业机会的还是市场需求。一些市场需求

比较大的行业如计算机，电子，统计或会计行业，即使

能力平平或者半路出家也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但是对

于基础科学和文科专业来说，只有在本专业出类拔萃的

人才有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即使是本专业的“理想工

作”也可能职业满足感和收入还比不上一些市场需求大

的专业的一般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继续坚持本

专业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笔者以前是生物专业出身，做了多年的基础研究工作后

决定转行从事律师工作，所以本人关于职业发展的意见

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但是也代表了很多曾经深受职业发

展瓶颈困扰的早期留学生的想法，在这里仅供新一代留

学生参考。当你还处于求学阶段时如果能够听取一些已

经经历过的人的意见或许可以少走弯路。如果你有任何

关于美国职业发展，工作签证和绿卡申请的问题，欢迎

来信来电垂询。成功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012 年 11 月 14 日) 

 

 

物理学博士卢刚的职业发展攻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万圣节（HALLOWEEN）。这个节日源自

古代凯尔特民族的新年节庆，是祭祀亡魂的时刻。在避

免恶灵干扰的同时，人们也以食物祭拜祖灵及善灵以祈

平安渡过严冬。对于小孩子特别有意义的是他们会穿上

化妆服，戴上面具，挨家挨户收集糖果。 

不过对于我这个成年后才来到美国的人来说，想到万圣

节往往就想到一个叫做卢刚的名字。刚来美国的时候对

美国文化知之甚少，每天忙碌于实验室之中，也没有小

孩，除了几个可以放假休息的重要节日，从不关心其它

的节日（包括万圣节）。直到有一天在网上看新闻，无

意之中看到一篇文章“万圣悲魂”。读完之后不但知道

了万圣节的来历，还知道了卢刚这个人。 

 

在中美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到美国读书或工作已经不

足为奇。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

放初期， 出国留学是一件多么荣耀和困难的事情，那时

候能够出国留学的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卢刚是北大物

理系学生，通过 CUSPEA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主持的中

美联合物理学考试）到美国天体物理学重镇衣阿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经过六

年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的

前途无量，可是他博士毕业后却连一个博士后位置都找

不到，又觉得没脸回到中国。于是在 1991 年万圣节那天，

枪杀了他认为对他不公的本校物理系的三位教授，包庇

手下教师的副校长和抢走他博士后位置的中国同学，还

重伤了无辜的副校长秘书，最后饮枪自尽。这是当年曾

经轰动美国的大事件。 

 

卢刚事件中卢刚本人的性格因素是主要原因，但是也不

能忽视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和职业发展挫折对他的影响。

1991 年的时候， 六四事件刚刚过去两年，对当时在美国

的中国人来说回国基本不是选项；卢刚的物理专业属于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卢刚在专业上

应该是佼佼者，才能得到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他出国

之后才知道国外物理学科的真正情况， 正如他给他的二

姐的遗书中写道“很多美籍华人物理学者在美国混得不

得意，就回到国内一阵时间，吹嘘自己，为祖国贡献。

于是中国政府也就大肆宣扬，哄年轻人去读纯理科。”

物理学如此，其它很多基础学科也是如此。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是：找工

作的难易程度往往和一个人的能力或学业成绩不成正比，

而和就业市场紧密联系（在中国可能还有一个拼爹的关

系，美国则是所谓的 NETWORKING）。如果一个专业没有

多少市场需求， 那么这个专业毕业生的能力必须很强才

有可能找到一份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基础学科数理化生和很多文科专业；相反，如果这个专

业的市场需求很大，那么即使一个人的基础平平或半路

出家也完全可以随大流找到工作。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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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刚物理学博士毕业的时候，美国正处在上一个经济很

差，就业市场低迷的时期（美国人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 1992 年把二战老兵老布什总统赶下了台）。其实卢刚

那时完全可以凭借六四事件后美国对中国学生的保护法

案拿到绿卡，即使没有工作也可以在美国居住。既然不

担心身份问题，他就可以换一个好找工作的专业，哪怕

先打工或者借钱也要读完。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和“很深

的数学功底”，几年以后三十而立的时候应该又是一条

好汉，正好可以赶上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的经济复苏和

中国的经济起飞，无论是在华尔街，在硅谷，还是在他

的故乡北京都不难找到一份既有体面收入又有职业成就

感的工作。 

 

卢刚和五个无辜的受害者已经逝去 20 年了。20 年后的今

天，物理这个行业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物理博士毕业

还是很难找到本专业的工作。但是千千万万的物理学专

业的中国学生利用自己的头脑做出了符合自己职业发展

预期的选择。和卢刚相比，后来的中国学生还多了一道

身份问题的限制。但是身份问题有很多的解决方案，只

是早晚的事情，职业发展却是时间不等人。笔者由于专

业和工作的关系认识很多物理专业毕业的学生。他们来

美国后，认识到了职业发展的瓶颈，做出果断选择。喜

欢学术的就读完博士做博士后，争取有机会获得教职；

喜欢其它专业的就及时止损，拿到物理硕士学位后转换

职业。在美国只要有学习的能力就不难通过读书改变命

运，美国的行业对年龄的歧视也相对较小。在我认识的

物理专业毕业生中，有的已经成为手下有二十个律师的

移民律师事务所主任，有的已经成为华尔街的对冲基金

管理人，有的已经成为长江商学院（对，就是那个最近

很火的婚介所）的教授。还有更多的人在平凡但是自己

满意的工作岗位上生活和奋斗着。 

 

学物理的人或者喜欢看科幻的人都知道有一种平行时空

的假设，在每一个时间节点后可能会有无数的平行时空，

人物的命运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读过金庸作品雪

山飞狐的读者，至今还不知道胡斐那最后的一刀到底是

刺还是没刺。卢刚杀人已经是一个历史，无法改变。但

是如果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卢刚的枪终于没有拔出，

他能够活到今天，会不会庆幸自己没有做出当初的选择

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 

 

作者后记：本文仅限于讨论中国人在美国的职业发展策

略，无意评论卢刚事件中的各方曲直。如果读者想对卢

刚事件做进一步了解，可以读一下刘予建作品“万圣悲

魂 ”

（ http://www.tianyabook.com/renwu2005/js/l/liuyuj

ian/001/001.htm）或者看一部叫做“暗物质”的电影

（由刘烨与奥斯卡影后梅丽尔-斯特里普合作出演）。 

 

（2012 年 11 月 1 日） 

 

 

社区组织者奥巴马的职业发展攻略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一个第二代

移民的传奇还在继续。 

 

2004 年是笔者刚来美国时经历的第一场美国总统大选，

那时才第一次听说奥巴马的名字。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是 John Kerry， 可是很出风头的却

是一个叫做奥巴马的 43 岁的“小伙子”。他当时还只是

一个州参议员，刚刚要竞选联邦参议员。那以后的故事

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总结一下

奥巴马和一些与他类似背景的政客的求学和从政经历，

或许对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及其子女开辟职业发展道路有

所启发。 

 

奥 巴 马 在 大 学 里 学 习 的 是 政 治 科 学 （ Political 

Sciences）。大学毕业后， 奥巴马做的是 “社区组织

者”（Community Organizer）。我至今不明白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工作，可能是类似于国内的大学生下基层居委

会，收入不高，但是可以接触底层民众。工作几年之后

他一举考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然后找到了一份律师的

工作。虽然律师的收入很高，却不能说服奥巴马放弃从

政的想法。于是他从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开始，用自

己的努力加上运气，实现了成为美国总统的理想。 

 

如果说奥巴马总统的背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移民家庭还

不太一样，那么路易斯安那州（路州）州长金达尔

（Bobby Jindal）的成长之路就很值得中国移民借鉴了。

金达尔的父母都是普通印度留学生，在路易斯安那大学

系统工作。金达尔从小就是高材生，在常春藤之一的布

朗大学以政治和生物学双学位毕业后同时被耶鲁大学法

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录取，但是他却放弃了这两个无

数年轻人的梦想，而是作为一名 Rhodes Scholar 到英国

牛津大学留学（恰好和克林顿总统从政之前的经历一

样）。英国留学之后他回到路州工作。可能是由于路州

相对偏远（类似于中国中西部），他很快就出人头地，

从政之路一帆风顺，28 岁成为路易斯安那大学校长（他

的母亲此时还在这所大学里做计算机工作，成为了他的

下属），34 岁成为国会众议员，36 岁成为路州州长至今。

在 2008 年时共和党内已经有提议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

现在也有呼声要他成为 2016 年总统候选人。 

 

奥巴马和金达尔的成功并非很罕见的例子。美国是一个

移民国家，给了移民很多的机会， 也包括从政的机会。

很多的移民第二代甚至是移民第一代都可能当上政府要

员和民意代表。随便举几个例子。今年刚刚当上代表德

州的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是古巴移民的第二代 （他出

生于加拿大，父母从事石油方面工作）; 南卡罗莱纳

http://www.tianyabook.com/renwu2005/js/l/liuyujian/001/001.htm
http://www.tianyabook.com/renwu2005/js/l/liuyujian/001/001.htm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1694


 

郝强律师事务所版权所有 Hao Law P.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Road to Success 
27 

（South Carolina）州州长 Nikki Harley 和金达尔一样，

都是印度移民第二代 （严格的说，她出生于印度，很小

的时候来到美国，应该算是一代半移民。她本人是会计

专业毕业）; 刚刚当选代表夏威夷州联邦参议员的广野

庆子 （Hirono Keiko）背景稍微复杂。她出生于日本，

但是母亲是出生于夏威夷的美国公民，她本人则于 8 岁

时来到夏威夷，也可以算是一代半移民；刚刚竞选成功

联邦众议员的孟昭文（Grace Meng）是台湾移民的第二

代，但她的父亲孟广瑞，作为前任纽约州众议员，则是

不折不扣的移民第一代。 

 

由此看来，中国移民第二代从政的话，大学专业并不重

要，但是大学之后攻读一个法学博士学位似乎是入门的

法宝。因为除了 Nikki Harley 和 Jindal 之外，其它人

都有一个法律学位（Jindal 也曾经被法学院录取，但是

他选择了放弃）。法学博士毕业后，进可攻退可守，进

可实现从政抱负，退也可以成为律师养家糊口。即使无

法成为民选官员，也可以成为民选官员政治智囊团的一

员，就像现任白宫内阁秘书长卢沛宁 （Christopher P。 

Lu）。如果不学法律，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入阁，

例如现任能源部长，前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从政之前

就是一位杰出科学家。 

 

目前中国大陆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还没有什么在政坛

崭露头角的人物，这和很多因素有关。首先，中国大陆

移民的基数还很少，这在投票选举的民主政治中处于相

对不利的地位；其次，中国大陆开始向美国移民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而且开始时主要是以理工科学生学者为

主。这些移民第一代往往不会积极主动的参与政治。而

第二代移民最大的也只有 30 岁出头，还处于成长的过程

中；最后，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政治斗争的厌倦，早期出

国的中国人的家庭教育往往是要孩子学习一门技术，而

不是参与政治。 

 

其实传统中国人的教育并不认为孩子当官有什么不好，

相反，“学而优则仕”。现在中国国内的大学生就业第

一选择也是公务员。和现在国内的从政形势相比，外国

移民在美国的从政之路可能相对还要容易一些，因为在

美国除了公务员职业外还有很多其它的热门职业,分流了

很多杰出人才。而且和国内不同，很多当上高级官员的

移民第二代并没有“爹”可拼。奥巴马总统的父亲是肯

尼亚留学生，在他童年时就遗弃了他，他的母亲也只是

一个有考古学博士的普通学者。虽然他的母亲家族相对

富裕，在他的仕途上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 

 

或许有些人认为，自己现在身份未定，前途未卜，奢谈

从政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其实理想并不遥远。

中国移民第一代在美国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实现从政

的梦想也许不太现实，但是没准自己家里的小孩子就是

下一代的美国州长，国会议员，内阁部长甚至是美国总

统。在美国奋斗，为下一代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不就是很多第一代移民留在美国的重要目的吗？我们中

的很多人，父辈可能是农民子弟，由于自己的奋斗，进

城拿到了城市户口，也有了满意的工作。他们培养下一

代的目标就是出国或者从政。如果你能够实现父辈对你

的期望，在美国落地生根，那为什么不能期待下一代再

前进一步，在美国从政呢？很多时候，历史就是每一天

的现实！ 

 

（2012 年 11 月 9 日） 

 

 

让历史告诉未来-如何应对美国工作签证短缺 

 
(2013 年 4 月 8 日更新：美国移民局今天宣布，在 4 月 1

日到 5 日一共收到 124,000 份申请。可供申请的名额是

65，000 常规名额加上 2 万美国毕业生名额减去 6800 个

给特定国家预留的名额，总共是 78,200 个。所以大约的

中签比例是 63%。如果您是美国毕业生，可以参加两次抽

签，抽中机会更高）。 

 

2013 年 4 月 5 日，美国移民局宣布不再接收新的工作签

证（H-1B）申请。一年一度的抢占 H-1B 名额的战斗提前

落下了帷幕。在疯狂的 2008 年之后，历史终于重演。 

 

根据美国移民法，2014 财政年度（FY2014, 从 2013 年

10 月 1 日到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 H-1B 从 2013 年 4 月

1 日起可以递交申请。自从 FY2014 H-1B 名额开放申请以

来，短短 5 天之内，移民局就已经收取了多于法律限额

的 H-1B 案件，因此凡是 4 月 6 日之后递交到移民局的案

件一律退回。已经收取的案件也要经过抽签决定哪些申

请可以被接受。这个结果对于苦苦等待 H-1B 名额的外国

人，特别是很多最近的毕业生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应该说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因为 H-1B 名额的使

用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在 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期，由

于 H-1B 名额长期短缺，美国大公司促使国会通过了一个

临时调整议案，将 FY2001-2003 年的 H-1B 名额大幅度提

高为为 195, 000。不过美国很快陷入经济危机，每年

195,000 的名额根本使用不完。到了 FY2004， H-1B 名额

缩减为 65000 个常规名额和 2 万个美国硕士毕业生名额，

美国经济也开始逐渐好转，因此每年的名额都会用完，

但是可以坚持几个月，大部分找的到工作的人都可以如

愿拿到 H-1B。经过几年的波澜不惊，直到 2008 年 4 月 1

日，开放 FY2009 申请的第一天，移民局收到了 12 万份

申请。美国硕士毕业生名额则拖到了 4 月 30 日消耗完。 

 

就在所有的人认为第二年情况会愈演愈烈时，美国经济

一落千丈，很多公司大规模裁员，根本不会考虑没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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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新毕业生，更不用说需要 H-1B 签证的外国毕业生。

因此 FY2010 年的名额一直用到了 2009 年 12 月。之后

FY2011 的名额更是挺到了 2011 年 1 月（现在看来简直是

个奇迹）。2011 年之后，美国经济明显好转，很多公司

开始重新雇人，H-1B 名额再度炙手可热。FY2012 的名额

在 2011 年 11 月用完，FY2013 的名额只坚持了两个月到

6 月 12 日。因为美国今年的经济进一步好转，再加上一

些 IT 服务合同公司（即所谓 ICC）的推波助澜，FY2014

的名额在开放申请之初就一抢而空是可以预期的。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还没有来得

及递交申请，又或者今年抽签不幸没有抽中，却还想在

美国留下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利局面呢？显然您不

是第一个遇到这种局面的外国人，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前

人的经验，帮助您度过难关。 

 

首先，如果您是美国学校毕业生，目前用 OPT 在工作，

可以看看 OPT 是否可以延长。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如果有

工作单位的话，OPT 可以从 12 个月延长到 29 个月，足可

以一直工作到参加明年的 H-1申请； 

 

如果您是文科专业毕业生，OPT 无法延长，或者非美国学

校的毕业生，还想在原来的公司工作，就要看是否可以

转成其它签证，如 O-1，L-1 或 J-1。但是 O-1 和 L-1 的

要求比较高； J-1 签证涉及将来豁免的问题，一定要谨

慎行事； 

 

如果您的公司和一些非盈利性机构（比如学校或医院）

有合作关系，可以由非盈利性机构为您申请不受名额限

制的 H-1B，然后派回公司工作。当然这种合作关系必须

是真实合理的。 

 

如果您目前还没有找到支持申请 H-1B 的公司，或者在现

在的公司无法继续合法工作，可以考虑换到非盈利性组

织工作。但是这并不表示申请者可以将来自动获得一个

有名额限制的 H-1B，随时转到公司工作，而是要明年 H-

1B 重新开放时再次竞争； 

 

如果您一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单位，现在的身份又马上

要失效。而您的配偶有合法身份，可以转成配偶签证

（F-1, J-2 或 H-4），暂时度过危机，以利再战； 

 

如果您单身一人，没有工作，又面临身份危机，可以暂

缓毕业或申请一个新的 F-1, 学一个容易找工作的专业，

两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除了非移民签证外，您还可以未雨绸缪，考虑申请绿卡

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劳永逸解决身份问题的终极方案。 

 

如果您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学术成绩突出，可以考虑申

请 EB-1A 或 EB-1B，拿到工卡后就可以无限制的为任何雇

主工作； 

如果您有一定的学术背景，从事的是和国家利益有关的

项目，可以考虑申请国家利益豁免 （NIW）。NIW 可以不

受雇主限制，任意跳槽而仍然保持原有的排期；虽然由

于排期的原因，还无法拿不到工卡，远水解不了近渴，

但是毕竟远景可期； 

 

如果您有情投意合的公民或者正在申请绿卡处于调整身

份状态（I-485）的恋人，可以考虑结婚获得身份。两个

人的奋斗比一个人孤身奋战要容易一些。当然如果您的

恋人是绿卡持有者，还无法在解决身份问题上立竿见影； 

 

如果您的父母或亲戚朋友有足够的资本，也可以考虑借

钱给您申请投资移民取得身份。但是在选择投资项目时

必须谨慎，以免赔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好转，明年的 H-1B 名额进一步紧张，

美国商界一定会敦促国会想出解决办法。例如 H-1B 名额

的临时增加，OPT 的延长甚至是 STEM 绿卡的终极解决方

案。因此万一您今年没有申请到 H-1B，却还想在美国发

展，千万不要放弃，眼光放长远，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

得失。现在的胜利者，一定要居安思危，长远考虑问题，

筹划自己的身份解决方案；现在的失利者，如果谋划得

当，却可能会在绿卡申请中走到前头。无论是幸运儿或

者倒霉蛋，都要知道获得美国身份的战斗还远远没到终

点。关键是要了解自己的背景和优势，熟悉相关的移民

法规。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笑到最后。相信最终的胜利

一定属于你！ 

 

（2012 年 4月 7 日） 

 

 
 

一个“非法移民”孩子的律师梦 

 
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最好的法

学院之一，考过了佛罗里达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却迟迟

不能成为一名律师。现在，佛罗里达州律师资格考试委

员会正式向佛罗里达最高法院请求其出具“建议判决”

（advisory opinion），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律师。 

这个学生名字叫做 Jose Manuel Godinez-Samperio， 他

不能成为律师的原因是他的“道德品质”（character 

and fitness）有瑕疵。在美国通常道德品质有瑕疵或犯

过罪的人除非经过特别豁免，没有资格成为律师。Jose

的“原罪”是因为他是一个非法移民，从理论上来说他

在美国的存在就是一个违反法律的事实。可是 Jose 自己

却没有主观意识地违法，他是在 9 岁那年被父母带到美

国并超期拘留的。正如他在自己的法学院入学 Essay 里

辛酸而幽默地写到：“我有一个犯罪的童年。我从小就

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我的罪过就是没有抵制父

母为了逃避墨西哥的贫困生活而在美国非法居留”。 一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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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跟父母在美国黑下来的孩子就一定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吗？这个违法与否的悖论困扰了他很多年，现在也同样

困扰了很多美国人。 

 

Jose 今年 25 岁，他 9 岁的时候持合法旅游签证跟父母来

到了美国，然后就跟父母留了下来。跟 1200 万在美国生

存的非法移民一样，他们都有一个美国梦。有所不同的

是，Jose 的美国梦是成为一名律师。为了这个律师梦，

他付出了很多的代价。由于没有社会安全号，他不能申

请任何奖学金和助学金，因为学费原因去不了芝加哥大

学，而只好去了给他学费减免的佛罗里达州的 New 

College；在大一时候由于母亲生病，他付不起在学校的

生活费而险些被学校取消注册资格。因为他的非法移民

身份没有一家银行肯提供贷款给他。最后是他中学时的

一个校长资助了他。佛罗里达州政府拒绝颁发驾照，理

由是他是有恐怖分子嫌疑；在法学院毕业后他申请律师

考试的考试资格时，被迫请几乎所有的认识的师长给他

写推荐信解释情况。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已经接近成功，

却依然是好事多磨。 

 

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最近将会开始讨论这个案子。巧合

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也将在 6 月初开始审理另一件和非

法移民有关的案子：亚利桑那州反移民法的违宪案。和

最高法院的案件相比，Jose 的案子也许只是个案，非常

可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即使无法如愿，Jose 其实有一些

别的方法绕过障碍。第一是和美国公民结婚取得公民资

格，第二是请国会为他特别通过一个法案授予他公民资

格。第一个办法是一条捷径，只是看 Jose 是不是有一个

情投意合的公民女友；第二个办法也不是无例可循，因

为有很多美国人很是同情这些无辜又优秀的孩子。只要

Jose 找到一个国会议员同意为他提出议案，国会很可能

会通过赦免他的议案。对于 Jose 来说，他需要的可能是

一个能够为和他情况类似的年轻人提供的一揽子解决方

案。 

 

（后记：本文第一稿写于 2012 年 5 月。一个月之后就在

2012 年 6 月初奥巴马总统宣布了对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

年轻非法移民暂缓递解和发给工作许可。2012 年 8 月初

美国移民局宣布将在 2012 年 8 月 15 日起接受此类申请。

Jose 如果可以获得律师执照的话根据这条法令至少可以

开始他的律师工作了。至于他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合法身

份还要看将来的移民改革和法律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References 

（1） MSNBC 报道 http://usnews.msnbc.msn。

com/_new... ecome-a-lawyer?lite 

（2） Jose 提交给佛罗里达最高法庭的资料

http://www.floridasupremecourt.o... 

_Brief_Appendix.pdf 

 

（2012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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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篇 

 

 

人在美国的游戏规则 

 
倍可亲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一则关于麻省中国女子李女士

因为在苹果专卖店买 IPHONE 被报警后拒绝离开，因此被

警察电击并逮捕控罪的报道。听到李女士被警察电击后

的一声声惨叫和事后的哭诉，可以想象李女士心中的巨

大伤痛和这件事对她的心理影响。作为一个同胞，我心

里非常沉重。特别严重的是，即使是她受到了委屈，警

察依然指控她非法入侵（criminal trespassing），和

抗拒被捕（resistance of arrestment）的罪名。所以

李女士的案子现在有三个层面需要考虑：移民法,刑事犯

罪法和民事法。作为被告她要应对的是前两者，作为原

告她可能从民事法的层面控告苹果专卖店和警方。不知

道李女士现在是什么身份。从移民律师的专业角度看，

如果是李女士是非移民或绿卡身份，又对检方的指控应

对不当，她的案子有可能会进入遣送回国的递解程序，

后果可能比想象的要严重。即使她是美国公民身份，理

论上也不是不可能被剥夺公民资格，遣送回国（当然实

际操作中这种轻微罪名导致公民被取消的可能性不是很

大）。不管怎样，李女士都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找一

个甚至几个好律师小心应对。因为一个律师同时精通移

民法，刑事和民事诉讼的概率微乎其微。 

 

李女士摆脱被控罪名和上法庭反诉警察的胜算有多少呢？

笔者由于对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还不是很了解，也不是专

业的刑事诉讼律师，不想草率作出判断。但是对在这件

事情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游戏规则还

是有些想法，希望和大家分享。只有了解这些游戏规则，

中国移民在美国才会生活的更愉快，更有尊严。 

 

1.尊重和了解游戏规则 

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别很大，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套

自己的游戏规则。中国人在美国最好是入乡随俗，遵从

游戏规则。其实美国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游戏规则，只

不过这种规则更是需要严格遵从，违反规则的后果更加

严重。不知道法律或者不懂英语不能成为不遵守法律的

理由。在李女士的案子中，苹果专卖店作为一家私人公

司确实有权利限制某个个人成为它的顾客, 包括限购和

禁止进入商店。如果李女士没有听从警告第二天还是来

到苹果专卖店，商家有权利要求她离开和报警寻求协助。

李女士当时必须无条件服从并和警察合作。但是如果李

女士能够找到苹果专卖店对她的限购和禁止令是出于非

法原因，例如说种族歧视，李女士完全可以控告苹果专

卖店及其员工，解除禁令和获得赔偿。 

 

2.不要和警察纠缠，不吃眼前亏 

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权力非常大。由于一些客观的

原因，比如美国人的拥枪自由，美国警察在执法时和中

国警察比更容易被伤害，所以美国警察相对来说在具体

办案过程中有更大的自由使用暴力手段以保护自己的安

全。在以往的一些案例中，无辜的当事人甚至被当场击

毙，而最后警方被判无罪或轻罪。当然美国法律很早就

注意这个问题，以立法或判例法的形式出台了很多限制

措施来限制警察在和普通民众打交道时的权力和使用暴

力的程度。但是这些限制措施很多都是事后的弥补，而

非事情发生时的天然权利。作为一个外国移民面对警察

时，语言沟通可能有问题，更要记住不吃眼前亏，不和

警察过分纠缠，一定要遵从警察的命令。但是要注意留

取证据，有什么事情过后再说，法庭上见。 

 

3. 积极寻求法律服务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在美国利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维护

自己权利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律师起到了关键的

作用。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律师费用昂贵，自己的经济能

力有限，可能难以承受。作为律师行业的一员，笔者承

认律师费确实价格不菲，因为这是律师尤其是私人律师

事务所获得收入和维持事务所运行的唯一手段。但是，

普通民众还是有可能不花钱或者少花钱获得高质量的法

律服务，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方法包括： 

（1） 寻求资深律师的法律援助。美国各个州的律师协

会要求属下的律师每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做不收费的法

律援助。例如笔者所属的德州律师协会（State Bar of 

Texas) 要求是每个律师每年至少提供 50 小时的法律援

助。法律援助的对象必须是收入有限无力负担律师费的

低收入阶层。这样很多情况下客户可以免费获得资深律

师的服务。 

（2） 寻求法学院和非盈利性组织的法律援助。基本上

每个法学院都会有几个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服务的法律事

务所（Legal Clinic）。这些事务所主要由法学院学生

组成，由 Clinical Professor (都是执照律师) 指导办

案。还有一些非盈利性组织从各种渠道获得捐款雇佣律

师为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免费服务。这些法律援助可以

提供服务的领域有很多，涵盖移民，家庭，小企业运营，

离婚等方面。虽然法学院学生的经验可能不足，但是态

度通常都很认真，对于一些常见的不是很复杂的案件非

常适合。笔者在法学院读书时就曾经在移民事务所实习，

在教授的指导下处理过很多移民案件。 

（3） 雇佣不成功不收费或只向对方收费的律师。有些

案件例如车祸或人身伤害官司律师在评估案件后认为客

户的官司打赢的可能性很大，也非常可能从对方或第三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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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例如保险公司）获得赔偿，那么就会乐意和客户签

订不成功不收费的合同。客户不需要自己事先付费就可

以获得服务。李女士的案件在媒体曝光后，应该会有很

多律师主动联系提供这种形式的服务。当然李女士签约

时一定要注意合同的条款避免把自己的权利贱卖。 

 

4. 善用权利制衡 

美国社会制度的特点是互相平衡，互相制约，避免一家

权力独大。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走法律程序需要很多金

钱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用其它方法可以获得满意的结果。

这点和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有些类似，但是并不完全

一样。因为在美国的这些手段往往并不需要在内部有认

识人或者关系，而是人人都可以尝试。例如李女士可以

把这件事进行媒体曝光，争取舆论支持（她可能已经有

意无意的这样做了）；如果有苹果员工非法限购的证据，

李女士可以和苹果公司总部联系，获得赔偿和惩罚责任

人；如果有警察种族歧视或滥用暴力的证据，李女士可

以和地方政府官员或议员联系，以行政手段严惩肇事者。

这些都可以在法律诉讼的同时进行，多管齐下，相辅相

成，有利于当事人获得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5. 有理有力还要有节，适可而止 

法律诉讼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过程。因为在很多情况

下，控辩双方都有可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和证据，

最后两败俱伤。即使是案件非常清晰明了，也有可能在

程序上拖很长时间，耗费自己的精力。虽然笔者是法律

从业人员，崇尚公平正义，但是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也经

常要为客户分析案件的全景和预期的投入产出比，最后

由客户选择对案件的投入和自己承受范围内可能达到的

最好结果。李女士一定自己认为很委屈，法律上也确实

有倾向于她的条文。但是如果她想达到完全满意的结果，

可能需要雇佣非常好的律师，投入大量的精力或金钱。

这种情况下，如果李女士能够获得苹果专卖店某种形式

的道歉和一定的赔偿，或者警方的一定承诺，有经验的

律师会建议她适可而止，不再纠结这件事情。虽然在某

一个案件中某一个当事人没有获得自己预期的结果，但

是从长远上看这个案件可能会和其之前之后的一系列案

件一起推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美国历史上种族

隔离制度的废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希望李女士整理心情，抚平伤痕，冷静思考，收

集证据，在律师的帮助下获得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2012 年 12 月 14 日） 

 

 

保护儿童，人人有责-从长春盗车杀婴案说起 

 
这几天国内最牵动人心的新闻就是长春盗车杀婴案。长

春是我的家乡，我在长春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出国，因此

对来自家乡的新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同样作为一个小

孩子的父亲，我也非常难过地看到一个两个月大的小孩

子因为父母的疏忽和盗车贼的凶残死于非命。凶手作案

时的心理活动不得而知，关于这件事情引发的一系列中

国人素质和道德水准的讨论也并不是我的专长。但是由

这件事我想到了自己了解和接触过的一些美国儿童保护

的法律常识和案例，希望和读者分享。在美国的中国人

需要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常识，以免不经意间就触犯了美

国法律，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1.小孩独处的法律 

在盗车案里，婴儿家长的直接责任就是把小孩放在了车

里，这样导致小孩连车子一起被盗。事实上，由于小孩

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和大

人分离。美国法律有规定一定年龄以下的小孩不能单独

留在家里或车里。关于这一点各个州的法律有所不同。

以笔者所在的德州为例，法律上对于小孩可以单独留在

家里的最低年龄没有规定，而是要根据很多具体因素判

断。相反，对于小孩可以单独留在车里的最低年龄却规

定为 7 岁，而且陪伴小孩的人年龄不得低于 14 岁。关于

这一点是有血的教训的。因为德州夏天非常热，车子里

和家里更是酷热无比。每年夏天都会有小孩子在车里被

闷死的报道，包括前些年在德州首府奥斯丁工作的一对

中国夫妇的小孩。在笔者读法学院实习的时候曾经碰到

过一个案例，客户是在休斯敦一家大公司工作的中国人，

带着三岁的小孩去沃尔玛购物，看到小孩在车里睡得正

香，就没有惊动他，想着到店里拿了东西就出来。结果

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车里的小孩被停车场里其它顾

客看见并报了警。小孩马上被警方带走，他被送进了看

守所，第二天才被保释出来。在这个案子中州检察官是

原告，检方控告他的是虐待儿童（abuse）和危害儿童福

利（threatens a child's welfare）的罪名，不仅要求

将他的孩子交给儿童保护机构，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还

可能被罚款或监禁。因为他的移民身份，他还面临被驱

逐出境的可能。好在他的历史比较清白，在找了律师之

后和检方达成了妥协，检方只是给了他一个警告，没有

坚持起诉。不过这对他肯定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2. 儿童义务教育 

中国人可能是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很多在美国的中

国人不惜天天上班长途跋涉，或者学习孟母三迁，就是

为了孩子找一个好学区，将来好上一所名牌大学。如果

小孩自己不想学习，经常逃课怎么办呢？在中国，可能

这只是学校老师和家长学生之间的沟通，但是在美国可

能就要到了上法庭的程度。同样是笔者亲身经历的案例，

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有一段时间突然厌学，欺骗父母，

说是每天上学，其实出门后转一圈，等父母上班后就回

家打游戏上网。学校看学生无故旷课，就先和家长联系，

但是家长的手机恰好换号，没有联系上。于是几个星期

后家长就收到了法庭的传票，要求家长上庭解释，这时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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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才发现孩子的猫腻。幸亏孩子是初犯，法官网开一

面，最后有惊无险。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多了之后呢？

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3. 体罚小孩 

体罚小孩是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可能不算什么问题，所谓

“不打不成材 ”，但是在美国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小孩子在家里不听话，被打了几下，身体出现了伤痕。

到了学校被老师或同学看到后，就报告给了儿童保护机

构。结果就是小孩被带走，家长必须花费很多的精力和

金钱，聘请非常优秀的律师把小孩子再要回来。这样的

案例在中国人社区里时有所闻。可能有些中国人会认为

学校老师是多管闲事，没有考虑到文化差异。其实学校

里的老师或护士看到这种事情是有义务报告给儿童保护

机构的，如果他们没有报告反而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更为严重的是，有时体罚孩子可能会上升到性虐待和性

骚扰的程度，这样家长就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像最近加

拿 大 发 生 的 一 个 案 子

（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33743-

gb2312.html），丈夫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妻子是同一

所大学的实验研究人员。他们被双双逮捕，丈夫被控的

罪名是“性骚扰和性接触未成年少女”，妻子被控的罪

名是“非法禁闭未成年少女”。虽然在报道中没有明确

说明未成年少女和他们的关系，但是据一个和他们很接

近的朋友说，他们可能是因为管教妻子的青春叛逆期的

侄女出的事（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post-

233743-2469437-gb2312.html）。所以家长们在动手管

教自己的小孩之前千万要三思而后行。 

 

4. 儿童色情和儿童性犯罪 

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对成人色情的限制非常有

限，不会出现中国夫妻在家中看黄片被警察破门而入的

情况。但是儿童色情却是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经常有

报道说有人仅仅因为下载和收藏了一些儿童色情图片而

触犯了法律，最近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因为这个事被逮

捕控罪。另一方面，和儿童发生性关系或者以发生关系

为目的交往都是非常严重的罪名，甚至这个污点可能会

伴随当事人一生。美国有一个性犯罪者（Sex Offender） 

注册的机制，Sex Offender 即使服完刑后也必须强制注

册自己的地址。公众可以上网查询自己家住址附近的 Sex 

Offender，以便严加防范，保护自己的小孩。有时候这

种防范机制可能会矫枉过正。像前几年德州有一位号称

史上最冤枉的 Sex Offender。他上高中的时候是橄榄球

队员，和上初中的啦啦队队员女友恋爱并上了床。因为

他的女友还没成年，女友的父母一怒之下报告了警察，

结果他就上了 Sex Offender 的名录。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他已经和女友结婚生了 4 个孩子，却依然在那个名录上

面。他自己可能认为自己很冤枉，可是除非修改法律，

按照法律的定义他就是 Sex Offender。所以他一直在找

议员，媒体和律师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情， 他和岳父母只能悔不当初了。 

 

在寻找可能的儿童色情罪犯方面，美国的法律秉承的是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掉一个”的宗旨。在国内为人

所诟病的“钓鱼执法”，在美国的儿童保护方面根本不

是问题，也没有什么律师会挑战这方面的案子。美国的

ＦＢＩ经常会在网上假扮未成年少女，在网上聊天，邀

请人出来见面约会。为了坐实证据，假扮的少女都会明

确说明自己１４岁以下，出来见面就是为了上床。邀请

见面的地方也往往选择旅馆和住家。如果有人真的去约

会，那他的下半生基本就交待了。有统计说这一类犯罪

的刑期平均是８－１０年，出狱后自然也要上黑名单。

据说被抓住的人里面各色人等都有，包括法官，律师和

大学教授。事实上，笔者在做博士后时的导师，一位原

籍英国的年轻有为的学术明星，就是栽到了这件事上面。

他找了还算不错的律师，经过认罪求情，还是被判了３

年半加上驱逐出境，事业家庭付之东流，真可谓是一失

足成千古恨。 

 

关于美国，有一种说法是：“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

人的战场和老年人的坟墓”。美国在儿童保护方面的确

有一套很完善的法律，可供中国借鉴。现在的中国可能

就像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一些人为了金钱利益信仰缺

失，道德沦丧。但是毕竟大多数人还是善良的。我非常

自豪的看到家乡长春的父老乡亲在出事后全城总动员抓

捕嫌犯的努力和为失踪的小孩祈祷的善举。基督教说，

人性本恶，而中国传统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不管

人性到底是恶还是善，我始终相信，道德教育和法律约

束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是不可缺少的。当道德有所

缺失时，就需要法律的威慑力量和惩罚。希望小浩博的

死能够提醒更多的家长注意保护自己和别人的小孩，也

能够唤醒一部分人的良知，使得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2013 年 3 月 10 日） 

 

 

以上文章系郝强律师为社区法律宣传所作，不代表任何针对个案的法律观点。阅读更多文章内容欢迎登录郝强

律师倍可亲专栏（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3175， 或登录

www.backchina.com 后点击网页右侧郝强律师专栏）。郝强律师致力于帮助外国人在美国处理错综复杂的法律

问题，实现职业和商业发展目标。 如您有任何关于移民法, 知识产权法, 医疗法和商务法的问题, 欢迎来信

来电或登门垂询。本所办公室地址： 7505 Fannin St., Suite 209, Houston, TX 77054; 电话: 281-236-

5684; 传真: 713-993-7006; 电子邮件: info@bixulaw.com; 网址： www.bixulaw.com。成功路上，你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33743-gb2312.html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233743-gb2312.html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post-233743-2469437-gb2312.html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post-233743-2469437-gb2312.html
http://my.backchina.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3175
http://www.backchina.com/
http://www.bixu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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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郝强律师事务所职业移民服务流程及律师费价目表 

（2013年11月价格。律师费随时可能变动，请以当时咨询价格为准） 

 
Case 
Type 

Service Package Attorney Fee Contents of Service 

I-140  Immigration 
Petition for Alien 
Worker, Standard 

Service 

$3800 
($1900 due upon signing 
the service agreement, 
$1900 due upon approval 
of the I-140 petition) 
USCIS fees are extra. 
 

(1) Advising the client on case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2) Assisting the client to collect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evidence; 
(3) Revising th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drafted 
by the client based on the template provided by the 
attorney; 
(4) Drafting a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petition 
letter; 
(5) Preparing/filing petition package; 
(6)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140 Immigration 
Petition for Alien 
Worker, Premium 

Service 

$4800 
($2400 due upon signing 
the service agreement, 
$2400 due upon approval 
of the I-140 petition) 
USCIS fees are extra. 

All the services included in the I-140 Standard 
Service Package, plus first versions of all th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drafted by Attorney. 

I-485 Adjustment of 
Status 

$600 (one person) 
$800 (two persons in one 

family)  
$1000 (three or more 
persons in one family)  

All fees due upon signing 
the service agreement 
USCIS fees are extra. 

(1) Preparing/filing visa &adjustment petition 
package, including request for work permit and 
travel permit; 
(2)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Process 
(1) The service will begin when potential client sends inquiries, Attorney will provide case evaluation and 

consultation  (free); 
(2) Attorney will answer possible questions from potential client regarding services and evaluation (free); 
(3) Potential client will choose service packages, attorney will send legal service agreement;  
(4) Potential client will sigh the legal service agreement and make the initial payment, thus becoming formal 

client of Attorney; 
(5) Attorney will send list of documents necessary for I-140 and/or I-485 applications, client will start collecting 

supporting evidence; 
(6) Attorney will begin drafting or revising recommendation letters (depending on the service packages chosen 

by client), client will send letters to the referees for signature; 
(7) As soon as all th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are collected, Attorney will begin drafting a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petition letter to address the evidence and argue why the petition should be granted; 
(8) Attorney will prepare a full petition package with all the letters, form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mailed 

to the USCIS; 
(9) Attorney will communicate with USCIS and respond to possible request for addition evidence (RFE); 
(10) The case concludes when USCIS approves or rejects the petition. In case of USCIS rejection, Attorney will 

discuss with client on possible solutions and further actions (extra fees may apply if client decides to take 
further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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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郝强律师事务所跨国公司高级经理人签证绿卡服务流程及律师费价目表 

（2013年11月价格。律师费随时可能变动，请以当时咨询价格为准） 

 

Case Type Service Package Attorney Fee Contents of Service 
I-129 

L-1  
Petition for A 

Non-Immigrant 
Worker  

$3600 
(1800$ due upon signing 
the service agreement, 
$1800 due upon approval 
of the I-129 petition) 
USCIS fees are extra. 
 

(1) Advising the client on case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2) Assisting the client to collect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evidence; 
(3) Guiding the client to choose proper corporation 
organization formats  ; 
(4) Drafting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petition 
letter and business plans (if applicable) ; 
(5) Preparing/filing petition package; 
(6)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140 
EB-1C 

Multinational 
manager or 
executive 

$4000 
($2000 due upon signing 
the service agreement, 
$2000 due upon approval 
of the I-140 petition) 
USCIS fees are extra. 

(1) Advising the client on case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2) Assisting the client to collect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evidence; 

(3) Preparing/filing petition package; 
(4)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485 

Or 
Consular 

Processing 

Adjustment of 
Status or 

immigration visa 

$600 (one person) 
$800 (two persons in one 

family)  
$1000 (three or more 
persons in one family)  
All fees due before any 

service is provided. 
USCIS fees are extra. 

(1) Preparing/filing visa &adjustment petition 
package, including request for work permit and 
travel permit (if applicable); 
(2)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Process 
(1) The service will begin when potential client sends inquiries, Attorney will provide case evaluation and 
consultation  (free); 
(2) Attorney will answer possible questions from potential client regarding services and evaluation (free); 
(3) Potential client will choose service packages, attorney will send legal service agreement;  
(4) Potential client will sigh the legal service agreement and make the initial payment, thus becoming formal 
client of Attorney; 
(5) Attorney will send list of documents necessary for I-129, I-140, I-485 and/or consular processing petitions, 

client will start collecting supporting evidence; 
(6) Attorney will guide the Client through the whole immigration process, answer any possible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process, and help Client to gather related documents/information; 
(7) Attorney will prepare a full petition package with all the letters, form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mailed to the USCIS; 
(8) Attorney will communicate with USCIS and respond to possible request for addition evidence (RFE); 
(9) The case concludes when USCIS approves or rejects the petition. In case of USCIS rejection, Attorney will 

discuss with client on possible solutions and further actions (extra fees may apply if client decides to take 
further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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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郝强律师事务所投资移民服务流程及律师费价目表 

（2013年11月价格。律师费随时可能变动，请以当时咨询价格为准） 
 

Case Type Service Package Attorney Fee Contents of Service 
I-526  Immigration 

Petition for Alien 
Entrepreneurs  

$12000 
(4000$ due upon signing 
the service agreement, 
$8000 due upon approval 
of the I-526 petition) 
USCIS fees are extra. 
 

(1) Advising the client on case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2) Assisting the client to collect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evidence; 
(3) Guiding the client to choose proper 
investment programs or regional center ; 
(4) Drafting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petition 
letter and business plans (if applicable) ; 
(5) Preparing/filing petition package; 
(6)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829 Petition by 
Entrepreneur to 

Remove 
Conditions 

$5000 
($3000 due upon signing 
the service agreement, 
$2000 due upon approval 
of the I-829 petition) 
USCIS fees are extra. 

(1) Advising the client on case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2) Assisting the client to collect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evidence; 
(3) Preparing/filing petition package; 
(4)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485 
Or 

Consular 
Processing 

Adjustment of 
Status or 

immigration visa 

$600 (one person) 
$800 (two persons in one 

family)  
$1000 (three or more 
persons in one family)  
All fees due before any 

service is provided. 
USCIS fees are extra. 

(1) Preparing/filing visa &adjustment petition 
package, including request for work permit and 
travel permit (if applicable); 
(2) Communicating with USCIS and responding to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Process 
(1) The service will begin when potential client sends inquiries, Attorney will provide case evaluation 

and consultation  (free); 
(2) Attorney will answer possible questions from potential client regarding services and evaluation 

(free); 
(3) Potential client will choose service packages, attorney will send legal service agreement;  
(4) Potential client will sigh the legal service agreement and make the initial payment, thus becoming 

formal client of Attorney; 
(5) Attorney will send list of documents necessary for I-526, I-829, I-485 and/or consular processing 

petitions, client will start collecting supporting evidence; 
(6) Attorney will guide the Client through the whole investment/immigration process, answer any 

possible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process, and help Client to gather related EB-5 project information 
for Client’s decision making (However, Attorney is not a business or financial advisor, and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Client’s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choosing of EB-5 projects). 

(7) Attorney will prepare a full petition package with all the letters, form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mailed to the USCIS; 

(8) Attorney will communicate with USCIS and respond to possible request for addition evidence (RFE); 
(9) The case concludes when USCIS approves or rejects the petition. In case of USCIS rejection, Attorney 

will discuss with client on possible solutions and further actions (extra fees may apply if client 
decides to take further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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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投资移民项目列表（2013年5月信息） 

 

区域投资中心项目（移民局备案）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投资领域 项目地点 退出机制 项目管理

费  

投资回报 项目特点 

YoBlendz 
 

500,000 

美元 
酸奶饮品连

锁加盟店 

总部佛罗里

达，加盟店全

国各地 

5 年 50,000 美

元 

每年 5%投

资额加上 

50%加盟店

的投资利润 

一个投资人管理一

个加盟店，可以自

己管理店铺。如无

时间或经验也可委

托总部派人管理

（需付管理费） 

Star of Texas 500,000

美元 
休斯敦郊区

市政工程 

休斯敦 3-4 年 40,000 美

元 

3% 市政工程改造，无

直接竞争 

IERE 
 

500,000

美元 
绿色能源 加州 Riverside 4 年或拿到

永久卡后可

退出 

50,000 美

元 

无 绿色能源项目，高

科技概念 

City of Dallas 
Regional 
Center 

500,000 

美元 
综合项目 达拉斯 5 年 

个别项目 7

年 

48000 美

元 

不定 达拉斯市政府项目 

CMB  500,000 

美元 
综合项目 美国各地 5-7 年 

 
45,000 美

元 

不定 历史悠久 

成功率高 

Great Texas 
Regional 
Center 

500,000 

美元 
房产项目 德州 6 年 50,000 美

元 

不定 项目选择标准高 

客户选择程序严格 

 

注：以上信息由和我所有业务往来的区域投资中心和公司提供，仅供客户参考。另外如本所客户有

进一步需求，我所可以提供特定项目的详细资料，或代表客户和投资项目联系。如果客户有指定的

区域投资领域和地域，我所也可帮助客户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所不是投资或商业顾问，不代表

客户做最后投资项目的选择。客户选定投资中心后我所可代表客户向移民局递交临时绿卡申请。获

得临时绿卡两年后可代表客户递交永久绿卡申请。如您有任何关于移民和美国商务问题， 欢迎来信

来电垂询。电话：001-281-236-5684；传真：001-713-993-7006；电子邮件：info@bixulaw.com； 网

址：www.bixulaw.com。 

mailto:info@bixulaw.com
http://www.bixu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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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投资项目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投资领域 项目地点 退出机制 项目管理

费  

投资回报 项目特点 

个人基因组

测序 

1,000,000

美元起 
生物医药 休斯敦 可协商 可协商 可协商 结合互联网和生

物医药，前景广

阔，回报率高 

PattyC 
Property 

Group 
 

500,000 美

元 

或 1，

000,000 美

元 

房地产 总部波士

顿，房产项

目遍布美国 

5-7 年 30,000-

4,0000 美

元 

可协商 房地产项目 

投资回报率高 

Backchina 
.com 

1，000,000

美元起 

互联网传媒

企业 

休斯敦 可协商 可协商 可协商 快速发展的互联

网企业，海外华

人中文门户 

旅馆项目 

 

500,000 美

元起 

旅游行业 休斯敦 可协商 可协商 可协商 可参与管理 

油井项目 500,000 美

元起 

能源行业 德州 可协商 可协商 可协商 投资回收速度较

快 

电影制作项

目 

500,000 美

元起 

娱乐行业 德州 可协商 可协商 可协商 收益率高 

 

注：以上信息由和我所有业务往来的区域投资中心和公司提供，仅供客户参考。另外如本所客户有

进一步需求，我所可以提供特定项目的详细资料，或代表客户和投资项目联系。如果客户有指定的

区域投资领域和地域，我所也可帮助客户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所不是投资或商业顾问，不代表

客户做最后投资项目的选择。客户选定投资中心后我所可代表客户向移民局递交临时绿卡申请。获

得临时绿卡两年后可代表客户递交永久绿卡申请。如您有任何关于移民和美国商务问题， 欢迎来信

来电垂询。电话：001-281-236-5684；传真：001-713-993-7006；电子邮件：info@bixulaw.com； 网

址：www.bixulaw.com。 
 
 
 
 
 
 
 
 
 
 
 
 
 
 
 
 

mailto:info@bixulaw.com
http://www.bixulaw.com/


 
 

 
 

投资移民进程示意图 

   

 

投资者完成投资中心或项目的问卷调查，选定投资项目  

投资中心或相关公司提供详细和保密的投资项目介绍，回答相关问题  

投资人和投资中心签约  

投资者向指定的银行托管账户存入投资并支付管理费  

律师准备相关材料并向移民局递交 I-526 申请 

 

申请批准： 

托管账户向投资中心转移投资额和管理费 

申请拒绝： 

托管账户向客户返还 100%的投资和管理费 

律师代表投资人递交移民签证或调整身份申请 

投资人在当地美国领事馆面试取得移民签证，登陆美国获得临时绿卡  

律师代表投资人向移民局递交永久绿卡申请 

 

申请批准：投资人获得美国永久绿卡 申请拒绝：投资人可以选择启动上诉程序 

1-2 months  

过程开始  

1-2 months  

6-9 months  

1-2 months  

3-6 months  

21-24 months  

3-6 months  

本表所列时间仅供参考。实际过程可能会根据投资人的背景或移民局处理时间更长或更短。如您有投资

移民需求，欢迎联系郝强律师事务所。 Email： info@bixulaw.com； Tel：001-281-236-5684. 微信 ID：

haolaw            郝强律师事务所版权所有，请勿翻制。 
 
 
 
 
 
 
 



          
 

团队成员 

郝强律师   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比利时鲁汶

大学（获得应用生物学博士学位）和美国休斯敦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是

美国德克萨斯州执照律师和美国专利局注册的专利律师。在律师执业之前他是一位在

专业领域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曾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过二十多篇论文，被引用超过

800 多次。他对于生物技术发展及有关的法律意义有深刻的理解，所撰写的关于个人

全基因组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的法律论文获得过休斯敦大学法学院学生法律论文竞

赛优秀奖。他还先后在中伦律师事务所（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争

议解决部知识产权组和休斯敦大学法学院移民事务所实习工作，独立或协助指导律师

完成过很多知识产权和移民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郝强律师精通职业移民和投资

移民业务。他利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法律专业知识，不仅帮助众多中国客户移民美国，

而且协助他们在美国成功立足，实现了在美国职业发展和商业运作的成功。 

 

陈皓奕律师   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美国德克萨斯大

学休斯敦医学院 （获得生物医学博士）和美国休斯敦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

位），是美国德克萨斯州执照律师。他曾经在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多年，从事

专利撰写，授权和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工作。 

 

赵艳华博士   专利业务专员。她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学士学位）

和军事医学科学院（获得生物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的专利代

理人。她曾经在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

事务所工作过多年，从事涉外专利撰写，授权和翻译工作。 

 

温国林先生   专利业务专员。他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获得药学学

士学位）和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生物医学硕士学位），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注册的专利代理人。他曾经在中国天津的一家专利事务所工作，从事涉外专利撰写，

授权和翻译工作。 

 

何颖博士   专利业务专员。她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和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获得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她曾经在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和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在著名杂志

Science 和 Cell 上发表过研究论文。 

  



 

 

  

 

 

 
 

 
 

 

 

  

  

  

  
  

 

 
 

 

 

 

 

 

 

 

 

 

 

 

 

 

 
 

 

 

 

 

 

 

 

 
 

地址: 7505 Fannin St., 

Suite 209, HOUSTON, TX，
USA 

电邮: info@bixulaw.com 

电话: 001-281-236-5684 

传真: 001-713-993-7006 

网址：www.bixulaw.com 

 

 

 

 

 

 

 

 

 
 

 

 

 

 

 

 

 

 

 

 

 
 

 

 

 

 

 

 

 

 

 

 

 

 

 

 
免责声明：本宣传材料应视为广告并受美国德克萨斯州律师

职业道德规章制度约束，其内容仅供社区宣传所用， 并不构

成任何法律意见。聘请律师不应单纯依赖广告宣传。过去的

成功案例并不能作为类似案例在未来获得成功的保证。请与

我们联系以进一步了解我们处理与您的案件类似的案件的经

验和能力。 

郝强律师事务所是在美国

德克萨斯州注册的一家律

师事务所，主要业务领域

涵盖移民法，知识产权法

和医疗法。我们的基本服

务对象是（1）在美国的

中国移民，特别是拥有高

学历的科学家，工程师和

医生；（2）有意在美国

定居，投资，创业和维护

知识产权权益的中国公民

和企业； （3）有意在中

国旅行，投资和维护知识

产权权益的美国公民和企

业。 

 

作为中国移民和中资公司

在美国发展，经常会遇到

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我

们致力于帮助您实现在美

国职业和商业发展的成

功，最终实现美国梦！ 

服务领域 
美国移民法 (Immigration Law) 

 非移民签证：学生签证，访问学者签证，工作签证，跨国经理人签

证，亲属签证  

 移民签证（绿卡申请）：杰出人才，杰出科学家，国家利益豁免，

工作移民，投资移民 

 美国公民申请和亲属移民 

美国医疗法（Health Law） 

 诊所买卖，购并和合伙人争议解决 

 医疗从业人员执照申请和维持 

 医疗隐私法规 (HIPAA, GINA 和 德州医疗隐私法) 

 费用支付和报销 (Medicare, Medicaid 和 私人保险公司)  

 生物制药企业临床试验法律法规 
知识产权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美国专利撰写和申请 

 美国商标申请和争议 

 中国企业谈判美国专利授权和技术转让 

 PCT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事务（翻译新申请和答复审查意见)  

 美国公司专利诉讼在中国的调查取证 

美国商务法（Business Law）  

 美国公司注册 

 中美合同谈判和审阅 

 一般商务法律顾问 

 公司知识产权战略和管理 

关于我们的具体服务内容和免费评估您的案件，请访问本所网站

www.bixulaw.com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 info@bixu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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