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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版权法 IIUSA已竭尽所能确保在该期刊出版时提供
的信息室完整并准确的。如有任何疑问，请直接与
IIUSA联系 233 S Wacker Dr, 84th FL, Chicago, IL 60606, 
733-899-0563或者邮件至info@iiusa.org 

IIUSA与本期刊中的任何公司产品/服务都
没有直接的从属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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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爱的读者：

对 EB-5投资人来说，移民流程最后也是
最决定性的阶段是用以移除条件限制

的I-829申请。随着越来越多的区域中
心项目正迈入这个阶段，本期《区域中心商业期

刊》在此提供一些准备I-829申请的实践指南，并用
机警的眼光审视I-829案例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中出
现的问题。EB-5从业者可以通过本期刊获知I-829申
请流程的各种信息。

在倡议推广/调查研究部分，我们探索了EB-5
资金是如何成为了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的关键工

具。尤其可以关注两篇文章：“EB-5：各尽所能，
创造就业”和“为中心城市培养更多EB-5投资合作
商”，这两篇文章为州和市如何共同协作，利用
EB-5资金资助那些对社区发展有益的项目提供了
坚实的范例。

国际视角部分回顾了IIUSA的商务活动——前去
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CIFIT)，这对所有
IIUSA会员来说是一年中的主打活动。同样，“EB-5签
证使用分析”一文揭示了EB-5投资人的移民来源地，
也许，也指出了未来投资人市场的发展方向。

一如既往地，感谢各位对IIUSA和《区域中心商
业期刊》的长久支持。EB-5区域中心致力于吸引更
多移民人士，帮助推动健康经济发展。

Lincoln Stone
编辑委员会主任，II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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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事务时间表
6/19 - IIUSA新的《“EB-5已产生实际效
果”倡议活动更新》电子报第一版已呈送给
各位会员和国会办公室。

6/21 – IIUSA在达拉斯的NYLO酒店（某EB-5项目所建酒店）
为全美市长年会举行欢迎酒会。达拉斯市长Mike Rawlings出席
了该酒会。

7/10 – 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企业家与商业巨头Sheldon Adelson, 
Warren Buffett和Bill Gates的专栏文章。文章赞扬了EB-5为美国
创造就业和引入外资做出的贡献。

7/11-12 –  NACo通过了永久决议，鼓励国会通过永久EB-5法
案。

7/30 – USCIS召开了有关I-526申请表的电子移民系统在线研讨
会。

8/1 - IIUSA公共政策委员会组建了“规则研究特别小组”，针对
USCIS计划对EB-5规则进行调整一事提出建议。

8/5 – USCIS召开了有关其文档数据库的电子移民系统在线研
讨会。

8/11 – Leon Rodriguez主任在于国会山举行的众议院司法委
员会听取USCIS监管报告的听证会中，首次听取了EB-5相关
事务，并对此发表了评论。

8/12-13 – IIUSA执行董事Peter D. Josep主持了一次由金融
发展机构委员会(CDFA)主办的EB-5研讨会，该会议于华
盛顿特区召开，为期两天。

8/14 - USCIS召开了一次特别的EB-5利益相关
者电话会议，新上任的USCIS主任Leon 
Rodriguez出席了该会议。会议中有一个简略
的问答环节，从中可以看出Rodriguez主任在
EB-5相关事务上的态度。

8/23- 国务院签证办公室主任Charles Oppenheim宣布，在余下
的2014财政年内，不再向中国投资人签发EB-5签证。

8/28- 关于8月27日对Anshoo Sethi先生的控告，IIUSA发表了声
明。该声明赞扬了严格执行美国证券法相关规定的行为，这
种执法行动正是使得美国成为外资投资第一目的地的一项重
要因素。

9/3 - SEC发表声明称，SEC和司法部正对加州区域中心提出指
控，控告该区域中心通过EB-5项目欺诈投资人。IIUSA立刻宣
布支持这次针对该区域中心（非IIUSA会员）的法律行动，以
保护投资人、维护EB-5项目的健全性，避免诈骗行为。

9/6-9/9 – IIUSA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美国代表团前去中国厦
门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CIFIT)。

9/10 - USCIS召开了季度EB-5利益相关者电话会议。IIUSA就
EB-5项目的统计、监管和政策几方面提交了一些问题。

9/16 – 应商务部要求，IIUSA向国际贸易局递交了一封反馈
信，反馈SelectUSA相关事宜。SelectUSA帮助促进美国成为外
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FDI对EB-5市场贡献巨大。

9/23- IIUSA执行董事Peter D. Joseph主持了在锡拉丘兹市举行
的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办的EB-5论坛。

9/25 – IIUSA董事Chris Marlin主持了商业经济学家全国协会
年会中的一场座谈会，该年会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召
开，座谈会主题是关于中美长期关系。

9/30 – 离EB-5法案到期倒计时一年。（法案将于2015
年9月30日到期）

2014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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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D. JOSEPH 
IIUSA 执行董事

从 过 去 两 个
季 度 的 数
据 来 看 ，

 美国经济增长缓慢，                             
 但确实有所复苏。
 GDP 年增长率为

4.6%，呈健康态势，是美国自2004年以
来最显著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创
造就业却与之相反，显得时好时坏。

六年了，两党领导人给出了数不胜数
的计划书，试图重振美国就业率和关键产
业投资。为了响应扩充国内能源产出的呼
吁，联邦政府在研究领域、开发领域、和
现成的公共建设工程中投资，并重点开展
教育培训计划，为未来的工作岗位训练员
工。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环境下，
创造就业没有一种一击必中的高招。所有
人都需要各尽所能，使美国经济持久健康
发展。有一种值得受到更多支持的显存策
略，就是EB-5外国投资者签证计划。设计
EB-5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外国直接

投资，并把资金注入到能创造就业的商业
和工程中去，同时鼓励全球企业家移民美
国，还不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

EB-5项目立法于1990年由美国国会通
过，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在过去的几年里
呈指数化增长。如今，EB-5投资不仅给那
些政策制定者有计划促进增长的领域（比
如卫生保健、新能源、科技）、也给那些
需要摆脱后经济衰退时期窘境的领域（像
是商业房地产开发）贡献了急需的资金。

在纽约北部，EB-5投资协助运作水牛城
盖茨血管研究所(Gates Vascular Institute)，

EB-5:
各尽所能，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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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牛城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在
亚利桑那州，EB-5投资在建造绿谷医院
(Green Valley Hospital)工程中扮演了关键
角色，这家医院预计明年初就会对外开
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河滨郡，SolarMax
（某大型太阳能板的制造安装工厂）运用
EB-5投资起步，使得当地经济重现生机
——在北达科他州，第一家新建造的酒精
工厂亦是如此。

在费城， EB-5投资花费一千八百五十
万美金帮助费城海军船坞(Philadelphia 
Naval Shipyard)（以前曾储藏过大量军事
设备）进行再开发。为商业租客重新量身
打造后，这个海军船坞现在已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区域就业中心，是130家公司和
10,000名雇员的家园。由EB-5投资资助的
类似的加州开发项目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军
事基地转变成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地区机场
和商业集散中心。

不幸的是，EB-5项目给美国经济作出了
那么多杰出贡献，却因为一些对此项目的
顽固误解和小部分失败案例的存在而显得
暗淡无光。

去年，一些诈骗犯通过操纵该项目以谋
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被高调曝光。作为美国
投资移民行业协会(IIUSA)（EB-5区域中
心行业的领衔组织）的执行董事，我一直
都支持美国移民局(USCIS)和美国证券交
易委员会(SEC)采取措施，共同对抗此类
犯罪，强化EB-5监管条例。举例来
说，IIUSA在某案例中提交了一份法庭之
友文件以协助SEC，同时拥护国会移民改
革法案中的一系列法规，这些法规能够保
护EB-5项目的健全性。

小部分的犯罪行为，不该被用来抹黑整
个行业。事实证明，全国各个社区都能感
受到EB-5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放眼所
见，新兴商业和经济发展项目拔地而起，
这就是EB-5最直观的成果。

包括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超过20个
国家应用了类似的项目以吸引外资，但
对风险、或者对创造就业的论证，大多
数国家的项目都不像美国的项目这样要
求严格。

即便伴随着比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更
严格的风险要求，EB-5项目在过去几年
里依然呈指数化增长，这一事实表明，
想成为美国梦的一份子的愿望是全球性
的。

同样，这表明全球都对美国的经济和
法律法规体系有信心。投资人必须接受
风险，必须履行尽职调查，但他们也知
道，美国有系统能保护他们，为他们解
决问题、寻求赔偿。最近，强制措施方
面出现了一线曙光，如果有违背反欺诈
法和证券法的行为，美国执法机构将采
取行动，这对市场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
针。

随着EB-5项目将其潜能化为现实，执
法机构的监管和对该项目的管理也必须
成熟化。去年，USCIS新增了专家小组，
以评估EB-5项目和创造就业数据，同时
充实跨部门协作——尤其在背景调查和
国家安全审查方面。多项以强化项目监
管为目的的措施作为移民法案的一部分
已获参议院准通过，同时也被列入了提
交给众议院的方案中。

其社区带来的益处，移民改革法案应当获
准通过，对EB-5项目给出永久授权。随着
就业增长的持续波动和美元投资竞争的不
断加剧，美国需要把EB-5列为一项战略，
以保持经济增长。■

现在距离法案到期只剩一年了，IIUSA将重
点推广即将在三藩市举行的IIUSA第四届年
度国际投资暨经济发展论坛。该会议将于10
月22-24日举行，是参与EB-5支持者广阔交
流网、将众人联合在一起，共同寻求项目永
久授权的绝佳机会。会议将建立一个倡议中
心，使与会者有机会利用IIUSA的立法行动
中心现场向国会议员发送倡议信。大会将向
他们颁发“EB-5已经产生实际效果”勋章，表
明他们是积极参与者，同时鼓励他们的同行
也采取行动。

一份全面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指出，在
2012财政年内，EB-5投资给美国GDP贡献
了33.9亿美金，总共创造了超过42,000个
就业机会。

在EB-5项目中，外籍人士向已获批的
美国商业中投资50万到100万不等的美
金，如果该投资可以在两年中为美国创
造或挽救至少十个就业机会，那么他们
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身份。根据法律规
定，EB-5投资并不保证回报。投资人必
须接受风险的存在，就像投资股票和基
金一样。而且，为了获准移民，投资人
还必须根据法律要求证明他们确实创造
了就业。作为此项目申请和审查过程的
一部分，EB-5投资人必须说明他们的投
资资金是合法收入，同时，像其他签证
种类的申请人一样，他们同样需要接受
背景调查和国家安全审查。

全国的国会选区都见证了EB-5投资给

第2卷 ，第3刊，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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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SHLEY SANISLO 
CASEY
IIUSA倡议/研究协调员

7 月上旬，IIUSA
倡议/研究协调
员Ashley Sanislo 

       Casey和IIUSA财务总
监、IIUSA构建委员会(ABC)主任Bob 
Honts，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参加美国郡县协会
(NACo)第七十九届年会。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游说NACo通过
支持EB-5区域中心项目的永久决议。

2014年2月时，IIUSA在NACo的立法会议上成功游说，使
NACo通过了临时决议，然而，想要通过永久决议，必须在
NACo年会上得到董事会的同意。Casey和Honts携带了倡议材料
和最新版的《区域中心商业期刊》，在经济与劳动力发展指导
委员会会议上展开了教育培训，并回答了来自社区县委委员的
提问。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该决议，并向全体董事会提交建
议，请求对此投票表决。
    会议尾声时，董事会对是否通过支持EB-5项目的决议进行了
投票，投票结果对NACo、对该决议，均是永久有效不可推翻
的： “ 美国郡县协会(NACo)
支持联邦立法通过永久EB-5区域中心项目法案，

将该项目在经济影响和创造就业上的
潜力最大化。”

IIUSA构建委员会致力于与NACo这样的组织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互相提供支持，这些组织
领会到了EB-5项目带来的益处以及该项目对社
区发展的实际影响。此永久决议是委员会的首
个巨大成果，还有两个月就将实际运作。其他
组织，诸如全美市长会议、发展金融机构委员
会等，也已通过决议，或与IIUSA建立了战略
伙伴关系，这表明，EB-5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获
得了广泛支持、造成了深远影响。

另外，NACo新出版的《郡县新闻》在8月25日的那一期上
刊载了一篇关于郡县利用EB-5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文
章。文中特别强调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河滨郡，该郡利用EB-5鼓
励创业，促进了绿色能源、医疗、休闲旅游等领域的发展。
亚利桑那州的皮马县同样从EB-5投资中获益，建造了一个拥有
50个床位、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一般急症护理医院。皮马县主管
Ray Carroll说，“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社区发展成果之后，皮马
县将见证就业率和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如果没有EB-5投资，
像绿谷医院这样的项目很可能就不会存在。”

IIUSA非常自豪能够得到NACo的官方支持，保证EB-5区域
中心项目继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美国市民创造就业。当
地选出的官员能否意识到EB-5项目作为一项区域经济发展工
具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IIUSA很感激今年能继续进步，能得
到像NACo一样倍受尊崇的、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的再次认
可。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IIUSA构建委员会努力下，
NACo通过了支持EB-5项目的永久决议

属于您的广告位置
1/4 版广告: 一期￥1,800 | 全年四期￥6,600

更多详情，请联系info@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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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媒体报道：
新闻中的EB-5

今 年已经过去了三个季度，是时候
回顾迄今为止的2014年EB-5项目
媒体报道了。EB-5区域中心项目

的增长继续强调了一个事实：对全国社区
开发项目注入资金是对美国有益的。

随着EB-5利益相关者在美国继续推进永
久的、成功的投资移民项目，一种统一的
主流观点出现了——EB-5已产生实际效
果。以下列出的观点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达成一种共识： EB-5在遵守道德规
范的同时，是长期创造就业和多样化经济
发展的代言人。

“我们认为美国的自身利益应当在
我们的移民政策中有所体现。比
如说，1990年由国会立法通过的
EB-5投资移民项目，允许一定数
量的拥有财产资源或本身能力独
特的外籍人士移居我国，带来大
量持久的购买力……那些想要向
美国投资、在美国创造就业的人
们值得我们如此对待。”

—SHELDON G. ADELSON, WARREN E. BUFFET AND 
BILL GATES（纽约时报）

“EB-5项目对皮马县（亚利桑那
州）来说是天赐良机。建造一个
具备绿谷医院水平的医疗设施，
是我们多年来未能为本地居民做
的事。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社区发
展成果之后，皮马县将见证就业
率和生活质量的大幅提升。如果
没有EB-5投资，像绿谷医院这样
的项目很可能就不会存在。”

—RAY CARROLL, 亚利桑那州皮马县主管
（NACo郡县新闻）

“EB-5是一种四赢项目。美国纳税
人是一赢，因为EB-5带来外资投
入帮助开发项目，但不花纳税人
的钱。美国工作者是一赢，因为
EB-5创造就业。美国项目开发者
是一赢，因为EB-5让他们给那些
本可能拿不到资金投入的项目拿
到资金。外国投资人也是一赢，
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投资获取美
国绿卡。”

—STEPHEN YALE-LOEHR; IIUSA名誉主席（华
尔街日报）
Journal)

“EB-5项目是创建合作伙伴关系的
极好范例，建立了一种能够巩固
经济、增强竞争力的革新经济发
展工具。EB-法案是国会在过去的
二十五年里通过的最成功的法案
之一，应当获批永久法案。” 

- 美国众议员Henry Cuellar (德州-28) 
(mysanantonio.com)

“我们十分感激EB-5投资者提供给三藩市
市县的资金支持。EB-5对社区、市、甚至
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个模范项目。”

—DR. VERONICA HUNNICUTT, 三藩市市民咨询
委员会女主席（赫芬顿邮报）

“仅仅去年一年，EB-5马萨诸塞州
就业创造区域中心就完成了波士
顿市奥斯顿社区的52工作室的翻
新工作。这个地方本来是一家已
倒闭的服装工厂，是历史上著名
的埃弗雷特街的荒芜之地。与当
地开发商合作后，EB5MA帮助募
集了改造计划所需资金$2,500,000
的几乎半数。改造计划目标把此

地打造成一个现代化音乐录音室
和社区艺术家空间。这个工作室
现在对学生和当地音乐行业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好资源，给奥斯顿
社区创造了额外的将近80个就业
岗位。”

—JILLIAN FORTUNA, COO, EB-5 JOBS FOR 
MASSACHUSETTS, INC.（波士顿商业杂志）

“纽约市、三藩市和其他一些传统
的移民目的地城市长期以来一直
知道，当移民者把美国城市当做
机会遍地的黄金之地时，这些新
来者同样拉动了经济增长。近期
的移民输入正帮助倒退中的旧工
业城市（例如克利夫兰，托莱
多，底特律和锡拉丘兹）恢复稳
定，这些城市几十年来一直在流
失居民。全美的各个小型城市也
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经济影响，其
中一些正在当地倡议，以吸引更
多移民和投资进入他们的社区。”

—KIM ZEULI, 高级副主席，创建竞争性中心
城市组织（管理杂志）

"关于联邦机构对审查EB-5项目的
严格性：“我们赞赏EB-5项目。我
们希望有更多的EB-5项目出现，
但需要明确标准。”

—GINNY FANG, CEO, GOLDEN GATE GLOBAL  (旧金
山纪事报）

“EB-5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有形
的资本市场，因此，现在能够从
中获益的行业是多种多样的。”

—PETER D. JOSEPH, EXECUTIVE DIRECTOR, IIUSA 
（Urbanland杂志）■

政
策
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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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CONFERENCE
February 23-25, 2015 | Downtown Sheraton Hotel | Dallas, Texas

P 3 C

TO REGISTER, VISIT: THEP3CONFERENCE.COM  | FEBRUARY 23-25, 2015 | SHERATON HOTEL | DALLAS

WITH OVER 100 SPEAKERS, EXPERT PANELS, SEMINARS, AND BREAKOUT SESSIONS; P3C 2015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DEVELOPMENT CONFERENCES IN THE COUNTRY.

P3C IS THE PREMIER CONFERENCE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PROFESSIONALS CONSIDERING,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JOIN HUNDREDS OF PROJECT OWNERS, PLANNER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AS THEY CONNECT WITH LEADING 

EXPERTS FROM A VARIETY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DESIGN, ENGINEERING,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OVER 750 ATTENDING THE 2014 CONFERENCE, P3C ATTRACTS 
PROFESSIONALS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DEVELOPMENT 

INDUSTRY, OFFERING A UNIQUE AND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INDUSTRY PEERS AND FUTURE PARTNERS.

CONFERENCE TRADE SPONSORS:

BY KIMBERLY ZEULI 
ICIC研究部主任、高
级副主席

哈 佛商学院教
授Michael 
Porter于1994

年创立了“创建竞争性
中心城市”组织(ICIC),

城市间普遍面临的挑战在于缺乏资
金，尤其是在需要为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提
供支持的时候。EB-5项目潜力无限，可以
为经济落后社区的经济发展项目建立更多
资金引入渠道，数额高达每年50亿到100亿
美金。ICIC过去一年一直在分析EB-5项目
的潜力，采访了超过50位EB-5专家和研究
经济发展的专业人士。ICIC还与所有区域
中心取得了联系，确认了超过175个EB-5项
目，这些项目遍布美国大小城市。EB-5项
目的完整名单和更多ICIC的研究分析都被
收入了近期发表的题为“EB-5为萧条城市带
来更多经济机遇”的报告中。(http://
www.icic.org)

由于没有公共途径获知实际的EB-5投资项
目的数据，想要分析其真实规模是非常困
难的。不过，通过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区域
中心所处的位置，也可以进行一些推
测。ICIC发现，60个区域中心在不止一个
州获得了批准，在地域范围内拥有区域中
心数量最多的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
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华盛顿州、和
纽约州。人口越稠密的州往往在其地域内
有更多的EB-5区域中心获批，但每个州至
少有一个区域中心获批。

城市引入投资。很大数量的
区域中心总部的设立位置靠
近中心城市，获批运作的区
域中心中有92%的区域中心所
在的州拥有至少一个美国最
大的中心城市。58%的中心城
市的失业率高于国家平均失
业率的150%，这使得这些中
心城市具备目标就业区
(TEAs)资格，在EB-5投资上
具有竞争力。

为中心城市培养更多
EB-5投资合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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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以市场手段促进美国城市经济萧
条地区的经济繁荣。正如他刊登在哈佛
商业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所言，这些“中心
城市”的战略定位、当地需求、区域产业
连接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等因素，都
是当地商业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自组
织建立以来，ICIC已与超过50个城市的
领导人共同合作，分析其中心城市资
产、开发健康经济发展策略、并协助中
心城市的企业家发展。

ICIC对EB-5区域中心覆盖的范围兴趣
十足。更明确地说，ICIC想知道，EB-5区
域中心是否为中心城市服务？在ICIC分析
的时点（2014年2月），全美有432个EB-5
区域中心正处于运作中（如地图所示）。

  但此分析并不能证明这些地方都会有
EB-5投资。许多区域中心是新建的，投资
并不活跃。同样，区域中心可能不会为整
个州服务，而是只为一些特定的郡县或
区域服务。一些城市，和一些中心城市，
可能无法充分享受区域中心的服务。然
而，ICIC的分析也认为，这其中存在着
一个重大机遇：可以利用区域中心为中心

不断建立新的区域中心（六
月为止增加到了579个）看上
去是扩展了区域中心的地理
覆盖面，但同时也创造了一
个更激烈的竞争市场。与研
究经济发展的专业人士、基
金、和其他组织积极合作，
促进中心城市投资，可以产
生一系列健康的、合适的投
资机遇。通过对EB-5区域中
心排序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
排序的对应校准，可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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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州获批的区域中心地理分布图(2013)

数据来源：《EB-5为城市群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ICIC(2014)
USCIS（2014/2/2）：432个区域中心

规模最大的中心
城市前1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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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EB-5资金按照其原始用途使用，即投
资那些在其他渠道无法取得投资的项目。
另外，还可以帮助引导资源投向变革性项
目，这些项目能在最需要高质量就业的地
区创造就业。作为回报，EB-5项目的影响
力也将得到最大化，因为这些项目可以促
进额外发展、利用多种公共或私人合伙人
的资源、从成长中的当地经济中获益。

在公共融资渠道方面，社区经济发展组
织能帮得上忙。例如，布鲁克林造船厂再
开发项目利用了来自EB-5投资的六千万美
元和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的
八千一百万美元（以股权形式）。ICIC在
迈阿密和达拉斯研究的EB-5项目利用了新
市场税收抵免、企业开发区税收抵免、税
收增额融资和复兴区设施债券。各种基金
可能也对向EB-5项目或区域中心投资、或
者为其提供担保有兴趣。例如，Surdna 
and Garfield基金为亚洲人平等会(AAFE)
（一个社区发展组织）提供担保，协助其
在纽约的中国城创建一个新的区域中心。
基金也可以直接向EB-5项目投资，向其提
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或附属股权投资，
以填补资金空缺。那些进行项目相关投资
(PRIs)（慈善机构或非商业企业以慈善目
的进行的投资，存在潜在资金回报）的基
金，也有可能投资EB-5项目。对外国投资
人来说，与基金投资做生意、和参与有当
地政府或州政府强力支持的项目，是同样
具有吸引力的。

EB-5区域中心和社区经济发展组织间保
持紧密合作也能对小型EB-5项目起到帮
助。EB-5项目一开始起步的时候，资金通
常被投入到小型项目中去，比如餐馆或零
售业。然而，小型项目，尤其是那些在小
城市里的小型项目，是很难吸引EB-5投资
人的。但是，这种类型的项目可能是一些
中心城市最需要的项目。ICIC确认的超过
175个EB-5项目包括了许多大型房地产开
发项目。但ICIC也发现了相对小型的、创
新的EB-5项目，比如一所特许学校和一家
卡车公司，两者重点关注社会和经济回
报。Keith Burwell，托莱多社区基金董事
长，曾尝试为可行的、但相对小型的社区
开发项目培养EB-5投资人，并取得了有限
成功。据他所言，挑战点在于“托莱多市
场与众不同。我们没有适合大型房地产项
目的经济环境或需求。我们正尝试找出办
法，在市场被大型房地产生意轰炸的环境
下，在社区层面安置相对小型的项目。”

来一直在流失居民。纽约市、三藩市和其
他一些传统的移民目的地城市长期以来一
直知道，当移民者把美国城市当做机会遍
地的黄金之地时，他们也能通过创造就业
和投资发展在城市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全美的各个小型城市也意识到了这种潜在
经济影响，其中一些正在当地倡议，以吸
引更多移民和投资进入他们的社区。

然而，大多数城市的社区经济发展组织
和EB-5区域中心之间的联系都是非常松散
的（如果有的话）。似乎是一系列因素的
组合造成了这个问题。最大的障碍是项目
信息的不透明。由于联邦政府不将EB-5项
目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工具进行积极推
进，EB-5项目不像新市场税收抵免和其他
着重于在萧条地区刺激私营部门投资的联
邦激励性金融项目一样，无法在经济发展
领域获得同等关注。不幸的是，这种信息
上的空缺，还部分充斥着一些媒体高调曝
光的EB-5项目弄虚作假案，造成EB-5项目
名誉受损。政府在EB-5项目上的不透明助
长了对该项目的怀疑论。

EB-5区域中心，和如IIUSA一样的专业
组织，可以通过开展更多培训和外展活动
帮助填补信息空白。同时，也需要进行额
外研究，以绘制由EB-5资金资助的，广泛
的、多种多样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心城市
的）的全景图。EB-5项目的创造就业要求
意味着该项目有能力在高失业率地区每年
创造100,000个就业。ICIC在有限的调查
中发现，大部分EB-5资金最初创造的就业
都与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造有关。需要进
行更多调查以全面分析EB-5资金创造的就
业的数量和质量。

与当地政府官员、经济发展组织和社区
组织保持紧密联系的区域中心应当为投资
那些能够对当地经济产生最大影响力的项
目提供最佳机遇。被整合进市政经济发展
计划中的投资机遇将与城市的竞争优势建
立更紧密的联系。像ICIC一样专注于中心
城市的组织希望能够见到有限的资源被应
用到支持城市企业家和创造高质量就业的
变革性项目中去。对应校准EB-5区域中心
排序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排序将帮助EB-5
项目走在正轨。■

于1994年由哈佛商学院教授Michael Porter创
立，“创建富有竞争力的中心城市”组织

(ICIC)是美国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领衔权威
组织，富有声誉，有效地帮助城市开发“利
用社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战略。ICIC的
目标是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来为当地居民
创造就业、创造收入和创造财富，以促进

美国中心城市的经济繁荣。教
育
/研
究

小型城市，尤其是在那些衰落的工业城
市，可以为EB-5投资提供重大机遇。这些
城市里现在有种新的意识：移民可以拉动
经济增长，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城市地
区。近期的移民输入正帮助倒退中的旧工
业城市（例如克利夫兰，托莱多，底特律
和锡拉丘兹）恢复稳定，这些城市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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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早期发
表的三篇文章中，笔者分析并解
释了超过2,700页的由美国移民

局(USCIS)为响应美国投资移民协会
(IIUSA) 根据信息自由法案(FOIA)条款所
提出的三次信息公开申请而发出的补件通
知和拒签通知注释。IIUSA是一家着力于
EB-5投资移民和区域中心的行业协会。之
前公开的I-829回复的时间跨度为：自2008
年起到2013年早期。2014年中期，IIUSA
收到了新增的1,068页I-829回复。

本文将在笔者之前的三篇文章基础上继
续延伸，分析2013年较近的一些EB-5 
I-829申请案例和一个2014年的EB-5 I-829
申请案例。本文在之前的509个案例基础
上，新增了245份案例。作为第四篇，本
文将在前三者的基础上分析所有四次根据
FOIA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共计3,801
页，牵涉到754份I-829申请。

本文提供了USCIS对I-829申请回复的最
官方的资料。为了响应四次根据FOIA提
出的信息公开申请，USCIS提供了上述资
料。这些资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USCIS在
处理具体I-829申请时是如何适用EB-5法
规的。本系列文章希望告知EB-5从业者和
潜在投资人USCIS在审核中表现出的倾
向，以及这些倾向是如何发展的。

EB-5综述
EB-5签证项目已经有超过二十年的历

史。国会于1990年通过了EB-5法案。当
时，EB-5项目对那些向企业直接投资并成
功创造就业的外国投资人提供美国的合法
永久居民身份。自1992年起，随着投资移
民试点计划的生效，潜在投资人也可以通
过EB-5区域中心投资。2012年，国会再次
将区域中心项目临时法案延期至2015年9
月30日。至今为止，已有将近600个EB-5
区域中心获批成立。相比之下，2006年仅
存在25个EB-5区域中心。EB-5项目正多样
化发展中——从地理角度说，“全球每个
角落”的投资人都开始对EB-5表现出兴
趣，而且EB-5申请的数量在过去几年里年
年增长。2013财政年内，美国政府签发了
8,564张EB-5签证。

首先，潜在的EB-5获益者必须先递交
I-526申请，以在EB-5项目中明确所属分
类。经USCIS批准后，投资人成为有条件
的美国居民，时长两年。在两年期的条件
居留即将结束时，潜在的EB-5获益者必须
按程序去除条件。该程序与通过和美国公
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结婚获取条件居留后去
除条件的程序是类似的。申请去除条件需
要向USCIS的加州服务中心递交I-829申请
表。在递交申请时，必须同时附上申请人
已完成EB-5项目所有要求的证明，包括：
申请人已经投资了所要求的资金额度，并
且该投资已经或将要为美国职工创造十个
全职工作。申请人可以通过给出工资支付
记录、相关纳税文件和I-9表来证明这些
就业已经被创造。I-829申请表中也必须
证明申请人已“充分满足了”投资资金要
求，并在条件居留的两年期内持续维持了
其投资。

2013年5月，USCIS发布了一份EB-5审核
政策备忘录，明确了EB-5项目的目
标。EB-5项目有三个要素：“(1) 投资移民
的资金，(2) 是向新企业投资，(3) 并创造
了就业。”去除条件的每一项要求都与此
三个要素息息相关。

分析方法
笔者回顾了2014年7月USCIS向IIUSA给

出的I-829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即第四
次FOIA回应）。该FOIA回应并未包含投
资人对补件通知的回应，也没有包含对
I-829拒签决定提出的重审动议。因此，
笔者无法获知这些案例的最终结果。

如果USCIS拒签了I-829申请，通常行政
上诉办事处(AAO)不会收到上诉，除非
USCIS自己把案件交给AAO处理。在I-829
拒签后，USCIS终止EB-5投资人的条件居
民身份，并通知投资人根据递解程序出庭
移民法庭。如果移民法官判决投资人丧失
身份，那么投资人可以向移民上诉委员会
(BIA)上诉，然后转向联邦法庭。笔者还
没听说任何BIA给出的有关EB-5投资人的
处理决定。

SONIA SUJANANI 
康奈尔法学院学生

STEPHEN YALE-LOEHR 
IIUSA名誉主席、Miller 

Mayer, LLP创立主席/CEO 
(2005-2010)、高级顾问律师

ROBERT C. DIVINE
IIUSA副主席、Baker Donelson 

Bearman Caldwell & 
Berkowitz、PC移民部主任律师

最新分析：
美国移民局在EB-5 I-829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中

最看重什么？

     笔者重点根据先前文章所述的六个问
题类型对I-829材料进行了分类：(1) 创造
就业；(2) 维持投资；(3) 资金返还；(4) 
累积信托；(5) 商业计划；(6) 重大变化。
先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还存在一些多重疑
问问题。另外，有些回复写得太复杂了，
没办法确定想表达问题。这一类的回复被
分类为“找不到问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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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整理了最新的FOIA回应中给出的
245个案例回复，并输入一个Excel表格，
文件名是“I-829 cumulative Excel 
8.28.14.xslx”。笔者保留了之前的FOIA回
应中给出的509个案例回复（三次回应分
别包含了167，302和40个案例回复），并
且把这些案例也并入了这个Excel表格。
最后，笔者综合了这四次信息公开要求得
到的数据，以展示USCIS至今表现出的审
核倾向。笔者使用了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
视图以用图表形式反映该倾向，下文中会
提到。

结果与分析
第四次FOIA资料

在最新通过FOIA所收回的资料中USCIS
给出的I-829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中非常
有代表性地明确了以下问题之一或更多：
创造就业，维持投资，资金返还，多重疑
问，重大变化和商业计划。最新的FOIA
中没有提到累积信托问题。创造就业问题
的高频出现反映了USCIS的某种倾向。结
合上文提到的EB-5项目的目标，这一点并
不令人意外。

最新的FOIA回应分析的案例中，34%的
案例包含创造就业问题，61%的案例包含
维持投资问题，6%的案例中包含资金返
还问题，29%的案例中包含多重疑问问
题，少于5%的案例中包含其他问题。

一些案例包含了多种问题类型。当I-9
表或其他雇佣证明证据不充分时，创造就
业问题就会出现。在一些案例中，弄虚作
假或者疑似弄虚作假同样是个问题。这不
奇怪。USCIS的监察官Maria Odom曾
说，“EB-5项目的健全性是至关重要的，
相关机构应当使用现有的USCIS欺诈检查
和国家安全资源去确认是否存在作假问题
并采取行动。”

USCIS的I-829申请补件通知倾向于要求
补充以下证据以证明投资人在一家经营中
的创造就业的企业中维持了投资：

• 联邦所得税表（以及所有附表），利润
表，资产负债表（附上任何可以提供的
财务报表）（有时USCIS要求提供有公
司签章、经美国国税局核证的纳税单复
印件或者美国国税局给出的有原始日期
盖章的电子打印单），包括所有合伙人
的K-1表；

• 市级、县级、州级、或联邦级别的营业
执照；

• 账单（通常要求“最新的”）；

• 营业税纳税单；

• 企业自州政府或同等/类似机构得到的经
营许可证明，或证明企业不需要此类许
可；

• 能够反映收支报告表或联邦/州公司所得
税表中报告的销售总额的主要销售发
票；

• 租约文件，如有转租，需要提供追溯到
最初租约过程中牵涉到的所有文件；

• 商务楼的楼层分布图，反映企业独占使
用的空间；

• 企业支出的账户明细，需要显示出日
期、数额、收款人的身份证明和付款原
因。可以是银行对账单、现金支出簿、
相关总账的明细和其他财务记录；

• 银行对账单，发票和/或收据，合同文
件，和同期营业执照；

• 所有房产：用以获取资产和证明所有权
的监管文件，要求该文件可在县级档案
机构查询到公开记录；

• 对美国公民而言：带照片的出生公证，
入籍公证，或美国护照的个人信息页；

项目的内景和外景照片，需要显示出在
大楼上或大楼内放置的公司商标、徽章
或其他标志；彩色照片，需要能够清楚
看见有设备、货物、产品、雇员在其中
的生产车间、仓库、办公室或其他空间
的内景和外景（两者都需要）。如果是
共用空间，需要指出共用空间的其他组
织，并标明谁使用的是哪部分空间；

• 资产：为项目使用需要而购买的主要资
产的相关文件，包括发票、销售收据、
可以识别资产、购买成本、购买日期以
及购买主体的购买合同；

• 招聘广告，和招聘工作的相关文件；

• 银行对账单，需要显示出企业的美国账
户存款余额；

• 企业使用的所有从海外交易得到的资产
证明文件，包括美国海关的商业物品入
境文件、提货单、运输保险单，需要包
含所有权信息和充分的能够确认资产情
况和其公允市场价值的信息；

• 以股权交易形式转入企业或将要转入企
业的资金证明文件；

• 申请人个人主要承担负债责任的资产的
担保借款证明文件。

USCIS通常要求递交以下文件以证明直接
的创造就业：

• 对永久居民而言：有效绿卡的复印件，
回美证，最近的I-485批准通知，有效期

•

内的I-551章以及护照的移民签证页与带
有照片的个人信息页；

• 对已获批准暂缓驱逐出境的外籍人士而
言：移民法官同意暂缓驱逐出境判决书
的复印件（或，表面上，取消驱逐）；

•

对难民或灾民而言：I-571难民旅行证件
的资料页和照片页。如未收到该证件，
则递交在入境美国时个人护照上加盖的
难民或灾民认证戳记（同时附上护照的
资料页/照片页）；

• 州季度工资报告；

• 企业雇佣的每位雇员的I-9表。注
意，I-9表需要由雇员和雇主代表正确
完整地填写、签名并签署日期；

• 美国国税局941表；

• 联邦纳税单；

• 每位雇员的W-2表或W-3表；

• 如有可能，请提供电子身份认证系统(E-
Verify)的核查报告。

在I-829补件通知中，关于创造就
业，USCIS经常用到以下这段陈述：

USCIS明白，不应期望雇主能够绝对
肯定地知道一份文件是否真实有效。
不过，在向USCIS递交申请并希望之后
能为外籍人士谋求移民许可时，雇主
应当遵循适用的指导规则，来确认为
谋求相关移民许可递交的证明文件是
否满足了授权给出相关移民许可的监
管要求。在上述的情况中，与申请一
起提供的信息没有满足EB-5要求。

为合格雇员创造10个全职工作是一项
需要被满足的要求。雇佣非合格雇
员，和/或以弄虚作假的方式获取相关
证明，都无法满足通过投资创造10个
全职工作或雇佣合格雇员的要求。因
此，尽管并不强制要求雇主使用电子
身份认证系统来确认想要雇佣的雇员
的身份，但如果雇主想要向USCIS递交
申请并为某个个人谋求移民许可的
话，那么最好确认一下雇佣行为表现
出的事实证据和之后向USCIS递交的申
请都符合EB-5指导规则。

在I-829审核中，USCIS会例行公事地检
查多个以下列出的数据库：

• 国务卿国家数据库，显示企业注册情
况。有时有些企业会无法维持注册，
USCIS称，这种情况将导致申请人无法
证明他足够客观充分地满足了资金投资
要求并维持其投资，因为新企业已无权
在美国经营。因此，投资人在递交
I-829表前，应当确认企业注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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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搜索一下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关网
页不作强制要求，但USCIS提醒，如果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大量营销是商业计
划的一部分，那么企业网站的缺失将导
致信用评价下降。

• USCIS记录中有关企业用于计算就业创
造全职雇员的永久居民身份或者其他移
民身份的记录。

第四次FOIA资料中提及的
个人信息请求与其他问题

2013年签发的大量I-829补件通知和拒签
通知提出了一个问题：申请人无法提供更
新的个人信息。这些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
针对的是集体诉讼Chang案例中涉及的投
资人。1998年上诉的Chang案例质疑了当
时移民局和入籍服务处对EB-5投资人的做
法——追溯地应用了移民局的新政策。第
九巡回法院在2003年作出的判决中说移民
局不能把新出台的EB-5解释追溯地运用到
已经取得条件居民身份的投资人身
上。Chang案例最终在十五年后，即2013
年3月，达成了和解。和解协议规定有关
集体诉讼涉及对象要获得I-829批准必须
先满足某些特定条件，包括更新个人犯罪
和国家安全背景调查信息。如果集体诉讼
Chang案例涉及对象无法提供这些信息，
那么将收到补件通知，再然后，将收到拒

签通知。在笔者看来，与Chang案例相关
的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是一个单独事件，
和分析I-829的普遍趋势不存在关联。

有点令人惊讶的是，最近一批I-829补件
通知和拒签通知中，维持投资问题的出现
频率有所上升。不过，通常没有太多的信
息可以解释为什么该问题会在某个具体的
案例中出现。许多补件通知仅仅只是套用
了模板文件，要求补充额外信息，比如更
新的K-1年表。

如果在I-829申请正被审核时，申请人已
经是非条件永久居民身份，那么会产生多
重疑问问题。在一些此类案例中，EB-5投
资人投资了一个陷入困难的EB-5项目，然
后取回了资金，又投资了第二个EB-5项
目。之后，申请人借第二个项目获批了
I-829申请。但是，很显然，申请人没有
撤回第一份I-829申请。

历史累计分析
本系列文章先后分析了754份USCIS回

应，时间跨度为六年，自2008年起到2014
年早期。在之前的文章中，最普遍的问题
总体上说是创造就业。在笔者回顾到的
I-829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中，有34%的
I-829补件通知和拒签通知中出现了创造
就业问题。尽管每年创造就业问题所占的
比例都在浮动，除了2013年外，创造就业

问题始终是最普遍的问题。大多数就业创
造问题都是由确定雇佣人员身份引起的。
尤其是，USCIS特别重视I-9表、外国人注
册号码、出生公证、护照、I-551卡和其
他证明雇佣行为合格的证明文件的审核。
为了EB-5从业者和潜在投资人获得最大利
益，最好保留准确的记录，并提交尽可能
充分的、支持力度强的证明文件，以避免
补件通知。类似地，USCIS会例行公事地
通过计算全职工资（使用按每周最低工作
时间计算的州最低工资来定义全职工资）
并把得出的工资数据和申请人给出的证明
文件中的工资数据比较来抽查该职位到底
是全职还是兼职。

第二普遍的问题是维持投资问题。如果
投资在整个条件居留两年期内没有一直维
持，或者维持投资的证明文件不够充分，
那么维持投资问题就会出现。

其他所有问题（多重疑问问题、重大变
化问题、商业计划问题、资金返还问题、
累积信托问题和“找不到问题”问题）每年
都以差不多类似的比例出现。介于此类问
题的出现比例在这六年的754个案例中变
化很小，从统计学角度说，不太可能将这
些问题逐一区分出其重要性。

下页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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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总的来说，IIUSA的四次FOIA信息公开

要求使得754份USCIS给出的I-829补件通
知和拒签通知被分类整理。尽管有些年份
相比其他年份而言样本数较少，这四次
FOIA解释涉及的六年里，USCIS表现出的
倾向还是保持了稳定。例如说，很明显
地，USCIS给出的I-829补件通知和拒签通
知中，最常出现的问题是创造就业。

考虑到EB-5项目的目的，USCIS十分重
视创造就业要求，这是非常顺理成章
的。EB-5从业者和潜在投资人应当始终牢
记，USCIS很看重健全性和对弄虚作假行
为的搜查，尤其是在确认雇用行为是否合
格时。类似地，维持投资问题一直是第二
普遍的问题。

不过，USCIS现在的倾向可能和笔者在
数据中推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最新的
FOIA回应中包括了近到2014年1月的案
例。但是，自2014年1月之后，USCIS又批
准了超过800份I-829申请，拒签了将近100
份I-829申请。另外，到2014年6月30
日，USCIS还有将近1,800份I-829申请未处
理。因此，笔者分析的754个案例对
USCIS的EB-5 I-829审核来说，还是只触及
了表面，尤其是，笔者缺乏投资人对补件
通知的后续回复的相关信息。不过，这些
回应还是揭示了USCIS在EB-5 I-829审核中
表现出的倾向的一小部分。 ■

属于您的广告位置
1/4 版广告: 一期￥1,800 | 全年四期￥6,600

更多详情，请联系info@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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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D THOMAS 
副执行总裁，NES 
FINANCIAL

E B - 5项目对美
国开发者和
企业家来说

是一种十分有吸引力

I-829批准的要求包括：

• 及时递交I-829申请。USCIS要求申请人
在其条件居留两年期的结束日之前的九
十天内递交I-829申请。注意，条件居留
期的开始日以入境日计算，而不是以
I-526批准日计算。

• 表明I-526申请中描述的新企业已经被创
造的证据。

• 表明所需资金已全额投资（例如，目标
就业区所属的项目需要投资$500,000）
的证据。

• 表明投资在条件居留两年期内始终是风
险投资，且使用目的是为了创造就业的
证据。

• 表明投资创造了（或在一段合理时间内
将创造）十个全职工作的证据。

   对EB-5项目方来说，把这些准备妥当
是非要重要的。只有投资人成功实现了他
们的最初目标——即获得I-829批准，项目
方、以及整个EB-5项目才算成功。从投资
人的角度说，风险是巨大的。递交I-829
申请时，投资人及其家庭已经在美国安家
了，而一旦有什么糟糕情况出现，投资人
甚至没有上诉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
会直接进入递解出境的听证会程序。成功

获得I-829批准是所有EB-5利益相关者的
关键目标。  

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说，“不
做准备，就是在准备失败。”为了达到最
高的I-829批准率，启动EB-5项目的时候
就要开始准备I-829申请。

EB-5项目方应当询问他们的移民律师，
确认哪些是他们准备在I-829申请中给出
的数据以及重要证据。以下表格给出了一
些可用的证据范例。

I-829要求 证据
新企业已建立 • 可佐证企业已建立的企业文件或企业注册状况良好的证明

• 联邦所得税纳税单
• 向投资人提供的更新信息
• 新企业的银行对账单
• 总结了投资人和投资资金流向完整清单的月度报告、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

已全额投资 • 投资人的联系信息和认证情况
• 最新的OFAC状态
• 银行账户号码
• 账户的余额明细表，包括可用资金
• 所有显示资金流入和流出监管账户和新企业账户的账户活动记录
• 电汇收据（流入和流出）
• 已执行的认购协议
• 季度报表和年度报表

全额投资始终处于风险之下 • 所有显示投资人向新企业投资和撤资、向创造就业的实体投资的账户
活动记录

• 说明个人投资者账户状态的常规明细
• 往来账户进展报告
• 总结了所有项目阶段里资金动向的为每个投资人量身定制的审计跟踪

创造了十个全职工作 • 显示资金已被应用到项目中去的发票和收据
• 显示付款记录的新企业月度银行对账单
• 纳税记录
• I-9表（就业资格审查表）
• 工资单

为递交I-829申请做准备从
来都不会为时过早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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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来源，但它首先是一种移民项目。
外国投资人考虑在该项目中投资的原始动
机是想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最终目标
是获取无条件限制的绿卡。想要达成此最
终目标，需要获得I-829（投资人申请移
除条件的申请表）批准。 很不幸，在考虑以上信息时，证据的来

源、格式、时间和复杂程度的不同都让事
情变得极具挑战性。从开始时就寻求技术
解答在本问题上是个不错的方案。

下页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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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用技术解答方案时，有一些考虑非
常重要，包括：

1. 规模可扩展：解决方案从项目开始时就
应是有成本效益的。理想地说，解决方
案需要花费的成本不全是开始时就得考
虑的，但取而代之的是，规模会随着投
资人数量增长而变大，这是需要开始时
就考虑的。

2. 开始做、如何做、继续做，都要慢慢
来：EB-5审核标准和审核政策一直在不
断演变，而个人投资者实现移民的整个
过程要持续多年。无论在开始时选择什
么方案，都要不断调整，以和EB-5要求
保持一致。

3. 从不同来源获取和保存信息的能力：需
要追踪和保存的信息不全是从一个地方
来的。金融信息一般来自银行，在大多
数案例中，还是来自多个银行。另一方
面，佐证企业已建立的证明文件、会计
记录等等都来自完全不同的来源。这些
信息需要被整合，以准备一个综合性的
有望被批准的I-829申请。

4. 保存和检索不同格式的信息的能力：申
请所需的一系列完整信息会包括数据、
文本文件、图片等格式。

5. EB-5特别追踪与报告：需要提交证据表
明每位个人投资者已经满足了创造就业
要求，是一项独特的EB-5要求，这在其
他传统资金追踪解答中是找不到的。相
比采用非EB-5工具，选择一种可以满足
独特的EB-5要求的解决方案，长期来
说，将会是更具成本效益的，也是更有
效率的。

6. 安全性与透明度：追踪和保存的信息是
高度机密的，任何解决方式都必须在不
牺牲安全性的情况下满足透明度要求。

 在项目开始时未能按照正式流程和解
决方案追踪和保存所需I-829证据的项目方
发现他们在最后时刻乱成一团。过去这么
做也许能成功申请，但无疑是一种花费昂
贵又风险很高的方案。介于最近几年I-526
申请的数量急剧增长，可以预见，在接下
来的几年里将递交的I-829申请的数量也会
随之滔滔不绝。用太过随意的解决方案去

准备此I-829申请潮会给这个行业带
来负面影响，还会对投资人造成毁
灭性的后果。现在就开始准备很关
键。以后，从项目启动时就开始准
备会是最佳选择。 ■

写作本文时，参考了Susan L. Pilcher 
和 Elsic Hui Arias的“准备I-829申请实
践指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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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版广告: 一期￥3,300 | 全年四期￥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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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LSIE HUI ARIAS
合伙人, STONE GRZEGOREK & GONZALEZ LLP

为 某个新企业(NCE)争取到最开始
的I-526批准对一个区域中心来
说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而对个人的EB-5投资人来说，为了移除条
件而争取到I-829批准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移民的最终目标——因为I-829批准授
权投资人的整个家庭能够永久居留美国。
相反，I-829被拒签会导致居留权的终
止，接着，就是驱逐出境。这是一场豪
赌，移除条件的过程伴随着巨大风险。从
笔者公司成功帮助了来自各个新企业的
1000多位EB-5投资人顺利移除条件的经历
看，在EB-5融资初期，区域中心也一并参
与，一同仔细地计划如何移除条件，是十
分必要的。必须预先作出考虑，正确理解
USCIS审核I-829申请的要求，在创造就业
上监控好重大事项，记录好创造就业的整
个进程，请专业移民律师给予指导，弄清
在经常变化的商业环境下如何把I-829申
请制作好。本文为区域中心综述了I-829
申请的法律要求和管控要求，并提供实践
指南，指导区域中心处理在移除条件过程
中可能遇到的挑战性问题。

一般流程

为了去除永久居民身份中的条件限
制，EB-5投资人必须在其条件居留两年期
结束日之前的九十天内里，向USCIS提交
I-829申请表。未能及时提交I-829申请
表，只能解释说，“有正当理由，这是个
意外情况”。在递交I829时已经与主申请
人离婚的配偶，以及在有条件绿卡期间结
婚的小孩，可以与主申请人一起，也可以
分别各自提交I-829申请，以移除条件。
同样，如果投资人死亡，其遗孀和小孩也
可以提交I-829申请。

核，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可以利用信息传
递系统(InfoPass)与当地USCIS区级办事处
约谈，领取I-551戳记。

递交I-829申请后，USCIS会给主申请人
寄出收件通知，并给副申请人寄出核准通
知，表明条件居民身份自动延长一年（或
延长到I-829审核有结果时）。该通知同
样可以作为旅行证件，使投资人及其家庭
成员可以以条件居民身份出游和返回美
国。如果I-829申请超过一年还未得到审

在递交I-829申请时，投资人和副申请人
不需要身在美国境内，但在I-829申请递
交后的大约30-60天内，他们需要到USCIS
申请支持中心打指模，所以需要好好协调
旅行计划。打指模可以确认申请人是否曾
被逮捕或犯过罪。如有任何逮捕或犯罪记
录，投资人的移民律师应当对此仔细评
估，确认是否会造成驱逐出境的后果。如
果申请人有指控在身，USCIS会暂缓I-829
批准，直到刑事诉讼得出判决结果。

同时，在某些案例中，USCIS也会把投
资人的旅行记录当成I-829的一部分审
核，并且调查投资人是否长期出境远离美
国，以此判断投资人是否放弃了居民身
份。

移除条件申请想要获得批准，必须满足
三项要求：投资资本、维持投资、和创造
就业。这些要求会被依次审核。

投资资本

监管I-829申请的法律法规均要求EB-5投
资人出示其在新企业中“已投资或正在积
极投资所需资金”的证据。不过，一般来
说，USCIS希望全部所需资金已投资在新
企业中。可以证明EB-5投资人已完成投资
的证明文件通常包括与I-526申请中提交
的证明文件类似的文件，如显示出投资人
直接向新企业打款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和
显示出相应的新企业收到打款的企业银行
对账单。如果最初使用监管账户储存投资
人的EB-5资金，直到相应条件满足才向新
企业释放资金（比如I-526申请批准）的
话，那么也可以出示银行记录，以证明每
个投资人的EB-5投资已经事实上从监管账
户释放到了新企业的账户中。

由于所有案例中都需要打指模，因此需
要注意，USCIS可能会把是否有逮捕或犯
罪记录与投资人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联系
在一起。如有负面证据出现，USCIS可能
会在I-526申请批准后重新审查投资人的资
金来源。在补件通知中，USCIS会对投资
资本是否是从非法途径得来提出疑问。

维持投资

法律法规也要求出示投资人维持了在新
企业中的投资的证据。此项要求重点关注
投资人是否维持了投资，也同样重点关注
新企业的经营维持情况。

在条件居留期间，投资人不能从新企业
中取出属于最低限额的EB-5投资资金的任
何一部分。这项禁令不表示投资人不能获
取利润分红。对合伙账户审计后，K-1表
十分有用，可以证明EB-5投资人的投资账
户中始终保有最低限额的资金。如果由于
非现金支出，比如折旧，导致投资账户中
的资金低于所要求的限额，可以提交一封
会计师说明信，以帮助解释EB-5投资人并
未取出属于最低限额的EB-5投资资金的任
何一部分。

EB-5投资人如何申请移除条
件：准备I-829申请的实践指南

I-829申请中同样需要表明新企业是一家
正在经营的企业。首先，I-829申请中应
当包括能证明新企业正持续经营的证明文
件，如，所得税纳税单、财务报表、和/
或近期的银行对账单。根据新企业的具体
情况，可能还要提交额外证明。例如，如
果新企业在建立时是以开发和运营一家酒
店为目标，那么I-829申请中就需要包括
在酒店开发过程中应用EB-5资金的事实、
和现在酒店建造成果和经营状态的证明文
件。再举一个常见例子，如果新企业的目
标是募集EB-5资金然后再贷款给第三方
（称“借款人”），那么I-829申请中就需要
包括释放该资金的过程和借款人如何使用
该资金的证明文件。注意，USCIS并未给
出指南，因此无法获知USCIS如何看待借
款人向新企业提前还款，或者在这种情况
下，新企业在EB-5投资人的条件居留期内
是否应该重新部署还款流程。此类指南的
缺失尤其对如何看待美国国务院预期的中
国投资人签证排期倒退带来不少麻烦，也
将使新企业延长EB-5流程的总体时间框
架。

大约从2009年12月到2013年5月（USCIS
发布EB-5审核政策备忘录的日期），新企
业最初综合商业计划中的任何“重大变
化”都将导致I-829申请被拒签，要求EB-5
投资人重走流程，提交一个新的I-526申
请。幸运的是，2013年5月30日的政策备
忘录中，对于商业计划的改变，USCIS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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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一个自由度更高的政策。现在来说，
即使最初的综合商业计划发生了改
变，USCIS一样可以批准I-829申请，只要
这个商业计划的重大改变是在EB-5投资人
取得条件永久居民身份后发生的，并且其
I-829申请满足了其他所有审核要求——包
括充分创造就业。

单，如有可能，也要财务报表。如果是租
客就业，那么证明文件需要包括租赁执行
合同，表明租赁地点商务类型和雇员数量
的租赁声明书，还有能够表明为了不断吸
引租客所以仍在努力继续市场活动的证
据。如果经济学家分析中使用的输入值用
到了在职员工数量，那么工资单和I-9表
可以作为在职员工证明。

创造就业

USCIS解释了EB-5法律要求在所有I-829
审核中出示证据的规定：就业必须已被创
造或在一段合理期间内将要被创造。对牵
扯到很多EB-5投资人的新企业来说，要完
成这个证明任务是很复杂的，因为，每当
USCIS批准一个I-829申请，就要“消耗” 
EB-5项目创造的十个就业。因此，区域中
心要仔细追踪其所有EB-5投资人的条件居
留期和I-829申请递交期，这是至关重要
的第一要务。

其次，作为对I-829申请的审核和准备工
作的一部分，区域中心应当再次查看EB-5
投资人在新企业中达成的有关就业分配的
协议规定，划定时间线，以监管每个投资
人在一段具体时间内必须创造的就业的数
量，并提出一个策略，以帮助投资人确定
他们是不是能正常完成创造就业的要求。

再次，在准备创造就业的证明文件时，
区域中心需要重新回顾为I-526批准提供
的就业影响分析，并准备证据，以表明在
该就业影响分析中作出的假设已获实现。

区域中心在第一次I-829递交截止线前获
取并整理这些证明文件是非常必要的，这
样才能避免对那些需要立刻递交申请以获
得收件通知来延长居留权和获批旅行的
EB-5投资人造成延迟影响。同样，区域中
心也要提前计划，开发策略，应对任何可
能出现的问题。

创造就业的类型决定了需要提交的证明
文件的类型。当建设资金被消耗时，建设
阶段就业被创造，所以此类I-829申请需
要包括这些资金消耗的证据。证据可以包
括一份近期的具体显示出细节项目花费的
建设预算，发票样张，建设相关的图纸，
开发者确认资金消耗的证明书、和表明
项目已完成或将近完成的证明文件。

明I-829申请被拒签是合理的。在移民法
庭上，政府仅仅提交USCIS的I-829的拒签
通知是不够充分的；USCIS的拒签通知只
能表明申请人没有通过USCIS的证明要
求。尽管这块的法律还不够明晰，EB-5投
资人应该向移民法庭出示期后事项的有关
证据，比如额外的创造就业。移民法官有
权移除投资人居民身份的条件限制，也可
以选择再次拒签I-829申请并要求将投资
人及其家属驱逐出境。考虑到经营的实际情况，就业影响分析

中作出的假设很可能由于建设延期或者租
赁率较低等原因，无法根据原先定下的时
间线实现。USCIS会追踪某个新企业创造
就业的数量，和这个新企业的投资人中有
多少获得了I-829批准。如果投资人在他
所在新企业的创造就业已经满负荷之后提
出申请，USCIS会向投资人发出补件通
知。这些I-829案例能否成功获批，将取
决于一定合理时间内（比如某个季度）已
经创造的就业数量和额外的将要被创造的
就业数量。例如，某新企业投资了一个酒
店的开发，仅仅靠建设花费的证明文件，
就可以帮助大多数的EB-5投资人移除条
件，不需要证明经营期就业的证明文件。
另一方面，在创造就业分配方面排名末尾
的EB-5投资人可能要完全依靠准备以经营
收入形式表现出的酒店经营情况证明文件
来证明创造就业。

如果在I-829审核时就业还未被创造，
申请人必须强调，就业将被创造的时
间，“在一定合理时间内”。政策备忘录
规定了这一时间最长为自取得条件永久居
民身份之日起的三年。由于某新企业的
EB-5投资人通常在至少一至两年的延长期
后获准移民，而且这个延长期还会由于签
证排期倒退而进一步拖长，这个三年的截
止线对每个投资人来说意义都是不同的。
因此，准备申请的策略和辅助证明的证据
需要因人而易，根据投资人不同的I-829
申请提交时间和创造就业的证明做相应
调整。

如果I-829申请被拒签，还有
什么选择

运营阶段就业的证明取决于经济学家分
析中用来估算创造就业的输入值。例如，
如果就业取决于收入，那么证明文件就要
包括创造就业的企业(JCE)的所得税纳税

很不幸，对于那些不能满足移除
条件申请要求的EB5投资人来说，并
不存在极度困难或真实善意这样的豁
免理由。另外，I-829拒签后提出行政
上诉也不可行。例行公事地，现在USCIS
会在发出I-829拒信时附上“出庭通知”，
向移民法庭授予司法管辖权。政府承担举
证责任，需要向移民法官提供优势证据证

总结

当区域中心帮助想要移民的投资人最终
获得I-829批准后，一个家庭的移民梦——
成为无条件永久居民——由此实现。这表
明，区域中心要为其EB-5投资人的主要动
机服务。这对区域中心本身来说也是个成
功，是吸引更多潜在EB-5投资人的大好方
式。 ■

Elsie Hui Arias (elsie@sggimmigration.com) 是
在洛杉矶的Stone Grzegorek & Gonzalez LLP
的一位合伙人，也被加州律师公会认证为

移民法和国籍法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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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证明一个自然人是适格投资人的四
种非排他性或非强制性方法是：

(i) 收入验证法需要审查美国国税局
相关纳税单，并必须反映投资人最近两年
的收入情况，另外，需要投资人递交一份
书面声明，表明投资人在正常情况下今年
的收入水平也能达到相应标准，就能够被
认定为适格投资者； 

份书面声明，表明所有的负债信息都已公
开披露；

(ii) 净值验证法需要审查规则506(c) 
中列举的特定文件，文件内容所属时期为
此前的三个月，另外，需要投资人递交一

(iii) 同时使用收入和净值验证需要一
位规则506(c) 中列举的特定人士书面证明
在三个月前面，该投资人已被认可为适格
投资者；

(iv) 同时使用收入和净值验证需要一
位在规则506(c) 正式通过前已经购买过同
一证券发行者所发售的证券的现有投资
人，需要该投资人递交一份书面声明，表
明他在交易发生时已经满足适格投资人要
求。

基本原则证明法需要证券发行者证明自
己在每一位投资人及其交易的相关既定事
实背景下，采取了“合理的”步骤来做出客
观决定。使用基本原则证明法评估一位投
资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适格投资者时，规
则506(c) 指出，发行者需要考虑：(1) 投
资人的性质，以及投资人想要成为哪种类
型的适格投资者；(2) 发行者已知的投资
人信息的数量和类型；(3) 所发售证券的
性质，此类信息包括投资人在证券发售中
的参与方式和证券发售的时间期限（例
如，最低投资额）。

议：(1) 证券发行者应审查反映潜在投资
人最近两年收入情况的纳税单；并且(2) 
发行者应要求潜在投资人给出书面声明，
表明：(i) 反映其最近反应收入情况的纳
税单尚未准备好；(ii) 最近几年收入的数
额有多少；(iii) 根据收入要求，投资人的
相关收入能够充分证明投资人足够成为适
格投资者；(iv) 在正常情况下，投资人今
年的收入也能达到类似水平。

考虑到SEC机构融资监管部最近发布的
AI解释和此解释对于EB-5业界的重要性，
如果一位潜在投资人的收入证明并不是以
美元货币形式报告的，那么可以把所用货
币转换成美元，以证明投资人满足了收入
要求。把所用货币转换成美元的方式可以
使用收入当年年末的最后一个有效汇率，
也可以使用收入当年的年平均汇率。类似
地，如果一位潜在投资人的资本净值并不
是以美元货币形式报告的，那么也可以把
所用货币转换成美元，以证明投资人满足
了净值要求。

为了使证券发行者准备收入证明并选择
基本原则证明法进行客观认定时更便
捷，SEC机构融资监管部提供了以下建

SEC机构融资监管部进一步明确指出，
如果投资人并非美国纳税人，因此无法提
供美国国税局的纳税单以报告其收入，证
券发行者可能无法依靠其他国家的类似纳
税单来运用规则506(c)(2)(ii)(A) 中提及的
避风港收入验证法。关于这一点，SEC给
出的理由是，提供避风港收入验证法是鉴
于向美国国税局“对不实申报会进行高额
罚款”这一情况——其他国家的类似纳税
单并不能同样保证效果。不过，SEC机构
融资监管部也指出，证券发行者可以通过
审查其他国家的反映收入情况的纳税单，
来合理地满足原则基础收入证明的要求
（如果其他国家也存在“对不实申报会进
行高额罚款”这一情况）。

D条例下监管发售的EB-5证券及SEC新规解
释对适格投资人的影响分析 

ROBERT AHRENHOLZ
ESQ., PARTNER, KUTAK ROCK, LLP, DENVER, CO

下页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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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ZA MCKEE
ESQ., ASSOCIATE, KUTAK ROCK, LLP, CHICAGO

014年7月3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的机构融资监管部发布了关于
适格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的法
律解释和披露性说明（以下称为AI

解释）。对于EB-5利害关系者群体，AI解
释至关重要，因为它明确了一些非美籍人
士经常遇到的证明性事宜。

  自2012年起生效的创业企业融资法案要
求SEC通过法律来修订现行1933年证券法
案中的豁免注册相关条例，并创建能够允
许证券发行者不须注册便可集资的新豁免
条例。因此，D条例的规则506(c) 获得正
式通过，只要全部投资人是适格投资者，
且发行者按照一定合理程序验证了该资格
并满足D条例的其余要求，那么SEC在规
则506中规定的禁止在私募过程中运用大
范围募资和广告推广的禁令就得以解
除。D条例的规则501规定，“适格投资
者”包括满足以下任一要求的自然人：
(1) 此前两年每年的收入均超过
$200,000（或与配偶的共同收入合计超过
$300,000），且正常情况下今年的收入也
能达到类似水平（收入验证法）；或(2) 
（经SEC解释）单独持有或与配偶共同持
有的资本净值超过$1,000,000（净值验证
法）。发行者可以使用以下四种里面任何
一种非排他性避风港验证法或基本原则证
明法来验证其投资人是否为适格投资者。

为了达到净值验证法避风港的目
的，SEC机构融资监管部给出的指导意见
是：证券发行者不应使用非美国消费者报
告机构出具的具有类似功能的消费者报
告，但可以对该报告使用基本原则证明法
以证明投资人净值达标。如运用此方法，
则需要审查消费者报告并采取其他必要的
证明步骤确认投资人的负债信息，以证明
投资人满足净值要求。另外，SEC机构融
资监管部还指出，如果潜在投资人的征税
估值证明文件时间超过三个月以上，发行
者不应使用该征税估值进行资格认定。但
是，如果潜在投资人的最近征税估值表明
其净值（扣除负债后）充分超过了
$1,000,000的门槛线，则证券发行者可以
运用基本原则证明法证明投资人净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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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了达到本规定的目的，根据26 
U.S.C. §6203，“征税估值在会计记账中指
的是‘记录纳税人的负债情况’...当纳税人
需要‘自我评估’时确定征税估值。例如，
提交个人纳税申报单时，或，美国国税局
准备纳税单替代物时。”另外，征税估值
也可以包括税务机构给出的对某资产（例
如房产）价值的评估。

诚然，相比EB-5投资中更常用到的S条
例，AI解释与D条例相关程度更高，这
些澄清是与同期境内境外发售的证券都
息息相关的。同时，在大规模S条例募资
的情况中，这些澄清也可能与其他认定
相关，比如某证券发行者拥有500或更多
名非适格投资者，那么他是否需要根据
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的12(g) 条款规定进
行注册的问题。EB-5业界同样需要意识
到，SEC还起草了其他规定，虽然暂未生
效，但在将来会影响整个D条例，包括D
表格所需信息，递交D表格的时间，和递
交D表格的要求。这些草案正在进行着全
面讨论，有望在调整后实施，使得所有
在D条例下的募资更缜密、规范。■

Experience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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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已讨论的AI解释外，SEC机构
融资监管部还对净值认定办法给出了更详
细的通用指引。如某资产或某账户是由投
资人和除投资人配偶以外的另一人共同持
有，那么在计算该资产或该账户的净值
时，将按照投资人占有该资产或该账户的
份额进行计算。

AI解释强调了审查可靠文件的重要
性，并且在选择运用哪种方法来满足资
格认定要求上提供了更多灵活空间。由
于遵守此规则是发行者的责任，SEC机
构

融资监管部警告称，如果质疑某潜在投
资人是否符合适格投资者要求，那么证
券发行者必须采取额外行动，以证明潜
在投资人具备该资格，说明发行者履行
了进行合理验证的义务。

属于您的广告位置
1/2 版广告: 一期￥3,300 | 全年四期￥12,300

更多详情，请联系info@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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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验表明，小型企业的企业家和个
体经营者在EB-5资格认证上面临
着特殊挑战。许多投资人是在美

国以E-2条约投资身份经营小型企业之
后，再通过EB-5项目谋求永久居留权。此
类企业家在通过EB-5项目谋求的居民身份
时经常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他们
未能正确理解USCIS审核官眼中的投资定
义。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由独立EB-5投资
者或者多个投资者成立的新兴商业企业，
主张其本身将会雇佣足够人数的雇员；或
者在区域中心模式下的新兴企业会创造足
够的简介就业。企业家会发现，一个成功
的EB-5申请，需要重新评估公司的资本结
构，深入分析人员的雇佣，彻底翻查公司
的档案和记录。 对于和“增量投资”和增量
就业岗位创造相关的企业家常遇问题症
结，在S. Pilcher的“为企业家保留EB-5选
择权：创业顾问的战略思考”一文中有所
讨论，此文刊登在《投资者与企业家的移
民选择》（AILA 2014）上。

小型企业看上去更易令USCIS审核官提
高审查力度。大部分的小型企业投资人的
EB-5申请被拒都是因为审核官发现证明文
件互相矛盾。而后，审核官会抓住这一处
或几处不足之处，并用以推翻申请人的核
心主张。不足之处通常源于投资人错误的
假设和不严谨的记录留存。考虑到90%以
上的EB-5申请都是由区域中心模式下的新
兴商业企业投资人提交的，涉及更多的机
构参与，并拥有更高质量的证明材料和科
学的投资结构。因此，小型企业主的EB-5
申请，在递交USCIS前更应经过严苛的检
查。

近期行政上诉办公室(AAO)没有做出任
何可作为先例的决定，这使得企业家在准
备EB-5时面临着许多困难。笔者回顾了许
多AAO发布到USCIS网站上的决定。在
此，笔者总结了这些案例的关键之处。

投资的证据

在某案例中，申请人投资新兴商业企业
以开展家居用品批发业务。此案的主要问
题在于$30,250的股东借款，企业主声称他
用一笔$100,000的存款还清了借款。申请
人期望USCIS理解，这笔存款一部分用来
偿还借款，一部分作为股本投资——哪怕
各种证明材料十分混乱，包括股东会决
议，三套分账，但缺乏能够相互印证的公
司税纳记录。USCIS针对材料间“不一
致”提出疑问，但未得到解决。AAO同样
发现申请人未能提供足够材料证明，在一
笔$520,000的取款之后，其中一笔来自不
相关实体，一笔来自申请人的两笔均为
$520,000的存款，究竟哪一笔是申请人哪
一笔是不相关的实体偿还的。

在另一案例中，新兴商业企业是一家销
售畅销品牌二手车、并向顾客提供长期融
资的公司。企业主声称向新兴企业投资超
过$2,100,000的资金。由于证明材料不足
以说服AAO，使其认同“与其说是新兴企
业，不如说是申请人购买了该资产”的说
法，AAO拒绝将$489,000的“已购资产”算
作投资。AAO也提出，在一张新兴企业
所得税单中出现的$580,000的股东借款，
在没有证明显示后者已递交IRS且前者的
错误已经后者改正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的
用另一张所得税单来顶替。AAO还发
现，$1,200,000的“应收账款”不能算作投
资，因为它是一种“未分配利润”，无法被
认定为投资。最后，AAO认为，那些共
计超过$1,400,000的手写存款单复印件并
不可靠，因此该存款也无法被认定为申请
人的投资。

   如果要提交多次申请以修正前期错误的
话，企业家在此方面尤其需要小心谨慎。
这些修正申请可能毫无用处，反而会更加
凸显了材料不一致的问题。一位建立了一
家中餐馆的企业家提交了两份I-526申请
（之间间隔一年半），两份申请里的时间
划分和初期投资和投资总额存在不一致。
他的雇佣和居住历史也与其他提交给
USCIS的信息有矛盾，使得USCIS质疑他
关于经营运作新企业的陈述。AAO总结
称，这些未解决的不一致问题构成了有意
的误导性陈述，并警告说：“如发现失实
情况，将在未来涉及该企业家入境问题的
时候予以慎重考虑。”后果是，企业家会
被永久禁止入境美国，除非有身为美国公
民或合法居民的家庭成员提交充分证据表
明亲属有极度困难情况以争取豁免。

许多AAO决定表明，企业家需要被警
示，在USCIS审核小型企业案例时，什么
可能被认定为“虚假证据”。在某个案例
中，转租合同作为一项投资证据和商业经
营证据被提交。USCIS关注的是全部可租
面积（11,044平方英尺），而不是实际租
出面积（375平方英尺），并且USCIS也
指出，关于商业活动的实际位置（是在第
三层还是第四层），证明文件也存在矛
盾。面积不一致的问题使得USCIS要求实
地考察。AAO同意USCIS主任的意见，提
交错误转租文件构成了误导性陈述。

要注意到很多有投资证据问题的案子都
会有缺少合法资金来源证明文件的问题。
然而，我们承认资金来源最好单独去分
析。这方面有一篇可以参考的文章：E 
Arias写的“为EB-5投资人资金来源准备文
件——包括技巧与近期补件通知的趋势分
析”Immigration Options for Investors 
Entrepreneurs(AILA 2014)

教
育
/研
究

企业家案例表明EB-5资格认证
对小型企业存在挑战

风险资本
即便USCIS不质疑企业家有否投资，也

有其他障碍存在。某个案例牵涉了三位投
资人，他们合资为一个辅助生活设施的开
发、分期建设和经营管理提供投
资。USCIS拒签了申请，给出的理由是缺
乏证据，不能证明投资人满足了要求，向
新企业提供了$2,000,000的投资。AAO确
认说，有关这个投资的迟到的证据不能解
决在I-526申请提交时存在的资金来源不
可用问题。AAO同样表明，仅仅有购买
土地的签署合同、市场调查的名义花费，
都是不充分的商业活动，不能对EB-5资金
造成损失风险。最后，有限合伙企业承诺
在有限合伙人贡献资金的五年后返还资金
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资金返还（参见
Izummi先例），不能在提交申请之后在
合伙协议中对此项进行修改。

在另外一个案例中，新企业进口菲律宾
产品，分售遍布全美国，已经在美国经营
了九年，有少许利润，AAO认为申请人
的投资资本不是处于风险之下的。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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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就业

AAO提醒我们，一个可靠的综合商业计
划书如果能满足Ho先例的要求，那么就
是合理的、可信的。创造就业的计划不能
只是无证据的、一厢情愿的。在上文提过
的家居用品那个案例中，AAO表示，不
说明相关的市场竞争情况和对产品的需求
情况，只说雇佣17名职员的计划，这样是
不可信的。

有个案例是有关一个制造改善汽车性能
的汽车零件的制造商。在此案例
中，AAO发现了一个牵涉到投资以前就
存在的企业的EB-5案例的常见问题，即，
夸大了新创造的合格岗位的数量。企业家
需要非常明确地说明，在投资之前有多少
员工，在投资之后创造了多少新岗位，然
后，商业计划书必须清楚显示出在USCIS
批准I-526申请后的2.5年中有多少全职工
作将被创造。这意思是，如果商业计划书
预计创造18个全职岗位，而企业家认为，
投资之前就有8位员工，多了10个，就是
18个，这个想法是错误的。USCIS可能会
缩减已创造的岗位数量（因此总共创造的
岗位数量也会缩减），将这些岗位视为兼
职的或是雇了外国人，因此不能满足EB-5
的要求。

给出的理由是，企业家应当解释为什么一
个已经盈利的企业需要资本投入。这个原
理在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中也有详细解释。
在此案例中，新企业向亚洲出口海
参。AAO指出，经营活动已经有少许利
润，也没有扩展计划，没有表明EB-5投资
资金是要用来做什么的，总之，这个投资
是不处于风险之下的。AAO否决了为解
释未来创造就业提供的商业计划书，因为
该商业计划书缺乏雇佣员工的理
由。AAO同样对令人困惑的组织架构
图、职位头衔、职位描述和雇佣时间线表
示不屑一顾

企业家与区域中心

甚至，在上文提过的二手车案例中，就
好像投资人不知道EB-5法律要求，AAO
指出，雇佣申请人本身、其直系亲属、外
国人签证持有人、独立承揽人、兼职员工
都不能算满足要求。另外，除了上述要
求，雇员都要有证明文件，比如可靠的
I-9表和显示出工作了多少时间的工作记
录。

不是所有的与区域中心有关的EB-5案例

在区域中心批准信中，USCIS批准了什
么、不批准什么，是其他两个AAO给出
的案例触及的问题主体。在一个区域中心
案例中，EB-5资金投资了一家佛罗里达制
造商，AAO指出，区域中心修正案表明
投资重点在于制造钢框架大楼。申请人
称，I-526申请和区域中心修正案计划书
都是建立在相同的商业计划书和经济影响
分析上的。USCIS主任指出，商业计划书
有重大变化，但没有给出解释。AAO将
该案退回移民局，要求投资移民项目办公
室作出“初步评估，以确定记录中的商业
计划书、商业计划书附件、经济影响分析
是否适用遵从原则”。AAO表示，只有在
已经确定是否适用遵从原则后，才有必要
对重大变化作出评估。

都会牵涉到大量由很多个投资人投资的资
金，同时这些投资人在新企业经营中又很
少参与。偶尔地，企业家确实和区域中心
有往来。AAO发布的案例包含了一些以
区域中心为基础的、与小型企业相关的
EB-5申请。在某个案例中，新企业向酒精
胶枪的开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投
资，AAO称，估算创造就业必须以市场
估算和市场数据为基础，市场估算和市场
数据需要显示出创造就业的方法论的假设
是合情合理的。这份I-526申请依赖的商
业计划书和经济影响分析都是2012年的，
是在USCIS批准区域中心建立后的两年
多。由于申请人没有向AAO表明，上述
文件作为区域中心计划书的一部分经过了
USCIS的审查，AAO在2013年5月的EB-5
政策备忘录中引用并定论称，“US都会牵
涉到大量由很多个投资人投资的资CIS不
需要在此文件上采取遵从原则。”

在一个有类似结果的案例中，EB-5资金
投资了一家佛罗里达船坞，AAO在上诉
中是这么定义这件事的：如果USCIS在
2010年10月批准的区域中心计划书包含的
商业计划书是满足Ho先例标准的，“那么
该商业计划书和伴随的经济影响分析就可
以适用遵从原则。”申请人称，I-526申请
使用了区域中心计划书中一样的方法和乘
数。由于USCIS主任没有考虑遵从原则就
拒签了I-526申请，AAO将该案发回，要
求确认记录中的经济影响分析是否需要遵
守遵从原则。

这些有关遵从原则的决定令人想起另一
个与区域中心有关的案例。在该案例中，
先前USCIS“错误地”批准了一个区域中心
修正案，“错误地”批准了相关的I-526申请
（例，多重错误），这些错误是否可以作

为扼杀该项目的理由。这标志着区域中心
批准信20年演变的下一篇章。（想要了解
背景资料，可以看L. Stone的“区域中心批
准趋势”(RCBJ, 2013年5月)；S. Lazicki
的“2013区域中心批准信”(RCBJ, 2014年6
月)）区域中心批准信在某种程度上约束
着USCIS审核官对I-526申请的审核，也制
约着USCIS遵从原则政策的言语表达，是
为了忽视那些边界近乎无限的错误和重大
改变情况。USCIS正大步伐地将其区域中
心批准信正规化。不过，把区域中心批准
信分成两类，一类针对假想项目，另一类
针对实际项目，并没有回答这些批准信遗
留的问题。除非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主
要EB-5项目的孤单的企业家和可怜的投资
人可能还是要就区域中心批准信是否具有
可预测性这一点和USCIS长期作战。 ■

Lincoln Stone 和 Taiyyeba Safri Skomra是
STONE GRZEGOREK & GONZALES移民律
所的同事，www.sggimmigration.com，位于
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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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输出模型 
BY PAUL SCHEUREN 
首席经济学家 
IMPACT DATASOURCE, 
LLC.

2 014年7月3
日，美国劳工
统计局(BEA)
，宣布，将于2015年

公布改良版区域输
入输出模型，取代

旧版(RIMS II)。在对RIMS II的命运和停
用RIMS II将会对EB-5行业产生何种影响
揣测了将近一年之后，这一新闻终于落
槌定音。

去年，由于预算缩减，BEA宣布停止
对RIMS II的更新。BEA新的改良模型更

RIMS II模型是一个普及度很高的
输入输出模型，有许多EB-5经济学
家使用，用该模型证明的区域中心
投资项目的非直接创造就业也长期
被USCIS认可。在BEA宣布明年将提
供一个改良模型后，EB-5经济学家
选择多样，既有来自BEA的经济模
型，也有来自私人的模型，比如
IMPLAN, Redyn和REMI。 ■

新频率也会降低，以为当局节省成本，
使其可以继续提供区域经济影响乘数。

Experience Matters

属于您的广告位置
1/2 版广告: 一期￥3,300 | 全年四期￥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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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EE LI
IIUSA政策分析师

E B-5签证使用数
据表明EB-5投
资项目创造了

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使得美国社区在不花
纳税人钱的情况下在

经济发展上广开门户。另外，EB-5项目给
外国企业家提供了圆梦的机会，他们想要
带挚爱之人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经济的贡
献者，并为此感到自豪。

    根据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给出的年
度报告，在2003财政年，仅有45个EB-5签
证被颁发。然而，十年之后，这个数字
大幅上升到8,564个，增长率达到惊人的

18,931%。另外，从2010财政年到2013财
政年，EB-5签证使用的年增长率是72%，
这表明，EB-5项目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创造
就业是茁壮增长的。根据2012年由IIUSA
发布的经济影响报告，在2012财政
年，EB-5项目给美国GDP贡献了33.9亿美
元，给美国社区创造了超过42,000个就业
机会，相比2011财政年报告中给出的年度
影响力成果，增长了两倍有余。

新的签证配额政策，也需要永久授权，这
样才能守住诺言，继续为美国促进经济发
展和创造就业。就像Bill Gates，Warren 
Buffett，Sheldon Adelson在纽约时报专栏
中说的那样，“想在美国投资和创造就业
的人，值得美国政府给他们如此做的机
会。”

EB-5签证数据与
市场多样化

Figure 1: Number of EB-5 Visa Issued b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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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享受着EB-5项目的巨大成功和它
带来的重大经济发展，同时，EB-5项目
也逐渐逼近了它的10,000个年度签证数量
配额。如图表1所示，拨给EB-5项目的整
个签证配额在2013财政年使用了86%。然
而，随着I-526批准的不断增多，10,000个
EB-5签证年度配额已经难以满足该项目
投资人激烈增长的需求。EB-5项目需要

此外，2014年8月23日，美国国务院宣
布，2014财政年剩余的EB-5签证配额将不
适用于中国投资人。如图表2所示，自
2006财政年起，中国大陆的EB-5投资市场
取得了长足发展。在2008财政年，中国大
陆超过韩国，成为拥有数量最多的EB-5签
证持有人的国家。另外，自2011财政年
起，中国大陆投资人成为了整个EB-5签证
使用的主体（占比超过50%）。在2013财
政年，大约6,900名中国EB-5投资人获发
签证，占该财政年EB-5签证的8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58 54 45 66 162 502 793 1,443 4,218 1,885 3,463 7,641 8,564EB-5签证发放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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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美国国务院放出的EB-5签证配额（2006-2013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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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4年10月1日的到来——这意味着
2015财政年的开始，EB-5签证重新适用于中
国投资人。尽管如此，对中国投资人可能到
来的签证排期倒退仍然表明，美国市场需要
EB-5投资来源的多样化。图表3显示了从2006
财政年到2013财政年，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其
他拥有数量最多的EB-5签证持有人的前十名
国家，在签证配额上所占的比例。在该时期
内，3,660名韩国投资人获发EB-5签证，是提
供EB-5投资的第二大国，占除中国大陆以外
的签发给其他国家的EB-5签证总量的37%。
同时，在过去的七个财政年中，英国和台湾
是其他两大市场，拥有超过800名EB-5签证持
有人。

除了这些提供了大量EB-5资金的大型投
资者市场以外，也有一些其他的新兴市
场，值得EB-5行业利益相关者注意。如图
表5B所示，过去六年里，在EB-5签证使用
上，墨西哥呈现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
为77%。从2006财政年到2013财政年，印
度、日本、俄罗斯都呈增长态势，都拥有
超过250名EB-5投资人。另外，从2006财

政年到2013财政年，印度获批大约200份
I-526申请，位列全球EB-5投资市场的第
四位。

EB-5签证使用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大量证
据，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EB-5项
目不仅使美国社区的经济发展广开门户，
也让外国投资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给他
们的家庭提供更优质的生活，成为美国经
济贡献者的其中一员。

以下图表展示了从2006财政年到2013财
政年的EB-5签证使用情况，也阐释了全球
位列前茅的和不断增长的拥有大量EB-5投
资人的国家。 ■

Figure 2: Number of EB-5 Visa Issued to Chinese Investors Comparing to Investors from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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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63 110 360 1,979 772 2,408 6,124 6,895

439 683 1,083 2,239 1,113 1,055 1,517 1,669

发给其他国家的EB-5签证数目

发给中国大陆的EB-5签证数量

发给中国大陆的EB-5签证占总配额的比例 12.5% 13.9% 24.9% 46.9% 41.0% 69.5% 80.1%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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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其他国家投资人相比，中国投资人使用的EB-5签证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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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otal Number of I-526 Approvals and EB-5 Visa Issued by Investor 's Coutry of 

Figure 3: Percentages of EB-5 Visa Issued by Investor's Country of 
Birth (Other than Mainland China) From FY2006 to F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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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以投资人出生地为分类依据的I-526批准及发出的EB-5签证数量总计（2006-2013财年）

图表3：以投资人出生地为分类依据的EB-5签证配额使用比例（2006-2013财年，中国大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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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B: Trends of EB-5 Visa Usages By Investor's Country of Birth

Figure 5A: Trends of EB-5 Visa Usages By Investor's Country of Birth
(FY2006-2013)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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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A：以投资人出生地为分类依据的EB-5签证配额使用比例（2006-2013财年）

图表5B：以投资人出生地为分类依据的EB-5签证配额使用比例（2006-2013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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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最多的国家或地区排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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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C: Trends of EB-5 Visa Usages By Investor's Country of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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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过去在线研讨会视频

EB-5倡议年会演讲视频

EB-5数据&报告

指引你了解EB-5的法宝！ 
通过IIUSA网站购买，只需$650 （II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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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C：以投资人出生地为分类依据的EB-5签证配额使用比例（2006-2013财年）

市场多样性 - 除中国大陆外，EB-5签证
使用量最多的国家或地区排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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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宁 
上海德美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
IIUSA国际部主任

今 年的厦门投
洽会圆满落
幕，我们感

谢我们的合作伙伴福建省出入境行业协会
和华南美国商会的全力合作，使得这次的
会议举办得圆满而充实。

什么是CIFIT？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CIFIT），
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投资性贸易展会，于每
年9月在中国厦门举行。CIFIT就像一个小
型世博会，有超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
台通过向世人展示他们各自的投资环境、
政策与项目以期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在
2013年，CIFIT吸引了来自120多个国家与
地区超过16000名与会者，以及超过600位
政府机构、商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人员。今
年的CIFIT比去年举办得更为成功，参与
人员的热情和积极让炎热的厦门更是火了
一把。

从2013年初起，IIUSA与华南美国商会
紧密合作，与战略伙伴（出入境协会，美
国商业服务部等）建立并加强了重要的关
系，招募了新的移民中介会员以及进行
EB-5项目的培训。除了共同承办美国展
区，IIUSA与华南美国商会还会在传媒方
面合作，将各领域的合作方号召到一起，
通过EB-5区域中心项目加深中美两国的经
济纽带。从今年3月开始，IIUSA就与福建
协会、华南美国商会着手进行CIFIT的筹
备工作，今年的IIUSA/中国出入境机构代
表团一共有超过230位成员，包括区域中
心、项目方、律师、经济学家、媒体等
等，举办了9月7日的中美投资移民高峰论
坛中秋节欢迎晚宴、9月8日的中美投资移
民研讨行业交流会、9月9日的美国EB5投
资移民热点解读和9月8日IIUSA董事与各
出入境行业协会领导的午餐会等等。

简而言之，CIFIT是全中国最为盛大的官
方投资贸易展会，中国是EB-5最为重要的
市场，投资额占到了所有EB-5投资总额的
80%以上。CIFIT是一个向全球投资人展
示、建立联系并创造长久合作关系的理想
平台。除了项目展示、交际和鸡尾酒接待
会，IIUSA还会为投资者以及移民中介举
办一场EB-5的研讨会，介绍其对行业发展
做出的承诺以及建立的共识。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厦门是一
座“海上花园”。岛、礁、岩、寺、花、木
相互映衬，四季如春的气候更为海的魅力
锦上添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水环
绕、沙滩广阔，在中秋佳节之际，IIUSA 
携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这座风姿绰约的海
上花园，在这里叙写了一段丰富而难忘的
历史。

IIUSA代表团受邀出席了华南美国商会
的CIFIT新闻发布会，共同预祝此次盛会
的圆满举办。
由于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为了表示对大家
的欢迎与感谢，IIUSA与福建省出入境协
会共同举办了中美CIFIT代表团欢迎晚
宴。晚宴由IIUSA执行董事Peter Joseph和
国际部主任助理Iris Wu担任主持，中美代
表团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度过一个美好
的中秋月圆之夜。IIUSA很高兴的邀请到
了10家各个省市级行业协会的领导共襄盛
举，在晚宴期间，David Andersson代表
IIUSA, 卢清波会长代表福建协会分别给到
场出席晚宴的各个行业协会领导颁发了荣
誉奖状和纪念品，感谢各位领导的莅临，
从今年的华盛顿会议开始，IIUSA就和各
个行业协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为了
更好的共同维护EB5行业的健康发
展。IIUSA也感谢国际部主任马宁先生以
及上海德美律师事务所的贡献。同
时，IIUSA也诚意邀请大家来参加10月份
在旧金山举行的行业年会。伴随着皎洁的
月光，晚宴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结束。

2014年9月6日
厦门威斯汀酒店，IIUSA代表团的成员
们纷纷前来报到注册，领取证件，完成布
展，准备就绪，开启活力满满的厦门
CIFIT之旅。

2014年9月7日

IIUSA第二届年度贸易代表团：
第18届中国年度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CIFIT）

2014年9月6日至10日/中国厦门 国
际
视
角

The official ribbon cutting ceremony for the USA pavilion at the 18th Annual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CIFIT) on September 8, 2014 in Xiamen, China.

多边合作：IIUSA与华南美国商
会、福建省出入境行业协会

为何要参加CIFIT？

2014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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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USA代表团一早来到厦门国际会展中
心，参加第十八届国际贸易投资会开幕
式，隆重的开幕式之后，是美国展览馆的
开幕典礼暨剪彩仪式，拉开了美国馆展览
的序幕。30多家区域中心，将近500位参
会者，把美国馆展览会现场堵得水泄不
通。

2014年9月9日

会议开始，美国各州驻华中心会长邵宁
先生和他的政府代表团们为大家进行了简
短的讲话，IIUSA主席David Andersson先
生，执行董事Peter Joseph先生，国际部主
任马宁先生和福建协会卢清波会长为会议
作简短发言。中国各个行业协会代表介绍
了中国出入境政策和中国市场推广规则。
现任典范实务委员会主任代表Tina Hou向
大家介绍了典范实务委员会的具体工
作。IIUSA典范实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市场教育、项目质量监督、推行高道德和
诚信标准。

针对IIUSA会员，建议加强行业责任
感、专业和道德，从而加强大众对EB5行
业的信心。近几年，新获批的区域中心数
量迅速增长，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欺诈和
失败的项目，这也就凸显了典范实务存在
的重要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金
融业监管局等执法机构对EB5行业的监管
力度也在不断提升。2014年起，IIUSA典
范实务委员会启用了行业内行为道德规范
准则、行业内行为道德规范执行处罚条例
等。

对于今年剩下的几个月和明年的策略展
望，IIUSA典范实务委员会会进一步增加
市场透明度，加强项目发起方，投资管理
者、国外中介和国外投资人之间的清晰交
流，主要分为4个领域：公布国外中介典
范守则、公布证券经纪人典范操作守则、
美国证券局条例D/条例S-101白皮书、进
一步加强典范实务委员会和IIUSA其他委
员会的协作。同时，我们也想在中国的移
民中介中选出有资质的中介来作为典范实
务的典范。

IIUSA前任典范实务委员会主任Ron 
Klasko讲解了大家目前最关注的对于中国
大陆地区的签证配额和排期倒退。比如，
什么是EB5签证配额？一旦排期到来，有
多少投资人可以获得临时绿卡呢？签证配
额是在哪个阶段被分配的？对于中国大陆
的投资人来说，EB5签证配额用尽后，会
产生什么影响？国会原本预计中国大陆的
签证去年就会用尽，为什么去年没有产生
呢？如果出现签证排期倒退，中国的投资
人将会等待多久？面临超龄的孩子该怎么
做？美国国会设置的每年一万张EB5签证
配额，这个配额是针对个人，签证配额不
会影响I526的申请和审批，目前移民局官
网上显示的还是current，今年10月1日起
将开始新的财政年度的配额，所以目前来
讲，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是排期预计
会在2015年的5-7月发生，排期日会发生
在2012年的某一个日期，对于那些有超龄
孩子的家庭，就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
一旦发生排期，可能会对孩子的移民签证
产生影响。对于项目方来讲，排期拉长了
计算建筑就业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
始，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应对排期
的到来。

    IIUSA董事Tom Rosenfeld和IIUSA执行
董事Peter Joseph发表了对EB5立法更新的
讲话。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基本支持
EB5法案永久化，希望国会可以通过增加
配额，取消国别的限制等等来解决排期的
问题和使EB5法案永久化。对于近期媒体
对于EB5行业的一些报道，有很多是负面
的报道，这些负面报道会给国会议员洗
脑，从而影响国会议员对于EB5的印象，
对于法案的永久化是不利的，我们更需要
对于EB5项目进行严格的执法，杜绝项目
欺诈行为，打消媒体对于区域中心和项目
的质疑，提倡积极正面的报道。如何衡量
EB5在整个项目中的占比情况，移民局对
于TEA区域的划分鉴定，在项目推广过程
中的佣金分配，移民律师的利益冲突，对
于投资人的项目风险提示等等专业话题也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在会议的问答环节中，与会者也抓住难
得的机会，向场上的专家们热烈讨论，整
个会议历时3个多小时，满满的信息量充
实着每一位与会者，给EB5行业也注入了
专业的能量，这也是IIUSA举办此次内部
会议的目的之一。会议由IIUSA会员邹丹
丹女士和国际部主任马宁担任现场翻译。

重头戏仍然是下午的EB5行业热点解读，
此次会议对公众开放，IIUSA主席David 
Anderssson，执行董事Peter Joseph出席了
会议，IIUSA董事George Ekins,会员部主
任Kyle Walker，广东协会何伯宜会长，北
京协会陈育章会长，上海协会姚瑶会长和
福建协会卢清波会长分别发表了演讲。会
议由国际部主任马宁和IIUSA会员邹丹丹
担任主持及现场友情翻译。

CIFIT 2014 回顾
国
际
视
角

  下午，是IIUSA为此次参会者特意举办的
中美投资移民行业研讨交流会，会议由国
际部主任马宁和IIUSA会员Natalia Martinz
主持。

IIUSA会员广东协会副会长Rachel 
Zou 和IIUSA董事Tom Rosenfeld共同
对项目尽职调查和EB5中国市场发表
演讲，中国的市场饱和了吗？如何
避免风险项目？选择什么领域的项
目？如何做好项目的尽职调查？这
些内容，IIUSA在之前的华盛顿会议
上便以反复强调尽职调查的重要
性，IIUSA也会为EB5市场提供最大
的支持。会议的最后，IIUSA和福建
协会给华南美国商会赠与了证书，
以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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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个行业协会领导
的出席:

1. 卢清波福建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会长

2. 陈育章北京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会长

3. 齐立新北京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名誉会长

4. 姚瑶上海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会长

5. 曾守龙武汉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会长

6. 王宇重庆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会长

7. 张丹华辽宁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会长

8. 朱丹四川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会长

9. 陈雯雯浙江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副会长

10. 谢炎武广东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副会长

11. 裴忠毅山东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副会长

12. 常新北京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秘书长

13. 刘章为四川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秘书长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IIUSA代表团在厦门
满载而归，接下来，就是今年10月份在美
国旧金山举办的投资移民年会，预计会有

CIFIT 2014 回顾
国
际
视
角

700人出席，IIUSA也诚邀大家来到
旧金山参与盛会。明年4月，我们
计划在再次华盛顿召开2015年年会
并庆祝IIUSA成立十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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