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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案得到短期延长，国会认
识到EB-5区域中心在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角色并着眼于改革
“EB-5已创造实际效益”支持信
募集了超过875个签名，已递送
至国会
2015年第三季度媒体报道回顾
（七月至九月）
看看中国之外：EB-5新兴市场

EB-5项目趋势：哪些热门哪些非
热门？
从EB-5证券诉讼中学到的经验教
训
反洗钱法规与IIUSA会员
联邦商标注册资格
新USCIS数据表明，作为美国创
造就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
EB-5项目增长卓越
签证公告2.0及其影响，包括对
EB-5投资人的影响
IIUSA 2015 EB-5投资人市场报
告
新兴EB-5市场之星：印度、俄罗
斯、越南

记住这个日期

2016年4月20-22日

EB-5区域
经济发展
倡议会

为你，为美国

美国投资移民协会(IIUSA)诚挚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前往美国
首都，在2016年4月20-22日参加第九届年度EB-5区域经济发
展倡议会。
今年的会议将在繁华的万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
举办，我们对此非常自豪，该酒店竣工于2014年5月，
由EB-5投资协助。万豪酒店是华盛顿特区最大型
的酒店，在那里举行的会议将是一场EB-5
行业的基石性会议，富含草根倡议、
先进培训和商业发展机遇。

全年通行证
购买2016全年通行证(AAP)，专享超过75个小时时长的EB-5资料，包括在
线研讨会、座谈会演讲视频等。仅由IIUSA会员专享，全年通行证持有人将收到
额外的分析报告，都是从以EB-5数据和趋势为主的报告和原材料中得出的。

区域中心“数据追踪”报告，集中报告所有区域中心的年度I-924A递交情况、
区域中心批准情况、区域中心修改情况
I-829补件通知(RFE)/拒签通知的原始数据和报告（2011-2013）
对被终止的区域中心发出的有意终止通知书(NOITs)和最后终止通知书存档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区域中心开展执法行动的通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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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主席
K. David Andersson
（2010 – 至今）
Whatcom Opportunities
Regional Center
副主席
Robert C. Divine
（2010 – 至今）
Baker Donelson Bearman,
Caldwell & Berkowitz, PC

第3卷 第3刊 2015年10月

目 录
欢迎阅读

4

15

行业教育/研究分析

15

看看中国之外：EB-5新兴市场

18

EB-5项目趋势：哪些热门哪些非热

编者信

门？

IIUSA编委会名单
5

政策倡议

5

政府事务时间表

7

项目法案得到短期延长，国会认

21

从EB-5证券诉讼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25

反洗钱法规与IIUSA会员

30

联邦商标注册资格：在为区域中心命
名时，需要注意USCIS警告的另一

识到EB-5区域中心在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角色并着眼于改革

个原因
32

“EB-5已创造实际效益”支持

9

信募集了超过875个签名，已递
送至国会，敦促延期区域中心项
目法案
10

新USCIS数据表明，作为美国
创造就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
EB-5项目增长卓越

12

2015年第三季度媒体报道回顾

签证公告2.0及其影响，包括对
EB-5投资人的影响

38

国际视角

38

IIUSA 2015 EB-5投资人市场报告

44

新兴EB-5市场之星：印度

47

新兴EB-5市场之星：俄罗斯

49

新兴EB-5市场之星：越南

51

会员信息

51

委员会介绍及I-526、I-829趋势

（七月至九月）

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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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Lone Star Enterprises,
LLC
执行董事
Peter D.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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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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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5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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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Lif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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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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信

IIUSA编委会成员
Lincoln Stone
Stone Grzegorek
& Gonzalez LLP
（编委会主任）

各位亲爱的读者：
EB-5区域中心项目已经成为一项有价值的达到数十亿
美金的经济发展工具，似乎已经走到了法案永久化的边缘，
项目几乎遍布全球每个地方的足迹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为
项目注入动力的EB-5投资人的来源、他们的个人情况还有
动机都是广泛多种多样的。
本期《区域中心商业期刊》分析全球已建立的和正在涌
现的EB-5市场。突出新兴市场（尤其是俄罗斯、越南、印
度）的文章提醒EB-5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一个事实：EB-5市

K. David Andersson
Whatcom Opportunities
Regional Center，IIUSA主席

Peter D. Joseph
IIUSA

Kelvin Ma
上海德美律师事务所

Reid Thomas
NES Financial

Suzanne Lazicki
Lucid Professional Writing

Michael Kester
Impact Datasource

Parisa Karaahmet
Fragomen, Delray,
Bernsen & Loewy, LLP

Scott Barnhart
Barnhart Economic
Services

Michael Homeier
Homeier & Law, P.C.

Bob Honts
Texas Lone Star Enterprises

场的多样性，市场的可能性，以及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对所有
合规事务保持警觉的挑战性。
感谢您继续支持IIUSA及其《期刊》。一如既往，我们
欢迎各位提出关于《期刊》可以如何更好地为IIUSA会员的
需要而服务的意见建议。
Lincoln Stone
IIUSA编辑部委员会主任
Stone Grzegorek & Gonzalez LLP

4|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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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事 务 时 间 表
• 6/7

—

美国移民局(USCIS)发布了 • 7/16 — 移民局监察官办公室举办公开
电话会议，分享了他们递送给国会的年

加强监管和问责的提案条款。

I-829表（企业家移除条件申请）更新。
新版所注日期为2015年5月7日。

• 8/10

度报告的发现。

—

USCIS发布题为“EB-5

I-526表和I-829表审核中关于创造就业

• 6/10 — 美国国务院宣布，针对中国大 • 7/16

—

IIUSA主席K.

David

要求和维持投资要求的指南”的政策备

陆EB-5申请人的排期日前进至2013年9

Andersson公布了一段视频，一位生活

月1日——这意味着，在这一时间点之前

在华盛顿州的美国人在视频中讲述了他

递交其I-526表的投资人可以在广领馆安

的故事，感谢EB-5项目资助创造的就

• 8/11 — USCIS警醒EB-5团体，某些

排面试并申请调整身份。

业，让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并给他的家庭

可能错误地暗示与联邦政府有关联的词

带来更好的生活。

汇不得被用于区域中心命名。

• 6/22 — 美国市长会议批准决议，敦促

国会给EB-5项目增加额外签证配额，确 • 7/17 — IIUSA向参议院立法委员会递
保对项目的任何改革保持其向城市地区
交关于《2015美国创造就业和投资促进
注入创造就业资金的能力，将所有申请

改革法案》(S. 1501)的意见建议。

的批准流线化，并敦促通过永久法案。

SEC第一次EB-5执法行动即反对未经

是EB-5签证排期倒退指南和投资人满足

注册的经销商活动的回应，也是表达支

EB-5项目“维持投资”要求的指南。

持。

• 6/24 — USCIS启用新客户支持网页代
替先前的“EB-5询问”网页。

• 8/12 —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发表
EB-5项目报告，清楚表明，为了继续为
美国社区带来投资资金和创造就业，
USCIS需要继续保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

• 7/21 — IIUSA递交请求，希望8月13
— IIUSA发表声明，这既是对
日的USCIS EB-5利益相关者会议主题

• 6/23

忘录草案(PM-602-0121)。

• 7/22-23 — IIUSA举办国会活动，就
EB-5正如何给全美当地社区带来益处这

工作努力，加强项目监管、透明度、反
欺诈努力以及所有适用于EB-5项目的证
券法的合规和执法。

• 8/13

—

USCIS在洛杉矶主办定期

EB-5利益相关者会议，讨论主题有过桥
融资、债务和签证排期倒退。

一主题给国会做教育培训。

• 6/29 — 移民局监察官办公室向国会公 • 7/28 — USCIS公布创纪录的第三季度

• 8/14 — IIUSA针对GAO的EB-5项目
报告发布声明，欢迎官方审核USCIS

布其2015年度报告，建议将USCIS的项

I-526表和I-829表审核数据，表明

在监管EB-5项目上已经取得的进

目和服务流线化，包括对EB-5项目的改

EB-5在第三季度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

步，并且必须继续进步。USCIS投

进，比如改进审核时间、利益相关者会

14亿美金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15财政

资移民项目运用了强健的跨领域团

议、EB-5签证排队和项目健全性。

年至今为止，EB-5已为美国经济贡献了

队，与其他相关联邦管理机构和

32亿美金，并且步履平稳，预计将在本

执法机构共建合作关系，

财政年结束时贡献超过43亿美金。

促成了这些进步。

• 7/1

— IIUSA执行董事Peter D. Joseph

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采访，主
题是美国法律中对投资人的保护以及尽 • 7/30 — 众议院移民分委资深成员众议
职调查的重要性。
员Zoe
Lofgren
(D-CA)以及Luis
Gutierrez

• 7/12 — 美国郡县协会通过决议，支持
联邦立法通过永久EB-5区域中心项目法
案，将其经济影响能力和创造就业能力

续下页＞＞

(D-IL)提出了2015

EB-JOBS法案H.R. 3370，该提案将通
过永久项目法案并扩展、改革EB-5区域
中心项目。

最大化。

• 7/16 — 白宫公布题为“建设21世纪现
代化、流线化的美国移民体制”的报

• 7/31 — IIUSA针对H.R. 3370发布声
明，对立法表示欢迎，赞赏其提出的永
久法案和提升EB-5签证配额数量、以及

告。报告不仅指导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
更新规章和管理程序以将签证体制现代
化，也特别建议通过立法程序、通过明
确EB-5投资人取得旅游签证以现场考察
EB-5投资机会的方式更新EB-5标准。

第3卷 第3刊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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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事务时间表
• 8/15 — USCIS开始只接受新版I-829
表。

• 8/18

—

草案针对签证排期倒退和维持投资问

• 9/21 — IIUSA公共政策部委员会主席

题，意见要求明确解释资金调动、“有

Stephen J. Strnisha向Cleveland.com

风险”的定义和永久就业。

递交专栏文章，解释国会延迟延期EB-5

USCIS针对国土安全部和

USCIS印章的使用发布警告。

项目法案会危害到俄亥俄州东北地区的

• 9/9

— 美国国务院公布10月签证公

创造就业。

告，允许在美国的合格移民人士递交身

• 8/21

加州商会发表声明，敦促

份调整申请，获得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和

• 9/22 — 参议院公布CR提案，包括短

EB-5项目法案延期，吸引外国投资人，

旅行许可，远早于他们在绿卡批准有限

期延长EB-5区域中心项目法案至2015

为美国全国创造就业。

签证配额长队中的排队位置。

年12月11日。

—

• 8/24 — 白宫向国会递交持续决议案 • 9/11 — IIUSA董事会成员Angelique

• 9/22 — IIUSA向国会递交支持信，信

(CR)期望清单，其中包括延期EB-5区

Brunner在《点名报》上发表专栏，呼

上募集了超过875个组织的签名，告诉国

域中心项目法案。

吁建设强健的EB-5项目，进行目标改

会#EB-5已创造实际效益并且需要得到

革，继续让EB-5项目刺激全美经济发

延期，以继续为全美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

展。

• 8/24 — IIUSA发布截至2015年6月的
USCIS I-526、I-829、I-924申请审核

时间的数据报告，三种申请的审核时间 • 9/14
—
IIUSA董事会成员William
自上月均有上升。
Gresser在《水牛城新闻报》上发表专
栏，敦促国会勿要让EB-5项目过期，让

• 8/25 — IIUSA发表声明，支持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执法行动，由此

Joseph和IIUSA倡议团队的成员参加在

《国会山报》上发表专栏，请国会让
EB-5继续为美国创造实际效益。

项目继续帮助创造就业和复兴水牛城尼
亚加拉地区的经济。

保护投资人和EB-5项目的健全性。

• 8/27 — IIUSA执行董事Peter D.

• 9/23— 执行董事Peter D. Joseph在

• 9/30 — 国会通过CR法案，延期联邦
资助和EB-5区域中心项目法案至2015

• 9/15

—

两党政策中心公布题为

年12月11日。

“EB-5项目：各州和当地的成功，挑
战，机遇”的EB-5项目报告。

• 9/30— IIUSA发表声明，支持国会通

拉斯维加斯举办的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过CR法案，并给国会时间考虑通过长期

(AILA) EB-5投资峰会的题为“EB-5项 • 9/17 — 两党政策中心为其EB-5报告
目：一个改变、延期与未来的时代”的
举行座谈会，嘉宾有2007-2015阿肯色

的EB-5区域中心项目延期法案。

座谈会。

• 8/27 — IIUSA在AILA峰会上主办领导
峰会和晚宴，深度分析国会延期EB-5区
域中心项目法案的状态。

州州长Mike Beebe，2003-2011佛蒙

• 10/1 — 参议院立法委员会成员参议员

特州州长Jim Douglas，IIUSA会员和纽

Jeff Flake (R-AZ)提出目标就业区促进

约市区域中心联合创立人及管理主席

法案S. 2115，对TEA改革提出新提案。

George Olsen（也是IIUSA主席咨询委
员会成员）。

• 10/1 — 参议员Rand Paul (R-KY) 提
出投资美国社区法案S. 2122，建议永久

• 9/2 — IIUSA向参议院立法委员会递 • 9/17 — 美国商会CEO Thomas J.
交EB-5项目清单，包括大约350个
Donohue在《国会山报》上发表专栏，

延期、扩充和改革EB-5区域中心项目。

EB-5项目，有大型也有小型，分布于

题为“EB-5项目是明智的政府政策”，

• 10/1 — IIUSA发表声明，对S. 2115

36个州和超过百个行业部门，有城市的

敦促进行明智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两党

和S.2122提案表示欢迎，这是EB-5项

也有乡郊的，表明现在经由EB-5获得资

政策改革。

目延期、扩充和改革得到的两党两院支

助的项目的多样性。

• 9/8

持的进一步证明。■

• 9/17 — USCIS举办“EB-5互动”公
— IIUSA为USCIS的政策备忘录
开会议，主题是I-924A区域中心年度报

草案PM-602-0121递交意见评论，该

6|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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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案得到短期延长，
国会认识到EB-5区域中心在经济发展中
的重要角色并着眼于改革

作者

项目正给更多的美国社区带来助益。去

Peter D. Joseph

先看看数据 #EB-5已创造实际效益

IIUSA执行董事

年是历史首次，EB-5发挥了最大功效，
项目中的签证配额最大数量全部用尽。

首先，看看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

在2015财政年的前三个季度EB-5项目

非 常 感 谢

它们证明了EB-5对美国经济的价值，在

为美国各地社区的项目募集了将近32.5

IIUSA领导、会

大衰退期间和过后以指数化形式增长。

亿美金的投资资金，这些社区包括俄亥

员、合作伙伴、工

金融市场跌破谷底后，商业贷款枯竭，

俄州克利夫兰、北达科他州斯塔特曼县

作人员和倡议团队

经济发展陷入停滞。EB-5帮助填补金融

等。另外还有65亿美金仍在排队等待政

的勤奋工作，国会将EB-5区域中心项目

沟壑，提供急需的资金，让项目继续运

府审核批准。

法案作为赶在最后一刻的“持续决议

转，让美国职工回到工作岗位。

案”(CR)的一部分暂时延期到了2015年

再从当地视角看：实际结果=实际支持

12月11日，持续决议案将联邦政府资助

自2008年起，EB-5创造了119.2亿

延期到了同一天。项目法案没有过期是

美金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在2010-2013

EB-5区域中心项目法案的延期反映

一项重要的暂时性成果，正在进行的区

年间，EB-5项目就贡献了96.2亿美金的

出投入美国社区的关键投资资金流。全

域经济发展中归功于EB-5的数十亿美金

国内生产总值并且平均每年创造29300

美经济产出建立在数千个当地经济体

能够继续保持，而长期的法案延期和改

个就业（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超过

上——乡镇、郡县、城市，各自都有各

革协商也有望达成，做到获得两党支

41000个）。超过95%的EB-5投资经

自的经济增长需求和计划。EB-5对当地

持、获得两院支持、平衡城市和乡郊利

由EB-5区域中心流动。历史首次，上个

的影响、拉动经济的能力都是惊人的。

益、吸引EB-5资金为美国创造就业。

季度EB-5总计创造超过10亿美金的外

EB-5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项强有力
的经济发展工具，需要通过改革努力得

国直接投资（确切说是14亿美金），有

EB-5项目的益处非常明显，曾因军

望在2015年总计创造超过44亿美金的外

事基地关闭而停滞的社区现在是繁荣的

国直接投资。

商业中心的园地，新建的高级生活便利

到法案延期和支持，继续改善监管、加

设施创造就业、帮助家庭供养。新企业

强规章，每一天都继续促进项目的健全

从定义上说我们已经度过了大衰

帮助我们产能独立，让人们工作起来。

性。EB-5行业需要做好准备，在项目得

退，但接触资金的渠道对全美各地而言

新医院带来健康医疗类工作、给服务短

到短期延长时团结在一起，支持合理改

仍然非常重要。传统的贷方需要更多样

缺的社区带来生命保障关怀，而旧建筑

革和长期延长，这反映出EB-5已成为美

化的尖端融资以降低风险，特别是对于

重建改造酒店让再开发地区生机勃勃。

国经济发展工具箱中重要的一种。2016

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经济发展项目。

大选很快就要来临，国会的政治氛围流

EB-5在这一新常态下仍然是一项关键的

动性很高，从现在开始到12月11日的这

融资工具。

段时间代表着一段机遇期，需要我们所
有人的注意。

EB-5成功事迹的名单很长，并且每
天都在变得越来越长。每个项目都意味
着真实的就业得到创造，直接抵达一

事实上，相比过去任何时候，EB-5

线，并遍布整个供应链。同时，每个项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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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都意味着更多的人有机会加入美国

H.R.3370，S.2122和S.2115)。尽管在

梦——职工被得到EB-5资金资助的企业

重大改革上有很多意见需要考虑，但两

雇佣并获得帮助，成功的移民人士将他

党之间已经形成了重要共识，支持EB-5

但是，改革要细心谨慎，这至关重

们的资源置于风险中Z以在美国开始新生

区域中心项目——1992年形成的概念如

要。全球国家之间对移民投资人资金的

活。

今已经成为现实。

竞争是真实的。英国投资移民项目改革

强监管、保护项目健全性。

创伤市场后，投资需求猛跌82%，自此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市长会议、美国

从2008年到2014年，EB-5项目增

没有恢复元气。有超过20个其他国家也

郡县协会、发展金融机构理事会、国际

长超过700%，从3.21亿美金的外国直

提供投资移民项目——都在全球资金市

经济发展理事会和其他超过900名利益相

接投资跃升至2014年的25.6亿美金（现

场中竞争。EB-5项目是至今为止最严格

关者支持EB-5项目法案延期的原因。他

在2015年有望超过44亿美金）。EB-5

的，要求资金有重大风险、移民身份与

们代表着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了解

项目已是一项得到证明的有价值的创造

创造就业证明相关联、执法以及国家安

#EB-5已创造实际效益（www.

就业和经济增长工具。随着项目在指数

全检查都非常严密。

iiusa.org/en/letters-of-support）。他

化地增长，要以更新的立法来支持立法

们见证了第一手的EB-5效益。

者继续改善项目健全性的努力，让更新

EB-5项目的需求量和人气度是值得

的立法反映目前的市场条件，通过执法

自豪的，但不应视为理所当然。EB-5行

和汇报要求将防诈骗的效果最大化，都

业面临的挑战只有共同行动才能跨越，

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勤奋地把涉及EB-5

EB-5的下一页：
拥抱改革，促进效益和健全性

的美国社区和非国会区和美国各州经济
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立法委员会的

在过去几年里，联邦政府步步加强

发展的惊人成就交流出来。EB-5为美国

领导要进行两党间和两院间的协商，要

监管和执法，增加专业知识和人才，加

公民创造就业，从海外带给美国来之不

研究很多立法陈述，包括第113届国会的

强跨机构合作，以评估项目和投资人申

易的资金投资，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进

立法提案(S.744，S.744管理修正案

请，确定一致的审核政策，清除不合格

一步优先发展当地经济。团结一致，我

1455和H.R.2131)和目前第114届国会

的从业者。这是一项受到欢迎的发展，

们能确保改革努力反映实际。■

的立法提案(S.1501，H.R.616，

EB-5行业支持额外的常识性改革，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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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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5已创 造 实 际 效 益 ”
支持信募集了超过875个签名，
已递送至国会
作者

业、教育业、等等。自2008年起，感谢

案至2015年12月11日，为了帮助项目取

Nicole Merlene

EB-5项目，向美国经济注入了超过120

得长期延期和改革协商的成果，还有许

IIUSA倡议助理

亿 美 金 的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 仅 在

多要做的事。为了实现这些，国会必须

2010-2013年间，EB-5项目就贡献了

了解到，EB-5资金投资的益处并不单纯

9月22日，

96.2亿美金的国内生产总值、20亿美金

止步于获得投资的项目。EB-5在不花纳

IIUSA把“EB-5已

的联邦、州、当地税收，并且平均每年

税人一分钱的情况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创造实际效益”支

创造29300多个就业（分别在2012年和

和创造就业的真实效益是更广泛的，是

持信递送至国会，

2013年超过41000个）——都不花纳税

共享的公众利益。EB-5给美国许多地区

信上募集了超过875个组织的签名，支持

人一分钱。今年预计项目会贡献超过43

带去了效益，这就是为什么IIUSA会一直

EB-5区域中心项目法案延期。仅三年

亿美金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有超过65亿

让这封支持信保持活跃的状态，直到国

前，2012年IIUSA递送过类似的支持

美金的投资排队等待政府审核，已经做

会通过综合全面的EB-5改革，让这些项

信，这次募集到的签名数量是上次的两

好投入美国经济的准备。

目益处为支持EB-5发声！

倍多。多样化的签名名单是IIUSA协会建
设部委员会在女主任——Akerman, LLP

IIUSA的“EB-5已创造实际效益”

短期延长之下，延期和改革项目的

的Beth Zafonte的领导下努力工作的成

支持信上的超过875个签名反映了这个广

努力会继续。我们敦促您和您的同事联

果，委员会不知疲倦地与IIUSA会员一起

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所代表的多样化、

系从您所做的重要经济发展工作中受益

协作，为EB-5区域中心项目争取到了这

跨行业的公众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签名

的人和组织（项目雇员，社区/商业合作

么广泛的公众支持。大范围的支持者突

者中包括了美国郡县协会、美国市长会

伙伴，当地政府和其他支持者如商会

出了EB-5区域中心项目在如今的美国经

议、发展金融机构理事会和美国发展理

等），花少许时间来在信上签名，支持

济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事会。还有许多市长、州立法者、经济

EB-5区域中心项目法案长期延长。有了

发展机构、港务局、商会、银行机构和

您的帮助，我们能在新的时限——2015

1992年国会创立EB-5区域中心项

协会、能源组织和协会、联盟等等组织

年12月11日前募集超过1000个签名。

目时，目标是通过吸引合格外国投资人

也在信上签名。长话短说，人们都知

的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以让美国经济从

道：# EB-5已创造实际效益！

中受益。现在，EB-5投资支持了各行各
业的创造就业，有建造业、能源生产

第3卷 第3刊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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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USCIS数据表明，
作为美国创造就业的外国直接
投资来源的EB-5项目增长卓越
作者Nicole Merlene

资和当地经济影响。自2008年大衰退

鼓舞人心，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保持成为

IIUSA倡议助理

起，EB-5投资以指数化形式增长，从

常态，USCIS继续聚焦于高效审核申

3.21亿美金开始，我们预计在2015财政

请，那么项目的投资人信心将会大幅受

今年对EB-5行业来说是令人惊讶的

年底会达到43亿美金以上（增长超过

益。

创纪录的一年。根据IIUSA对美国移民局

1200%）。尽管经济得到改善，项目融

(USCIS)发布的数据的分析，通过EB-5

资已经改变。对批准衰退前的那些大型

一个季度拥有14亿美金的FDI对

项目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2015财

贷款银行仍然保持犹豫，而EB-5已经证

EB-5行业来说是一项重要成就，对全美

政年第三季度总计超过14亿美金。相较

明自己是一项强大的工具，开发商为他

经济发展项目也是强力促进。这一水平

于2015财政年第二季度增长45%，相较

们遍布全美的创造就业项目寻求资本堆

的投资证明了EB-5在发展金融资本市场

于一年前的2014财政年第三季度增长

栈的多样化，而EB-5可以填补融资空

中扮演的必要角色。EB-5正在为爱荷华

153%。EB-5行业一个季度里直接向美

缺。

州的得梅因、马里亚纳群岛、佛罗里达

国经济注入了超过10亿美金，这个数据

州的迈阿密的项目促进融资。美国领土

无疑让投资人、政府和其他行业侧目。

同样，历史首次，EB-5申请的待审

及50个州里有48个州有区域中心在运

量相较于前一个季度有所下降，尽管相

营，项目带来的效益不能被限制在一个

自2015财政年开始起，EB-5投资

比上个财政年的申请待审量还是增长

地方。EB-5项目现在在一个季度里为美

贡献了32亿美金的FDI，相较于2014财

26%。现在又13117份申请待审，意味

国经济贡献了超过14亿美金，毫无疑问

政年的前三个季度增长61.8%。每个季

着超过65亿美金的FDI可以被注入美国

#EB-5已创造实际效益。■

度我们都继续见证EB-5项目更强大的投

经济。见到I-526的审核时间有所改善也

按财政年分类的EB-5外国直接投资（FDI)，单位：百万美金
1992财政年至2015财政年（预计）

百万
$5,000

EB-5经济影响：

2015财政年预计：$4,332

96.2亿美金

$4,500

$4,000

贡献的美国GDP（2010-2013财政年）
32.49亿美金
2015财政年前三个季度

29300+ / 年

$3,500

创造的美国就业（2010-2013财政年）

$3,000

$2,558

20.8亿美金

$2,500

$1,850

贡献的美国联邦、州、当地税收
（2010-2013财政年）

$2,000

$1,839

$1,500
$786

$1,000
$633

$555
$308

$5,00
$120

$192

$204

$146

$685

$321
$179
$71

$84

$22

$35

$66

$66

$94

$172

$243

＞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IIUSA数据报告
数据来源：美国移民局(US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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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季度分类的EB-5外国直接投资（FDI)，单位：百万美金
（2013财政年至2015财政年）

百万

：$1,434

第三
季度

$1,600

$1,400

$1,200

$989

相比第二季
度增长45%

$1,000

$826
$727

$800

$715

$586
$600

$567

$550

$501
$417

$400

$347

总计：143.8亿美金

$200

自EB-5项目创始起
$-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2013财政年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2014财政年

第四季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2015财政年

IIUSA季度数据报告
数据来源：美国移民局(US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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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
媒体报道回顾
（七月至九月）
作者Molly Conroy
IIUSA政策/研究助理
近几个月，对EB-5项目的媒体报
道，以及项目在全美经济发展中起到的
日益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都聚焦于在
2015年9月30日法案到期日之前延期项
目法案。表明项目在不花纳税人一分钱
的情况下促进就业增长并为社区带来益
处，媒体报道继续深入分析当地对EB-5
的支持，感谢所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它们不言而喻地证
明了这一点。
诸如纽约市绿色交通集团项目（提供租赁地面交通服
务）以及水牛城尼亚加拉医疗园项目等等的项目反映了EB-5
投资机会的多样性，强化了EB-5项目对美国的价值。这也强
调了EB-5区域中心在EB-5项目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它们为
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在当地经济中创造就业提供便利。媒体、
政府官员、区域中心和EB-5利益相关者也呼吁加强规章措
施，强化项目健全性。

另一种声音：国会需要延期EB-5项目法案
2015年9月14日发表于《水牛城新闻报》(Buffalo News)
作者William Gresser，EB-5纽约州区域中心主席
“我们的医疗园项目以及其他项目恰恰证明了国会想要EB-5
项目做到的事情——为美国创造新就业，刺激经济增长。移民人
士是医疗园最初的一批投资者之一，他们资助了项目，不然项目
寻求融资会很困难，他们的投资与其他来源的资金组合在一起并
且得到了增长。我们预计EB-5资金未来会继续发挥作用。”

第三季度对EB-5项目的媒体报道非常火热，以下是部分
精彩节选，进一步证明了EB-5已创造实际效益！
一个季度拥有14亿美金的FDI对EB-5行业来说是一项重
要成就，对全美经济发展项目也是强力促进。这一水平的投
资证明了EB-5在发展金融资本市场中扮演的必要角色。
EB-5正在为爱荷华州的得梅因、马里亚纳群岛、佛罗里达州
的迈阿密的项目促进融资。美国领土及50个州里有48个州有
区域中心在运营，项目带来的效益不能被限制在一个地方。
EB-5项目现在在一个季度里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超过14亿美
金，毫无疑问#EB-5已创造实际效益。■

新报告列明了EB-5签证项目的成功与挑战
2015年9月17日发表
作者Theresa Cardinal Brown，两党政策中心
“EB-5项目显然不会成为美国花费最高以及最关键的发展需
求的主要解决方案。但是，通过正确改革以及安全保护，这个项
目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机遇，尤其是受到大衰退严重打
击的社区。”

EB-5资金及交通项目 – 与就业、便利度、环境都完美适宜
2015年9月21日发表于《律商联讯》(LexisNexis)
作者Matthew Daus
交通监管机构国际协会主席及Mona Shah
Mona Shah & Associates律所律师
“交通项目与EB-5天然相宜，不仅是因其可行性和简易
性，也因为创造就业很多，且事实上大部分就业都是直接的和
永久的，不像建筑工程项目，建筑工程的时间线不同的项目各
有不同……像NYCGTG这样的项目的出现，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打开了大门，尽管规模不大，但仍然对市中心的生活方式
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改进了轮椅便利服务和环境。通过外国
投资资金，这种性质的项目可以解决许多纽约市——以及美
国——长久存在的交通政策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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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是“支持”一项为所有人服务的投资项目的时刻
2015年7月31日发表于《国会山报》(The Hill)
作者Gregory Wing，Education Fund of American,
LLC董事长兼CEO及Green Card Fund联合创立人兼管理人
“哈佛商学院附属竞争力市中心研究院的两名经济学家研究
发现，全美至少178个EB-5资助的项目——包括我们的学校——
正增加就业并复兴城市地区。美国经济正在继续恢复，像我们这
样的项目是EB-5的能量栩栩如生的证明：EB-5帮助企业、企业
家和公私合作接触他们所需的投资他们社区并创造就业的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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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EB-5继续为美国创造实际效益
2015年9月23日发表于《国会山报》(Th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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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媒体报道回顾（七月至九月）
EB-5项目是明智的政府政策
2015年9月17日发表于《国会山报》(The Hill)
作者Thomas J. Donohue，美国商会主席兼CEO
作者Peter D. Joseph，IIUSA执行董事
“自2008年起，EB-5创造了119.2亿美
金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在2010-2013年间，
EB-5项目就贡献了96.2亿美金的国内生产总
值并且平均每年创造29300个就业。超过95%
的EB-5投资经由EB-5区域中心流动。……在
过去几年里，联邦政府步步加强监管和执法，
增加专业知识和人才，加强跨机构合作，以评
估项目和投资人申请，确定一致的审核政策，
清除不合格的从业者。这是一项受到欢迎的发
展，EB-5行业支持额外的常识性改革，以加
强监管、保护项目健全性。”

“这些投资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这种明智的政
府政策应当得到保留……比起以往任何时候，现在我们更需要这个明智的政府政
策——这有事实、资料和数据为支撑——以保证美国可以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吸引
外国资金，帮助项目融资，让美国人得以就业。”

恢复签证项目健全性
2015年6月29日发表
作者参议员Chuck Grassley
“维持我们投资和工作类签证项目的健全性能帮助保留我们的传统，欢迎遵守
法律的移民人士，铺开对合法外国投资投入未开发地区的欢迎之路。都能为美国的
机遇盛宴带来有意义的贡献。整顿这些布置可以强化法律规则，帮助激发经济增长
和创造就业。”

透视EB-5改革政治
2015年9月28日发表于《点名报》(Roll Call)
作者Jeff Car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ources,
Inc.高级经济学家
“我和遍布48州和美国领土的将近200个
EB-5项目合作过，提供必要的独立经济分
析——这是联邦政府要求的——以保证每个项
目产生它想要的经济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
第一手见证了项目在大范围的行业中创造数千
个优良就业的能力。”

给绿卡的美金：EB-5项目为在美国投资的外国人士提供签证甚至是美国公民身份
2015年8月29日发表于《橘郡纪事报》(Orange County Register)
作者Jeff Collins及Roxana Kopetman
“EB-5项目主要是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我们获得了许多项目和建筑，要是
没有EB-5这些就不复存在——有体育馆，也有高楼大厦。同时这还刺激了经济。
不仅是归功于投资，也要感谢来这里生活的富有的移民人士。”——David
Hirson，David Hirson & Partners, LLP移民律师/合伙人

EB-5区域中心项目是关于经济发展和美国就业的项目
2015年9月28日发表于《检查报》(The Examiner)

为了保持全美的“商业一如既往”
我们需要一个强健的投资移民项目
2015年9月11日发表于《点名报》(Roll Call)
作者Angelique Brunner，
EB5 Capital创立人及董事长
“现在的经济情况下，我们承受不起失去
一个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高生产力资
源……全球人士继续把他们努力赚来的资金投
资到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中来而不是投到其他
国家，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美国的创造力、企
业家精神和健全性，能够创造成果。就像一些
人见证过的华盛顿特区之中和之外的一些有
EB-5资助的项目一样，我可以向你保证，这
些项目确实会创造成果。”

作者Rudy Pamintuan，U.S.-Asia Center主任及Sherman Worldwide管
理总监
“随着监管和管理越来越严格，EB-5区域中心项目对美国的益处非常大。伴
随着强有力的健全性措施的扩展……将为区域中心“光明正大地”运营创造有利的
环境……我们需要扩展这个项目，给美国提供一项工具，帮助创造就业和强化美国
经济。”

EB-5项目帮助了许多并不一直富有的人
2015年9月26日发表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Walter M. “Marty” Cummins Jr.，Florida EB-5 Investments LLC
“在大衰退期间，EB-5项目资助了许多不能从其他来源获得资助的企业，而
它现在仍然在提供必需的资金。EB-5项目提供了‘耐心’和低成本的资金，让企
业有时间发展并繁荣起来。要是国会未能延期这一成功的项目，许多这样的就业会
不复存在。”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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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媒体报道回顾（七月至九月）
酒店融资的后备计划？来自波尔克郡的贷款
2015年9月28日发表于《得梅因纪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
作者Joel Aschbrenner
“得梅因和波尔克郡官员说，EB-5投资人可以为要求1.01亿美金
的希尔顿酒店提供价格更低的现金，因为寻求签证的外国投资人要求的
资金回报率比传统美国国内的投资人要求的更低……直到大衰退引起投
资慌前，EB-5项目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在经济崩溃后，房地产开发
商发现通过EB-5可以得到低价格的融资。”

加州商会敦促延期投资移民项目法案
2015年8月21日由加州商会发表
作者Susanne T. Stirling，国际事务部副主席
“EB-5项目对许多州、当地政府的经济发展机构，以及很多行
业、私营项目和企业开发商都是必需的……法案得到延期后的过去三年
里，EB-5项目发展火热，是关键经济发展项目融资的来源，不过更重
要的是，项目继续为美国创造就业，不花纳税人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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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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中 国 之 外 ：

EB- 5新兴市场
作者

的夏季，中国经济和股市又经历了暴跌

益在中国方面将趋于平稳。那么，全球

Parisa

的灾难，EB-5从业者开始着眼于中国以

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国家，包括伊朗、

Karaahmet，

外，看向能带来下一代EB-5投资人的其

尼日利亚、俄罗斯，还有亚洲的一些地

Fragomen,

他市场。尽管中国投资人仍然在EB-5世

区如韩国、越南和台湾。尽管不可能详

Delray, Bernsen

界舞台上占主导地位，规模较小的国家

细点出所有此类国家，但本文会着重于

& Loewy, LLP

已经准备好占领更大比例的EB-5投资

一些常规的资金来源问题，触及一些

池。考虑到这一点，把现在的眼界放得

“热门的”或者很快会变得热门的市

去年中国大陆EB-5移民签证配额出

更远、适应其他新兴的可以填补空缺的

场，包括越南、印度、土耳其、巴西和

现了排期日，而最近，在今年已经过去

EB-5市场会是明智的，EB-5项目的利

委内瑞拉。

巴西
叙利亚
新加坡
伊拉克
科威特
哈萨
克斯坦法国
阿联酋
南非

发出的区域中心EB-5签证

中国香港
发出的直接EB-5签证
加拿大
埃及
英国
委内瑞拉
日本
尼日利亚
墨西哥
印度
俄罗斯
伊朗
越南
中国台湾
韩国
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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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纳税证明特别多或者难以理
解，USCIS可能会产生类似疑问并发出
RFE要求附加说明或证据。底线是，如
果你自己都不理解你在读什么，那么下
一个审核这份证明文件的人当然也不会
理解，所以请会计师或税务专家给出一
份投资人的收入和纳税记录证明的总结
报告并与申请一起递交可能会是必要
的。
在印度，公民报低收入非常常见。
从资金来源角度看，想要移民又居住在
税务执法体制有限的国家（例如波斯湾
作为I-526移民签证申请程序的一部
分，投资人必须提供重要文件证明他们

缺少纳税证明和资金来源证明，就
一切失败？

投资资金的合法来源和路径。通常，美

酋长国）中的印度投资人在这方面尤其
成问题。尽管印度税法很复杂，大多数
印度公民都有义务递交所得税申报单，

国移民局(USCIS)要求投资人递交银行

首先值得一提，即便先不看审核，

但迟交的罚金很少，对个人逃税者的执

对账单、纳税申报单、以及证明作为投

律师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不够遵守当地

法行动事实上不存在。因此，印度公民

资依据的资产的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在

纳税要求，有可能是因为投资人说自己

的所得税申报缺失，对USCIS审核官来

诸如越南、印度、土耳其和拉丁美洲部

有豁免，或者单纯是报低了收入。尽管

说会是个红灯。但是，印度仍然是EB-5

分国家的新兴EB-5市场中，政治和经济

缺少收入纳税证明本身并不意味着投资

投资人的沃土，目前在全球投资人市场

环境常常将证明资金来源的程序复杂

人不能完成资金来源证明要求，但在

中排名第七。另外，根据瑞士信贷研究

化。在某些案子中，EB-5投资人无法或

USCIS确定其案子的可信度时，这会是

所公布的2012年报告，到2017年印度预

者不愿意提供要求的证明文件。

一个重量级的不利因素，必须在投资人

计会有将近250,000位百万富翁。考虑

的申请中做好全面揭示。在前一种情况

到高净值印度人士的绝对数量和其他类

中，表示自己有收入纳税豁免的投资人

别的工作类签证优先日的大量排期，

应当从当地税务局处取得确认信，证明

EB-5签证仍会是印度投资人寻求美国居

这一点。这种确认信通常难以取得（即

民身份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

资金来源的证明很严格，早些让投
资人做好应对准备
作为开始，首先要向投资人确认和解

便是定居美国者，从美国国内收入署处

释资金来源要求，并提供USCIS要求的

取得这类证明文件也非常困难），所以

巴西和土耳其过去15年里经济增长

用以证明投资资金合法性的证明文件的详

建议投资人请国际审计师或会计所对他

都很迅猛，土耳其自2002年起经济规模

细范例，这非常重要。许多来自中国以外

们的收入和纳税情况做个人化核验，最

翻了四倍，而巴西在银行业和金融业成

的转型市场或新兴市场的投资人不了解美

好是在那个国家有分所的那种。除了递

为了地区强国。最终结果就是这些国家

国投资移民项目，不清楚这些要求有多繁

交相关的证明文件以外，律师应当提供

的投资人更加富有，有更高几率考虑利

杂。在某些案子中，投资人可能知道其他

当地税收条例的副本，说明豁免规定存

用EB-5项目。从资金来源角度看，巴西

国家的投资人项目，但对于美国EB-5投

在，并附上认证过的翻译，并准备附加

投资人似乎更能给出详细的纳税记录，

资的资金来源分析所要求的高标准审核，

的证明文件证明投资人本身完全符合豁

因为除了收入之外，他们还被要求每年

他们并未做好准备。因此，从案子一开

免要求。最后，审核纳税证明（或已认

列出自己的所有资产和相应价值。通

始，压力就担负在律师肩上，要确保投资

证的翻译）并认识所报收入和投资人整

常，税收合规在巴西比在印度、越南和

人对必要的证明详细程度做好预期，保证

体财力声明之间的关系，这至关重要。

其他新兴国家更普遍。值得注意，在巴

客户完全配合，让I-526审核阶段的资金

如果两者之间有明显矛盾，后续可能会

西，分红一般被认为无须缴税，这造成

来源审核取得成功。

收到补件通知(RFE)要求进一步说明。

纳税记录反映出的工资收入较低而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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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较高。在委内瑞拉，公民必须为赚
得的所有收入缴税。但是，某些收入来
源，比如储蓄计划、退休计划和贷款收
入可能豁免缴税，视贷款性质而定。另
外，由于不信任查尔斯政府的社会主义
政策，过去20年里，许多富有的委内瑞
拉家庭出于安全考虑把钱款转移出来，
往往会存入加勒比海岛国或者美国，有
时候会把追踪资金路径和来源变得很困
难。土耳其高净值投资人可能引用复杂
的土耳其税收法规作为不递交所得税申
报单的理由，例如，在土耳其，外国独
资办事处的雇员的外币收入和支出（比
如欧元或美元）通常是无须缴税的。

好友转汇钱款出国。因此，越南投资人

地货币（委内瑞拉银币）兑换成美金的

常常需要做额外的一步，在证明他们的

办法除黑市之外选择极少。近来，在

资金来源时，不仅要包括转汇钱款到信

2015年2月，为了对抗黑市货币兑换，

贷机构的证明，还要包括信贷机构或银

委内瑞拉开放了一个政府批准的货币市

过去七年里越南成为了增长最快的

行开出的证明信证明越南投资人的存款

场，叫做边际货币系统（一般指西班牙

EB-5市场之一。注意，不包括中国大

或转汇行为。越南的现代私人银行业从

语Simadi），是过去十年里第一次允许

陆，越南位列2014财政年利用EB-5项

九十年代才刚开始，现在国有银行仍然

个人私人买卖美金。应当注意，尽管这

目的最大投资人市场前四。通常，越南

主导市场。许多富有的越南人在新加坡

一积极发展放松了外币管控，多数委内

投资人频繁使用收入或售卖资产作为其

和其他邻里国家也持有账户，通常让投

瑞拉投资人最后还是用开办很久的外国

EB-5投资人的依据。售卖长期持有对的

资人可以更简便地追踪资金路径，尽管

美金银行作为其EB-5投资的来源。相

家庭资产，比如房地产，可能会要求投

证明资金的合法来源仍然必要。

反，巴西的银行和金融体制相对开放，

货币限制与资金来源

资人证明房地产价格的宏观增长，比如

从巴西转汇钱款出国相比其他拉丁美洲

自六十年代其胡志明市的价格增长情

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人也面临

国家要更简便。类似地，土耳其的经济

况，解释售卖这些资产所得的巨额利

着相似的货币限制挑战。例如，为了支

相对开放，国际银行系统经验更丰富，

润。证明这些资金的合法来源以及进入

撑国家货币的强度，印度仍然限制卢比

货币转汇出国的限制很少。

美国的路径时，律师常常会遇到问题，

的流出。尽管限制并不如曾经那样严

比如越南的外币汇兑限制、缺乏纳税申

格，但这对印度EB-5投资来说仍然是个

总的来说，发展的、变迁的经济情

报和银行记录或者此类文件不完整。越

问题，一些投资人不得不提供多次转汇

况给出了更丰富的机会。EB-5项目在中

南法律对外币输出有规定，尽管这个数

的证明文件，汇给不同的账户，通过不

国的利润越来越少，可以考虑把潜力市

额多年以来一直在浮动，这类限制可能

同的中介，来完整地体现他们的投资。

场作为退路，并进一步开发。这样的

会让定居越南的投资人在为合格投资而

类似地，来自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EB-5

话，要意识到这些新EB-5市场在证明资

转汇资金到美国这件事上遇到困难。与

投资人在转汇资金到美国这方面也面临

金来源和追踪投资资金进入美国的路径

中国EB-5投资人类似，越南EB-5投资

限制。例如，为了稳定其停滞的经济，

上往往会出现独特的问题。■

人常常让第三方，例如信贷机构，转汇

委内瑞拉政府对投资人可以转汇出国的

钱款到美国，或者依靠家庭成员和亲朋

资金额度做了严格限制，导致公民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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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5项目趋势：

哪些热门哪些非热门？

Reid Thomas

Kaitlin Halloran

NES FINANCIAL副执行总裁

NES FINANCIAL市场协调员

将近20年，EB-5投资移民项目都是

得热门，它不仅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资

2008年起，EB-5融资的利用率继

个默默无闻的边缘项目。很少有人听说

金来源，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到美国纳

续上升。区域中心项目的概念创始于

过它，大多数可用的签证配额都未被使

税人资助的创造就业项目。对比之下，

1993年，从那时起到2007年，只有13

用——这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

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创造的就业估测

个区域中心被创立。现在，区域中心的

情况了。

下来每创造一个就业就要花费10-40万

数量超过700个。每年的创造就业数量也

美金的公款。大多数的EB-5投资估测下

猛增，从大概2,000个/年上升到超过

来每花一样数额的私款就可以创造至少

30,000个/年，过去两年里，EB-5项目

两倍数量的就业。

达到了10,000张签证配额上限。

2008年金融危机减少了接触资金的
渠道，就业的供应量短缺。EB-5项目变

项目类型（2010-2013财政年）
其他

随着EB-5项目的不断成长，中国成
为了EB-5投资人的主要来源国。创造的
个人财富不断增长，经济政策不利，想
要让孩子接受顶级的一流教育，这些理

能源

度假村/赌场/酒店

由使得EB-5项目对许多中国潜在投资人
而言十分有吸引力。持续需求创建了基

复合用途
/办公室

础结构，使得中国对项目发行人而言也
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
从历史数据看，由于其细分市场的
规模，中国投资人的偏好说明了EB-5项

住宅

目类型的可行性。位于主要都市区的建
筑工程类房地产项目比较能够激发投资
人的信心所以盛行。和国际著名品牌、
常去度假村、赌场、酒店有关的项目得

公共建筑

到了投资人的大力推动。

医疗/健康护理
零售店/餐馆

18|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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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配额上限。现在，针对中国大陆申请人的
签证排期日也成为了现实，这导致投资人

其他

市场的多样性、项目的平衡性都开始转变。

度假村/赌场/酒店

能源

对于投资人来源，中国可能拥有最先进
的基础结构，但中国这个市场的竞争也是最

复合用途
/办公室

激烈的。随着中国投资人成本和竞争的上
升，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就变得最
为首要了。

医疗/
健康护理

NES FINANCIAL与超过350个EB-5
项目合作过，从这些经历中得出的数据看，
在2010到2013年间，寻求资金的所有
EB-5项目中的将近三分之一都是酒店、度

住宅

教育

假村或者赌场。热门观点认为这背后的理由
是持续的直接就业需求，大型建筑工程的成

零售店/餐馆

公共建筑

果和持续的供应链要求给这些项目提供了高
水平的直接、间接和衍生的创造就业。因
此，这给了投资人信心，相信项目能满足
EB-5要求。
相比其他项目而言，这些项目持续的直

项目类型（2015财政年迄今为止）

接创造就业效应较低，与多数这些大型开发
项目有关的建筑工程相关创造就业（直接、

制造

间接和衍生）通常是足够满足创造就业最低

娱乐

要求数量的。

其他

度假村/赌场/酒店

能源

所以为什么发生转变？有一些可能成立
的解释。
第一，流行的投资类型和投资人偏好的

复合用途
/办公室

联系较弱，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联系更

医疗/
健康护理

紧密。根据许多报告所言，“千禧年”这一
代正在拉动城市公寓住宅（例如多户型）的
需求，这些住宅让他们离工作地点更近，可
以利用好大城市提供的所有一切。

教育
住宅
公共建筑

零售店/餐馆

第二，投资人多样性正在拉动不同的投
资偏好。投资人多样性很明显有个趋势。尽
管从绝对数字而言相比中国还是比较无力，
但像巴西、墨西哥和一些中东国家的增长率
是值得关注的。会不会这个拉动市场走向选
择某些类型的项目作为投资机会？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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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2014财政年）

行业教育/研究分析

似乎不同国家投资人动机的不同会

大衰退后的高水平，至少未来两年内都是

影响可以在市场中获得成功的项目发行的

这样。根据CoStar的“美国办公市场

类型。

2014回顾与预测”，从之前一年起净吸
收量上升了42%。

出，可能让EB-5行业发生巨变。
说到募集资金数额目标，与能源行
业相关的项目的EB-5资金使用在第二年

迄今为止呈现出来的数据是基于项

资本堆栈量上升了440%，这证明了美国

目的数量来分析市场的。不过，另一个

多户型项目的增长可能与美国市场

有趣的标准可以分析资金流动。住宅项

更有关联，而不是EB-5海外投资人的需

目的总数量现在大致与酒店项目的总数

求。CBRE的“第二季度2015美国多户

量相等，投入两个行业的钱款数额总量

型住宅市场审视”报告称，这类公寓的

EB-5行业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行业。

的变化更引人注目。

空置率比前年大幅下降，交付数量预计

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项目的利用

可以达到将近173,000，这是从2000年

率很低，不过随着EB-5融资变得更加主

起第二高的预测。

流，EB-5项目市场正变得越来越生机勃

2013年EB-5开发项目的热门趋势是
酒店、度假村和赌场，去年非酒店类开发
增长迅速且巨大。NES

对这些项目的需求以及海外投资人参与
这些项目的兴趣。

勃。不密切观察的话，新兴趋势很容易

FINANCIAL收

房地产仍然是EB-5投资的大头行

集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4年，复

业。不过在过去18个月里，公共建筑/基

合用途类开发的数量上升了超过300%，

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变得更加热门

近期的立法令项目更倾向于乡郊。

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见证了对这类开发的

了。这类项目的规模和范围导致EB-5投

在这类推动力的作用下，EB-5行业只会

需求增长。大量子市场的空置率下降，租

资资金使用的变化更加引人注目。随着

好奇它会对接下来推入市场的项目类型

金上升，对此类建筑的需求预计会保持在

项目发展，这些行业有潜力变得更突

产生何种影响。■

被忽视。

募集资金数额目标，按照项目类型分类
（2010-2015财政年）

度假村
/赌场/
酒店

20|IIUSA.ORG

医疗/
健康
护理

教育

零售店
/餐馆

公共
建筑

住宅

复合
用途/
办公室

能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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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EB-5证券诉讼
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Michael G. Homeier

Osvaldo F. Torres

Homeier & Law, P.C. 创始股东

Torres Law,PA 管理合伙人

证券法诉讼在EB-5行业中越来越频

动，影响着EB-5行业。

起，SEC在2013年发起了两次行动，

现。截止本文写作时，离2015年9月30

芝加哥会议中心案件发起于2013年

日法案到期日不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2月，是SEC发起的第一次涉及真实

会(SEC)已经发起了八次SEC执法行

EB-5投资人的民事强制执法行动。自此

2014年又两次，2015年至今再加四次执
法行动。
下表列出了至今为止的SEC案件：

日期

案件

2013年2月16日

SEC v A Chicago Convention Center, et al

民事强制执法案件

2013年9月30日

SEC v Ramirez et al (USA Now)

民事强制执法案件

2014年8月27日

United States v Sethi

刑事案件（重罪）（来自芝加哥）

2014年9月3日

SEC v Justin Lee, et al

民事强制执法案件

2015年6月23日

Matter of Ireeco, & c

SEC监管程序

2015年7月6日

SEC v Luca, & c

民事强制执法案件

2015年7月6日

Matter of Wisteria Global

SEC监管程序（与Luca案相关）

2015年8月24日

SEC v Path America

民事强制执法案件

从SEC案件中得到的
经验教训：避免犯错

行动类型

因，可以帮助区域中心和项目主申请人

证券法的基本规定是，必须在潜在

避免犯同样的错误。采取行动保护自

投资人做出投资决定前向其披露所有重

己，通常涉及更深入地理解并遵守证券

大事实。了解重大信息可以帮助投资人

法要求，这样区域中心和项目主管结项

做出尽可能充分知悉情况的决定。证券

EB-5主申请人及其专业团队必须了

时可以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将受损最小

发售人有责任告知投资人（在其实际做

解这些SEC案件，这十分关键。理解

化，降低政府为保护投资人和停止及预

出“投资决定”前）每个投资的风险和

SEC、司法部、私人诉讼者起诉的原

防未来危害而进行干涉的需要。

预期收益，不得遗漏任何重大信息。很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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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一旦投资人认购并且项目得

了监管程序以外）以及投资人的私人诉

的事）。在某些情况中，EB-5证券发售

到资助后，发售人必须按照其披露的内

讼都无一例外地涉及诈骗，就完全不令

结构更好，例如降低利益冲突造成错误

容使用投资资金。

人惊讶了。发售人必然没有完整披露或

行为的可能性，也许能避免SEC行动或

准确披露所有重大信息，或者没有做到

对投资人造成危害。

有了这一规定，所有SEC诉讼（除

在披露中承诺要做的事（或者做了不同

SEC案件摘要
如下是每个SEC案件的摘要，包含详细信息、事实指控、以及作者的重要注释：
SEC v. A Chicago Convention Center，案件号1:13-cv-00982，美国联邦地方法院，N.D. IL.
诉讼：

26页的诉状，三项诈骗起诉理由（对投资人/对USCIS/也对SEC自身），引用证券法17(a)(1), 17(a)(3),
交易法10(b)及规则10b-5。

投资额：

总计1.45亿美金资金+0.11亿美金管理费=共1.56亿美金的EB-5资金。

指控：
诈骗，篡改文件，虚假陈述（关于酒店品牌，投入的土地价值，政府融资的涉入，进展情况），挪用资金
（花费于奢侈品，解决不相关的诉讼，投资整形手术业务，支付个人消费），电汇诈骗，制作虚假文件。
重要事实：

被告采取的唯一行动是攻击SEC管辖权，该行动在结案时被驳回。

判决：

对被告的判决达成一致于2014年3月17日。

实施处罚：

追缴（偿还）0.115亿美金+预判收益，永久禁令防止进一步证券法违规行为，禁止发行/销售证券，民事
罚金（对Sethi处100万美金民事罚金，对实体被告ACCC和IRCTC分别处145万美金罚金）。

United States v. Sethi，案件号1:14-cr-00485，美国联邦地方法院，N.D. IL.
诉讼：

大陪审团10项指控，美国律师办公室-芝加哥，司法部2014年8月27日发起。

指控：

基本如前一条民事执法行动，同上。

重要事实：

陪审团审判日期定于2016年1月11日，预计陪审时长2-3周。

重要注释：

某些构成民事诉讼原因的事实也足以构成刑事量刑。

状态：

被告以10万美金担保债券保释，同意传唤USCIS及9家外国经销商。

要求处罚：

8项电汇诈骗每项处20年徒刑及25万美金罚金，其他2项每项处5年徒刑及25万美金罚金。

SEC v. Ramirez (AKA “USA Now Case”)，案件号7:13-cv-00531，美国联邦地方法院，S.D. TX.
诉讼：

21页的诉状，三项诈骗起诉理由（SA 17(a), SEA 10(b)及规则10b-5(a),(b),(c)），针对夫妻及5家公司
发起。

投资额：

500万美金，来自10位EB-5投资人。

指控：

被告在未披露的情况下从监管账户取出资金（在任一I-526被递交前），将资金挪用到餐馆及其他个人业
务上，利用资金解决不相关的诉讼，用于个人消费（购买Mercedes Benz汽车），庞氏骗局偿还（将资
金用于偿还其他投资人）。

重要事实：

由于行业未经批准，USCIS发出526拒签通知；FBI于2013年7月18日执行搜查令。

要求处罚：

22|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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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 第3刊 2015年10月

诉讼：

23页的诉状，三项证券诈骗起诉理由，针对2名移民律师及妻子发起。针对被告律师Lee已发起加州律师
纪律处分程序，被告律师Kent已被取消资格。

投资额：

1200万美金，来自24位EB-5投资人。

指控：

要求处罚：

将390万美金挪用到其他业务上（包括一项菲律宾项目，计划从沙子中提取生产铁矿），240万美金的庞
氏骗局，承诺建造的堪萨斯乙醇厂从未动工，对USCIS提供虚假文件，滥用资金。
禁令，追缴，罚金，金额待定。2015年8月7日法院判定被告Justin Moongyu Lee违约。

Ireeco SEC监管程序，文档号3-16647（SEC停止及终止程序）
指控：

Ireeco, LLC和Ireeco Limited有意充当未经注册的EB-5证券经销商。

投资额：

募集了7900万美金，来自大概158位EB-5投资人。

被告接受的

征集外国投资人选择合适的EB-5，声称只提供教育培训和情报，声称526和829批准率100%，给出项目

调查结果：

选择，进行“尽职调查”，注册的投资人只能选择区域中心，从区域中心处收取平均3.5万美金/投资人的
报酬。被告并未接受或拒绝指控，但同意接受处罚。

实施处罚：

停止并终止（禁令），谴责，后续附加程序以确定是否适用追缴、罚息、民事罚金，如果适用，金额也需
确定。

重要注释：

SEC“胜诉”的第一起EB-5未经注册的经销商案件（针对移民律师的案件仍然未决），并且被告是私营
企业并非律师，案件仅针对企业实体，不针对所有者个人。

SEC v. Luca, et al.，案件号3:15-cv-03101，美国联邦地方法院，N.D. CA.
诉讼：

26页的诉状，9项起诉理由包括3项证券诈骗，2项未经注册的证券发行（D条例），2项投资顾问诈骗，
+1项未经注册的经销商起诉理由，针对Bingqing Yang+4位其他个人，+12家公司发起。

投资额：

总计6800万美金，其中800美金是EB-5（因此不是EB-5为主的案件）。

指控：

重要注释：
要求处罚：

在未披露的情况下被告混用资金，进行庞氏骗局式偿付，把资金挪用至其他业务和个人用途（私占250万
美金，支付游泳池和园艺花费，支付个人假期和高尔夫游），重大虚假陈述（关于回报）和遗漏（关于企
业健康状况），违反信托责任，拖欠投资人，未经注册者收取经销商报酬，总募集违反D条例，纳入不适
格的投资人，且诈骗；被告声称第五修正案特权与自认犯罪相悖。
由于丢失D条例豁免而指控未经豁免的发行的第一起案件，也是SEC根据1940投资顾问法案主张EB-5主
申请人是投资顾问的第一起案件。
禁令，接管，资产冻结，审计，保存账簿，追缴，罚金，金额待定。

Wisteria/Fujigami SEC监管程序，文档号3-16675（SEC停止及终止程序）
指控：

Wisteria Global, Inc. 和Hiroshi Fujigami有意充当未经注册的EB-5证券经销商。

投资额：

为Luca项目募集3100万美金，来自400名非EB-5投资人。

被告接受的
调查结果：
实施处罚：
重要注释：

为Luca征集日本投资人，安排研讨会和见面会，提供翻译服务，从Luca处收取净为180万美金的报酬。
被告并未接受或拒绝指控，但同意接受处罚。
停止并终止（禁令），谴责，有限追缴和罚息，但不处罚金。
“根据向SEC递交的金融信息陈述和其他文件”不处罚金（可能意思是被告配合程序）。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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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v. Justin Lee, et al. (AKA “Kansas Biofuels case”)，
案件号2:14-cv-06865，美国联邦地方法院，C.D. CA.

行业教育/研究分析

SEC v. Path America, et al，案件号2:15-cv-01350，美国联邦地方法院，W.D. WA.
诉讼：
投资额：
指控：

要求处罚：
重要注释：

17页的诉状，4项证券诈骗起诉原因，针对Lobsang Dargey和9家公司发起。
1.36亿美金的EB-5资金，包括1.25亿美金的资金和0.11亿美金的管理费（每人4.5万美金）。
80/20提早释放结构，重大虚假陈述和遗漏，滥用资金，将资金挪用至其他业务和个人用途（私占250万美
金，从14家赌场取出35万美金的现金，花费730+425万美金购买其他土地）。
禁令，资产冻结，审计，保存账簿，偿还资金给USA，追缴，罚金，金额待定。
相关方及利益冲突案件。如果采用合适的结构，防止同一最终控制者无限制地接触资金，本可以避免问题发
生，不过这将要求做出错误行为的人遵守最初他采用的结构。

在Path America一案中，个人被告
似乎全权负责确定交易结构，因此对资

证券顾问，制定合理的结构和保护措

但继续与律师协商想要达成一致，中间

施，预计市场很快会需要这些。

涉及到追缴费用，加息，显然特别恶劣

金保持完全控制。尽管披露了这一危险
的控制程度，显然投资人没有阻止和质
疑这一点，项目成功得到认购。市场理
解、接受EB-5区域中心和项目主管可以

的案子也要处罚金。这个行动已经持续

SEC针对移民律师经销
的执法行动未决

合法担任多个职位，但是简单的披露不

了一段时间，而延迟正式宣布背后的原
因和实际协议一致的处罚还不确定，尽
管已经知道SEC正在调查涉及非法支付
报酬给律师的区域中心。同时，SEC的

能被认可为不涉及风险；相反，笔者认

SEC针对2010年EB-5移民律师就

Ireeco程序和Luca诉讼表明SEC针对不

为市场应当要求合理的保护机制以对主

推荐投资人给区域中心项目收取非法经

经注册就募集投资人和接受交易类报酬

管的行为自由做出一些检查，以防主管

销商费用的执法行动似乎继续进展缓

的发行主管和非律师人士采取行动的态

走入EB-5权力的黑暗面。应当咨询企业

慢。SEC没有正式宣布进行执法行动，

度是积极进取的。

新会员反馈机会！
对本刊《区域中心商业期刊》的任意文章有建议？如有，请把您的建
议，最多不超过150字，发送至editorial@iiusa.org！

最有想法的反馈将在下一刊及IIUSA博客上刊登。

别再等待，立刻发表您的建议吧！

24|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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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法规与IIUSA会员
作者

交超过1500万份BSA报告，提供了大量

Ken Wright

可能有用的信息给政府，政府的任务是

Baker &

发现和防范洗钱行为和其他金融犯罪以

用规定，关于客户在开户时的身份认

及恐怖活动。

证，对“金融机构”及其客户设定最低

Hostetler LLP合
伙人

客户身份认证项目(CI项目)。采

标准。CI项目至少必须对以下内容执行
爱国者法案对BSA做出了大量修

背景

C.

合理程序：

改，使得追踪经济中的金融资产成为可

●

能，以此与恐怖活动作斗争。包括以下

●

核查所有想要开户者的身份
保留所有用于核查身份的信息

存档，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身份信息

内容：
区域中心、关联的证券发售人和其

●

确认对方是否在政府给予金融机

他IIUSA会员应当尽其所能地遵守针对

A. 扩充金融机构的定义。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的联邦法规，因此会被要

的定义大幅扩充到27个类别，不仅包括

求执行某些政策、程序和管控措施，以

传统的金融行业企业，也包括其他个人

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类型的

防范金融犯罪。如不合规，可能受到严

或企业，后者可能涉及到IIUSA会员，例

账户，开户的方法、可用的身份信息类

厉处罚。即便在某些法规覆盖范围不明

如：

型，也必须重视。

构的可疑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名单上

确的领域，也建议会员考虑执行那些用

项目法规

于保护企业远离金融犯罪不利影响的政

●

信贷或金融公司

策、程序和管控措施。本文介绍银行保

●

涉入房地产交割和结算的人士

密法案(BSA)（1970年首次生效）、美

●

私人银行家

国爱国者法案(爱国者法案)（2001年10

●

投资公司（无论是否注册）

法规给出最低合规标准。迄今为止，

月在911恐怖袭击灾难后首次生效）的要

●

投资银行家

FinCEN已经采用了一个适用于所有“金

求。

●

财政部（根据法规）确定或因特

融机构”的总法规（并暂时豁免13个类

殊缘由指定（法规不要求）的其他类别
BSA是美国首个且最综合全面的反
洗钱(AML)法规，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和

法规。爱国者法案准许财政部采用

别的前述AML项目要求）并且对下表列
出的12类“金融机构”采用/提出特殊法

B.

反洗钱项目(AML项目)。要求

规（参照前述理由，每个类别的法规都

其他洗钱高危行业协助美国政府发现和

“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项目，至少包

不同）（后者称为类别法规）（两者合

防范洗钱行为，并采用一系列反金融犯

括以下四项：

称项目法规）。每个“金融机构”先参

罪的预防措施。这包括递交上报可能暗

照总法规，再参照各自的类别法规（如

含洗钱行为的金融交易的具体数据，包

●

制定内部政策、程序和管控措施

括一万美金以上的现金交易以及可能意

●

委任反洗钱合规官

味着洗钱、逃税或其他犯罪行为的可疑

●

不间断的员工培训项目

活动。根据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

●

独立审计以检验AML项目

（一个管理BSA的财政部下属部门）数

必须重视金融机构的规模、所在和

据，每年超过25000家美国金融机构递

业务活动。

适用），以确定是否有附加要求。
项目法规通常涵盖以下领域：
AML项目和CI项目。目前的项目要
求请见下表。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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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法规与IIUSA会员
SAR报告民事责任；不会要求你指控进
要求递交报告。根据类别不同各有
不同，但包括：

为逃避BSA要求所做，无论是

■

通过结构设计还是其他方式

行犯罪活动的客户——只要求你递交
SAR报告，如果你相信该活动是可疑的
并且涉事金额达到两千美金或更多；还

●

112表 – 货币交易报告(CTR)。

表中所列的某些金融机构需要递

■

涉及利用钱款服务业务为犯罪活

动提供便利

有，告知涉入交易的人士SAR报告已被
递交是犯法的。

交，包括一个工作日内交易额超过一万
美金的现金货币交易，如果金融机构知
道是由同一人或代表同一人进行的交

可能被认为可疑或引起警惕的活动
包括如下范例：
使用虚假身份，或在不同场合使

或收款人和真实受益方一致的情况（如

■

有不同）。这与金融机构付出或收取现

用多个身份

■

两个或更多客户使用相同或相似

身份（照片或名字可能不同）

商业交易的每个人都通过IRS 8300表向
■

客户将一笔大型交易拆分成两笔

或多笔小型交易

邮政汇票、旅行支票和银行本票）] 的情
■

在了解到必须说明身份后，客户

更改交易

一万美金现金的所有人都必须在8300表
■

客户进行交易使其正好低于要求

报告或存档的数额

一年的1月31日前通知被记名于递交表格

国居民、和通常所有成立于美国、美国
部落领土上的企业。“经济权益”通常
包括担任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
户的实体位置在地理边境之外是一个关
键概念，所以即便一个美国人是在一家
益，也是需要报告的。注：递交本报告
并不能达成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要
求，该法案生效于2010年，目的是防止

上的人。

■

两个或更多客户似乎在合作将一

笔交易拆分成两笔或多笔交易
111表 – 可疑活动报告

●

前递交。“美国人”包括美国公民、外

开在外国的美国银行的账户中享有权

上报告这些交易，报告内容包括数额、
付款人的身份和某些其他信息，并在下

（独有或与他人合有总计）的美国人必

50%或以上的价值或投票权。前述的账

况。通常，在贸易或商业交易过程中，
于一次/两次/或更多相关交易中收取超过

中的任意时间持有价值超过一万美金

各州、美国领土、领地、飞地或印第安

美国国内收入署(IRS)报告收取“现金”
[例如：货币、现金等价物（银行票据、

告(FBAR)。在外国金融账户中有经济权

须递交此报告。必须在下一年的6月30日

金货币的交易有关。
8300表 – 通常要求参与贸易或

114表 – 外国银行和金融账户报

益、签名权或其他权利，在一个日历年

易，那么也包括交易总量，包括存款人

●

●

美国人逃税，要求美国人向IRS报告具体
的外国金融账户和离岸资产，要求外国
金融机构(FFI)向IRS鉴别由美国人持有

(SAR)。这是一份关于金融机构进行或

■

客户在同一天利用两处或更多地

尝试进行可疑活动并且涉及至少五千美

点或出纳将一笔交易拆分成多笔小型交

金的资金或其他资产[包括货币和其他所

易

的账户。

●

105表 – 货币或金融票据的国际

运输(CMIR)。从美国向美国境外或从美

有支付类型]的报告。另外，施加SAR义
务的法规建议金融机构自发递交有关违

如果客户做了一些显然犯罪的

国境外向美国一次实体运输、邮寄、船

反法律法规的交易的SAR报告，即便某

事——比如行贿甚至承认犯罪——则法

运总价值超过一万美金的货币或其他金

些情况中交易数额没有达到五千美金的

律要求递交SAR报告，如果涉及或总计

融票据或引起相同行为、或试图进行相

标准。据FinCEN所言，“可疑活动”指

资金或其他资产达到两千美金或更多。

同行为的人都必须递交本报告。协助、

的是知道、怀疑或有理由怀疑符合下列

如被要求，义务人必须在意识到需要上

支持、咨询、指挥、导致或要求金融机

任意条件的所有已进行的或尝试进行的

报的可疑交易或可疑交易模式/活动起的

构或他人进行此类行为都被视为进行了

交易或交易模式：

30个日历天内递交SAR报告。

此类运输、邮寄或船运。另外，如果通
过此类运输、邮寄或船运从美国境外一

■

涉及来自犯罪活动的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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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金融票据且并未如前述那样递交

行，储蓄银行，信用社等）可以递交，

体的、基于风险的、在必要处的、强化

报告，那么收取货币或金融票据的人，

准许存款机构豁免一个工作日内超过一

的政策、程序和管控措施，让法规范围

无论是否被要求递交报告，都应当为之

万美金的货币交易的CTR递交要求。对

内的金融机构不间断地防范和报告所有

递交报告。这个递交要求的豁免情况

象包括：1. 其他银行，国内业务；2. 该

已知的或者可疑的为某新外国客户或合

有：1. 涉及通过邮政服务或公共承运人

机构51%及以上控股的美国子公司；3.

作方在美国通过这些法规范围内的金融

从国外邮寄或船运货币或其他金融票据

美国业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美

机构的账户进行的洗钱活动，这是AML

至银行或证券经销商的美国公民或居

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或被批准为纳

项目要求的一部分。这类政策、程序和

民；2. 银行、外国银行、证券经销商通

斯达克(NASDAQ)全国市场证券在纳斯

管控措施包括：

过邮政服务或公共承运人邮寄或船运货

达克股市上市（在独立“纳斯达克资本

币或其他

市场公司”中列出的股份或股权除外）

1. 评估洗钱风险，考虑所有相关

金融票据；3. 把货币或其他金融货

的机构；4. 某些政府机构；5. 某些国内

币陆运给既有客户或从既有客户处收取

“工资单客户”和“非列出”企业，存

货币或其他金融货币的美国商业银行，

在既有关系，通过某些“合格账户”频

(1). 相关方的企业性质和所在市场；

既有客户需与银行维持存款关系，数额

繁取款或进行货币类或其他类数额超过

(2). 账户类型、目的和预期活动；(3). 法

需是银行可以合理认定不超过客户通常

一万美金的交易且不涉及任何“不合格

规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与相关方（及其子

进行该业务、符合行业、专业情况的数

业务”。想要获得豁免者

公司）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持续时间；(4).

额；4. 上述豁免中的公共承运人和邮政
服务。

●

因素，视情况应当包括：

可以在需要报告的交易发生后的30

给相关方发出执照或特许证的管辖机构

天内递交本表，本表必须每年监管和审

的反洗钱及监管体制，视能够合理取得

核以遵守法规。

该管辖机构的信息的程度；(5). 法规范围

107表 – 货币服务企业注册(RM

内的金融机构知道或者可以合理取得的

SB)。每个货币服务企业，无论是否由任

要求保存的记录(RR)。记录保存要

何州发出执照批准为货币服务企业

求包括所有前述报告和附加的扩展要

(MSB)，都必须在企业成立日之后的

求。总要求可见31 CFR 1010.400。下

2. 将基于风险而定的程序和管控

180天内填写本表进行登记，并且必须每

表指出了每个列出的类别是否有除了总

措施合理应用到每个账户，防范和上报

两年续期一次登记。每个预付服务供应

要求以外的附加要求。保存期一般为五

已知的或可疑的洗钱活动，包括定期审

商必须指出它担任预付服务供应商的所

年。

核账户活动，获得足够信息以确认已得

有预付项目。每个定居外国的人作为

有关相关方反洗钱记录的信息。

的关于该账户的类型、目的和预期活动

MSB在美国经商，无论是否定期或者是

为防范反洗钱和恐怖活动的特殊信

为有组织或有执照的企业，都必须指明

息分享程序(SIS)。信息分享程序要求包

一位美国居民，后者需要获得授权且同

括所有前述报告和附加的扩展要求。总

3. “私人银行账户”（或合并账

意担任代理人接受法院传票，并给出保

要求可见31 CFR 1010.520并适用于所

户）维持在法规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中，

存登记和维护信息记录的美国地址。大

有类别的金融机构。下表指出了每个列

且要求存款最低一百万美金，由一个或

约36000家已登记的MSB名单可以在此

出的类别是否有除了总要求以外的附加

多个非美国人作为直接所有人或受益人

查看：

要求。

建立，金融机构的官员、雇员或代理人

的信息的一致性。

委任、监管或管理联络，金融机构要采
http://www.fincen.gov/financial_i

尽职特殊标准；禁止事项；和特殊

nstitutions/msb/msbstateselector.ht

措施(SSDS)。通常，这些法规规定

ml#

“法规范围内的金融机构”（通常有存
款机构，证券经销商，期货委托商或商
110表 – 豁免者批准(DOEP)。

品介绍商或共有基金）必须建立尽职调

本表自愿递交，仅有存款机构（例如银

查项目，包括合理设计的、恰当的、具

●

取合理步骤以：
(1) 确定私人银行账户所有名义人
和受益人的身份
(2) 确定是否有受益人是外国高层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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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

该审查专为发现和报告可能涉及外国腐
败收入的交易而设计

的金融机构：(1) 终止缅甸银行机构、叙

(3) 确定存入私人银行账户的资金
来源以及账户的目的和预期用途

特殊措施通常要求每个法规范围内
利亚商业银行、澳门汇业银行和FBME

(6) 程序中必须指出法规范围内的

银行的所有通汇对应账户；(2) 采取特殊

金融机构无法对某私人银行账户执行恰

程序，该程序专为保证法规范围内的金

(4) 审核账户活动，确保与已得的

当的尽职调查的情形，包括金融机构应

融机构与前述机构的新通汇对应账户无

关于该客户账户的资金来源、所称目的

当拒绝开户、暂停交易活动、递交可疑

关而设计；(3) 如果联邦执法官有合理需

和预期用途的信息内容保持一致，以防

活动报告或关闭账户的情况。

求，为其提供所维护的账户的具体所有

范洗钱，并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上报所
有通过私人银行账户进行的已知的或可
疑的洗钱活动和可疑活动
(5) 如果外国高层政治人物是私人银
行账户的名义人或受益人，那么尽职调

人和注册代理人的信息；(4) 如果外国银
禁令通常要求法规范围内的金融机

行未能回复或反质任何财政部或司法部

构采取合理措施保证该金融机构在美国

长发出的关于该外国银行记录的传票，

为外国银行建立、维护、管理或经营的

无论外国银行位于何处，那么终止其余

所有通汇对应账户未被该外国银行用于

该外国银行的通汇对应关系。■

间接为外国空壳银行提供银行业服务。

查项目必须纳入对该账户的加强审查，

项目法规
存款机构
赌场和俱乐部

通常包括：
（总法规开始于31 CFR §1010）
G=从属总法规，C=从属类别法规

AML
项目

CI
CTR SAR RMSB RR
项目

SIS SSPS

开始于31
CFR§：

银行，储蓄协会，信用合作社，某些非联邦管
制的银行
多数年总收入超过一百万美金的赌博场所，包
括开设在部落领地上的

货币服务企业
(MSB)

外汇经销商，支票兑现公司，旅行支票或邮政
汇票的发售人，预付供应商，货币转移商，美
国邮政服务，预付销售商

证券经销商

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交易法)，在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或被要求在SEC
注册的证券经销商

共有基金

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ICA)第8节，在
SEC注册或被要求在SEC注册的所有“开放
式”（ICA第5节对此作出定义）的“投资公
司”（ICA第3节对此作出定义）

保险公司
所有在美国参与发售或为以下范围内的产品承
保的企业：
(1) 永久人寿保险，除集体人寿保险外
(2) 年金合约，除集体年金合约外
(3) 有现金价值或投资的所有其他保险产品
期货委托商和
商品介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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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根据1936年商品交易法案(CEA)在美国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注册为或被要求
注册为期货委托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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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规

通常包括：
（总法规开始于31 CFR §1010）
G=从属总法规，C=从属类别法规

贵金属、宝石、
珠宝经销商

所有在美国买卖以下范围内的商品的企业，
以及所有在前一个日历年或税收年内购入超
过五万美金的以下范围内的商品及通过售卖
以下范围内的商品获得超过五万美金以上总
收入者：(1) 珠宝 (2)贵金属 (3)宝石
(4)其价值的一半或以上来自嵌入其中的珠
宝、贵金属或宝石的制品（包括钱币和古
玩）

信用卡系统
运营商

所有在美国经营交易结算系统者，只要运营
商的信用卡是用于购买商品或服务或用于预
支现金，无论是作为信用卡还是借记卡

信贷或金融企业

信贷或金融企业：(i) 包括住房抵押贷款的
贷方或出借人，但不包括：(1) 银行（除银
行信用卡系统外）(2) 证券经销商 (3) 货币
服务企业 (4) 电报公司

住房政府
赞助企业

(i) 美国联邦抵押贷款协会
(ii) 美国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
(iii) 所有联邦住房抵押贷款银行

投资顾问
(2015年8月25日
提出的法规)

在SEC注册或被要求在SEC注册的投资顾
问和经理人，一般这些顾问管理的资产价值
超过1亿美金。法规的意见建议期将在2015
年9月1日后六十天结束。

AML
项目

CI
CTR SAR RMSB RR
项目

SIS SSPS

开始于31
CFR§：

会员注意

币服务企业(MSB)必须登记并且保持

能不会经手很多在项目法规中会被认为

MSB特殊记录。全部都有其他详细记录

是“现金”的现金和票据，多数类别的

您是此类金融机构吗？会员必须

保存要求。

金融机构（除了存款机构、货币服务企

尽其所能地遵守针对金融机构的银行保
密法案(BSA)和项目法规，如上所述。
例如，投资项目公司或者贷款给项目公
司的区域中心和关联的发售人和某些中
介可能被纳入BSA和/或金融犯罪执法网
络(FinCEN)的“金融机构”定义和类
别，因此需要遵守适用于“金融机构”
的要求。

如果是，那么适用什么项目法
规和其他法规？如果某会员是此类
“金融机构”，则根据将会员纳入范围
的法规类别来决定适用什么法规。例
如，所有法规类别都要求有反洗钱项目
(AML项目)（及其四大要点），但有些
不要求有客户身份认证项目(CI项目)。全
部都要递交货币交易报告(CTR)。大多
数要递交可疑活动报告(SAR)。只有货
第3卷 第3刊 2015年10月

业、赌场和俱乐部）可能也不会，但项

不遵守会有什么不利后果？ 民

目法规可能还是视为需要纳入法规范

事或刑事罚金、处罚以及其他违规后果

围。同样，我们正在成长的EB-5行业从

可能会很严重。近期FinCEN的

定义上说也和可以从CI项目中受益的非

Caesars Palace案就是个例子，该案因

美国人有新型金融关系。如果结论不明

反洗钱管控松散被处800万美金的罚金。

确，考虑做保守办法。尽管AML项目和

http://www.fincen.gov/news_room/

CI项目要求是为了协助美国政府防范金

nr/html/20150908.html#sthash.gpyF

融犯罪和资助恐怖活动，它们也可以带

BGNG.dpuf

来附加的益处，让您的公司和我们EB-5
行业也远离这些。■

我的公司人手不足怎么办？ 有
法规允许某些事项可以由其他金融机

IIUSA实务典范部委员会时不时地为

构、第三方或受信的渠道中介代为处

会员发布各种相关领域的非约束性“实

理，这要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看。

务典范”。这包括在“了解您的客户”
(KYC)方面给IIUSA会员推荐实务典范，

我对有些事情不确定怎么办？

目前正聚焦于反洗钱实务典范。

咨询领域中经验丰富且熟悉您公司实际
情况和状态的专家。尽管大多数会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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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商标注册资格：
在为区域中心命名时，
需要注意USCIS警告
的另一个原因

作者

区域中心需要让自己从竞争者中脱颖而

Spencer

出，有效地竞争投资人资金。一个强健

再次，联邦商标注册给予注册者权

Mcgrath，

的、受到妥善保护的商标可以成为一个

利，可以在联邦法院对其商标进行执法

Boundary Bay

竞争亮点。

行动，伴随着一些有用的推定，包括有

Law
Corporation律师

效所有权和排他性专用权。
商标指的是表明货品或服务的来源
并将货品或服务与其他提供者区分开来

最后，在USPTO注册给予商标所有

的“词汇、名称、标志、图案，或前者

者所有权公开通知，保证与其有冲突的

美国移民局(USCIS)近期向EB-5利

的组合”。在市场中，商标保护一个企

标志不会获得注册，有权与商标一并使

益相关者发布了一个备忘录，提醒称：

业的信用和名誉，防止其他人使用类似

用“®”标志，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美国”(United States、U.S.、US)和

的可能会混淆消费者的或者损害、玷污

会没收妨害商标的货品。

“联邦”(Federal)等词汇不可被用于区

商标的词汇、口号、标志、设计。尽管

域中心命名，因为这种使用可能由于虚

对商标所有权而言并不是必要的一步，

假地暗示与联邦机构存在关系而构成虚

但在USPTO注册，注册者可以获享一些

假宣传。随着投资移民资本市场变得越

重要益处。

来越拥挤，不使用这类词汇有了另一个
的原因：这会损害区域中心在美国专利

首先，常规法律商标保护受限于一

商标局(USPTO)将其名称注册为商标的

个地理范围内，是商标实际被使用的地

资格。

点。但是，联邦注册给予全美保护。

名称中有“美国”(United
States、U.S.、US)和“联
邦”(Federal)等词汇时的注
册障碍
欺诈
“欺诈”商标不具备注册资格。这

联邦商标注册益处

其次，在美国进行联邦商标注册给

个类别包括所有虚假暗示与美国政府机

予注册者优先权，在申请可能是投资人

构有关联的商标。如果一个商标属于以

每个财政年仅可签发10,000张投资

居住地的许多外国的商标保护时获享优

下情况，则虚假地暗示了这种关联关

移民签证（包括投资人及其副申请

先权。美国注册也可能提升境外权利的

系：

人）。在这个配额限制下可以募集到的

推定。常规法律权利和州级注册通常不

理论资金总量肯定远少于超过700家已批

允许注册者主张其有优先权，在外国后

准的区域中心需要的资金总量。因此，

来申请后追溯回美国使用。

30|IIUSA.ORG

1. 与政府机构使用的名称相同或
密切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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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 特 地 、 明 白 地 指 向 政 府 机

标关联；

●

国旗大体上被文字或设计掩盖；

●

设计形状不是旗帜设计中普遍可见

构；
2. 货品或服务的实际地理来源；
3. 由与政府机构无关的当事方所

的形状；

有；

3. 讨论中的商标产生的总商业影
响。

●

4. 会导致推定与政府机构有关。

国旗设计的颜色与一般国旗使用的

颜色不同；
如果词汇的使用方式是主要表示货

使用“联邦”提升了裁定为诈骗的

品或服务是美国来源，那么该词汇就主

可能性。例如，用谷歌搜索“联邦区域

要是地理描述性的。考虑到区域中心行

中心”(Federal Regional Center)在前

业的特性，“美国”（US、United

由于这些因素是主观的，当区域中

两个结果里给出了一个连到fema.gov的

States）这样的词汇可能会被认为是地

心决定使用固定风格的美国国旗作为其

链接。介于USCIS已经就“联邦”

理描述性的，和“美国”（America）

商标的组成部分时，应当保持谨慎。

(Federal)的使用告诫过利益相关者，在

或“美国的”（American）理由一样。

相关注意：美国国旗

也会妨碍商标注册。

描述

国旗的某个重要特点缺失或改变。

总结

区域中心命名中纳入这个词汇可能会达
成以上因素，因此即便没有取消资格，

●

注意USCIS的告诫后，区域中心可
固定风格的美国国旗设计是区域中

以提升自己的名称在USPTO注册为商标

心商标的热门选择。尽管此类设计可以

的可能性。由于注册会给予一些特点，

注册，但所有在组成中含有美国国旗或

允许区域中心在投资人市场中保护自己

“描述”也限制商标的注册资格。

盾徽或其他美国标志的商标不具备注册

的形象和声誉，所以联邦商标注册会是

仅描述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商标不能

资格。即便是固定风格的国旗设计也必

一种有价值的资产，尤其是在竞争有限

注册。类似地，地理描述性商标也不能

须满足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一个才具备注

的投资资金时。选择避开地理描述性的

注册。根据以下内容，“美国”

册资格：

名称或者虚假暗示与联邦机构有关系的

（ A m e r i c a ） 和 “ 美 国 的 ”
（American）都可能是地理描述性的：

名称，区域中心可以更好地保持其竞争
●

国旗设计是用于组成字母、数字、

优势。■

或设计；
1. 提供的货品或服务类型，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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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dwell,
& Berkowitz, PC
2015年9月9日，美国政府给移民领
域带来了一个惊喜——发布了新版2015
年10月的每月签证公告，并且USCIS宣
布采用新方法计算何时可以进行取得永
久居民身份程序的最后几步。概要：身
在美国的合格人士可以递交“身份调整
申请”，获得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和旅行

一般包括两个必要步骤：一，向美国移

类别的可用签证配额，规则是在世界范

证明，这比他们原来排队等待绿卡批准

民局(USCIS)证明你拥有某个具体签证

围内“先申请先发放”，判定日期是申

的有限签证配额的排位时间远远要早。

类别的签证获取资格（在某些具体的就

请人首次递交合格申请（I-130，劳工

我在此提供一些分析，包括特别针对

业类签证类别中，该类别本身以另一个

证，I-140，I-360，I-526）的日期，

EB-5的分析。USCIS取消了9月16日关

初步程序开始，即从劳工部获取“劳工

该递交日决定申请人在队列中的排队位

于新签证公告的利益相关者会议且并未

证”）；二，一旦你在法规规定的每年

置，被称为“优先日”。但每个国家的申

给出解释，然后2015年9月25日国务院

有限“签证配额”等待名单的队伍前

请人最多获得签证类别全球总配额的

宣布对10月签证公告进行了令人为难的

列，证明你在队伍前列，并且“条件许

7%，除非其他国家并未用完其年度配

修改，缩小了新政的受益范围。这继而

可”（即，不涉及某些犯罪，没有传染

额，所以签证需求量很大的国家的申请人

引发了诉讼，国会延长了区域中心法

病，不违反其他国会列明的规定）。第

需要排队等待更长的时间。对于不同签证

案，情况仍在不断变化，这是我们目

二步有两种情况：（1）对于身在美国的

类别之间的每年“未被使用的”配额的溢

前——截至本文写作时间2015年10月5

合格人士，向USCIS递交I-485表即

出调整，规则更为复杂。一般政府目标是

日——的处境。

“身份调整申请”；（2）对于在美国境

用完每年的所有配额（如果需求存在），

外申请的人士，向境外的美国领事馆申

但不要超过配额限制，并且试着将领事馆

请移民签证。

的最终面试分布在全年过程里，保证领事

两步程序。首先我们需要有一定的
背景知识来理解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意味
着什么。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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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安排相应平衡，签证程序进行顺
签证配额规定。法律规定每个签证

畅。这实现起来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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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配额管理挑战。美国国务院

审核的申请人，如果其优先日比该月签

(DOS)专门负责管理“签证配额”，在

身份调整的特殊挑战。但是，身份

证公告中宣布的“递交日期”早，那就

美国境内调整身份在1950年成为了一个

调整申请是向USCIS递交的，那是所属

是“主要受益人”，且符合一些棘手规

选择，DOS采用的方式是在此之前构想

不同政府部门的机构。过去，法律规

则的话，就可以继续移民程序，递交身

的。DOS每月发布签证公告，内含数据

定，申请人只有在优先日早于排期日时

份调整申请，即便其优先日仍然晚于公

图表，横列是家庭类和就业类签证类

才可以递交身份调整申请。由于DOS无

布的排期日，后者现在被称为“最终发

别，纵列是国家。单元格内列出相应签

法知道还没有被递交的申请数量，在设

放日期”。这个理念是为了让DOS可以

证类别和国家（或国家群组）所对应的

定排期日上，DOS拥有的数据并不充

知道USCIS以及DOS系统中真实的、有

“排期日”，“优先日”早于排期日的

分。因为主要的就业类签证分类中超过

序的、经审核的最终申请情况，了解根

合格申请人可以获发实际的签证配额，

八成的申请人基本上都在美国境内，所

据具体的“最终发放”排期日有多少人

并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但除非人们真的

以使用身份调整替代签证申请，如果设

可以实际获得批准。在此方法下，DOS

走到申请这一部分，DOS无法实际获知

定具体的优先日，实际上DOS只是在猜

可以管理好实际签证配额的分配，把全

有多少名合格人士，又该把排期日划在

测有多少人会突然具备资格可以获得永

部配额以有序的方式每年依次发放且不

哪里。DOS知道USCIS已批准的申请

久居民身份。

超限。

量，这些申请人告知USCIS他们想要在
境外申请签证，但有些申请人可能不继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

续他们的案子进度，这让DOS很难估计

生？因此本周，作为2014年末奥巴马总

实际需求。所以DOS不声不响地定义了

统宣布的“移民行政令”的一部分，

更早递交、更多自由。首先，这意

“合格日”，是个比排期日晚的日期，

USCIS和DOS宣布有两件事发生了改

味着，绿卡程序中的许多人本来在美国

并且邀请优先日早于合格日的申请人开

变：（1）在每月签证公告中公开宣布另

只能维持临时身份、稍后才可以递交身

始缴付签证申请费，并递交相关的数据

一组数据——“合格日”，此前DOS在

份调整申请，现在在上文所述的措施下

表和证明文件，使得“有文书记录证明

幕后使用这一数据，使签证申请人可以

可以继续移民程序，更早地进行最后一

申请人是合格人士”。DOS此后使用相

更早地排队，现在把该数据重新命名为

步了。这样做的话，他们可以获得临时

关的数据结果来划定排期日，并为优先

“递交申请日期”；（2）面向身在美国

的不受限工作许可和国际旅行证明，几

日在排期日之前的申请人安排面试。这

的身份调整申请人，开始使用该“递交

乎等同于身为永久居民了。基于具体工

对签证程序颇有成效。

日期”。所以，申请已被批准甚至仍待

作支持而合格的申请人，一旦绿卡获得批

相关影响引人关注，非常重要。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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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需要维持计划，继续保持或者从事

整申请的话，那么该子女不可以借助父

签证配额变为可用的一年内，子女可以

该工作，不过有特殊法律规定，允许身

母的EB-5投资在美国境内递交身份调整

通过递交调整身份申请或支付NVC签证

份调整申请待审已达180天的申请人不受

申请。对于家庭中多数人在美国境外，

费账单来“锁定”调整后年龄并避免

前者限制，并可以根据任何雇主提供的

但一些人在美国境内，越早越好地加入

“超龄”（超过21岁）。问题在于，如

“相同或类似职位”的工作完成绿卡程

签证程序以“登记在案”是比较明智

果符合“递交日期”但不符合“最终发

序。所以，基于工作支持的申请人很快

的，尤其是对于子女而言（原因见下

放日期”，那么在考虑CSPA问题时，

将变成“自由人”了，选择工作支持这

文）。注意，似乎这些天里USCIS从未

签证配额是否被视为可用？一方面，允

一方案有了新的推动力。

向NVC递送EB-5投资人的家庭成员信

许人们早些递交只是DOS设定最终发放

息，即便在I-526表的附录中已明确列

日期，决定签证配额何时“可用”的方

副申请人也同样。第二，一般可以

出，所以发出的签证费账单仅是针对投

法。在这种观点下，子女早些递交不会

跟随“主申请人”获得绿卡批准的配偶

资人的，投资人必须通知NVC关于其家

锁定调整后年龄，直到符合最终发放日

和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也可以和主申请

庭其他人的信息，并要求修正，以获得

期。另一方面，可以说DOS和USCIS已

人一样早地申请调整身份或移民签证，

包括了所有人签证费的账单。

经重新定义了“签证配额可用”，指的

但必须以相同方式申请。如果主申请人

是符合“递交日期”之时。毕竟，INA

申请签证，那么副申请人只能继续签证

超龄保护问题。这真的是一个需要

section 245(a)(3) 和 8 CFR section

程序，如果主申请人申请调整身份，那

解决的棘手问题：在美国境内递交身份

245.1(a)规定，只有“在递交申请时移

么副申请人也只能继续身份调整程序。

调整申请或者支付NVC签证费账单作为

民签证即时可用”，申请人才可以递交

副申请人只有在等到主申请人完成了其

签证程序的第一步，是否会根据《儿童

身份调整申请。所以如果USCIS在不改

程序并实际得到绿卡后才能选择使用其

身份保护法案》(CSPA)“锁定”子女的

变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根据“递交日期”

他程序并继续。例如，身在美国并且

“调整后年龄”以避免“超龄”的可能

允许递交身份调整申请，那么USCIS和

F-1学生身份将要结束的子女，如果其

性。CSPA规定，当移民申请待审时，

DOS必须在考虑CSPA问题上，认定在

父母是EB-5投资的主申请人，申请的优

子女的“调整后年龄”被视为冻结，但

递交时签证配额“即时可用”。一段时

先日早于公布的“递交日期”，但父母

一旦申请获得批准，则子女的的调整后

间后我们将得到答案，也许最快就是9月

不在美国境内，不合格或未递交身份调

年龄恢复前进，直到签证配额可用。在

16日。可能超龄的子女为了保护自己具

34|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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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资格，加入早些递交的行列（递交调

之间的典型目标时间差时DOS可能有关

了“非区域中心(C5和T5)”以及“区

整身份申请或者支付签证费账单之一）

于需求的“内部信息”。无论如何，各

域中心(I5和R5)”。由于目标就业区和

而多付一份递交费是值得的，但这有可

个类别的时间差变化很大。比如说，美

区域中心在实践中常常与项目关联，这

能起不到效果。一些之前已支付NVC签

国市民的出生于菲律宾的未婚子女

是没有内在联系的。确实，INA section

证费账单但被视为超龄者也许可以有机

(F1)，相比之前的政策，现在可以递交

203(b)(5)(B)拿出了每年3000张签证分

会进行CSPA索赔。

的年龄大了4年多。对于来自印度的

给目标就业区投资人，然后重复地，创

EB-2职业人士，变动幅度超过6年。十

立了区域中心概念的扩展后拨款法案拿

有何区别？相比以前，人们现在可

分惊人！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的EB-3

出了每年3000张签证分给有区域中心支

以更早申请，早多久？律师说：看情

工作者，变动幅度仅仅2周。平均变动

持的签证，不过区域中心法案将在2015

况。似乎新的“递交日期”会比我们之

幅度大约在一年左右。

年9月30日到期，我们都痛苦地意识到这

前只能从实践中偶然看出的旧的“合格

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试验项目”（修

日”要早。另外我们只有第一个2015

10月的EB-5日期——怎么样？

正后改为“区域中心”）那一行单元格

年10月签证公告可以参考。我无法真正

2015年10月签证公告，作为新型公告

里的最终发放日期写的是U，意即不可

辨别出一个公式或者规律。同时我们必

的首发，对EB-5而言有些引人求知的

用：这是因为目前没有法律在案，可以

须记住，公布的日期说明了哪些人现在

指示，值得仔细分析。首先，公告首次

给10月或10月之后的区域中心支持的依

在队伍的前列，但是这个队伍前进的速

把EB-5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目标就

赖间接就业的投资人发放签证。之前标

度可能快于也可能慢于常规的时间进

业区/区域中心”，另一类是“试验项

签是“目标就业区/区域中心”的类别似

展，这取决于需求。在实践中，何时符

目”。这个区分其实没有意义，然后

乎本质上指的是“直接”EB-5项目，即

合递交日期和最终发放日期，在设定这

DOS在线修正了公告，把两个类别改成

便区域中心法案到期，直接项目仍有法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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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保障，这个类别写的是C，意即现时，

国务院应当再一次修正10月签证公告，

了绿卡申请的人都希望越早来美国生活

不需要等待，但除中国大陆申请人之

表明“区域中心”投资人和“非区域中

越好。我们来面对事实：经由移民签证

外，后者的最终发放日期是2013年10月

心”投资人有同样的“现时”或2013年

程序早点递交可以帮助保护您子女的合

8日，相比9月签证公告时的日期2013年

10月8日的排期日。

格身份，并且让您早点排队，等到签证

9月22日前进了差不多1个月。而递交日

配额实际可用可以最终发放，但这不能

期表对EB-5只有统一的一行，都是“现

这会持续下去吗？2015年10月签证

让您前来美国并做到您想做的事。但是

时”，但除中国大陆申请人之外，后者

公告和一些USCIS公告似乎建议，即便

递交身份调整申请可以做到这一切，并

的递交日期是2015年5月1日，比最终发

国务院会在之后的所有公告中公布“递

且给出无限制工作许可和旅行证明，基

放日期早了大约17个月。但如果区域中

交申请日期”，USCIS可能不会一直让

本上等同于绿卡。所以我们可以预计，

心法案没有得到延期，尚不清楚USCIS

人们利用这个日期来申请调整身份。显

EB-5投资人及其家庭（这样他们可以一

或者甚至DOS会不会继续审核区域中心

然每个公告都会说明它的“递交日期”

起递交）将会计划前来美国，在他们符

支持的投资人，即便是其申请已得批

是否可以用于该月的调整申请。因此，

合递交日期时身处美国，这样就可以递

准，并且如果最终发放日期表显示区域

潜在申请人应当抓住机会早点递交调整

交申请，获得前述的临时福利。目前还

中心类别对实际绿卡批准不可用，那会

申请，要有紧迫感，在可行动的签证公

没有合法有效签证的人必须填写

怎么样，由于必要的立法缺失，这些都

告适用的第一个月就尝试完成申请递

DS-160申请表，里面有个问题需要回

不清楚。如果有人需要白纸黑字的证据

交。USCIS并未就它将如何决定它现在

答：“您递交过移民申请吗？”这是

来让自己清醒，知道如果区域中心法案

的政策以及相关的合理依据给出任何信

“移民倾向”的危险信号，尽管并不一

不能得到延期会有什么后果，就请看10

息。

定对申请有致命后果，尤其是在那些允

月签证公告吧。现在，国会在9月30日延
期了区域中心法案至12月11日，看起来

许双重倾向的类别里（复杂问题）。最
早点来美国？在多数案子中，递交

愚蠢的做法是在回答该问题时撒谎，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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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IIUSA.ORG

第3卷 第3刊 2015年10月

行业教育/研究分析

签证公告2.0及其影响，
包括对EB-5投资人的影响
这是有清晰记录的，USCIS在审核身份调整申请时越来越经常地回
顾此类申请，并且作出过有意的、重大的声明：这在签证申请中会
导致永久拒签，多数EB-5申请人都不可以得到豁免。还不清楚待
审核的或已批准的I-526申请的副申请人对这一DS-160问题是否
需要回答“是”。对于利用本项目进入美国的人而言，入境处的交
流问答可能成为问题。法律顾问的意见很重要。
体检时间。新办法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与体检有关。移民签证申
请人在面签之前的短期内进行体检，这在符合最终发放日期之后的
话，不会受影响。不过在过去的实践中，会在首次递交身份调整申
请时也一并附上体检报告，因为申请的签证配额即时可用，所以不
会有时间延迟导致体检过时，除非由于突发需求或者USCIS审核延
迟，签证类别发生排期倒退。现在，在递交后，USCIS可以批准身
份调整申请前，可能要过好几年，而USCIS要求递交时体检报告时
效不能超过一年，并且从递交算起在一年内用于审核。所以更多的
申请人会选择在身份调整申请中不附上体检报告。USCIS将需要开
发一个妥善的系统来要求在快要到优先日前的短期内更新体检报
告，或者申请人将需要确定如何预测并把（新）体检报告归入递交
文件，让USCIS确认收到，一旦符合最终发放日期，立刻进行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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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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USA 2015 EB-5投资人市场报告：

按照国家与地区，对EB-5外国
直接投资(FDI)进行定量分析

Lee Li

Allen Wolff

IIUSA政策分析师

IIUSA市场交流总监

们追溯EB-5项目自其20年前创始起至

EB-5资金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越来越

今的卓越增长。

快地流入美国经济。根据美国移民局

2015 EB-5投资人市场报告是一份

(USCIS)公布的数据，2015财政年第三

针对EB-5投资人趋势的综合定量分析，

季度通过EB-5项目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

全球每个国家的市场数据都有一个“增

如图1所示，EB-5项目自2008财政

(FDI)总计超过14亿美金。或者，换句话

长分”，让我们可以将不同国家与地区

年起出现了最重大的年同比增长（大衰

说，USCIS在第三季度批准了2868份

的趋势与行业不同时间段里的平均增长

退后）。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

I-526外国企业家移民申请，创项目记录

水平做比较。

I-526批准中的77.06%都发生在过去七

新高。

方法

年里。77.06%这个数据是第一个基准，
我们用来比较2008财政年后的国家与地
区增长。可以在2011财政年到2014财政

作为EB-5行业的行业协会，IIUSA
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可以帮助协会会员理

信息自由法案(FOIA)披露了按照投

年之间看到第二个重大增长，所有I-526

解这一大数据，以便会员在市场中做出

资人来源分类的I-526批准数据，IIUSA

批准中的62.33%发生在这期间。有了这

充分知悉的决定。在这一想法的推动

收集了1992财政年到2014财政年完整的

些基准的增长分（2008起77%及2011

下，IIUSA近期公布了首份EB-5投资人

历史数据（当2015财政年的数据公布后

起62%），可以得出一个计量值，确定

市场报告，聚焦未来呈增长性走势的国

也会收集）。这一宝贵数据集让我们可

某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真的在增长。

家与地区。

以从总体角度分析I-526批准，并帮助我

图1：EB-5项目需求量I-526历史回顾，按财政年（1992-2014）
I-526批准

增长分基准

自FY2008起-77.06%
自FY2008起-62.33%

自FY2011:
62.33%*
自FY2008：77.06%*

38|IIUSA.ORG

第3卷 第3刊 2015年10月

公式

范例
EB5行业增长分(自2008起)

自
2008

国际视角

如何计算“增长分”

增长分(自2008起)=

起

I526批准总量(FY2008-FY2014)

=

EB5项目I526批准总量(FY2008-FY2014)

EB5项目I526批准总量(FY1992-FY2014)
17,148
=77.06%
=
22,254

I526批准总量(FY1992-FY2014)

中国大陆增长分(自2011起)

自
2011

增长分(自2011起)=

起

I526批准总量(FY2011-FY2014)
I526批准总量(FY1992-FY2014)

=

中国大陆EB5投资人I526批准总量(FY2011-FY2014)

中国大陆EB5投资人I526批准总量(FY1992-FY2014)
11,094
=82.84%
=
13,392

“增长分”计算法的积极面与消极面
积极面

●

多年的、可重复的——本方法可

以一年年反复使用，给出一致的结果。

现某些国家如委内瑞拉（93%）、哥伦

年高达233位投资人），因此台湾在过去

比亚（71%）或巴西（82%）都超过了

七年中的增长分并不比EB-5项目早年时

地区和全球基准平均，因此寻求EB-5资

它的人气度要差。

金的人士应当特别关注这些国家。

基准增长分会反映EB-5项目的总体趋势
并强调最近的一个财政年的数据。

基准平均包括了中国大陆——我们
消极面

知道，EB-5需求在过去七年里主要是由
中国大陆投资人拉动的。事实上，中国

具体针对地区与国家的分析——

申请量——根据增长给国家和地区

大陆EB-5投资人市场在2014财政年占

使用增长分模型，我们可以比较全球单

“评分”时，我们没有控制数量，对于

了市场总份额的86.34%，而剩下的九个

个国家的需求趋势。分别分析这些增长

一个市场在潜在投资人方面是否有重量

高申请量国家合起来的份额仅有8.75%

分（例如，自2008财政年起或2011财政

份额，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例

（如表1所示）。把中国大陆从计算中移

年起），我们可以准确查明具体国家或

如，在总体市场份额方面，2014财政年

除，从2008财政年起全球其他国家的总

地区在何时见证了总体需求的改变。例

全球所有地区中台湾排名第三，但是它

体增长分基准平均实际上仅超过56%。

如，自2008起，拉丁美洲的增长分仅为

的增长分远远低于其他前十的市场，仅

相比包含了所有EB-5投资人市场的77%

68%多，少于项目总体基准平均77%。

为25%多。这是因为在2008财政年以前

的增长分基准平均这是一个更为保守的

但是，更细致地按照地区去看，可以发

台湾的I-526批准量非常高（1997财政

数字。

●

表1：EB-5投资人市场前十，按市场份额(FY2014)
排名

EB-5投资人市场

I-526批准数

市场份额

增长分(自2008起)

1

中国大陆

4,153

86.34%

95.30%

2

英国

67

1.39%

72.02%

3

中国台湾

59

1.23%

25.64%

4

印度

57

1.19%

73.37%

5

韩国

56

1.16%

54.23%

6

加拿大

49

1.02%

71.43%

7

俄罗斯

44

0.91%

81.33%

8

墨西哥

35

0.73%

85.58%

9

委内瑞拉

29

0.60%

93.37%

10

越南

25

0.52%

93.81%

4,574

95.09%

77.06%

前十总计
IIUSA EB-5投资人市场报告
数据来源：美国移民局绩效与质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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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EB-5外国直接投资（FDI）与I-526批准，按地区（FY1992-FY2014）

I-526批准

1,152
I-526批准

欧洲

442
I-526批准

北美

458

I-526批准

南亚/中亚

13,392
中国大陆

I-526批准

430
I-526批准

中东

3,332

I-526批准

亚太地区

199

I-526批准

420

非洲

拉丁美洲

IIUSA EB-5投资人市场报告
数据来源：美国移民局绩效与质量办公室（IIUSA通过自由信息法案(FOIA)取得）

EB-5需求
上图描述了自1992财政年起全球每个地区的EB-5市场需
求。表1给出了2014财政年I-526批准市场份额前十的EB-5投

分析，仅有IIUSA会员可以在http://member.iiusa.org上查
看。

资人市场。完整的50页EB-5投资人市场报告，单个国家综合

图2：EB-5外国直接投资（FDI）与I-526批准，按地区（FY1992-FY2014）
增长分：自FY2008

增长分：自FY2011

EB-5项目增长分，
自2008：77%
EB-5项目增长分，
自2011：62%

非洲

亚太地区

欧洲

拉丁美洲

中国大陆

中东

北美

南/中亚

IIUSA EB-5投资人市场报告
数据来源：美国移民局绩效与质量办公室（IIUSA通过自由信息法案(FOLA)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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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除中国大陆之外）是第二大的EB-5投资人市

项目创始起共得13390份I-526批准。自1992财政年起，中国

场。1992财政年至2014财政年间，共向亚太地区EB-5投资人

大陆贡献了超过67亿美金的EB-5外国直接投资(FDI)。另外，

发放了3300份I-526批准，相当于超过16亿美金的EB-5

95%的中国大陆EB-5投资人的I-526批准发生在2008财政年

FDI。然而亚太地区自2008起的EB-5增长分仅为43.5%，其

后，82%的I-526批准发生在最近的四个财政年内。图5显示，

EB-5市场份额也一直下降，从2009财政年的超过70%下降到

中国大陆的EB-5市场份额从2008财政年的38%增长到2014财

2014财政年的仅28%。

政年的超过86%。

图5：中国大陆：可见未来的市场领跑者
I-526批准量，按财政年（1992-2014）
I-526批准

市场份额（全球）

自 FY2011：
82.84

自 FY2008：95.3%

图6：投资人市场趋势 - 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
I-526批准量，按财政年（1992-2014）
I-526批准

占I-526批准百分比（除中国大陆投资人）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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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是最大的EB-5投资人市场，优势显著，自EB-5

国际视角

从自1992财政年起的I-526批准总数看，欧洲是第三大

美金的EB-5

FDI。尽管欧洲的增长分相比拉丁美洲的南亚/中

EB-5投资人市场。欧洲的EB-5需求是非常多样化的——总共

亚相对较低，从2011财政年起每年也有超过110位EB-5投资

39个欧洲国家有超过1150位EB-5投资人，相当于超过5.76亿

人。

图7：投资人市场趋势 - 欧洲
I-526批准量，按财政年（1992-2014）
I-526批准

占I-526批准百分比（除中国大陆投资人）

图8：投资人市场趋势 - 拉丁美洲
I-526批准量，按财政年（1992-2014）
I-526批准

42|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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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场自1992财政年起的I-526批准总数都较为相近——分别

外）自2008财政年起增长分高于EB-5项目平均水平的地区。
过去四年里如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增长迅速。

发放了总计为458、442、430份I-526批准。
了解更多市场分析，请访问iiusa.org或通过
但是，如图3所示，北美地区是唯一一个（除中国大陆之

info@iiusa.org联系我们。■

图7：投资人市场趋势 - 北美
I-526批准量，按财政年（1992-2014）
I-526批准

占I-526批准百分比（除中国大陆投资人）

图7：投资人市场趋势 - 南/中亚
I-526批准量，按财政年（1992-2014）
I-526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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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其余国家：南亚/中亚、北美、中东地区的EB-5投资

国际视角

新兴EB-5市场之星：

印度

作者

一个实在的阻碍，应当得到重视，才好

Rohit Kapuria，

EB-5市场阻碍

维持市场中EB-5投资人的兴趣。

Klasko, Rulon,

投资人母国的生活质量更高：

新接受培训的印度EB-5参与者提出

在某些方面，印度的经济增长降低了

的最大抱怨与资金偿还和I-829审核后项

EB-5项目的吸引力。对于富有的投资人

目不保证退还认购资金有关。尽管印度

随着EB-5项目

而言，随着国内生活质量的提高，通过

投资人一般愿意承受风险，但EB-5项目

继续引发全球投资人的兴趣，印度投资

投资移居外国的吸引力就随之变低。很

是外国项目，常常会有一种不信任感存

人被认为是潜在认购人中相对未开发的

明确，对于某些富人来说，国内的生活

在，认为结束时外人会卷走他们的钱。

市场。全球高净值人群(HNWI)人数增

质量（与日常官僚主义障碍及腐败无

印度投资人也见证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

加，EB-5项目获得的关注也越多，且重

关）仍然比他们移居美国可以享受的生

惊人增长，因此，富有的EB-5参与者中

心在于印度百万富翁数量的预计增长，

活标准要高。HNWI习惯于拥有厨师、

很大一部分人的资金都联系着土地（和

预计会在未来十年内翻倍。对于这些富

司机和管家的生活，这种奢侈标准到了

中国一样，很多人都刚刚成为新进百万

有的合格人士，想要移居美国的话，

美国在经济上没那么可行。

富翁），银行存款证明（每年产生

Stock & Seltzer,
LLP

EB-5项目是个相对可行的有吸引力的机

8-11%的卢比本位账户）和股票。但

会。EB-5项目尤其受居住在其他国家

对EB-5项目的知识（如果

是，房地产投资依然是对印度投资人最

（比如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印度人士欢

有）匮乏：相比中国、韩国以及其他有

有吸引力的一项，因此许多人选择房地

迎，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永久居

多年历史、有两位数的I-526批准的国

产类的EB-5投资。话虽如此，印度投资

民身份，可以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不用

家，印度相对而言是个新手，因此，小

人也足够理解，即便有房地产质押物存

一直担心非移民签证的续签问题。毋庸

部分的潜在EB-5参与者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但通常高级贷方处于还款的第一顺

置疑，印度投资人市场有其自身阻碍，

EB-5项目。另外，当听到EB-5项目的

位，EB-5投资人永远不能把这个质押物

包括资本流出方面的政府法规（尽管很

介绍时，一些印度投资人在审视项目时

当成他们投资资金的真实保障。

复杂，但仍旧比中国和越南要好对付一

怀有疑心，而且通常只有有限的渠道可

些），还有追踪和证明EB-5资金来源的

以了解可靠及准确的项目信息及其潜在

汇款限制：印度的经济潜力最鼓舞

潜在资金来源问题。话虽如此，印度市

利益。因此，关于项目和必要的投资结

人心的迹象可能与莫迪总理(Narendra

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EB-5股权的发售

构的信息可能会大量混入错误的内容。

Modi)及其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有

人应当考虑仔细分析这个市场。

短期来看，恰当的EB-5项目知识培训是

关，他们的选举优胜发生于2014年5月，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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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来源地前25名(2012/13 – 2013/14)

业更友好的经济。莫迪政府已经开始着
手于重大改革，如果能成功执行的话，
可以让印度经济获得急需的稳定性。莫
迪总理已经间接地大量放松了印度的资

排名

来源地

2012/13

2013/14

2013/14
占总量百分比

变化

世界总计
中国大陆

金控制。事实上，印度储备银行近期把

印度

资金流出的年度财政限制提高到了25万
美金/人。这一资金控制的自由化将很有

国际视角

承诺带来一个更高效、回报更多、对商

韩国
沙特阿拉伯

希望鼓励更多的印度居民投资美国。

加拿大
台湾

资金来源和路径问题：看看居住

日本

在阿联酋的EB-5投资人的案子，EB-5

越南

主申一般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伊朗

墨西哥

人和埃及人。他们可能在证明与房产销

巴西

售和母国企业有关的资金来源上存在问
题，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在目前在阿

感谢国际教育机构。(2014). “国际学生来源地前25名，2012/13 – 2013/14”。
来源：http:// www.iie.org/opendoors

联酋中经营的企业方面遇到附加压力。

在其他条款中，免除对收入的双重纳

中国和印度都销售EB-5机会，那么可能

考虑到这些投资人可能不是阿联酋的公

税，但所含的豁免规定非常复杂，而且

可以找到一条路来调整印度投资人对此

民（因为阿联酋的国籍原则是血缘或血

没有否定一个铁的事实：习惯于免税避

的兴趣差距。（注意，在这个方案中，

统），而是临时签证持有人，所以他们

风港的印度人士现在要被美国国内收入

可能会有证券披露问题。如果只利用一

的阿联酋企业通常需要阿联酋赞助商，

署(IRS)要求纳税了。懂行的印度投资人

个新商业企业，印度投资人和中国投资

后者会拥有该企业一定比例的股权。因

通常开始法律咨询时就会询问必须进行

人获得的对待会不同。）

此，许多移民者可能有两本企业账簿。

纳税申报的结果，作为美国合法永久居

一本给股权赞助商看的，利润越来越

民的话，在美国境外赚得的收入都要这

关注孩子：亚洲国家的EB-5投资

少，还有一本“真账簿”，和另一本企

样报税。因此，对全球收入的纳税要求

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对他们孩子的保

业账簿明显不同。为了给USCIS看到全

仍然是印度投资人考虑EB-5项目的一个

障。例如，在印度，尽管父母可能对移

面准确的资金来源报告，需要给出真实

很大的阻碍。

居美国并不热衷，但他们会很有兴趣送
他们的孩子去美国接受美国教育。现在

账簿。当然，这问题与获得工资的雇员
无关。在阿联酋居住和经营企业的印度

跨过某些阻碍的策略

美国持F-1签证的学生群体人数印度排
名第二（见上表）。发售人的一个关键

投资人要确保他们合法展示了企业收入
的完整报告，还有这个企业收入的缴税

让中国报酬模式吸引新兴市

策略就是，解释可以提供给这些孩子们

情况的全面证明，这样才能正确遵守

场： 中国市场的投资人需求越来越高，

的永久居民身份这个福利。例如，讲述

USCIS的资金来源报告要求。

因此移民代理也越来越能够实现非常高

如下话题：公立大学的正式学费、奖学

的代理率。尽管中国投资人惯常满意

金或财务支援机会、永久居民有更高几

税务问题：另一个问题和美国管得

0.25-0.5%的年投资回报率(ROI)，但

率被美国医药学校录取，以及最重要

很宽的税收事务有关。很多印度投资人

把同样的模式应用到印度投资人身上却

的，不会有毕业后的H-1B困境。想想印

目前享受着毛里求斯、阿联酋、荷兰、

很困难。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这类ROI

度现在艰难困苦、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

开曼群岛等地的税务避风港。懂行的

模式的市场；如果投资人能看到ROI有

（95%的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升学进入印

EB-5参与者要考虑一个问题：得为他们

额外的财务增长，就会让事情变得更简

度出色的学校），美国的教育体制就太

的全球收入缴税。这是个需要考虑的主

单。这可以从印度代理的费用方面解

容易了。

要问题，决定了是否要继续进行EB-5投

决，他们现在不需求高报酬的条款。因

资。尽管美国和印度之间有税收协定，

此，如果交易结构合适，发售人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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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EB-5投资人时，关注孟买、德里、

会豁免EB-5发售人对与其发售有关的移

令人舒适的。熟悉中国的区域中心或开

昌迪加尔、班加罗尔、艾哈迈达巴德和

民代理的恰当监管。如果发售人和不合

发商不太会对此感到惊讶。

金奈会有最大的优势。结果是代理人或

适的移民代理合作，很容易把原本一个

经销商会和实际对移民感兴趣、对EB-5

精彩的项目搞得一团糟。尽职调查是关

投资机会更有经验和理解以及潜在资金

键。

渠道的EB-5参与者做生意。

准备好处理“黑钱”相关的问
题： 就像前面在市场阻碍中讨论过的，
“黑钱”对印度投资人利用EB-5机会而

注意事项
目标某些类别的代理： 和EB-5

言往往是个很大的阻碍。黑钱，指的是
持有人出于税务目的而没有向公共机关

参与者有首要接触的群体是富有的经理

放低预期：中国现在是，并且在可

正确披露的资产，是新兴市场如印度和

人、会计师、私人股权公司、房地产开

见的未来里将会继续是市场主力，不仅

越南很普遍的国家问题。同样，这也是

发商、律师、甚至是某些有SAT和

在EB-5项目方面如此，在其他国家诸如

其他热门EB-5市场如中国的常见问题。

TOEFL预科班特长的教育机构。

澳大利亚、奥地利、葡萄牙提供的移民

由于USCIS对资金来源要求的标准非常

项目上也是如此。中国的投资移民需求

严格，黑钱问题会对EB-5投资造成更多

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研讨会的规

是绝对第一。尽管印度，打个比方，有

更重的阻碍。但是，对于想要正确补救

模并考虑当地支持： 印度市场里有

很多技术工种想移民，但富人通常不太

或处理这个问题的投资人而言，它不是

100多名研讨会参会者是不太可能实现

想出国。不过话虽如此，中国之外的新

完全破坏性的。着手处理的一个关键点

的，没有落实当地支持要进行一次为期

兴市场比如印度（或者是有很多印度人

在于把黑钱转为“白钱”。这种转性

四日的项目之旅来审查研讨会参会者并

士的国家）的EB-5增长前景在未来数年

（有时会让投资人向第三方付一大笔

在会后跟进也是不太现实的。印度投资

内应当会有至少5-10%的不错增长。

钱，现金，来交换已经缴税的白钱）无

人通常反应很慢，毕竟EB-5很大程度上

法解决USCIS要求证明合法收入的麻

是个外国概念。如果区域中心/开发商认

准备好议价： 印度人喜欢讨价还

烦。因此，EB-5专家或发售人要意识到

为只要花四万美金就能在上述城市里快

价。除了认购资金必须固定外，区域中

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在允许投资人递交

速完成一次项目之旅并让投资人签字认

心/开发商/移民律师应当准备好讨论有关

I-526申请前准备好彻底调查并解释潜在

购的话，那么EB-5发售人最后肯定会失

管理费和专家费的条款。无论是现在居

EB-5投资人的EB-5资金的总体情况和

望的。在当地支持上花心思，减小研讨

住在印度还是阿联酋的印度投资人很少

追踪情况，这至关重要。

会的规模，根据特别邀请把目标人群放

会立刻同意条款而不尝试讨价还价。印

小。

度投资人在做出决定前可能会先挑选和

总结

比较区域中心及移民顾问（有时候多达

移民代理的注册要求：根据与当

10-20个）。

地顾问的对话，看起来印度不要求移民

显然，EB-5项目的潜在印度投资人
市场有重大机会，想要成功也有潜在阻

代理在任何政府机构处注册。因此，官

令人舒适的同国籍专业人士：

碍。了解投资人的背景和文化还有目前的

僚主义红线并不会阻碍勤奋的企业家们

尽管语言障碍在印度不是真的问题，但

市场情况，那么进一步开发这个潜在的能

入股市场并推广EB-5项目。当然，这不

这些投资人有理解文化的专业顾问是很

够赚钱的新兴市场会变得更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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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罗 斯
作者

1999年的最高纪录，当年俄罗斯官方

Charles

“失去”了大概215,000人。尽管离开

Raether，

俄罗斯的人数仅占人口的1%，莫斯科和

Amlaw Group

圣彼得堡有一半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在去

● EB-5只是一个合法“购买”绿

PLLC管理合伙人

年进行的一个调查中表示知道有人选择

卡的途径，没有实际机会可以取回投资

移民出国。

本金；

补充中国投资
人的成本上升，中

对俄罗斯EB-5的误解

国大陆投资人面临签证排期倒退的挑

俄罗斯人对EB-5项目抱有的误解中
最常见的有：

● 没有东西强制开发商在募集完全
部资金后必须完成项目建设；

战，又有投资人市场多样化的需求，这

不看俄罗斯和周边市场的大量高净

都促使区域中心和开发商寻找中国以外

值人群，2014财政年发给俄罗斯人的

的市场来保证投资人来源可靠。俄罗斯

EB-5签证数量少于EB-5签证总量的

及周边的俄语国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一

1%。这个低数值背后的原因部分是由于

个有前途的解决方案。同时，俄罗斯越

误解和不了解，不仅在潜在投资人眼中

来越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环境也在创造

是这样，在EB-5开发商和项目促进方眼

条件，推动更多的人考虑移民。投资人

中也一样。不像典型的中国投资人那样

仍然不了解EB-5项目或者对它有误解。

了解EB-5项目及其复杂内容，典型的俄

尽管EB-5签证不是对所有投资人都

但是，随着对EB-5项目越来越熟悉，投

罗斯投资人对项目的了解非常有限（如

很理想，但项目确实为特定人群提供了

资人渐渐站到了项目这一边。

果有了解的话）。他们的知识基本上受

优势。在与潜在投资人讨论时应当强调

限于他们能在俄语的论坛或网站上找到

这些优势。更有帮助的是，诚恳而透明

的信息，这都太简单或者是草率而错误

地讨论区域中心的项目中之前的投资人

的。甚至更糟的是，很多潜在投资人对

取得的成功。给予潜在投资人机会与之

移民条件成熟

● 如果违约发生，投资人不受保
护，难以索赔；
● 投资人对项目毫无控制权，因此
投资资金风险极高。

2014年末，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项目的概念建立在他们和一些有轶事的

前的投资人通话（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

(Rosstat)公布了2014年1月至8月的俄

投资人的私人交流上，后者被不道德的

skype）是理想的方式，可以帮助投资人

罗斯人口移民数据。报告显示，2014年

项目开发商诈骗过。这种项目多数是小

对项目以及EB-5的总体概念拥有更高的

前八个月里有203,600人从俄罗斯移民

型的，会“一夜蒸发”的项目，通常是

信任度。因为只有很少的俄语投资人完

出国，相较之下，2013全年里有

由其他说俄语的移民者组织的。尽管这

成了其I-829批准的完整程序并获得了投

186,400人移民进入俄罗斯。要注意

些不幸的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这

资资金的偿还，在了解EB-5项目方面，

2014年的数据没有反映2014后半年的情

些事情导致他们对参与EB-5项目的风险

潜在投资人太依赖于不准确的轶事了。

况，那时俄罗斯的经济状况甚至进一步

和益处有了误解。因此，俄罗斯投资人

恶化了。普京升任总统以来，2014年移

对EB-5的典型概念中布满了怀疑与疑虑

民的俄罗斯人数量最多，可能会超过

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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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至2013年间离开俄罗斯的人数
3陷。因此，许多有财政渠道的投资人更
喜欢投资自己的公司，他们可以完全控

普京第
三任任期

制。这从短期看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是
激烈、对多数EB-5投资人而言完全不熟
悉的市场里运营一个企业的实际情况。
从笔者的专业经验看，我们看到过的L-1
和EB-1的失败情况比EB-5多。因此，
如果“成功”的定义是取得永久居民身
份并且取回投资本金（不是必须取得收

离开俄罗斯的人数

许多投资人不了解在美国这个竞争非常

普京第一人任期

普京第二任任期

益回报）的话，EB-5投资可以更好地对
应投资人的需要。

梅德韦杰夫任期

在俄罗斯营销EB-5
和中国以外的多数市场一样，俄罗

势，表现出想要取得美国居民身份的想

我们来自俄罗斯的EB-5客户的大部

斯没有已经发展好的移民中介圈子可以

法可能会导致对其个人的私人生活和事

分人都是企业家，从自己的私人公司获

让区域中心和投资人与之共同合作。在

业造成不利。个人询问和一对一会面已

得财富。来自这些市场的客户一般是

莫斯科，以及规模更小的圣彼得堡，有

被证明是客户了解EB-5和具体项目的偏

“富有的工人阶级”。我们的经验是，

一些中介机构是专门为客户取得境外居

爱平台。介于这可能是个劳动密集型产

在证明资金来源问题上，相比其他新兴

民身份，但是这些公司不是专注于

业，这种方式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

市场，俄罗斯真的没有附加的复杂要

EB-5，甚至不是专注于美国，而通常更
专注于欧洲或离岸岛屿辖地。尽管这需
要更多的亲自工作来开发合作伙伴关
系，但优势是补充投资的成本远少于在
中国的成本。中介从来不希望可以从贷
款中获得百分比回报，通常只要收取管
理费的一部分作为酬金他们就很高兴

求。但是，要注意，为乌克兰客户证明

美国对俄罗斯投资人
的常见误解

资金来源相对更有挑战性，因为避税和

1. 俄罗斯人通常没有足够的钱来投

另外，截止2015年9月本文写作

资EB-5。

了。由于EB-5在此类市场中比较罕有，

不合规行为在乌克兰比在俄罗斯更普
遍。

时，俄罗斯基本上没有阻碍客户转汇货
币出境的资金限制。如果俄罗斯的经济

就没有一个平均的市场价，通常可以尝

2014年，俄罗斯有213,000个百万

状况恶化的话这一点可能改变。邻近的

试和不同的公司协商最有利的条款。另

美金富翁。最近卢布贬值，这个数据显

哈萨克斯坦拥有相对自由的体制。但

外在莫斯科的合作伙伴会期望回报更

然有所下降。但是，介于2014年发给俄

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货币外流上有

多，而所在地城市越小，对酬金的期待

罗斯人的EB-5签证仅为约100张，很明

严格限制，这会导致客户在转汇钱款出

就越低。

确EB-5有未来扩展的空间。

国方面遭遇严重问题。这通常要求有更
有创造力的结构，把这些国家的客户的

由于缺乏专注于EB-5的机构，招揽

2. 俄罗斯很危险。

资金路径证明过程变得更复杂。

工作应该目标放在通常与符合EB-5总体
特征的人士打交道的公司上。这包括高

从个人安全上讲，可能自苏联解体

总结来说，俄罗斯及其周边市场给

端房地产中介、处理境外居民身份事务

后俄罗斯不能更安全了。当然，这是假

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EB-5投资人来源。

的经销商、私人银行家、金融顾问和律

设说，你的访问目的不和任何与政治反

实现这一市场的全部潜力需要打好地

师事务所。

对有关的事情搭边。媒体上的反美言论

基，与合作伙伴和相关资源发展好合作

达到了一个苏联最后几年以后没有见过

关系，比如培训投资人和中介关于EB-5

根据我们的经验，房产贸易展和其

的水平，并且不幸地，美国是敌人这个

的真实情况。但是，介于中介对财务汇

他大型活动通常是与潜在合作伙伴和中

印象影响了大部分人的观念。但是，这

报的预期较低，社会经济环境对移民比

介机构会面的好途径，但不是投资人。5

和EB-5的目标对象来说不是问题，所以

较有利，并且对这些投资人而言不存在

到15人参加的私人小型研讨会是接触认

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的。

签证排期倒退，这个市场的前景还是很

真的投资人的有效方式。但是，投资人
担心泄露他们想要移民的想法，可能甚
至会不愿参加小型的群体会面。考虑到

有吸引力的。■
3. 在这地方证明资金来源非常非常
困难。

近期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政治紧张局
48|IIU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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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EB-5市场之星:

越南

作者

报告，越南的经济前景仍然受到金融不稳定、政治腐败和

McKenzie Penton，IIUSA市场发

疲软的法律体制的阻碍。尽管这些阻碍还没有影响到越南

展助理

国内的外国投资市场，但已经促使涌现的富有越南阶级开
始寻求外国居民身份。大约200万越南移民者居住在美

相较于它在亚洲的邻居，越南参

国，越南学生是在美国大学和学院里学习的外国学生中的

与EB-5项目的程度比较低。但是，

第八大群体，所以美国对这些人来说是个有吸引力的移民

有理由保持乐观。尽管从1992年

目的地。

EB-5项目创立起至今越南总共只有97位投资人，但这只
是表象，实际上这些I-526批准里的93%都是在2008年以

几十年来，因为旧政府在钱款转汇，特别是国内和国

后获得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所有I-526批准中的84.5%

外资金的汇款上的限制上依赖于不稳定的国内法律，参与

都是在过去四年里获得的。这还没算上2015财政年的数

EB-5项目非常复杂。但是，转汇钱款出国开始有了更多

据！

选择，这让EB-5项目对越南投资人来说变得更好接触
了。
在过去二十年里，外国投资的流入帮助改善了生活标

准并创造了一个快速兴起的越南富有阶级，他们受益于越

从2013财政年到2014财政年，不包括中国，亚太地

南的经济增长。根据2014莱坊国际财富报告，越南预计可

区超过10%的EB-5投资人来自越南，去年总市场份额是

以在下一个十年里见证166%的超高净值人群增长，而该

13.2%。经济在增长，富有阶级有上进心，越南移民社区

国最大的城市中心胡志明市，预计可以在同时间段里见证

已经建设好了，还有大量越南学生在美国学府学习，因此

173%的超高净值人群增长。

很有可能越南在未来几年里会继续在EB-5投资人市场里
兴起。■

但是，根据2015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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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5项目需求增长趋势
按I-526批准量 - 越南
I-526批准

市场份额（区域）

越南五大人口城市
EB-5 FDI
US $4100万
（自2011起）

河内

+52%

I-526批准
（自2011起）

166%

未来十年内预
期超高净值人
群增长

海防港

会员视角的越南EB-5市场
岘港

芹苴

“证明越南EB-5投资人的资金来源合法

“我们见证了越

是有挑战性的。银行不受信任，人们常常把

南市场的重大增长，

现金兑成黄金，这样就没有纸质文件可以追

近来出现了更多转汇

踪。有些人把资金贷给亲戚，后者投资房地

钱款的选择，随着这

产然后把资金返还给EB-5申请人。房地产

种增长的继续，我们

方面当然有资产契据。但是在越南，亲属之

完全可以期待在未来

间的协议即便牵涉到房地产也可能是口头

数年内继续保持这个

的，没有本票记录。像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

趋势。”

一样，越南不是一个依据纸质文件的社会，
胡志明市

而美国是。但是提供纸质文件证明EB-5资

——Kevin Wright，

金交易的合法性是美国移民局希望的。调和

Wright Johnson, LLC

这些文化和经济差异是费力的，但也不是不
胡志明市（729.8万），河内（362.9万）
芹苴（117.5万），海防港（107.5万）
岘港（95.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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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克服的，大多数案子都是这样。”
——Martin Lawler，Lawler & Law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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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区域中心商业期刊》

会员部

议活动和政府事务活动开发并

（和其他出版物），为IIUSA

通过持续的福利分析、推荐新

介绍行业定位

行业数据收集/分析进程提供

计划、和想加入IIUSA的新会

协会建设部

必要数据，仔细挑选在IIUSA

员进行外联活动，改善IIUSA

公共关系部

引领IIUSA外联事务，与

交流平台上公布的文章

对会员的价值定位。

为IIUSA的公共事务战略及其

国际分委：招募美国境外的有

施行提供数据，协助外联会员
和媒体

EB-5区域中心项目利益相关
组织和倡议领域、教育培训领

投资市场部

意参会的会员。努力与国际政

域和其他领域的战略伙伴建立

追踪国际事务如何影响全球

府组织和利益群体发展合作关

联系

EB-5投资市场需求，通过

系。

科技部

IIUSA的各种交流平台给出报

引领IIUSA了解会员的技术需

银行部

告，为IIUSA的市场研究提供

公共政策部

要，向会员提供前沿的行业技

针对普遍金融服务（监管账

必要数据，帮助会员做出正确

自发主动地、随事响应地分析

术工具，优化IIUSA现有网页

户、过桥贷款或其他贷款、资

的市场决定

公共政策事务，为IIUSA的倡

的方方面面

金监管等等）领域中的EB-5
区域中心项目相关事务和实务
典范为银行开发教育培训材
料，引领EB-5区域中心行业
不断进步的制度化进程

I-526和I-829趋势
截至2015年6月
I-526全国趋势

实务典范部

收件量

审核完成量

待审量

开发推荐行业实务典范，帮助
塑造透明的、信息公开的市
场，保证高度的专业素质，使
投资人、项目方、区域中心最
大程度地紧密结合在一起
预算融资部
向会员介绍IIUSA的年度预
算，监督预算报告，保证履行
法律法规要求的义务
章程部
特别委员会。根据需要，对
IIUSA的规章制度进行修正

I-829全国趋势
收件量

审核完成量

待审量

合规部
主动搜集市场情报，让IIUSA
了解现今趋势的推动力，让可
能受到不法侵害的受害方知晓
IIUSA行业道德准则政策和执
法程序的存在，揭发市场中不
道德的行为，为市场透明做出
贡献
编辑部
编辑IIUSA的行业领跑季
数据来源：www.usci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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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信息

委员会介绍

欢迎关注IIUSA中文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