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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联合律师事务所投资移民专题论坛（续）

有关投资人利益信息
众所周知，中国投资人的比例近年来一 casestatus/landing.do
直名列世界第一，大约占世界申请投资移民
如果投资人打电话和在网站查询无法
总人数的 85%以上。为了保护投资人的相关 解决问题，可以考虑用移民局最近公布的
利益，美国政府投入大量经费和时间便利投 “升级”查询案件方法,主要步骤如下：
资人获得及时帮助，移民局的网站也有日益
·投资人向移民局提交查询后，应该会
增多的中文简体字信息。
收到确认邮件。
为了帮助投资人能直接联系移民局和
·移民局将需要至少 14 天来答复投资
查询有关自己案件申请的审理状况，濮阳律 人。
师事务所在此向大家介绍以下移民局最新
·如果投资人没有收到移民局答复或者
有关维护投资人利益的信息。
对答复不满意，可以转发电子邮件和移民局
首先，移民局原来设在加州的投资移民 答复到 IPO 邮箱，直接向 IPO 查询其案件进
办公室（IPO）已经迁移到首府华盛顿，目前 展:USCIS.ImmigrantInvestorProgram@uscis.
办公室主任是 Nicholas Colucci。IPO 定期召 dhs.gov
开会议，与投资移民利益相关者包括区域中
·投资人需要提供相关信息并在邮件中
心和移民律师交流有关投资移民最新信息 提出自己案件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的具体
和审案动向。投资人可以在美国或海外注册 原因。
和参与这类会议。另外，IPO 的主任和其他上
·IPO 将需要至少 3 周时间来答复投资
层官员也频繁出席不同专业机构召开的投 人。
资移民会议，并在会议上讲座和回答与会者
·请注意 IPO 不会对与 EB5 无关的问题
的问题。
进行答复。
对于一般的投资移民案件审理状况查
如果投资人对其他有关投资移民的事
询，投资人的代理律师或投资人本人可以直 项有兴趣或问题，可以用以下方式直接与移
接拨打移民局客户服务中心的免费电话：
民局
“互动”：
·移民局客服电话：
1-800-375-5283
·参 与 与 EB5 利 益 相 关 者 互 动 活 动 ：
·TDD 聋哑人和有听力障碍者专线：
IPOStakeholderEngagement@uscis.dhs.gov
1-800-767-1833
·投资人可以询问有关即将推出的 EB5
如果投资人的 I-526 申请或 I-829 申请 互动活动，届时参与互动活动，或者对移民
已经超出移民局对外公布的审理时间，投资 局主办的互动活动提出问题和评论。
人的代理律师或投资人本人可以直接进入
请注意移民局将无法与任何人交流或
移民局网站要求查询有关其申请的审理状 讨论以下问题：
况:
o 有关案件审批程序或决定的政策性和
·移 民 局 网 站 ：https://egov.uscis.gov/ 法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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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国际贸易运输纠纷, 国
际货物买卖合同, 进出口法律
事务,跨国投资纠纷,海关退税,
FDA 认证等

车祸理赔，商标及专利检索、申请、
注册，版权登记，技术转让与许可，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文件翻译，公
证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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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起草审阅，商务谈判，策划 投资移民,杰出人才 EB1A,国家利
成立公司及非营利性机构，
商务 益豁免 NIW,劳工卡 PERM,跨国公
H,J,O,B,TN 等非移
争议解决，尽职调查，公司收购 司经理 L 签证，
重组，
生意买卖转让，
资本融资， 民签证，递解出庭辩护,上诉翻案,
亲属移民,结婚绿卡,公民入籍等
常年中美公司法律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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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诚提供优质移民法律服务

Evelyn O.A. Darden, Esquire
全美著名获奖辩护律师，
30 年个人受伤害经验

犯忌？华裔体育主播被撤下 只因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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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濮阳联合律师事务所不是国内投资移民
公司或投资人所看到的目前众多的“EB5 递
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基础，
服务范围和案例经验远远超于最近几年在
中国投资移民市场出现的
“EB5 递件”律师。
濮阳律师事务所提供全方位美国移民
法律服务，包括各类别的职业移民，家庭移
民，公民入籍，各类工作签证，各类非移民签
证，已经与移民法律有关的咨询服务和移民
策划等。事务所的客户不仅包括美国公司
(聘用外国工作人员申请工作签证和办理绿
卡等) 和海外跨国公司 （调遣高管人员以
L-1A 身份到美国工作和办理绿卡），还包
括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的个人客户。事务所
的职业律师团队持有马里兰州，华盛顿特
区和联邦地区法庭律师执照。事务所法律
服务团队全体人员能提供流利的双语服
务，包括英文，中文和西班牙文。事务所
不仅有良好信誉和优秀口碑，并竭诚和成
功为客户处理解决棘手复杂案件。事务所
全体人员确信我们有丰富经验和高度责任
心向客户提供优质专业移民法律服务，竭
诚为客户争取最大移民利益。
濮阳联合律师事务所
Puyang & Associates, LLC
5602 Baltimore National Pike
Suite 208
Baltimore, MD 21228
Telephone: 410-747-7575
Fax: 410-747-4177
www.puyanglaw.com
info@puyanglaw.com

南北战争时期南军领袖李将军（Robert E. Lee）肖像拆除事件去引发的风波继续
在全美延烧，就连一名和李将军同名同姓的华裔主播也受到牵连，被 ESPN 电视台要
求更改转播场次。

国际律师事务所

方将军罗伯李天差地别。
网站 Outkick 在报道这篇新闻时，将 ESPN
改成了"MSESPN"，讽刺 ESPN 变成了体育媒体
界的“MSNBC”。"MSNBC"以播出自由派和左
派的评论节目著称。报道的标题为“MSESPN
撤换亚裔播报员，避免冒犯那些白痴”
。
星 期 三 早 晨 ，阿 肯 色 州 前 州 长 Mike
Huckabee 在推特上嘲讽 ESPN 称：
“ESPN 不会
转播任何来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的比赛，因为
怕这会映射南方将领”石墙杰克逊“，从而引发
某些人的怒火。”
Mike Huckabee 接着说：
“ESPN 不会转播
裁判员穿着黑白条纹衣服的足球比赛，因为这
可 能 会 被 看 做 ”二 元 化 ”的 种 族 歧 视（binary
racism）。”
《体育画报》作家理查德·德希奇（Richard
Deitsch）在推特上表示：
“李不做这份工作更舒
服，
按照 ESPN 发言人的逻辑。”
罗伯·李的 LinkedIn 显示，他能讲华语。自
去年起受聘 ESPN，为半职性质。罗伯·李过去
播报西安纳学院(Siena College)的篮球赛 17 年，
西安纳学院在纽约州州府奥伯尼((Albany)附
近。他介绍自己是“球赛播报员(play-by-play
broadcaster)，
住在纽约州奥伯尼。

余晓晖

ESPN 星期二晚证实，将原来安排播报维
吉尼亚大学(UVA)美式足球比赛的华裔播报员
罗伯·李(Robert Lee)换下，因为他的名字与南
北战争中南方将领罗伯李(Robert E. Lee)的名
字太接近，怕会造成冒犯。ESPN 指出，罗伯·李
将改为转播在匹兹堡举行的比赛。
在书面声明中，ESPN 指出：
“ 由于维州惨
剧发生后仍有后续发展，我们共同决议让罗
伯·李更改转播比赛。”ESPN 除了对此表示遗
憾，
也说明转播任务的异动其实经常发生。
ESPN 发言人沃尔纳（Derek Volner）接受
采访时，也解释说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来自公
司高层的授意，解说员的工作任务本来就是随
时在调整中。他没有对李工作的调整予以置
评，也没有说明是否是在网络舆论爆发之前先
发制人做出的决定。
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告诉 CNN，罗
伯·李被突然换到去播报匹兹堡杨斯镇州立大学
(Youngstown State)的美式足球赛。罗伯·李此前
刚被ESPN提拔，
所以他的
“临时转场”
让人生疑。
但 ESPN 的“周全考虑”并未获得美国网友
们的称赞，反而收到了一片挞伐之声。许多网
友 和 媒 体 认 为 ESPN“ 政 治 正 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走火入魔。一个华裔的长相，与南

o 有关 EB5 法律，法规，相关的 EB5 申
请，审批程序或官方机构的指导解释，实施
和管理的问题。
o 任何具体案例证据的请求，通知或决
定的反馈或回应。
o 任何与 EB5 无关的事宜。
目前投资移民法律没有改变，并被国会
无条件延期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因此目前美
国投资移民最低金额仍然是 $500,000。根据
数名国会议员的多次改革提案，以及移民局
2016 年公布的改革提案和移民法律领域专
业人士共识，现行投资移民法律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以后很可能会出现对投资人不利的
变化，其中包括上调最低投资资金，改变目
标就业区划分方法，改变就业职位创业计算
方法等。目前离 2017 年 9 月 30 日只有大约六
周时间，因此计划申请投资移民美国的人士
需要尽快行动。
我们相信选择代理律师需要考虑律师
事务所的资质，成功率，诚信度，服务质量
等。濮阳联合律师事务所是美国移民律师协
会 (AILA) 的 会 员 ，也 是 投 资 美 国 协 会
(IIUSA) 的会员。事务所历年来坚持诚信原
则向客户提供优质移民法律服务。律师团队
包括有经验以及精通中英文的执业律师有
效代理客户。事务所多年来成功代理诸多海
外投资人通过 EB5 投资移民程序获得绿卡，
包括来自中国，韩国，日本，越南，俄国和新
加坡的投资人，直接投资于企业或投资于美
国移民局所批准的区域中心的 EB5 项目，包
括酒店，公寓楼，商用办公建筑，成人康乐中
心，饭店，博彩中心，生物科技研究园等。另

多年移民申请诉讼经验，成功案例包
括 EB-1A 杰出人才绿卡快速审理一
天 批 准 ，P 签 证 2 天 批 准 ，在
Baltimore 和 Arlington 移民法庭辩
护各类刑事递解及政治庇护案件。

301-778-5528（中文）
703-584-5082
info@goldwaylaw.com

*政治庇护绿卡
*监狱保释；
停止遣返/递解
*家暴绿卡；
贩卖人口及刑事犯罪
受害者绿卡
*亲属移民；
同性恋亲属移民
*各类职业移民；
投资移民
*跨国经理 L-1 签证，
移民
*各类工作签证及其他非移民签证
*公民入籍

办公室：Rockville MD; Fairfax VA; Washington DC. 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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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崔莉莉 LiLi Cui Cooper
廿年主办各类个人受伤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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