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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拍摄的白宫。（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哪些人受影响？

1 签证
访问学者、跨国企业高管等

具体来说，受影响的签证
类型包括：

【H-1B签证】
用于“高技术”含量岗位

的外籍员工。主要适用于科
学、技术、工程、教育和会计行
业，有效期最长6年。很多希
望留美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需
要申请这类签证。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9
年财年，美国务院签发首次申
请和续签申请的 H-1B 签证
共计大约 18.8 万份，其中超
过13万份授予印度人。今年
签发的数量大为减少，5月仅
签发143份，仅相当于去年同
期的百分之一。

【H-2B签证】
用于非农业部门季节性

工人，常见于食品加工、酒店
服务和园林绿化等行业。这
类签证有效期最长3年，每年
签发6.6万份，随需求增加。

美国国务院 2019 财年
向新申请和续签人员共签
发 97623 份 H-2B 签 证 ，其
中超过 7.2 万份面向墨西哥
公民。

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
的说法称，当前疫情冲击美国
肉类食品生产和供应，急需补
充劳动力，因此食品加工工人
可被“豁免”。

H-4 签证，用于以上两
类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

【J-1签证】
用于文化教育类访问交

流人员。访问学者就属此类。
最新政令将涉及到“实习

生、受训者、教师、营地辅导
员、互惠换工生”等。这类签
证可长至7年。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9
年美方签发35万多份此类签
证。

J-2 签证，用于 J-1 签证
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等抚养
对象。

【L-1签证】
用于跨国企业高级管理

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L-2签证，用于L-1签证

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
此外，白宫公告还说，特

朗普决定将 4 月签署的一项
行政令有效期延长至今年底，
继续暂停向部分外国人发放

“绿卡”。

2 绿卡
冻结令针对不在美国的

外国人等

依据22日发布的最新公
告，美国4月起实施的“绿卡”
冻结令延期至年底。

特朗普4月签署行政令，
60天内暂停部分外国人移民
美国。这一政令本月22日到
期，针对行政令生效之时不在
美国、没有有效移民签证以及
除签证外没有准许其赴美和
入境官方旅行文件的外国
人。这些人在行政令有效期
内无法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
份即“绿卡”。

不过，行政令不适用于美
国合法居民、凭移民签证以职
业医护人员身份申请入境的
外国人、美国公民外籍配偶及
其 21 岁以下外籍子女、美军
人员及其配偶和子女等。

美联社 22 日报道，“绿
卡”冻结令延期，协助应对新
冠疫情的医护人员可获豁免，
但豁免面收窄。

白宫有何考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孙成昊解读说，
特朗普政府此时发布公告有
两方面考虑：

一、提振当前选情。
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经

济下行、失业率飙升，拖累特
朗普竞选连任选情。6 月 20
日，特朗普刚刚在俄克拉何马
州召开了自己 3 月以来第一
场竞选集会，但到场人数低于
其团队预期，或许加重其团队
对选情的悲观预期，于是想借
收紧签证政策对冲疫情对美
国就业的影响，拉升经济和就
业数据，增加竞选筹码。

二、迎合铁杆选民，即对
移民持强硬态度的保守派白
人阵营。

这一群体认为近年来大
量移民，无论非法或合法居留
美国，均挤占了他们的就业资
源；他们认为自身没有从全球
化中获得好处，很大程度上应
该归咎于移民群体。因此，特
朗普执政以来，从修建美墨边
境墙到推翻“追梦人”项目，在
移民政策领域一贯采取强硬
立场，近来针对“绿卡”、工作
签证频频出招也体现其一贯
政策立场。

孙成昊还指出，在外交层
面，美方这一举动恐将继续加
剧美国与一些移民来源国的
紧张关系，特别是墨西哥、危
地马拉等邻国。此前，美国政
府强制遣返了大批来自中美
洲的非法入境移民，这些移民
在美国边境受关押的地方条
件恶劣，不少人感染新冠病毒
却仍被驱逐出境，引发广泛批
评，甚至有美国媒体评论特朗
普政府在“有意识地输出新冠
病毒”。

孙成昊认为，对中国、印
度等赴美技术人才来源大国
来说，美方此举无疑在短期内
会产生直接影响，但新举措不
是以立法、而是以总统行政手

段推行，长期看存在缓和和调
整的可能性。但未来如何变
化，还要等 11 月美国总统选
举结果出炉。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6
月18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特朗普落后于拜登的差距继续
拉大，50%的受访者表示会投
票给拜登，38%的人会投票给
特朗普。此次民调是在种族问
题和警察暴力执法引发数周抗
议活动的背景下进行的。上月
民调显示，48%的受访者支持
拜登，40%支持特朗普。

各界有何反应？

美国科学界、教育界和商
界人士纷纷表达不满，认为白
宫新举措不但不能提振美国
经济，反而是在拖后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丹尼斯·
沃茨在社交媒体上说，这对于
美国学术界乃至整个国家而
言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使人
对美国相关政策不确定性产
生疑虑，不利于美国吸引全球
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

美国高等院校联合会主席
玛丽·休·科尔曼发表声明说，
这些措施不能达到总统自称想
达到的目标，无助于减缓疫情
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反而会损
害美国经济和科研的竞争力。

美国商会首席执行官托
马斯·多诺霍说，收紧移民政
策，会把投资和经济活动推向
国外、拖慢增长、减少新增就
业岗位。

美国民权联盟移民政策
副主任安德烈娅·弗洛蕾斯发
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不是在
处理新冠疫情或经济问题，而
是在利用疫情搞“分裂”。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
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林赛·格
雷厄姆也对此表示担忧。他
在社交媒体上说，合法移民一
直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暂停
这些签证项目恐怕会拖延美
国经济复苏。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3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印两国边
防部队于 6 月 22 日在边境地区
举行了第二次军长级会谈，这
也是 6 月 15 日加勒万河谷事件
发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谈。

赵立坚说，此次会谈的举
行，表明中印双方希望通过对
话磋商妥处分歧、管控事态、缓
和局势。会谈期间，双方在第
一次军长级会谈共识基础上，
就当前边境管控中的突出问题
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同意
采 取 必 要 措 施 ，推 动 事 态 降
温。双方还同意将保持对话，
共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
平与安宁。

国家卫健委 23 日通报，6
月 22 日 0—24 时，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2 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9 例（甘肃 7
例，江苏 1 例，陕西 1 例），本土
病例 13 例，均在北京；无新增
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 2 例，
均为本土病例（均在北京）。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7
例（其中重症病例 1 例），无现
有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1885 例 ，累 计 治 愈 出 院 病 例
1798 例，无死亡病例。

23 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曾晓芃补充通
报了 21 日两例新增病例流调
情况，其中一例为外卖平台送
餐人员。具体情况为：男，47
岁，住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乡
红寺村，服务人员，6 月 1 日至
17 日每日通过“饿了么”平台
接单送餐，送餐范围西起南苑
路，东至周庄村，北起天坛东
门，南至榴乡桥，平均每天接
50 单左右，每日 7 时至 21 时工
作，然后骑电动车到首开福茂
商场接其妻子回家。18 日 11
时 至 13 时 在 南 城 香（芳 古 路
店）、方庄市场、住家附近肖村
菜店购物，后回家，当日无接单
记录。19 日 10 时上班，曾在每
日优鲜（顺四条店）、南城香（成
寿 寺 店）、老 家 肉 饼（中 海 城
店）、果多美(北京刘家窑店)等
店接单，15 时在住家附近鸿熹
超市购物，22 时在住家附近水
果摊购物。20 日 10 时上班，22
时下班，曾在果多美（方庄店）、
每日优鲜（顺四条店）等店接
单。21 日 9 时由 120 救护车转
运至垂杨柳医院发热门诊排
查，当日确诊。 据新华社

选情告急，特朗普再拿签证开刀？

美国收紧工作签证发放
谁将受影响？当地时间6月22日，美

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当地时
间6月24日12时01分起至
今年底，美国将暂停发放部分
种类非移民工作签证。

公告说，美国将从24日
12时01分起至今年底暂停
发放H-1B、H-2B、L和J非移
民工作签证，适用于公告生效
之时不在美国、无有效非移民
签证以及除签证外没有准许
其赴美和入境官方旅行文件
的外国人。

公告说，不受影响的包
括美国合法居民、寻求入境为
美国食品供应链提供“必要”
劳动和服务的外国人、其入境
被美国国务院等部门认定为
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外国人
等。此外，公告说，特朗普决
定将4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
的有效期延长至今年底。该
行政令说，即日起60天内暂
停向部分外国人发放“绿卡”，
即这些人在行政令有效期内
无法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白宫称，在新冠疫情严重
冲击美国就业的背景下，新举
措旨在优先保障美国人就业。

然而，有分析直指，白宫
此举背后不乏政治利益考量。

北京一确诊病例
为外卖员
平均每天接50单左右

外交部：
中印边防部队
举行军长级会谈
同意推动事态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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