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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签证引众怒 特朗普遭科技巨头围攻
在和硅谷处好关系这件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总是找不到平衡点，阴差阳错好不容易缓和了关系，又前功尽弃了。在颁布了限制

美国H-1B签证发放情况 荨荨

外籍劳工进入的签证禁令后，特朗普如今就收到了50多家科技企业的“诉状”。的确，对于这些科技巨头而言，人才是第一要义，比如，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去年拿到了3000多个H-1B签证的亚马逊直言，这是“
目光短浅”的行为。

美国持有H-1B工作签证人数
为

52家企业发声

特朗普的被起诉历史里又多了一条。当
地时间8月10日，包括亚马逊、Facebook、苹
果、微软、奈飞和Twitter在内的50多家美国
科技公司提交了法律文件，支持起诉特朗普
暂停发放H-1B等工作签证、限制部分外籍劳
工入境的行政令。
这起诉讼主要由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在
加州发起，共有52家公司签署了支持该诉讼
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文件（amicus brief）。
资料显示，该协会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工业
贸易协会，代表了50个州各个工业部门的
14000家小型和大型制造业公司。
在该文件中，亚马逊、Facebook等企业
表示，特朗普的这一行政令是基于“虚假的假
设”，签证限制将损害美国企业，并进一步损
害本已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美国企业眼下
有必要在境外雇佣需要的人才来完成工作”。
不满源于今年6月。彼时，特朗普签署了
行政命令，宣布暂时禁止新移民通过持有一
系列工作签证进入美国，包括H-1B、H-2B、
H-4、L-1及特定J-1签证。这些签证主要由
美国国务院签发。该限制措施于6月24日生
效，一直持续到今年底。
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为美国人保留工
作。特朗普政府宣称，在新冠疫情全面暴发的
背景下，此举将为受疫情影响的美国失业者
提供就业机会。
“这很符合特朗普一贯的政策导向”，中
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指
出，提升本国就业率是他的一种说法，但的确
也可能是考量之一。更根本的还是在于大选，
进一步收紧签证、移民的政策主要目的还是
为了迎合选举，特朗普的基本盘就是反对移
民、外来劳工的。
特朗普前脚刚签完，后脚就被硅谷此起
彼伏的口水声“淹没”了。苹果和谷歌等科技
公司反对称，“移民不仅推动了技术突破，创
造了新的企业和工作岗位，还丰富了美国人
的生活”，与此同时，谷歌发言人何塞·卡斯塔

F

内达还表示，“美国的持续成功取决于公司能
否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佳人才。尤其是现
在，我们需要这些人才来帮助促进美国的经
济复苏”。

荩荩 特朗普限制措施下受影响的签证类别
今年5月

H-1B 高技能劳工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
仅发放了

封闭的“熔炉”

J-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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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签证

去年5月超过

H-2B 短期季节性工人

“民族大熔炉”，曾是美国文化的代名词，
对移民的包容、对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是其
主要特征。但很明显，这个曾经的“熔炉”正在
一步一步走向封闭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的估计，特
朗普的这项禁令将影响大约52.5万外籍人士
赴美，包括自4月以来被禁止入境的17万绿卡
持有者。
这似乎意味着，在这一禁令的影响下，美
国能释放出50多万的职位提供给本土民众，
但在硅谷大佬们眼中，或许这并不能弥补签
证禁令下高技能人才的空缺。
H-1B签证，针对高技能劳动者，每年颁
发8.5万张，是美国高技能、技术人才的主要补
充渠道，也是互联网科技企业们围攻特朗普
的主要原因。该类签证需由雇主申请，雇主必
须在六年内为签证持有者申请永久居留。持
有H-1B签证者可以在美国工作三年，然后可
以再延长三年，六年期满后，如果签证持有者
还没有获得永久居留，就必须离开美国。
美国科技行业是H-1B签证获得者的最
大雇主，特别是硅谷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数据
显示，2019年，“计算机相关职业”的员工占美
国所有H-1B签证持有者的65%。同时，微软、
英特尔、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公司去年
通过H-1B签证引进的外籍劳工数量都排在
了前15位。比如，亚马逊在2019年至少收到了
7500份H-1B签证申请，而谷歌和苹果分别
提交了超过6500份和3500份申请。
而特朗普对签证的一刀切，无异于切断
了科技企业们重要的人才来源，人才是第一
生产力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作为此次法
律文件的签署人之一，FWD.us总裁托德·舒
尔特在声明中直言，“我们国家经济安全和增
长的未来源于勤劳的移民的贡献，而不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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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H-1B签证持有者中

短期工作者包括夏令营顾问和互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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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受影响人数】

52.5万

将达

72%
13%

【根据美国移民理事会的统计数据，外国移民占据美国岗位情况】

39%

软件工程师

27%

电脑程序员

作为危地马拉的移民，总部位于匹兹堡
的语言学习应用公司DuolingoCEO兼联合
创始人LuisvonAhn表示，“如果这种反对移
民的立场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把工作转
移到其他国家”。
已经有国家打算坐享渔翁之利了，比如，
越来越受到青睐的加拿大。根据风险投资公
司Inovia的研究数据，2019年有22家旧金山
湾区初创企业在加拿大设立了办事处，超过
群起而攻之
2009-2016年的总数。2020年上半年，超过10
愤怒的不止是对人才孜孜以求的美国企 家初创公司也选择在加拿大开设办事处。加
业们。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 拿大政府特意在硅谷花钱买了广告牌，上面
Nasscom就此表达了抗议，敦促特朗普政府 写着，“H-1B有问题？瞅瞅加拿大吧！”
将此次禁令的期限缩短至90天。
事实上，无论反对声浪多么高，特朗普对
印度的确在此轮冲击波中受伤最深。美 于移民的态度短期内可能很难有转变。
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
“现在确实是处于大选期间，特朗普需要
在目前的H-1B签证持有者中，印度人占比约 迎合保守主义选民的诉求”，中国现代国际关
72%，中国的签证持有者占比13%。而这两个 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孙成昊表示，这些
人口大国同时也是技术人才的输出大国。
人大多为本土白人，是他的铁杆选民，现在他
在这个问题上，印度裔的谷歌公司CEO 的选情不太好看，虽然最近有反弹，但总体还
很有发言权，他发布推特称：“移民为美国的 是落后于拜登，因此他的策略主要还是要抓
经济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将继续与移 住这些铁杆选民，而后者的诉求就是反全球
民站在一起，努力为所有人扩大机会。”
化、反移民。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我们国家经济引擎基石
的人口作为替罪羊”。
事实上，早在今年7月21日，美国商会
（USCC）就联合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零
售联合会（NRF）等多个行业协会就这一行政
限制令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代理国土安全
部长查德·沃尔夫提起了诉讼。

电子工程

28%

魏南枝提到，现在美国大选已经不是以
前那种争取中间派的打法，都在争取让自己
基本盘下的更多选民出来投票。
另一方面，孙成昊也指出，特朗普本身也
对移民、外籍劳工不太友好，他一直认为他们
是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反对
移民的态度强硬，之前他还曾对墨西哥移民
出言不逊。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自2015年至
2019年，美国政府发放的非移民签证数量已
经连续第四年下降，从1090万降至870万，被
拒签的人数显著增加。
至于现在科技企业的反对会不会对特
朗普造成影响，孙成昊表示，要看这些科技
企业的游说能力，不过，硅谷的这些企业本
也并不支持特朗普，一直是倾向于民主党
的，所以效果也不好说。魏南枝也表达了类
似的观点，科技企业的反对可能并不太会造
成显著影响。
在孙成昊看来，大选之前，特朗普可能还
会延续这个强硬的态度，大选之后由于没有
了竞选的压力，可能会在政策方面有所软化。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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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经济再滑坡 新加坡55岁生日添堵

新加坡一季度的经济滑坡只是预防
针，二季度才是暴风雨的开始。8月11日，
新加坡贸工部公布的二季度经济调查报告
显示，当季新加坡经济同比下跌13.2%，全
球经济的优等生也在疫情面前黯然失色。
“政府已经全力保障新加坡人的生活和工
作不受影响，但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以及失业潮还是将要到来。”在新加坡建国
55周年的国庆典礼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为民众鼓气，却也不得不承认了现实。
13.2%的下滑幅度意味着新加坡的经
济来了一个加速俯冲。按照新加坡贸工部
的数据，13.2%的萎缩比一季度0.3%的萎
缩更加糟糕，且创下了有史以来经济单个
季度的最大跌幅，整个上半年新加坡经济
萎缩程度也达到了6.7%。
具体情况而言，二季度制造业由一季
度的增长7.9%转变为萎缩0.7%；批发及
零售业萎缩8.2%；交通与储存业萎缩
39.2%；资讯和通信业萎缩0.5%；金融和
保险业增长3.4%；商业服务领域萎缩
20.2%；其他服务业萎缩17.8%。
疫情还是经济下滑逃不出去的主因。
按照贸工部的说法，二季度经济表现恶化
的原因主要在于从4月7日至6月1日实行
新冠肺炎疫情阻断措施，本地经济活动停
滞和整体情况恶化，以及因疫情导致全球
陷入经济衰退，致使外部需求疲弱。
不久前，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受疫情封锁措施影响，新加坡5月零售

销售总额下降了52.1%，创下自1986年以
来的最大降幅。而对于像新加坡一样的外
向型经济体，外需的打击更是不言而喻。
东北宏观分析师尤春野表示，新加坡
是典型的外需导向型经济，受到全球需求
及贸易影响非常大。比如世纪初的互联网
泡沫破裂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
加坡经济衰退程度都较其他国家更为严
重。而且近年来新加坡制造业占经济比重
有所降低，服务业在增加，疫情引起的封锁
对服务业影响更大，所以新加坡受到了巨
大的冲击。
“今年的经济衰退状况意味着过去两
三年取得的增长将被抵消”，新加坡贸工
部长陈振声称，有些人仍希望新加坡经济
快速复苏，并且恢复到过去熟悉的常态，
但是，新加坡已回不到疫情前的状态。经
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复苏，并且不太可能
非常顺利。与此同时，贸工部也宣布，再次
向下调整全年经济萎缩预测数据，从原本
预测的全年经济萎缩4%-7%，调整为萎
缩5%-7%。
值得注意的是，在贸工部公布最新季
度数据的两天前，新加坡刚刚举行了庆祝
建国55周年的国庆庆典。在献词中，李显
龙便提到，国民要为未来新冠肺炎疫情持
续一段时间，乃至反弹和越来越严重的经
济衰退做好各方面准备。此外，李显龙还提
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新加坡面临的挑战
前所未有，有效疫苗投入使用甚至可能需

要一到两年时间。尽管政府已经全力保障
新加坡人的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但是疫
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失业潮还是将
到来。
经济下行压力已经显现，失业潮已经
来了。上个月末，新加坡人力部公布的二季
度劳动市场预估报告显示，该国二季度就
业人数（不包括外籍女佣）大幅锐减12.1万
人，是一季度2.56万人的4倍多。彼时，《联
—
合早报》称，新加坡经济三大支柱行业——
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劳动队伍都出
现萎缩，餐饮、零售、艺术、娱乐等领域最严
重。因此，新加坡总失业率从3月的2.4%攀
升至6月的2.9%，公民失业率从3.5%增加
至4%，为2009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最高，
但没有超过当时4.9%的公民失业率。
当然，新加坡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今
年5月，新加坡出台价值330亿新元的第四
轮刺激计划，集中处理就业问题，并支持仍
受边境关闭、安全疏离措施影响的企业和
员工。至此，新加坡已经投入了接近1000
亿新元拯救经济。尤春野称，经济学上，
GDP连续两个季度萎缩就会被定义为衰
退。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大多国家都进入
了衰退，新加坡也难以避免。二季度大概率
会是新加坡经济的最低点。但尤春野也提
到，随着美欧等主要国家重启经济，各项数
据超预期反弹，外需将逐步复苏，三季度开
始新加坡经济将会触底回升。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疫情“脱欧”夹击英国银行业
近日，英国主要银行陆续发布上半年财
报。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英国银行业利润
大幅下滑，预期信贷损失拨备骤增。除疫情
因素外，英国银行业还面临“脱欧”风险，行
业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财报显示，汇丰银行上半年利润仅43亿
美元，同比下降65%。劳埃德银行集团税前
亏损6.02亿英镑（1英镑约合1.31美元），去年
同期实现税前利润29亿英镑。巴克莱银行上
半年利润为13亿英镑，大大低于去年同期的
30亿英镑。
为应对疫情，多国降息，作为银行利润
主要来源的净息差随之下降。汇丰全球业务
上半年净息差1.43%，同比下降18个基点，
巴克莱英国业务上半年净息差2.69%，同比
下降42个基点。
与此同时，由于担心疫情造成失业率上
升和企业破产增加，主要银行都大量增加不
良贷款拨备，导致利润被进一步蚕食。仅今
年二季度，汇丰的拨备就达到38亿美元，是
去年同期的7倍。汇丰、巴克莱、劳埃德、渣
打、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集团5家银行上半
年拨备约220亿美元，超出分析师预期。各大
银行承认，疫情对二季度经济的冲击比一季
度更为严重，尽管下半年不良贷款拨备增幅
将放缓，但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
拨备较其他欧洲银行偏高，主要因为英国受
疫情冲击严重，而且英国和欧盟的“脱欧”后
自贸关系谈判尚无结果。经合组织预测，英
国经济今年将下滑11.5%，欧元区将下滑
9.1%。英国央行则预测，在不暴发二次疫情

以及英欧达成自贸协议的前提下，英国经济
今年将萎缩9.5%，至少要到2021年底才能回
到疫情前水平。
英国各家银行在前景分析中充分纳入
风险考量。比如，劳埃德银行在做最糟糕模
型时假设英国经济下跌17.2%，而4月该银
行以下跌7.8%为参考；国民威斯敏斯特银
行集团则考虑了应对二次疫情采取进一步
封锁措施，以及年底英欧未达成自贸协议
等不确定性。此外，英国政府为因疫情无法
工作的员工提供的工资保障计划将于10月
结束，由此产生的失业潮也是银行考虑的
风险之一。
为了生存，一些银行正在考虑削减成
本，准备进行重组或裁员。汇丰银行表示将
继续推进疫情高峰期暂停的裁员计划，未来
三年裁员3.5万人，占全球员工总数的15%。
业内人士认为，汇丰利润大部分来自亚洲，
其在欧洲和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可能面临
收缩。
疫情期间，远程银行业务变得更加重
要。增强数字化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快的访
问权限和更高的安全性，成为银行业务变革
的重点。
尽管一些银行大部分网点在疫情期间
保持开放，但居家办公仍然是银行业主流。
据英国《卫报》报道，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集
团计划让近5万名员工在2021年前继续在家
工作，未来考虑以“渐进和谨慎的方式”将人
们召回办公室。该银行表示，居家办公有其
灵活性，但毕竟企业还是需要办公室将人们
聚集在一起，以增强企业文化。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