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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F公司听证会上，“宝藏海岸”持
反对意见，而其他区域强烈支持

如果你问奥兰多魔术队、环球公园及度假村，或迈阿密
戴德县、布劳沃德县和橙县的官员，他们会告诉你All 
Aboard Florida公司将推动全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
值得获得将近20亿美元的贷款。

如果你问“宝藏海岸”地区的居民和该区三县的官员，
他们会告诉你All Aboard Florida公司将损害全国经济及
其信誉，并损害房产价值。

对于这种分歧，任一方都不惊讶。这种分歧在周一一
场佛罗里达开发融资集团召开的听证会上表现得太清
楚不过了。由于此前All Aboard Florida公司请求通过
免税债券方式借款17.5亿美元，以为其耗资30亿美元
的迈阿密-奥兰多客运高铁项目融资，这场听证会旨在
征集公众对此的意见。

在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机构成员听取了受该项目影响
的30余人的意见。迈阿密-戴德县、布劳沃德县、棕榈
滩县及橙县的发言者给予了极其正面的意见，而“宝
藏海岸”地区的全部发言人都表述了高铁项目不仅不会
带来能偿付债券的足够利润，还将损害该州的信誉。

Dakota Spirit AgEnergy乙醇工厂即将完工！我们刚从开发商处获得一个最新消息：该设施可能在2015年5月就能
投产运营。他们也发给了我们如下的一些新照片：

阅读全文

CMB的Dakota Spirit AgEnergy乙醇
工厂最近近况

项目最新近况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roject_updates/118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roject_updates/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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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诉案请求联邦
法官阻止发行高铁债券

佛罗里达州一县请求联邦法官阻止价值17.5亿美元的免税私人活动债券的发行，该债券旨在为All Aboard Florida
公司私人客运高铁项目筹款。印第安河县周二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该县表示，美国交通部的
债券分配违反了国家环境政策法的规定。

与印第安河县同为原告的是该县的应急服务区，以及一家名为Old Vero Ice Age Sites委员会公司的非盈利性考古
团体。由于美国交通部秘书长Peter Rogoff签署了债券分配函，因而美国交通部与USDOT一起成为了被告。Rogoff
在该债权分配函中规定，该债券必须在7月1日前发行，且在最终环境影响声明出具后45天之前都不得支用债券收
益。

阅读全文

AnC生物园5月在纽波特开工
杰伊峰(Jay Peak)的总裁及行政执行总裁比尔·斯特恩
格(Bill Stenger)周一上午在杰伊峰酒店度假村的董事会
议室里宣布了拟建于附近纽波特的生化公司佛蒙特州AnC 
生物园将于5月14日动工破土，此项目将耗资1亿美元。

州金融监管部已批准了AnC生物园的最新修改版的私募备忘
录，准许继续进行该项目，但附加了条件，苏珊·多尼根
委员在上周的采访中说。私募备忘录（PPM）用于向潜在投
资人详述该项目的机遇和风险。

多尼根说，对PPM添加的附加条件包括将为AnC生物园筹集
的任何新资金放入一个托管账户，直至她所在的州金融监管
部完成了对该项目的金融审查且全面批准了该项目。多尼根
说她不知道这个审查会持续多久。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roject_updates/103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roject_updates/132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roject_updates/103
https://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13-bill-stenger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98-jay-peak-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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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谷医院的外国投资人成功得到
了绿卡
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富裕投资人正在将成百上千万美元
投入到亚利桑那州的开发项目，包括即将营业的绿谷
医院，以换取绿卡在美国合法居住。

绿谷医院的行政执行总裁戴维·万格说，在经济萧条期
难以获得融资，使得McDowell Enterprises公司
（即绿谷医院的开发商）受到联邦推出的EB-5移民项目
的吸引并加入了进来。

万格透露，即将于6月1日开业的这家医院共需7900万美
元资金用于该医院项目，已获得5600万美元，该资金来
自国外投资人，其中许多投资人来自中国、墨西哥和
越南。

EB-5项目规定，外国人若在某一美国项目中投资至少50
万美元且为该项目创造至少10个就业岗位，则其可为自
己及其近亲属获得绿卡。

国会在1990年开始了此项目，旨在创造就业岗位。该项
目最初进展缓慢，直至经济萧条发生，使得项目开发商
开始寻求非常规渠道的融资。

阅读全文

佛罗里达有机水产养殖公司提供了
项目最新近况
我们孵卵所目前进入全面运营和虾类繁殖。能分享我们孵卵所的消息，我的团队和我都感到很激动。

上周，我们所有繁殖力的亲鱼或成虾开始交配，并在FOA公司的Fellsmere设施里产下了第一代虾苗。下图中的小
斑点即为刚孵化的幼虾在产卵箱中游动。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roject_updates/101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155-green-valley-hospital-project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roject_updates/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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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安全部高层官员亚历杭德
罗·梅奥卡斯被控政治偏袒

国土安全部监察长的一份新报告
中写道，该机构副部长亚历杭
德罗·梅奥卡斯因在该机构如何
对待能给外国富裕投资人带来签
证和绿卡的不同项目这一方面给
人留下了“偏袒倾斜和提供特殊
通道”的印象，玷污了其监管的
移民项目的形象和诚信。

该监察长在其报告的结论部分
写道：“亚历杭德罗·梅奥卡
斯与机构外利益相关者在特定
事宜的沟通中超越常规的并行
关系，且其偏袒行为偏离了确
保公平公正的规管制度，造成
了偏袒倾斜和提供特殊通道的
印象。”

阅读全文

EB-5可能滋生欺诈：报道
美国国会一委员会的一篇新近报道对中国申
请EB-5签证项目“人数众多”的情况表示了担
忧，称此项目难以监管并涉及“投资人明目
张胆进行欺诈”的风险。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周四发布
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已有大批中国申请者申请
了美国EB-5项目，且EB-5区域中心可能未能对
潜在投资人进行恰当的筛查，从而可能导致
欺诈的发生。

“不对中国EB-5投资人做过于严格的筛查是
有诱因的，”委员会发现。“由中国EB-5投资
人对美国国内投资人不愿投资的不发达地区进
行投资，可填补重要空缺。”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83-top-homeland-official-alejandro-mayorkas-accused-of-political-favor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84-eb-5-could-harbor-fraud-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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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人脉深远，希拉里·克林顿的
弟弟负责费城项目
在费城投资基金官网上的托尼·罗德汉姆个
人小传中，其商业技能被含混带过，却明确写到
了他的政治纽带：“罗德汉姆先生与前总统比
尔·克林顿在各场活动中都有过合作，无论是
当克林顿还在众议院时，还是后来在总统竞
选时.
罗德汉姆先生也曾为其姐姐希拉里·罗德汉
姆·克林顿在其参议院期间和总统竞选活动
中效力过。”

名为全球城市地区中心的这家公司夸口罗德汉姆
在招募海外投资人上的作用，这些海外投资人
将各带来50万美元的投资额，以换取签证在美
国居留。

此前未有报道提及罗德汉姆与费城的这家公司
有涉。这次是他给为外国投资人提供EB-5签证
的投资公司效力的又一例证。

阅读全文

投资签证为外国富人提供获取绿卡
的快速通道

当休士顿市企业家罗伯托·孔特雷拉斯为其
规划中的、位于Galleria附近的、需耗资7000
万美元的奢侈住宅塔楼进行融资时，他并非
在寻常地盘追逐资产净值。

相反，他的野心要大得多，即寻找20位富有
的国际投资人，他们多数来自墨西哥和尼日
利亚，每一位都愿意在休士顿市蓬勃发展的
房地产注入一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阅读全文

最新报道

然而，这些外国人的投资动机，并非一定是
盼望得到可观回报。他们各人的一百万美元
给他们自身及其直系亲属提供了移民到美国
的机会。这种定义略显晦涩的签证类型，
即EB-5签证，是1990年在经济萧条状态下由
国会推出的，这种签证为能给美国企业投资
至少50万美元同时为该企业创造10个就业

岗位的外国人提供了一张梦寐以求的绿卡。这种签证号称“通过走红地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为富人铺设了一
条能快速到达移民申请行列前列的道路，而常规方式申请成功绿卡需历经数载。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regional_center_updates/99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88-investor-visas-offer-wealthy-foreigners-fast-track-to-green-cards
https://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21-global-city-regional-center-llc
http://www.globalcityeb5.us/who-we-ar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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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哈里·瑞德宣布放弃谋求
连任的时机令人生疑

内达华州参议员哈里·瑞德正在宣布职业生涯结束。哈里曾是前参
议院多数派领导人，他在其任期内滥用职权的消息被公之于众的次
日宣布了退职决定。他为了使其儿子俱乐部客户的外国投资人签证
能加快办理，而滥用职权向国土安全局施压。

瑞德催促国土安全局向其意愿倾斜，直接使其政治同盟及家庭受益，
这样的行径只能称为滥用职权。Reid催促国土安全局打破常规流程、
对230份EB-5外国签证申请作加快处理。这样就腾出了签证申请人
的1.15亿美元，最终这笔钱投入了拉斯维加斯的SLS酒店和俱乐部。SLS
酒店和俱乐部聘用了哈里的儿子罗里·瑞德，作为该项目的法定代
理人。

阅读全文

证券交易委员会重点关注给富裕外国
投资人办理签证的交易
美国交易委员会正在扩大对一个鲜为人知的为富
裕外国人发放签证的项目的制裁，他们发放签证
是为了获得能创作就业岗位的投资。

交易委员会正准备惩治20多位移民律师，这些律
师熟知前述事宜，涉及从试图申请加入EB-5签证
项目的外国投资人处收取交易费，该签证项目为
投资50万美元并创造10个就业岗位的外国人授予
美国居留权。

这些律师被禁止赚取交易费，因为据在非公开性
调查中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证人，这些律师并非注
册中介人。

近年来，联邦机构已对EB-5项目的潜在安全风险
和投资诈骗进行了仔细审查。证券交易委员会以
前就采取过行动。该机构曾在2013年中止了一

个据称涉案1.58亿美元的诈骗案件，在那次案件中，一个芝加哥男子诈骗了近300个投资人，使其相信通过资 助
他的酒店建造项目可获得签证。 所称项目从未兑现，项目推广人去年遭到起诉。

运作超过20多年的EB-5项目因未能创造就业岗位而受到了抨击。在一份2014年的报告中，国土安全局监察 长发
现，行政官未能证明EB-5项目正在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90-senator-harry-reid-picks-curious-time-to-announce-he-isn-t-seeking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93-sec-to-target-deals-giving-visas-to-rich-foreign-investors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250-sls-hotel-cas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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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克萨斯州一酒店欲借助外资重现
昔日辉煌

贝克酒店的残破不堪中仍有着辉煌的影
子。

自1972年关闭以来，这家酒店到处充斥着
涂鸦、碎片和水渍。 

南湖市开发商Laird Fairchild无论走到
哪里，都看到商机。

在他眼里，贝克酒店的屋顶是绝好的酒吧
场所，旁边还有一个隐秘的角落可供新婚
燕尔享用第一杯酒或一餐饭。

鸟瞰着矿泉井城的“云屋”舞厅，将被

按原样修复，大厅也如是-在接待处旁还会设置一个老式电话亭。

贝克酒店开发合伙人有限公司一把手Fairchild从2007年起就着手该酒店的复兴，尽管在融资上一直遇阻，他依
然对需耗资5600万美元的修缮工程终将动工非常有信心。

“我理解嘲笑的言论，”Fairchild告诉《福和市星电报》。“但请相信我，如果当初我不认定酒店复兴能实现，我
就不会用七年时间在这里做这桩事。”

阅读全文

浮木饭店计划在佛罗里达南部使
旗下饭店数量翻倍
浮木饭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几年
内使其旗下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饭店数
量增加一倍，而目前部分饭店项目已准
备到位。

截至12月份，总部设于北棕榈滩的该公司
在14个州以及哥斯达黎加一共拥有48家
饭店。其中16家位于佛罗里达州，包括
位于佛罗里达州南部的5家饭店。

该公司计划于2016年第一季度在西棕榈
滩市中心破土动工，建造拥有150间客
房的希尔顿冠树酒店项目。(见图)

4个新饭店项目正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即位于西棕榈滩市中心的希尔顿冠树酒店、位于布劳沃德县的Curio酒 
店、位于迈阿密-戴德县Flagler Station商务园的万豪居家酒店，以及位于多拉市的希尔顿双树酒店。浮木的
一个领导还说，另有两个新酒店项目在规划初期阶段。

阅读全文

http://www.star-telegram.com/news/local/article17331029.html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95-texas-hotel-to-regain-its-luster-relies-on-foreign-dollars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firm_updates/109
http://www.sun-sentinel.com/news/local/broward/
http://www.sun-sentinel.com/topic/business/tourism-leisure-industry/hotel-accommodation-industry/marriott-international-inc.-ORCRP009473-to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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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lan和Lonicera通过借款和EB-5
权益获得五千万美元即将建造布鲁克
林高地租赁楼盘
商业观察家网站获悉，Lonicera合伙人公司和Quinlan
开发集团即将完成约5100万美元建造款的筹集，该款
用于在布鲁克林高地建造一座租赁住宅楼盘。

Tyler Wilkins是总部建于纽约的Quinlan开发集团的合
伙人，他向商业观察家网站证实，该项目目标客户是当
地家庭，将包括60套市价出租的客房。他透露，建造
工程的经费将来自M&T银行提供的3660万美元固定利
率抵押贷款以及1500万美元的EB-5资金。

根据Tyler Wilkins，这座位于雷姆森大街157号的奢
侈住宅楼将在坐落在三块地皮上的低层住宅楼和办公
楼拆除后立即开始建造。

目前正在通过纽约移民基金筹集这笔EB-5款项，该基
金组织仍还在申请材料编制的最后阶段，纽约移民基
金副总裁Robert Roe说。

EB-5权益与传统借款的组合意味着Quinlan开发集团过
去不必让合资合伙人加入，Wilkins先生说。Quinlan开
发集团和总部建在布鲁克林的Lonicera合伙人公司是此
项目的共同开发商，对此双方予以了证实。

若合资合伙人不加入的话，“这样关系会更简
单，”Wilkins先生说。

阅读全文

即使没有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
司，Ziock酒店项目仍将继续施工
Gorman&Company公司离在罗克河沿岸近市中心地
段建造一座高层酒店的计划又近了一步。

据报道，Gorman公司在5月关闭其产业后将开始对13
层高的Ziock大楼进行修整。计划工程将于2016
年12月31日前完工，以期抓住其过往声望消逝前
的有利时机。本项目成本约为6700万美元。

目前该楼盘所有者是罗克福德市。市议员去年
批准了这个再开发项目。

此项目，与市中心其他项目，都卷入一些猜测中。
此前，州长Bruce Rauner暂停了这个耗资2.2亿
美元的项目，该项目本计划在30年中首次将美国
国家铁路客运公司服务重新引入到罗克福德市。
一些人认为，在列车引入中止的情况下，酒店项
目也会中止。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99-quinlan-lonicera-to-build-brooklyn-heights-rental-with-50m-in-debt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firm_updates/115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NY%20Immigration%20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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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敦促国土安全部：让接受FBI
调查的签证经纪公司暂停营业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说，前白宫军
事助理领导的一家公司本来很久前早就该丧失其联邦国
土安全认证资质，其领导人正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的调查，据称是因为其向外国投资人承诺获绿
卡的快捷途径而骗取了他们数百万美元投资款。

爱荷华州共和党人格拉斯利说，“当有欺诈证据时，[联
邦移民官员]没有理由不去至少暂停区域中心的认证资
质”，他呼吁对此外国投资签证项目（即EB-5签证项目）
进行更仔细的审查。在此项备受争议的美国移民项目
中，外国投资人若能对美国项目投资至少50万美元并使
该类项目创作出就业岗位，这些投资人就能获得签证并
最终获得绿卡。

其中一家获得联邦批准去海外进行投资签证营销的公司
是由前白宫军事办公室主任及一合伙人建立的。这家公司
名叫Noble Outreach,其向投资人承诺将用投资人的钱
款进行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的重建，包括一个集酒
店、饭店及会议中心于一体的宏大开发项目。但是，此
项目未曾建造，投资人在诉讼中表示他们认为公司的两
位总裁领取薪水和咨询费，并把从他们中筹集到的1600
万美元投资款的绝大部分转移到了其各自控制的公司或
实体名下。

阅读全文

西维塔斯EB-5基金21有限合伙公司刚
提交D表格，宣布将融资9百万美元

西西西维维维塔塔塔斯斯斯EB-5基基基金金金21有有有限限限合合合伙伙伙公公公司司司
融融融资资资

西维塔斯EB-5基金21有限合伙公司刚就900
万美元的融资金额提交了D表格。西维塔
斯EB-5基金21有限合伙公司已售出价值50万
美元的股份，占其计划募股金额的5.56%。
其总募股金额为9百万美元。融资理由为项
目推进。

西维塔斯EB-5基金21有限合伙公司总部建于
德克萨斯州。此D表格提交公司的业务领域
是投资。其提交的表格由CEO丹尼尔·J·
希利签署。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506-nobleoutreach-llc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regional_center_updates/116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firm_updates/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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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IS移民投资项目（EB-5）负责
人尼古拉斯·科鲁奇上任一年后，
注重合规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机构间
合作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移民投资项目（EB-5）负责人尼古拉斯·
科鲁奇上任一年后，在支持增进合规和机构间合作上出现明显转变，包括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EB-5投资绿卡项目的执行。由于负责人科鲁奇有
着深远的金融犯罪与调查背景，因而EB-5移民人群早预料到了这次转变。
此前，负责人科鲁奇在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的分析和联络
部任职。FinCEN在美国对反洗钱和恐怖活动融资的广泛打击活动中扮演了
关键角色。在FinCEN任职前，负责人科鲁奇在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工
作。而其的金融调查经历显然有助于USCIS对EB-5相关金融规章的合规审查
及执行，也有助于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以保证政府能全面针对金融和安全事
宜。尤其，USCIS目前正与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联邦调查局（FBI）及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跟EB-5案件相关的
执行部进行合作。鉴于USCIS的显著转变及政府金融调查举措在负责人科鲁
奇的领导下可能加速进行，比起以往任何时候，让合格移民顾问代理EB-5
申请变得极为重要。

阅读全文

ReinID-EB-5/目标就业地区地图数据
更新

ReinID.com及我们非常感谢您花时间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反馈和建
议。下面是数据更新情况！

目目目标标标就就就业业业地地地区区区的的的更更更新新新情情情况况况及及及报报报告告告

总的来说，有EB-5“资格”的普查地段越来越少，这些地段所在州
偏好参考人口普查局分享的数值；这表明2014年是就业情况良好的
一年且仅凭ACS数据不足以获得指定地段的资格。由于人口普查局
分享的失业指数未超过9.3（全国的150%）的水平，EB-5申请人可
能受该信息影响只提交了ACS数值，即ACS数值“合格”但人口普查
局分享的数值不合格。请核对您所在州的要求，以确保无误。（提
示：在德克萨斯州，县法官和/或县长被指定应对要求、做出批示及
撰写指定信。）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firm_updates/102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posts/102-acs-5-year-2009-2013-now-on-eb-5-county-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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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欲向Gorman & Co.
公司位于罗克福德市中心的酒店
项目投资1800万美元
沃伦·巴菲特的资金已将资金投入加利·戈曼的改
建方案，该方案欲将罗克河西岸的原Amerock大
楼改建为需耗资6400万美元的酒店和会议中心。

但是，此项目并非一帆风顺。

戈曼担心约瑟夫·詹姆斯合伙人有限责任公司推广的
一个市中心独立酒店项目。罗克福德市的这位开发
商拟在北商业街134号建一座需耗资1450万美元、包
括76套客房的精品酒店，该酒店距离戈曼期望配
备大使套房的这个150套客房项目将仅6个街区之
隔。戈曼已申请获得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的品牌
授权。

总部建于芝加哥的Hunden战略合伙人公司受雇于罗
克福德市和罗克福德地区会展和旅客署对当地的酒
店市场进行了评估。其1月24日的报告中建议，两
个项目都有充足的开发空间，且根据拟定方案，
两个楼盘迥然不同，并将会提供市中心住宿的众

多关键的选择而非限定了一种选择。

阅读全文

PDC公司的CEO埃米里奥·佛朗西
斯科宣布佛罗里达州泰特斯维尔
的协助生活和失忆护理住宅项目

私人权益公司PDC资本集团的总裁及首席行政官埃米里奥·N·佛朗西斯科宣布开发
位于Correll Palms公司的夏园护理中心。夏园护理中心是一个协助生活和失忆护
理设施，拟建于佛罗里达州泰特斯维尔，与肯尼迪航天中心相对的另一侧印度河
岸。

位于Correll Palms公司的夏园护理中心已经劳工市场统计局确认为EB-5投资签证
项目规定下的目标就业地区之一。EB-5签证是1990年创立的一个联邦项目，该项目
准许外籍人士通过对美国企业的投资申请在美的永久居住权。要求每个投资人的投
资能创造至少10个就业岗位。若EB-5项目在目标就业地区进行开发，由于那里的失
业率高于平均水平，对投资额度的要求降低至50万美元。

阅读全文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firm_updates/114
https://eb5projects.com/updates/firm_updates/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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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镇市中心

太平洋联盟– Makaha West
高尔夫球场

区域中心 - 宾州商务部区域中心

区域中心 – 夏威夷区域中心

可可棕榈滩

区域中心 - 莱克斯顿-夏威夷区域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波特兰凯悦酒店 休斯顿市阿斯托里亚

区域中心- 休斯顿EB 5区域中心

美国Cast公司 - 收购机会

最新项目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529-allentown-city-center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531-coco-palms
https://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255-hawaii-regional-center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530-pacific-links-international-makaha-west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534-us-cast-inc-acquisition-opportunity
https://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03-houston-eb-5-regional-center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532-astoria-houston
https://eb5projects.com/projects/533-hyatt-house-hotel-portland
https://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8-lexden-hawaii-regional-center-llc
https://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205-pennsylvania-dept-of-community-and-economic-development-regiona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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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ico纽约区域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BA区域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加利福尼亚One Investment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EB-5债券加利福尼亚有限责任公司

EB5佛罗里达酒店&投资区域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Heartland区域中心

莱克斯顿-夏威夷区域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我的佛罗里达区域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俄亥俄国际投资中心

Regency区域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区域中心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EB5协会

华盛顿EB-5区域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弗兰特山区域中心公司

最新区域中心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2-alexico-new-york-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3-ba-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4-california-one-investment-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5-eb-5-bonds-california-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6-eb5-florida-hotels-investments-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6-eb5-florida-hotels-investments-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7-heartland-regional-center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8-lexden-hawaii-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899-my-florida-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900-ohio-international-investment-center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901-regency-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902-regional-center-fund-of-america-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903-us-eb5-association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904-washington-eb-5-regional-center-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regional-center/908-front-range-regional-center-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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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全球合作伙伴有限责任公司 浮木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威廉斯和戴姆开发公司
Dame

I.A. Donoso & Associates律师事务所CILC - 交互学习与合作管中心

海鹰创新 Gorman & Co. 有限公司

最新公司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772-ms-global-partners-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773-driftwood-hospitality-management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774-williams-dame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775-i-a-donoso-associates-llc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776-cilc-center-for-interactive-learning-and-collaboration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777-seahawk-innovation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firm/778-gorman-co-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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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 列拉斯 (Frank Lleras) 艾伯特 席尔瓦 (Albert Silva)法鲁克 莫卧尔(Farooq Mughal)

赫林 劳(Helyn Lau) 约翰 门多萨(John Mendoza)艾克 阿祖科(Acho Azuike)

贝塔尼亚 纳萨尔(Betania Nassar) 马修 霍根(Matthew Hogan)
米格利娜 希门尼斯 格里略
(Miguelina JIMENEZ-GRILLO)

Zhu “June” Cheng 艾希莉 罗斯（Ashley Roth）

乔治 弗雷塔斯（George Freitas） 黛布拉 施耐德（Debra Schneider）洛恩 T. 胡恩（Loan T. Huynh）

最新专业人才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298-frank-lleras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03-albert-silva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01-farooq-mughal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04-helyn-lau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21-john-mendoza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20-acho-azuike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30-betania-nassar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35-matthew-hogan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31-miguelina-jimenez-grillo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68-zhu-june-cheng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69-ashley-roth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60-george-freitas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67-debra-schneider
http://eb5projects.com/profile/user/1366-loan-t-huy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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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如何将我的一百万美元投资款在土地购买和工程成本中进行分配？
• 我所有的EB-5申请可以聘请同一个律师吗？
• 我可以向移民局申诉I-829拒签吗？
• 若我的可选实习期限（OPT）期满，将会如何影响我在最新获批I-526申请后
的身份调整？

• I-924申请表是什么内容？
• I-526申请表的费用为多少？
• I-829申请表的费用为多少？
• EB-5申请的加急费是多少？
• 我在佛罗里达州拥有一家区域中心。我能将它出售吗？
• Cletus Weber对债务贡献的释义的意见
• Helyn Lau的提问：有关对申请人接受赠与获得的收益进行资金来源分析
• Dillon Colucci的提问：有关申请人资产担保的财产 
• Martin Lawler的提问：有关买/卖房产的资金来源的证明材料
• Anu Nair的提问：关于证明材料存在/不足时前后不一致的裁决
• 关于申请人获得朋友借款时如何确立合法的资金来源的问题
• 关于申请人出售与父母共有的房产获得资金的问题
• 关于要求提交证明材料时应联系谁以及如何联系的问题
• 关于证明房产销售资金来源需追踪到多久之前的问题
• 关于就与此贷款无关的资产提供法律渊源证明材料的问题
• 关于部分来源于外汇兑换的资金的追踪问题

最新提问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6-how-can-i-split-my-1-million-investment-between-land-purchase-and-w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6-how-can-i-split-my-1-million-investment-between-land-purchase-and-w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5-should-i-have-the-same-attorney-for-all-eb-5-applications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102-can-i-appeal-an-i-829-denial-to-uscis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3-how-will-my-opt-expiration-affect-my-adjustment-of-status-after-my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100-what-is-form-i-924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9-what-is-the-fee-for-form-i-526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101-what-is-the-fee-for-form-i-829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8-what-is-the-premium-processing-fee-for-eb-5-petitions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4-i-have-a-regional-center-in-florida-can-i-sell-it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3-comment-by-cletus-weber-on-interpretation-of-contribution-to-indebt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0-question-asked-by-helyn-lau-on-source-of-fund-analysis-for-proceeds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1-question-by-dillon-colucci-about-property-being-secured-by-petition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2-question-by-martin-lawler-about-the-evidence-of-source-of-funds-for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0-question-from-anu-nair-about-inconsistent-adjudication-in-cases-of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9-question-on-establishing-lawful-source-of-funds-when-a-petitioner-o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8-question-on-funds-received-by-petitioner-through-sale-of-property-w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6-question-on-how-and-whom-to-reach-in-case-of-request-for-evidence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7-question-on-how-far-back-to-go-to-prove-the-source-of-funds-on-sale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91-question-on-presenting-evidence-of-legal-source-for-assets-not-rela
https://eb5projects.com/questions/85-question-on-tracing-funds-that-in-part-arise-from-foreign-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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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加利福纳尼亚EB-5年会

移民板图一览： 雇主指南

Free Webinar - 计划将中国EB-5申请截止日期定于2015年5月/6月

最新事件

EB-5区域经济发展宣传大会

http://eb5projects.com/events/20-4th-annual-california-eb-5-conference
http://eb5projects.com/events/25-navigating-the-immigration-landscape-a-guide-for-employers
http://eb5projects.com/events/21-free-webinar-planning-for-the-china-eb-5-cut-off-date-in-may-or-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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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全球亚裔豪华地产峰会

EB-5移民投资人项目: 利益相关者参与 (电话会议)

Meet the Money 2015会议

EB-5 United公司将于四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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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5Projects.com、EB5News.com及EB5Info.com三网站均由USAdvisors
管理。作为一家独立注册的投资顾问（美国金融业管理局
CRD#157403）公司，USAdvisors自2007年以来，专业为投资人、
顾问及律师提供EB-5签证服务有关的风险分析、验证和尽职调查
服务。

“EB-5签证投资信息来源。倾情相告，护航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