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
目光转向移民。移民政策也越来越
多种多样，投资移民、留学移民等
为想移民的人提供了更多途径。下
面看看各国移民政策。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传统上是
接受移民比较多的国家，也是世界
各地许多华人移民的首选地。但这
两个国家已经提高了投资移民的
门槛。加拿大的条件是，给加拿大
政府80万加元(合77 . 92万美元)的
无息贷款，可获常住居民签证，3年
后可申请公民，但2012年该项目停
止。澳大利亚的条件是：500万澳元
(合460万美元)，可获投资居民签
证，4年后可申请公民。

英国则把投资分成三等：100

万英镑(合150万美元)、500万英镑
(合770万美元 )和1000万英镑 (合
1530万美元)，发给投资者签证，3至
5年可申请永久居民身份，4至7年
后可申请公民。英国移民分为几
类，英国当局就有灵活性，可以最
大限度地吸引有钱人。

欧债危机之后，几个债务危机
国家也搞了新的投资移民政策，企
图借此招财进宝。几个国家的具体
政策是：葡萄牙50万欧元(合66万
美元)，可获居住签证，6年后有资
格后申请公民；匈牙利25万欧元
(合33万美元)投资于政府特别债
券，可获5年居住签证；希腊25万欧
元(合33万美元)投资于房地产，可
获5年居住签证；塞浦路斯30万欧
元(合39万美元)，可获3年居住签
证，6年后可申请公民。

加勒比海的两个岛国圣基茨
和尼维斯接纳移民的条件是，投资
40万美元即可获得公民身份。安提
瓜和巴布达的条件是，投资20万美
元即可获得公民身份。安提瓜和巴
布达曾经也是英属殖民地，人口
2 . 9万人，其中大多为非洲黑人后
裔——— 当初是英国人掠来的黑奴。
圣基茨和尼维斯9000平方英里，人
口只有5万。两个岛国前不搭村，后
不靠店，想像不出有什么理由，中
国人愿意到这两个地方去定居。

再看美国的条件：50万美元投
资于美国政府选定的行业，至少创
造10个就业岗位，可获得居住两年
的签证，两年后如果通过投资审查，
可申请永久居留签证。年轻人还有
可能留学移民。美国正在制定新的
移民法律，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专业的外国学生网开一面：如果
研究生毕业后能够找到工作，就可
以立刻申请绿卡。美国本地出生的
华裔和亚裔上大学钟情四大专业：
医学、法律、工程和会计，而四项专
业中美国政府只欢迎学工程的。

各国移民政策

游游学学新新招招式式，，家家长长多多选选择择
新加坡教育优质，且气候

温暖如春，是冬季游学的首选
地点。去新加坡游学成为近年
竞相热捧的项目，在大径相同
的行程中，特色成为家长选择
的依据。博纳教育推出的“2014

年新加坡8日游学”项目，其特
色令人耳目一新。

特色一：寄宿家庭生活
旅游，是我们从一个家住

到旅馆的感觉，而游学则是家
到家的感觉。入住当地别墅区，
与新加坡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让孩子感觉就像住在新加坡。

与当地人一起生活，让孩
子们充分感受到新加坡人的生
活习惯、风俗文化，体会不同的
生活理念，让他们沐浴在差异
背景下的新鲜氛围中，更早接
触世界大家庭，以后会更容易
融入其中。

特色二：上午学下午游
“一日之计在于晨”，上午

在孩子大脑最活跃的时候，我
们安排有趣的英文学习，激发
他们学英语的兴趣，调动学英
语的积极性。到了下午，大脑需
要放松的时候，带孩子们去领
略新加坡当地风情，将上午学
到的英文自然地运用到实践

中。
特色三：老师的教学方式
教师皆是具有纯正英语口

音和丰富教学经验的当地老
师。若老师授课时突然拿出一
大包杏仁分给大家吃，你可千
万别惊讶，那只是老师为了让
你们理解almond(杏仁)这个单
词意思所使用的一个小招式。

特色四：路线规划超值
且不说我们要带孩子们去

亚洲最大的飞禽公园，乘坐亚
洲最高的摩天轮；且不说我们
要带孩子感受新加坡四大宗
庙、科技馆、邮政博物馆；且不
说我们要带孩子去访问新加坡
政府理工大学、国立大学，游览
国会大厦、高等法院；且不说我
们要带孩子去参观动物园、植
物园、鱼尾狮公园，就去那著名
的圣陶沙岛，就令人神往———
乘坐空中巴士游览全岛，观赏
海岛美景，惊叹神奇的海底世
界，享受回归自然的感觉！

此次行程，套餐超值，行程
安排别出心裁，特色鲜明。游学
快乐而有意义，为孩子选择有
特色的冬令营吧！报名截止到
12月20日，报名电话：0535—
6791396，18663840980

当你还在为留学发愁时，
另外一批手持“绿卡”的学生却
显得很从容。由于父母办理了
移民，他们不仅不用为签证发
愁，而且可以申请国外最顶尖
的大学、专业，同时还可以享受

“公民”才能享受到的免费优质
教育。山东澳加美联出国咨询
有限公司专家预测，未来几年，
拿着“绿卡”去上学的模式将成
为一种趋势。

为什么要去美国留学

美国教育注重能力和人的
个性化培养，提倡教育的国际
化，美国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
时也能受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
的文化影响。美国教育是精英
化教育。全球70%的诺贝尔奖
得主在美国大学工作，全球
44%最常引用的论文也出自美
国大学。

为什么先移民后留学

有利于家长监护
美国投资移民没有严格的

居住要求，每半年登陆一次即
可。孩子在美读书，家长方便陪
读，国内有事情也可以及时回
国处理。

优先入读顶级名校
以哈佛为例：中国大陆每

年仅2-3名直接被哈佛录取的
留学生，但每年被录取的新生
中，约有200-250个持美国绿卡
或有公民身份的华裔学生，即
有了美国绿卡的华裔子女申请
哈佛等名校的名额增加了一百
倍。

选择专业不受限
在美国有很多专业，如医

学、法律、通讯、航空等，对于国
际学生有着种种限制，除非拥
有绿卡，否则学生学术发展将
大大受限。

投入花费大大减少
拿到绿卡后，留学费用至

少减少三分之二。不仅可以享
受从小学至高中的公立学校免
费教育，而且持有绿卡，也就具
备了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和合
法工作的资格，可以享受本地
学生的各种福利、医疗保障。

移民更易融入当地文化

移民不用担心以后的去
向，受到当地的熏陶会更深厚，
也能真正融入到当地文化中。

就业发展空间更大
目前，留美学生需在一家

公司工作5年以上才能获绿卡。
若中间换工作，绿卡申请前期
准备和相关档案全部作废。等
待期间就有可能错过许多职业
和个人发展的良机。

怎样拿“绿卡”去上学

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
是获“绿卡”最佳捷径。

该项目对申请人没有语
言、学历、年龄、经商背景的要
求。申请周期较短，无居住地的
要求。只要在美国投资50万美
元，五年之后返还。一人申请，
全家获得美国绿卡，孩子在美
国上学还可以享受当地人待
遇。

想要了解更多的移民、留
学 申 请 资 讯 ，请 致 电
4008116810。

天数 行程 住宿 用餐

D1 全天

北京-新加坡

接机后，入住新加坡富人区别墅寄宿家庭。

参加营地欢迎会。

寄宿家

庭
晚

D2
上午 情景会话英文课。实景英文演练。 寄宿家

庭

早中

晚下午 游览亚洲最大的飞禽公园及科技馆。

D3

上午 情景会话英文课。实景英文演练。

寄宿家

庭

早中

晚下午
新加坡的四大宗教游：小印度兴都庙，苏丹回教

堂，天后宫，圣安德烈教堂。

D4

上午 情景会话英文课。实景英文演练。

寄宿家

庭

早中

晚
下午

游览新加坡河、鱼尾狮公园、滨海艺术中心、国会

大厦、高等法院、珊顿道欣赏金融中心；访问新加

坡政府理工学院或新加坡国立大学。

D5

上午 情景会话英文课。实景英文演练。

寄宿家

庭

早中

晚下午
新达城与富贵喷泉。参观亚洲文明博物馆、邮政博

物馆。游览植物园，观看新加坡国花—胡姬花等。

D6
上午 情景会话英文课。实景英文演练。

寄宿家

庭

早中

晚
下午 游览动物园。

D7

上午 环球影城

寄宿家

庭

早中

晚
下午

游览圣淘沙岛：空中巴士游览全岛、乘坐亚洲最高

摩天轮、中央海滩漫步、沙滩排球、观赏海岛美景、

海底世界、海豚表演

D8 全天

新加坡-北京

新加坡机场送机。

抵达后，结束愉快旅程。

/ 早

冬令营具体行程安排

今日烟台

我 们 的 态 度 决 定 我 们 的 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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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拿着着绿绿卡卡去去美美国国读读书书
相关链接

热点话题

美美国国投投资资移移民民渐渐受受追追捧捧
改善子女教育环境者居多数

随着移民申请人数的增多，
世界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在随时
发生着变化，其中包括占据移民
市场半壁江山的“美国投资移
民”。自2010年以来，美国EB-5

投资移民项目在移民市场上呈
现出百家争鸣的局势。一时间
各具特色、大大小小的项目铺
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无从选
择。2012年9月，美国通过了EB-
5 区 域 中 心 项 目 延 期 3 年 的 法
案，而后美国投资移民申请数
量陡增，一路问鼎1万人配额的
顶额。
申请量为何“涨”声一片

首先，在选择移民美国的

家庭中，改善子女教育环境排
在首位。“许多投资者都是为了
让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机
会去的”，侨外移民专家这样告
诉笔者。美国的高等教育无疑
是世界顶尖的，但是一些排名
靠前的大学和常春藤名校通常
只有约10%的国际生名额，因此
如果孩子提前获得美国绿卡，
就可以跳出国际生的制约，入
学门槛大大降低，并且在其他
方面也享有与美国孩子同等的
福利。

其次，相比全球其他国家，
美国的投资移民政策相对稳定
且宽松，其对申请人只有两条

要求：年满18周岁，且有能力投
资 5 0万美金。由于美国本身就
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多语言
多文化是其特性，因此当局不
会对移民设置诸如语言、学历、
商业背景等门槛，这为申请人
省去了诸多麻烦，不用准备语
言考试，资料准备也相对简单。
此外，美国政府对绿卡持有者
也没有硬性的居住要求，每183

天过境一次即可，“移民不移
居”这一说法最早就是形容的
美国移民。许多人在获得美国
绿卡后往往仍能居住在国内以
维持现有的事业，就是得益于
美国这一自由的制度。

美国投资移民仍是目前移
民市场上的主流移民趋势。而
选择什么样的项目进行投资，
将是决定这张“含金量最高的
绿卡”能否顺利拿到的关键。
投资移民项目安全性咋衡量

专家说，美国投资移民属
于风险投资，降低风险的关键
是在于选择精良的项目。侨外
移民认为，项目的安全性主要
从三方面去衡量：项目开发商
实力、资金安全保障机制与项
目可行性。

“选项目，首先看借款人”，
这是侨外移民对一个优质移民
项目的定义。与实力雄厚的开

发商合作是项目质量和如期进
行的保障，一家老字号企业首
先自己就会视信誉为生命，并
且也有着足够的资金流，这将
为项目的顺利运转提供很好的
单报。成功的投资移民，不只是
绿卡解除、拿到绿卡，还包括五
年后50万美金的投资款能否返
还。不难发现，优质项目无论从
以上哪一点进行评判，都经得
起推敲。在美国投资移民的过
程中，选择一个好项目是成功
移民的第一步，而一家有着多
年从业经验和多批成功还款的
中介机构无疑是选择一个好项
目的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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