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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革及影响
赵 梅

内容提要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对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移民政策进行

改革，其核心理念是，优先选择能够在美国获得成功并经济自立的移民，确保移民认同美国价

值。对于恐怖主义势力猖獗、难以进行背景调查的地区，暂停移民。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移民政

策改革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它造成美国社会分裂，也伤及美国企业和技术创

新。尽管一再受挫，但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非法移民，收紧移民政策，仍将是特朗普政府移民

政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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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兑现竞

选承诺，采取一系列强硬的移

民政策，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非法移

民；收紧工作签证，限制移民享受美

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在美国社会引发

巨大争议。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改革

特朗普对移民一直持强硬态度。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便誓言“禁止

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把穿越边境

的墨西哥人称为“强奸犯”，主张在

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特朗普执

政后，签署多项总统行政命令，推动

移民政策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一、终止“梦想者”计划

 2017 年 9 月 5 日，特朗普宣布

废除奥巴马时期设立的移民特别保护

项目——“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

计 划（DACA，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要求国会在半年

内拟定出相应的替代法案。

“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计

划是 2012年由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行

政命令启动的移民保护政策，允许部

分入境美国时尚未满 16 岁的非法移

民，申请两年期的暂缓遣返并开放工

作申请许可，两年期限到期后可申请

再延。自“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

计划实施以来，近 80万非法移民受惠，

这些受计划保护的人被称为“梦想者”

（Dreamer）。“梦想者”计划申请者大

多来自墨西哥、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

家。据统计，截至 2016 年，约 84 万

申请者中约有 74万获得批准，其中超

过半数的申请者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和德克萨斯州。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

司（NBC）报道，目前每周大约还有

8000 人“梦想者”计划申请，照此申

请数量来看，保护人数将可能在不久

的将来突破 130 万人。特朗普政府宣

布终止“梦想者”计划引发美国民众

抗议。据估计，“梦想者”计划被取消后，

将有 80万人面临被驱逐出美国国境。

二、以“零容忍”政策严厉打击

非法移民

2018 年 4 月 6 日，美国司法部

长塞申斯宣布实行“零容忍”移民政

策，所有“非法”入境的成年人，都

要先接受司法审判。特朗普政府的“零

容忍”政策，改变以往先走移民法庭

的程序，把“司法程序”置于“移民

程序”前，在父母接受司法审判的过

程中，随行偷渡的未成年子女则按美

国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联邦法，

送到专门机构保护看管。根据《卫报》

报道，仅在 2018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31 日，已有多达 1995 名儿童及 1940

位父母被强制分开。

特朗普政府的“零容忍”移民政

策引发美国社会各界批评。有民调显

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特朗普

政府的“零容忍”政策，因为它造成

骨肉分离。2018 年 7 月 2 日《时代》

杂志的封面将特朗普政府“零容忍”

移民政策的批评声浪推向高潮。

三、“禁穆令”

2017 年 1 月 27 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签署第 13769 号总统行政命令，

要求在 120 天內暂停所有难民入境，

在 90 天內暂停向伊朗、伊拉克、叙

利亚、利比亚、苏丹、索马里、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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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穆斯林国家公民核发签证入境美

国。因为所涉的七个国家均为穆斯林

占多数的国家，因此这份行政命令

也被媒体和社会各界称为“禁穆令”

（Muslim Ban）, 但特朗普执政团队坚

称其为“旅行禁令”（Travel Ban）。

“禁穆令”一出，在美国及国际

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也遭遇到前所

未有的司法挑战。当地时间 2017 年

2 月 3 日，美国西区联邦法官罗巴

特（James Louis Robart）不认同特朗

普政府指七国公民对美国有威胁的理

据，裁决暂缓实施移民禁令。美国司

法部提出上诉，希望冻结罗巴特的裁

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5 日清晨做出裁决，驳回司法

部提出的上诉，拒绝恢复特朗普“禁

止穆斯林入境”的行政命令。

迫于国内外压力，2017 年 3 月

6 日，特朗普签署第 13780 号总统行

政命令。特朗普签署的新版移民禁令

仍有六个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遭限

制，包含叙利亚、伊朗、索马里、也门、

利比亚以及苏丹。虽然新版禁令内容

有所放宽，但反对者仍批评此举是“换

汤不换药”。

2017 年 9 月 24 日，特朗普发表

第 9645 号总统文告，对旅行禁令进

行再次修正，并向最高法院发出申请，

考虑全面恢复生效。这项禁令包括伊

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

五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以及朝鲜和

委内瑞拉。2017 年 12 月 4 日，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针对

朝鲜和委内瑞拉的旅行禁令以及对六

个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全面生效，

标志着美国司法体系首次允许特朗普

“禁穆令”生效。这无疑是特朗普政

府移民政策改革的一次胜利。

四、以择优政策取代亲属链式移民

特朗普政府考虑采取以有利于教

育和就业潜力的积分（择优）政策而

取代以家庭为基础的亲属链式移民。

美国国土安全部门数据显示，2005 年

至 2016 年，美国吸纳的 1300 万移民

中，将近 930 万移民是通过“亲属移

民”来到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中，只

有十五分之一的移民是因为拥有良好

技能，获得绿卡入境美国。

2017 年 10 月和 12 月在美国发

生的两起恐怖袭击事件，涉案嫌犯分

别通过“亲属移民”和美国国务院的

绿卡抽签移民计划进入美国。美国司

法部长塞申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纽约市发生

了两起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袭击

事件是由我们失败的移民政策（绿卡

抽签移民计划和链式移民）所致，而

这些移民政策并不符合国家利益。”

2017年 8月 2日，特朗普和共和

党参议员普度及科顿共同宣布未来移

民改革方向，采取“择优”（merit-based 

system）制，大幅减少“亲属移民”数量，

停止发放绿卡给美国居民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以外的亲属；未来十年大幅减

少绿卡发放的数量，由每年的 100 万

个削减到 50万个；取消绿卡抽签；难

民申请绿卡的年度配额削减为 5万等。

绿卡抽签是美国的一项移民签证

制度，即一个发放美国绿卡的筛选过

程。该制度始于 1995 年，每年有上

百万人申请美国绿卡抽签，但只有 10

万的申请者能进入美国绿卡的筛选过

程，最后只有 5 万人顺利获得绿卡。

特朗普发推文说，将中止抽签，美国

现行制度让低技术移民也能进入美

国，造成美国劳工的低薪就业。改革

后的移民制度将有利于能说英语且有

财务能力的人，这类高技术移民对美

国经济有利。

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革的

背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

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改革其主要原因

来源于美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自

1790 年以来，美国每十年进行一次人

口普查。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美国总人口是 3.08 亿，少数族裔人口

为 1.11 亿，占美国总人口的 36.3%。

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间，美国

白人人口从 1.946 亿增加到 1.968 亿，

增长率仅为 1%，白人人口在美国

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从 69% 下降为

64% ；拉美裔人口从 2000 年的 3530

万增加到 2010 年的 5050 万，增长率

达 43%，占美国总人口的 16.3% ；美

国黑人人口总数为 3890 万，仅占美

国人口总数的 13%，已经不再是美

国第二大族群；亚裔人口为 1470 万，

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仅为 4.8%，但

人口增长率超过拉美裔，为各族裔中

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

美国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少数族裔，拉

美裔人口增长在很多州超出预期。

2000 年至 2010 年间，白人儿童减少

10%，降至 3970 万，少数族裔除黑

人和印第安人外，增加了 22%，达到

3450 万人。在 18 岁以下的美国人中，

每 6 名就有 1 名拉美裔；每 4 名美国

儿童中就有 1 名拉美裔儿童。[1]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到

21 世纪中叶，美国人口将超过 4.3

亿。届时人口的种族构成将进一步多

元，白人将失去占人口大多数的族群

地位。拉美裔、非洲裔和亚裔等少数

民族的人口总数预计将从 2042 年开

始超过白人，到 2050 年，他们的人

数将占美国人口的 54%。拉美裔是推

动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长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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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的研究数据显示，从移民的来源

国看，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墨西哥，

是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国。

目前在美国境内还有数以千计的

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无证且居无定所，

因而确切数字难以统计。皮尤拉美裔研

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截至 2013年，美

国境内非法移民人数约为 1110万人。[2]

美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大量

非法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政治、经济

和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也引发美

国社会各界的担忧。

首先，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担忧。

尽管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来自世

界各地，但盎格鲁 - 撒克逊白人基督

教新教（瓦斯普，WASP）是美国的

主流文化。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改

变，“瓦斯普”主流文化面临严峻的

挑战，引发美国精英的普遍担忧。如

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美国的

分裂》一书中所言，美国是个熔炉，

美国人坚信他们有力量同化来自世界

各地的移民，然而，这个熔炉“不可

避免地带有以英裔为中心的味道。无

论如何，盎格鲁 - 撒克逊白人新教传

统好歹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并且在

主要方面至今仍然是美国文化与社会

的主导力量。这一传统为来自其他国

家的移民提供了求得一致的标准和同

化的基质”。 [3]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

教授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

特性面临挑战》一书中，论述了 21

世纪美国国家特性所面临的挑战。他

写到，“盎格鲁 - 新教文化对美国人

的身份特性来说，三个世纪以来一直

居于中心地位。正是它使美国人有了

共同之处。 但在 20 世纪后期，这一

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以下

方面的挑战：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

移民新浪潮；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

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论；西班牙语

有形成美国第二语言之势，美国社会

中出现了拉美裔化的倾向”。 [4] 

其次，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美国境

内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是安置

和管理非法移民成本巨大。2016 年 9

月 , 美国移民研究联合会的研究报告

《教室中的大象：大量移民对公立教

育的影响》显示，美国政府每年在移

民相关问题上的花费高达 3000 亿美

元，美国政府用于非法移民管理费用

巨大。以加州为例，虽然面临 260 亿

美元赤字，但加州政府每年斥资 215

亿美元补助非法移民。该报告着重探

讨了非法移民对美国公立教育的冲

击。根据总统特别行政命令，美国联

邦政府在公立学校为母语为非英语的

移民学生设立英语学习项目——“有

限英语能力”项目（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 LEP）[5] 。2016 年， 美

国公立学校非法移民学生总数约为

361.8 万人，“有限英语能力”项目平

均用在每位非法移民学生上的花费为

1.2128 万美元，该项目用于非法移民

学生的费用总额为 430.9 亿美元。[6] 

二是抢走就业机会。非法移民从事一

些难以吸引美国出生工人的工作，且

工资低廉，因而受到雇主的欢迎。不

少美国人担心移民（合法和非法）抢

走了美国人的工作。2014 年，美国

移民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

新增的工作机会全部由移民获得。在

2000—2014 年，在 16 至 65 岁的适龄

工作人群中，移民（和非法移民）就

业人数增加了 570 万，本土美国人就

业人数下降了 12.7 万。[7] 三是贩毒、

暴力犯罪、边境安全和恐怖主义袭

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家，吸毒者超过 3500 万。研究显示，

约 70% 的毒品来自墨西哥，每年从

墨西哥贩卖到美国的毒品黑市总价达

2000 亿美元。美墨边境毒品走私现象

屡禁不绝，暴力犯罪频发。美国移民

与海关执法局的数据显示，2015 年，

有 1.9723 万名非法移民被宣判有罪。

2016 财政年度，24.0255 万名非法移

民被递解出境，其中 13.8669 万人被

判有罪，占递解总人数的 58%。[8]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经

历过一次严重的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危

机。2014 年，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

斯、尼加拉瓜等国家的非法移民，跨

越墨西哥逃到美国边境寻求庇护的人

数达到 17 万人，是 2013 年 6 万人的

近三倍。2012 年以前，这个数字每年

不到 3 万。面对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危

机， 奥巴马政府研拟多个应对方案 ，

其中之一是加大刑事起诉力度，改变

非法移民先上“移民法庭”的程序，

而是先上“刑事法庭”，以达到吓阻

非法移民涌入的目的。这可以说是特

朗普政府“零容忍”政策的前身。不过，

考虑到可能造成家庭分离，奥巴马政

府的做法是将这些非法移民家庭登记

在案后，将其释放，要求几个月后出

庭。但是，被释放的非法移民大多从

此消失，并未如期出庭，而是以非法

身份滞留美国，因而许多美国人质疑

美国的移民政策遭到滥用。

总之，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当

今美国社会的一大难题。这也就是为

什么特朗普政府推行强硬移民政策改

革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革的

影响和前景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以终止“梦

想者”计划、“禁穆令”和“零容忍”

政策为代表的强硬的移民政策，对美

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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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特

朗普政府的打击非法移民的“零容忍”

政策和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引发

社会纷争，无疑对美国社会业已存在

的反穆斯林、反移民情绪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零容忍”政策使众多非法移民

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和其父母被强行分

开安置，“骨肉分离”的惨状引发美

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地批评。“零容忍”

政策未能震慑非法移民，非法越境案

件反而直线增加。

尽管批评声不断，但也有不少美

国人赞成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

强硬做法。《国家评论》杂志连续发

表多篇文章，抨击民主党在移民问题

上无所作为，肯定特朗普在打击非法

移民问题上的做法。评论认为，美国

媒体没有把移民僵局的真相告诉美国

民众。[9] 2018 年 4 月，加州伯克利

分校所做的研究发现，约半数以上的

加州人支持特朗普政府将非法移民递

解出境、“禁穆令”和在美墨边境建

墙的提议。这一调查结果出乎研究者

的预料，他们本来是想印证加州居民

对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改革的反感程

度，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

第二，国际人才难留美国。特朗

普执政以来，移民局要求补交材料的

情况越来越普遍，2017 年第四季度约

有 68.9% 的申请者因“专业与工作不

相符”而被要求补材料，各类工作签

证的拒签率都呈上升趋势。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人才留美的意愿，

国际学生申请人数大幅下降。据统

计，2017 年美国高校国际学生人数为

8.0864 万人，比 2016 年的 8.416 万人

减少了 3.152 万人。[10]

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的负责人斯

图尔特 • 安德森表示： “在资本超过

10 亿美元的 87 家美国公司里，约一

半以上都是移民创建的。”[11] 美国政

策国家基金会对 1901 年至 2017 年获

诺贝尔奖的美籍科学家的出生地、来

源国进行统计。自 2000 年以来，美

国共有 85 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

医学和物理学奖，其中 39% 为外来

移民。[12] 有学者认为，反对移民将使

美国丢失人才。

第三，伤及美国企业乃至科技创

新。H-1B 工作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

证，它允许美国雇主临时聘用从事“专

业职位”的外籍专业技术人员。H-1B

签证为专业职业的外籍专业技术人

员提供了在美国合法居住和工作的机

会。根据1990年美国《移民法》的规定，

美国政府每年签发 8.5 万份 H-1B 签

证，其中 6.5 万份签发给私人部门的

高级技术人员，2 万份签发给在美国

大学取得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高

等学位的外国毕业生。近年来，H-1B

签证严重供不应求，特朗普政府收紧

工作签证，无疑将使这一严重短缺的

局面持续下去，从而对美国企业及科

技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移民问题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敏

感的话题。近年来，美国民主、共和

两党都力图推动移民政策改革，但成

效有限。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新政力图

改变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移民政

策，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优先

考虑美国人的就业、收入和安全，优

先雇用美国人。然而，特朗普政府的

移民政策改革困难重重，特朗普支持

的议案一再遭到美国参众两院否决。

尽管一再受挫，但加大执法力度，打

击非法移民，收紧移民政策，仍将是

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重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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