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网3月12日电 据美国《侨报》
报道，日前参与月子中心搜查的美国国
土安全调查局探员布莱尔11日将他起
草的调查报告在圣塔安纳联邦地区法
院首次曝光，里面分析了外国孕妇打着
旅游的旗号到美国生产的背后原因。

美国政府不给非移民签证的外国
人提供医保，因此，凡是来美生育的外
国孕妇需要提供本国的健保文件或其
他足以证明孕妇可以自己负担全部生
产费用的证据，以此证明她在美国生
孩子不会花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如果
移民官认为孕妇没有足够的医保或金
钱来为自己买单，就有权拒绝其入境。

外国孕妇
顺利拿到签证的条件

根据美国移民法的相关规定，外国
孕妇要想顺利拿到签证，她必须提供：

1、保证书，保证自己掏钱支付生
产费用；

2、足够支付来美生产的存款证
明；

3、保证不会成为美国公共负担的
财产证明（股票、投资等）；

4、健保公司的担保，证明所有医
疗费用由该公司支付；

5、随行家属费用自付的证明。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规定孕妇不可

以入境，但海关边境保护局（CBP）有
权对孕妇进行检查，以决定是否让其
入境。如果CBP发现孕妇没有足够的
医保来承担在美生产的费用，换句话
说，要由美国政府掏钱的话，那CBP就
可以拒绝其入境。

移民官在作出决定之前会考量：
1、孕妇的预产期；
2、想要逗留美国的时间；
3、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生产费

用；
4、有否回国的打算；
5、孕妇面谈时是否坦白；

6、签证文件是否齐备。
根据这份报告，一些孕妇为了躲避

上述严苛的审查，故意隐瞒怀孕的事实，
在申请签证和入关时谎称自己来美旅
游，而且故意绕道到夏威夷和拉斯维加
斯等旅游城市，给移民官制造一个旅游
的假象。不少孕妇还带着小孩入境。

孕妇在证词中
表达了来美生产理由

美国移民局在传讯南加州月子中
心孕妇时，从“证人”的口中得到了她们

来美生子的五大理由。美国国土安全
调查局的探员布莱尔将这些理由归纳
到他起草的月子中心调查报告当中。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孕妇想要
离开本国并移民美国，其中2/3的孕妇
在本国拥有千万资产（折合160万美
元），这些钱足够支付他们在美生产和
定居。月子中心根据服务内容的多
少，收取孕妇每人1.5到5万美元不等
的服务费。

布莱尔在约谈中听部分孕妇表示，
她们来美生产主要是因为：

1、想有个美国公民的宝贝；2、将来

借孩子的光移民美国；3、享受美国的各
种福利等等。

卧底“全天监控”
月子中心的一举一动

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HSI）探员
布莱尔（Eric Blair）的调查报告，里面
记述了HSI与国税局（IRS）以及警方
相互配合，对加州库卡蒙伽（Rancho
Cucamonga）市的“幸福宝宝”月子中
心实时监控的详细记录。

这份从2月9日到10日的监控报告
记录了两天时间“幸福宝宝”（USA
Happy Baby）孕妇的出入记录、她们
的护照、签证、面谈和居住情况，监控详
细到她们几时穿着睡袍出来散步，几时
到附近购物中心买东西，又几时在阳台
上晾晒衣服，以及又几时在温泉泡脚等。

为了查明确凿证据，HSI探员请求
警方以交通违章的名义，在孕妇面包车
外出采购或产检时，以没打转向灯或蛇
形驾驶为由将车辆拦下，并通过护照和
签证记录了解到她们何时签证、何时入
境以及使馆面谈记录等。调查结果显
示，这些孕妇都撒了谎，无一承认自己
是来美生产，全都是为了“旅游”。可她
们在签证申请表上登记的美国住址却
出卖了她们，因为该地址与她们被监
控到的地址完全不符。

探员长期卧底取证 掌握大量相关证据

美月子中心调查报告首度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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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这一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孕妇，赴
美产子旅游业也应运而生。日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国税局等对加州数十个月
子中心进行突查，很多孕妇护照被没收，相关月子中心也将面临联邦指控。这是迄今为止
美国联邦国土安全部门对所谓“生育旅游”采取的最大规模行动，向那些隐秘的月子中心
发出强烈信息。美方表示，赴美生下美国籍的孩子本身并不违法，打击是针对那些在申请
签证期间隐瞒怀孕事实的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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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3月11日专电（记者
郭爽 杨磊）美国检方11日在南加州圣
安娜联邦法院正式开始就中国孕妇赴美
产子相关产业展开调查，涉案孕产妇当天
作为关键证人被检方传讯问话。

目前没有人受到检方指控

当天下午，联邦检察官和26名美
国大联邦陪审团成员对位于南加州河
滨县“快乐宝宝”月子中心的一名涉案
产妇进行了近3个小时的问讯，其间律
师和记者不允许进入现场。

被问讯产妇的辩护律师刘龙珠当
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没
有人受到检方指控，完成问讯的证人
有望近期回国，但由于大联邦陪审团
问讯调查一周进行一次，所以按照这
个进度，不少涉案孕妇可能会在当地
滞留更长时间。联邦检察官在调查时
一般会要求证人出示给月子公司的付
款证明、与月子中心的合同、与月子中
心沟通的邮件或微信等联络记录。

刘龙珠律师说，联邦检察官查尔斯·
佩尔当天在问讯前对他说，“我们有卧
底，我们什么都知道”，涉案人员应与检

方诚实合作。检察官表示，检方打击非
法月子中心和相关犯罪行为的态度坚
决，非法月子中心是主要指控目标。

调查方向涉及多个方面

部分涉案月子中心的委托辩护律
师邓洪对新华社记者说，本案涉及调
查方向包括签证欺诈、福利欺诈、逃税
行为、共谋行为、洗钱行为等多个方
面。每项罪名如果成立都属于联邦重
罪，均可面临5至10年刑期。

在此前的司法程序中，南加州橙

县、河滨县被搜查的月子中心涉案孕
产妇已被指定为检方关键证人，签署
抵押金协议以配合调查。

经长期卧底取证，掌握大量相关证
据后，美国多部门联合行动，在本月3日
出动数百名警力和探员对位于南加州橙
县、河滨县、洛杉矶县等地的30多家月

子中心、接送公司以及相关诊所进行了
突击搜查。移民局发言人凯思在一份声
明中说，这种生意为想来美国生孩子、使
孩子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孕妇提供交通
和住宿等服务，3日的行动旨在为一系
列有关的可能违法的行为进一步搜集证
据，包括签证作假、税务作假和洗钱等。

美检方正式调查
赴美产子相关产业

新华社雅典3月11日电（记者陈占
杰 刘咏秋）希腊司法部长尼科斯·帕拉
斯基沃普洛斯11日说，他准备执行希腊
最高法院2000年的判决，如果德国不予
合作将没收德国在希腊境内的国家财
产，以补偿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给希腊造
成的战争损失。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于1944年6月
10日在希腊中部的迪斯托莫村屠杀了
包括孕妇和儿童在内的200多名希腊
人，几十年来受害者家属一直要求赔
偿。希腊最高法院于2000年作出判决，
称德国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但过
去十几年来希腊政府因为政治原因未执
行这一判决。

帕拉斯基沃普洛斯当天在接受一家
希腊电视台采访时说，根据希腊法律，执
行这项判决需要司法部长同意，“尽管有

种种障碍，我相信应该给予这种同意，我
也准备这样做”。他还表示，如果德国不
予合作，希腊可以没收德国位于希腊境
内的国家财产。

帕拉斯基沃普洛斯没有说明他
将何时正式同意执行这项判决。他
说，从法律角度看，这一问题非常复
杂，双方将在进行政治谈判后执行法
院判决。

针对希腊向德国提出支付二战赔款
要求，德国政府发言人赛贝特11日说，

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程序的角度看，德
国都已完成赔付，各方应集中精力解决
当前问题。

赛贝特当天在政府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说，德国将一直铭记纳粹德国给
欧洲国家造成的灾难，深知德国对此
负有历史责任，但这不能改变德国政
府的态度，即德国已完成向二战受害
国支付战争赔款和补偿性赔款事宜。

赛贝特说，德国与希腊1960年签订
了相关赔偿协议并已向希腊支付约1.15

亿德国马克，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角度，
德国都已完成赔付。

德国财政部发言人耶格表示，德国
没有理由与希腊就赔偿事宜举行会谈，
这样的要求会分散各方解决当前严峻财
政问题的注意力。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2月8日说，纳
粹德国二战期间给希腊造成巨大损失，
希腊将向德国追讨赔偿金。根据希腊政
府的要求，德国应赔偿1620亿欧元，超
过希腊所欠债务总和的一半。德国副总

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对此表示，赔款
问题早已解决，德国赔偿希腊“可能性为
零”。

希腊救助协议原定于今年2月底到
期，欧元集团2月24日在评估希腊提交
的改革计划后同意将协议延长4个月，
但该决定需欧元区各国批准才能生效。
作为对希腊的两轮共计2400亿欧元救
助协议的主要出资方，德国议会2月27
日以绝对多数批准延长对希腊的救助协
议至今年6月。

希腊威胁没收德财产抵二战赔款
德国拒绝希腊战争赔款要求

古巴国营的古巴电信公司11日说，美国和古
巴已经重新建立直接电话联系。

这是美古关系迈向正常化的最新进展。在这
之前，两国之间的电话联系必须通过第三方。

美国1961年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次年宣布
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法新社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
古巴的电话线路多次中断和恢复。根据古巴当局
的说法，这次是自1999年2月25日以来，两国首
次实现电话直通。

古巴电信公司11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重新
建立美国与古巴之间的直接通信有助于为两国人
民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通信质量。”

现阶段，大约200万古巴裔人生活在美国，许
多家庭依靠电话与古巴的家人保持联系。但在这
之前，美国与古巴之间的电话联系必须通过第三
个国家，通话质量差而且费用昂贵。

古巴电信公司暂时没有宣布新的通话费用。
另外，美国与古巴之间的邮政服务也于上世

纪60年代中断，迄今仍未恢复。
刘曦（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古实现电话直通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美国已要求越南停
止让俄罗斯把越南的一处前美军基地用作俄战略
轰炸机的“加油站”。

路透社11日报道，这是美国官员首次证实越
南金兰湾在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活动中扮演角色。

对于美方要求，越南政府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最近，一些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加

强了在亚太地区的飞行活动，可能会加剧这一地
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太平洋集团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上
将告诉路透社记者，俄战略轰炸机进行了一些“挑
衅性”飞行，包括绕飞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关岛，
那里设有美空军基地。他说，俄方的飞行活动“损
害了我们和其他方的利益”。

按照布鲁克斯的说法，俄战略轰炸机绕关岛
飞行时，靠从金兰湾起飞的俄罗斯空中加油机加
油。 李良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俄战略轰炸机绕飞关岛
美要求越南停止为其加油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11日
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要花费
的时间可能要超过美国总统奥巴马此
前向国会提交的军事授权议案中规定
的三年期限。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 摄

美国防部长说

打击“伊斯兰国”
或将耗时超过三年

新华社华盛顿3月11日电（记者易爱军 周而
捷）美国政府11日宣布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更多非致
命武器援助，但对提供致命武器援助仍有所顾虑。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新增援助包括无线电设备、安全的通信设备、
无人驾驶飞行器、反迫击炮雷达以及急救包和军
用救护车等医疗设备，总价值为7500万美元。

一名匿名美国政府官员对部分媒体说，奥巴
马还批准向乌克兰政府提供30辆“悍马”装甲车
和200辆“悍马”非装甲车。

自乌克兰东部冲突去年4月爆发以来，奥巴
马政府一直仅限于向乌克兰政府提供非致命武器
援助。欧内斯特说，此前美方提供的此类援助价
值在1亿至1.2亿美元之间。

美宣布向乌提供
更多非致命武器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3月11
日在柏林发表声明说，IMF执行董事会已批准向
乌克兰政府提供总额约175亿美元的援助贷款计
划，以帮助该国稳定经济、推动改革。新华社/法新

IMF批准向乌克兰提供
约175亿美元贷款援助

加拿大官员11日宣布，他们挫败
一起恐怖袭击阴谋。一名自称是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巴基斯坦男
子密谋制造多枚遥控爆炸装置，企图炸
毁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及其他建筑。

警官“钓鱼”

按加拿大边防局官员的说法，男子
名叫贾汗泽布·马利克，33岁，2004年
以学生身份来到加拿大，5年后获得永
久居留权。本月9日，加拿大警方一个
反恐行动小组将他拘捕。

警方没有对马利克提起刑事指控，
而是寻求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举
行听证，以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为由将

其遣返回巴基斯坦。
在11日的听证会上，加拿大边防

局官员指认，在暗中调查马利克期间，
加拿大骑警队的一名便衣警官与他成
为“朋友”。马利克告诉这名警官，他打
算制造爆炸装置炸毁位于多伦多金融
区的美国领馆和其他建筑。

马利克声称，他希望能录制这段袭
击视频，从而“鼓动其他人来做同样的
事情”。他还在与这名警官交往期间为
后者播放血腥视频，试图为其“洗脑”。

“马利克先生试图用播放视频的方
式来让那名警官的思想变得极端，”加
拿大边防局官员说，“显然，那是‘伊斯
兰国’斩首人质的视频。”

按马利克的说法，他曾在利比亚接

受武器使用、格斗和埋雷训练，还是
2011年遭美国无人机空袭身亡的“基
地”组织也门分支重要成员、美国人安
瓦尔·奥拉基的朋友。

反恐神经紧绷

针对警方挫败的恐袭阴谋，加拿大
公共安全部长斯蒂芬·布莱尼说：“我能
证实的说，加拿大边防局逮捕了一名

‘伊斯兰国’支持者，后者密谋在加拿大
实施恐怖袭击。”

被问及这一恐袭阴谋进展到何种
程度时，布莱尼没有正面作答。“加拿大
骑警队已经明确表示，”他说，“这个人
有意在加拿大本土发动恐怖袭击，他同

时还在宣扬极端思想。”
加拿大加入了美国主导的打击“伊

斯兰国”行动，而去年10月接连发生的
袭击事件更是让加拿大政府绷紧反恐
神经。去年10月20日，一名男子在蒙
特利尔市附近开车冲撞两名士兵，造成
一死一伤后逃逸，最终被警方击毙；22
日，一名枪手在渥太华国家战争纪念碑
处枪杀一名值勤士兵，随后逃进附近议
会大楼，在与警卫交火中被击毙。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政府收
紧了一贯松懈的安保措施，着手强化反
恐立法，在一项反恐法案中增加授权政
府采取先发制人措施的条款。

马利克遭拘捕后，加拿大政府说，
这起事件表明，政府必须赋予安全和情
报机构更大权力以更好地挫败恐袭阴
谋。不过，一些反对党人士、法律专家
和民众担心，安全和情报机构被赋予更
大权力。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加拿大挫败一起炸美领馆阴谋

3月12日，在距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甘东南
148公里的地区，工作人员检查飞船返回舱。

俄罗斯地面飞行控制中心12日发布消息说，
完成国际空间站驻站任务的3名宇航员当日乘坐
“联盟TMA-14M”飞船于莫斯科时间5时08分
（北京时间10时08分）在距离哈萨克斯坦南部城
市杰兹卡兹甘东南148公里的地区安全着陆。

新华社/路透

空间站3名宇航员
安全返回地球

数百名警察和探员突击搜查30多家月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