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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IS Law Firm在诉讼、投资、商业、移民等领域都有广泛的涉略，旗下的主管律师Charles 

Maurer律师连续38年被美国最权威的马丁胡拜尔Martindale Hubbell颁予的律师业最高评级

AV。马丁胡拜尔的AV评级是从业十年以上的律师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

Charles Maurer律师于2015年获得Best Attorneys in America终生荣誉

NYIS Law Firm于2016年获得Best Law Firms in America终生荣誉

我们的客户群体中涵盖中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大型中国企业、国际一线艺人、著名导演、

知名歌手、知名艺人、知名运动员、美国著名富豪、亚洲著名富豪、在美留学生、留学生初

创企业等。

 

在移民法律服务方面，我们在各类移民申请（职业移民、投资移民、杰出人才绿卡、跨国高

管绿卡、亲属移民、婚姻绿卡等）以及非移民类签证（H-1B、L-1、O-1、P-1、TN、E-3、

E-1/2、K-1、F-1、B-1/2等）及其他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们在纽约、新泽西

、加州、中国北京都设有办公室，我们的客户来自全美各个州及中国等。

NY IS  Law  F i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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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什么是
EB-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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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需通过其国内或国际取得的成就来展示其在科学、艺术、教育、商业、或运动

等方面的杰出才能。申请人在其领域取得的个人成就需由实际文件、材料等来说明展

示。此类移民申请可以申请人自行进行，雇佣协议非必须条件。

You must be able to demonstrate extraordinary ability in the sciences, arts, 
education, business, or athletics through sustained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acclaim. Your achievements must be recognized in your field through 
extensive documentation. No offer of employment is required.

Introduction



Requirement

申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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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需要符合以下十条标准中的至少三条，或是有极具影响力的单次成就（比如诺

贝尔奖、普利策奖、奥斯卡奖、奥运会奖牌等）

You must meet 3 of 10 criteria* below, or provide evidence of a one-time 
achievement (i.e., Pulitzer, Oscar, Olympic Medal)

1. Evidence of receipt of lesser nationally o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prizes or awards for 
excellence

1. 所获奖项。在申请人领域内，获得全国性或是国际性认
可的奖项、认可等。（注：全国性奖项可以是非美国获得
的。）

2. 协会会员。申请人是其领域内国内或国际知名专业协会
的会员，此类专业协会要求会员有杰出成就才可加入。

3. 媒体报道。在 i)其领域内的国际、国内专业刊物 ii) 主
要商业出版物、或是 iii) 主要媒体上，有申请人相关的出
版内容，例如申请人的成就介绍、工作报导等。

4. 评审工作。申请人曾以个人或委员会成员身份被邀请担
任评审，来对其所在领域内他人的作品给予评审、鉴定。

5. 重要贡献。申请人对于其所在领域做出过科研、学术、
艺术、运动、或商业相关的原创性重大贡献。

6. 刊物发表。申请人在 i)其领域内的国际、国内专业刊物、
ii) 主要商业出版物、或是 iii) 主要媒体上有发表专业作品，
例如申请人的学术论文、原著书籍等。

7. 作品展示。申请人在国际、国内的有较大影响力或知名度
的艺术展览会或陈列展上举办其作品的展览或展示活动。

8. 重要职能。申请人在较有影响力或知名度的机构团体或专
业组织内担任主要领导或是其他重要职务。

9. 薪资报酬。申请人在其领域内，与其他同行业人员相比，
拥有高薪资、报酬、待遇等。

10. 艺术成就。申请人在表演、艺术等方面获得商业成功，
例如票房收入、影视作品、录音录像、DVD、CD等。

2. Evidence of your membership in associations 
in the field which deman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of their members

3. Evidence of published material about you in 
professional or major trade publications or other 
major media

4. Evidence that you have been asked to judge 
the work of others, either individually or on a 
panel

5. Evidence of your original scientific, scholarly, 
artistic, athletic, or business-related 
contributions of major significance to the field

6. Evidence of your authorship of scholarly 
articles in professional or major trade 
publications or other major media

7. Evidence that your work has been displayed at 
artistic exhibitions or showcases

8. Evidence of your performance of a leading or 
critical role in distinguished organizations

9. Evidence that you command a high salary or 
other significantly high remuneration in relation 
to others in the field

10. Evidence of your commercial successe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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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与NYIS Law Firm
签署律师协议

Process

注：申请人非英文申请材料的翻译工作，NYIS Law Firm将委托专业翻译机构或公司

进行处理，所产生的翻译服务费用，NYIS Law Firm将为申请人先行垫付后将翻译服

务收据出具给申请人，申请人支付相应费用。

01

02 律师助理email联系申请人

03

律师助理收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

文件

05 申请人签字

06 申请表格、支持性辅助材料整合

07 律师检阅申请包裹

08 邮寄申请包裹至移民局

09 移民局收到申请包裹，开始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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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40职业移民资格申请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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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美国境内提交I-485身份调整
为绿卡申请 或 申请人在美国境外提交
移民签证申请

14

申请人获取绿卡等待期间EAD工卡及
Travel Document回美证

申请人获取绿卡

移民局给出审理结果
*若给出Request for Evidence补件要求，律师

及律师助理继续根据移民局要求逐项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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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及律师助理指导申请人准备

申请所需信息、材料、文件

04



商业

申请人C女士为一中国初创公司的

创始人及CEO，并开设美国分公

司。其创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商业

产品获得国内若干国家级媒体报

道，并受邀进行若干个人专访。

个人拥有1项中国国家专利，其

初创公司首轮获融资上千万人民

币。此外，A女士个人在专业管理

期刊上发表文章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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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分析

学术

Successful Cases

申请人A先生是美国东部某大学的微生物专业PhD毕业，

曾在另一所高校担任Postdoctoral Fellow一年半时间，

现为美国政府部门科研人员。有参加国际会议经历并有6

次国际会议学术发表及展示，第一作者以及共同著作共发

表专业文章15篇，引用数为198。

申请人B教授为中国著名美学学者，大部分科研学术活动

在中国进行，曾在美国东部某高校、韩国某高校担任访问

教审，并著有12本专业书籍，另有撰写他人书刊导语、担

任专业期刊编辑若干次。

艺术

申请人D先生为中国著名演员，参演多部中国

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并获得多项中国演

艺界奖项。

申请人E先生为中国籍画家，享有3个专业协会

会员资格，在中国获得若干国家级以及省级、

市级美术奖项，参加2次国际画展，有3次媒体

专门报道，出版画册6本。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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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NYIS的电话咨询热线800-685-NYIS(6947)、或

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户服务号，我们期待为您带来优质的

法律服务。

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