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一 般信息

我如何支付
USCIS 移民费？

如果您正移民至美国并将获准成为合法永久居民，您必须支付 $165

2. 支付 USCIS 移民费

USCIS 移民费。您需要使用 USCIS 电子移民系统支付该费用。我们

3. 访问 www.uscis.gov/file-online 查阅 USCIS 在线提交数据。

强烈建议您在从美国海外使领馆（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收到您的
移民包后离境前往美国前支付该费用。在赴美前支付将确保您及时
收到您的永久居民卡（普遍称为绿卡）。

4. 选择「Log in」（登入）
5. 然后，选择「USCIS Immigrant Fee」（USCIS 移民费）
6. 输入您的外侨登记编号和DOS 案件代号，该等号码参见您的

什么是 USCIS 移民费？
USCIS 移民费为 $165。USCIS 用该费用在您到达美国时处理您的
移民签证包。该费用还包括 USCIS 制备您的绿卡费用。
请注意：您必须向美国国务院（DOS）和 USCIS 分别支付费用。
您必须向 DOS 支付您的移民签证申请费，并向 USCIS 支付您的
USCIS 移民费（$165）。

我如何支付 USCIS 移民费？
1. 按预约到达美国使领馆
•  收到说明如何支付 USCIS 移民费的散发材料。请将该档与您的
档案一同保管，因为其含有您的个人移民信息。
• 在材料页首，您可看到：
° 外侨登记编号（以字母「A」开后，后跟 8 或 9 个数字。
例如：「A0123456789」）；和
° DOS 案件代号（三个字母开头，后跟 9 或 10 个数字。
例如：「ABC1234567890」）
请注意：对于多元化签证（DV）移民，DOS 案件代号以 4 个
数字开头，后跟 2 个字母和 5 数字。例如：「1234XY12345」
• 收到您的密封移民签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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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IS 移民费散发材料页首。如果您为其他家庭成员付费，
你可添加其外侨登记编号和 DOS 案件代号。
7. 提供一个有效信用卡（Visa、Master Card、American Express 或
Discover Card）、借记卡或美国银行支票账户信息（账户号和银
行代码）。
如果您无法自行支付 USCIS 移民费，您可选择由他人代缴。
例如：家庭成员、朋友、雇主、律师或委托代表可为您代缴。

您抵达美国后怎么办？
1. 携带您的移民签证包抵达美国入境港
• 您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CBP）获准作为合法永久居民
进入美国。
2. 收到您的绿卡（I-551 表格）
• 在您获准进入美国后，USCIS 将核实您是否已支付 USCIS 移民费
并将您的绿卡邮寄至您在移民签证面试时向 DOS 提供或在获准
进入美国时向 CBP 提供的美国地址。
• 如果 USCIS 没有记录显示您已支付 USCIS 移民费，USCIS 将向您
发出通知，指示您如何支付费用。
• 如果您在抵达美国前已支付费用但于获准进入美国后 120 日内
未收到您的绿卡，请通过访问我们的在线帮助表格
https://egov.uscis.gov/cris/contactus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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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还有问题，或就您的案件需要进一步协助，你还可与
您的地方办公室安排移民局网络预约（InfoPass）。进行移民局
网络预约，请访问 https://infopass.uscis.gov 。

如果我在赴美前无法支付我的 USCIS 移民费怎么办？
如果您在赴美前无法支付 USCIS 移民费，您必须于获准进入美国
后支付该费用。如果 USCIS 没有记录显示您已支付 USCIS 移民费，
USCIS 将向您发出通知，指示您如何支付费用。

如果我在抵达美国后又搬至美国另一地址时怎么办？

请注意：您在支付 USCIS 移民费后方可获得您的绿卡。

•  USCIS 将仅向您在移民签证面试时向国务院或在获准进入
美国时向 CBP 官员提供的美国邮件地址邮寄你的绿卡。如果
您计划在抵达美国后立即住在其他美国地址，请向 CBP 官员
提供该地址，以确保您的绿卡邮寄至你的新家。
•  如您在抵达美国后搬迁，请访问 www.uscis.gov/addresschange
或致电全国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800) 375-5283 向 USICS 更新您的

我如何知道我必须或免于支付费用？
如果 DOS 向您签发移民签证且您申请入境美国，您必须支付 USCIS
移民费，但免于支付的除外。DOS 将通知您是否免于支付费用。
下列移民一般免于支付 USCIS 移民费：

地址。另外，我们建议您咨询您的地方美国邮政服务或在线访问

• 作为孤儿或海牙收养计划进入美国的儿童；

www.usps.com/umove 向美国邮政服务更新您的地址。

• 伊拉克和阿富汗特殊移民；
• 回归居民（SB-1s）；和

USCIS 移民费支付提示

• 签发 K 签证的个人。

1. 任何人可替您代缴 USCIS 移民费。包括律师、委托代表、家庭
成员和雇主。
2. A- 编号。如果您的外侨登记编号少于 9 个数字，则在「A」后
第一个数字前加上数字 0 以形成 9 个数字的编号。
例如：「A12345678」就变成「A012345678」。
3. 支付费用时使用计算机导航操作。在支付 USCIS 移民费时不要
使用计算机上的「Back」（返回）按钮。这样做会产生错误。
而是使用系统导航按钮返回或前进。

如果我未支付费用会怎么样？
USCIS 不会向您签发绿卡。支付费用后，USCIS 才会处理您的付款
并向您签发绿卡。
在您抵达美国后，您的护照将会被盖章，确认您作为合法永久居民
入境。该盖章有效期为 1 年。盖章到期后，您需要您的绿卡证明您的
合法永久居民地位。

4. 提交您的付款。每次支付 USCIS 移民费时，只能点击「Submit
Payment」（提交付款）按钮一次。如果您多次点击按钮，您可能

获取更多信息

多次支付费用。

有关 USCIS 移民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uscis.gov/ImmigrantFee

5. 仅限在线付款。您必须在线支付 USCIS 移民费。USCIS 不接受

和 www.uscis.gov/uscis-elis 。

邮件付款。
6. 请打印一份作为记录。我们建议您打印一份费用交易和付款
收据作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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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信息
本指南提述的主要 USCIS 表格

表格编号

永久居民卡

I-551

本指南提述的主要 USCIS 网站

网站链接

USCIS 电子移民系统

www.uscis.gov/uscis-elis

InfoPass

https://infopass.uscis.gov

本指南提述的主要 USCIS 电话

电话号码

USCIS 全国客户服务中心

(800) 375-5283

听力受损人士通讯设施客户服务

(800) 767-1833

其他美国政府服务 – 点击或拨打电话
一般信息

www.usa.gov

新移民

www.welcometoUSA.gov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www.ice.gov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www.cbp.gov

美国国务院

www.state.gov

美国邮政署

www.usps.gov

您亦可访问 www.uscis.gov 下载表格、在线提交部分申请、
查看申请状态和其他。由此开始简便易行！
如果您的家庭或工作场所没有网络连接，可尝试使用当地图书馆。
如果您无法找到所需数据，请访问
https://egov.uscis.gov/cris/contactus 联系我们。

免 责 声明：本指 南 提 供了基 本信息 以帮助您大 致
了解 我们的规 则和 程 序。欲了解更多 信息 或法 律
法 规，请 访 问 我 们 的 网 站。移民 法 律 纷 繁 复 杂，
不可能介绍所有程序的所有方面。您可由执业律师或
移民上诉委员会认证的非盈利机构作为您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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