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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2022 年 7 月 6 日

请求劳工部支持向国土安全部提出的在劳工争议期间与移民相关起诉裁

量自行决定权的请求流程

常见问题（针对为工人及其代表）

1.劳工部是否受理对涉及劳工争议的工人提供支持与移民相关的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的支
持的请求？

是。我们根据个案情况考虑此类请求。特别因为是由于美国劳工部（“DOL”或“本部门”）不询问移民身份未作为 

DOL 调查或程序的一部分份询问移民身份，DOL 仍会受理工人提出的为工人向国土安全部 (DHS) 请求移民相关

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表达 DOL 的支持。为了使 DOL 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法律，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工人必须觉

得能放心参与本部门的调查和程序，而不必担心报复或移民相关的后果。

DOL的使命和有效执法取决于工人的配合。但是，缺乏工作许可或足够的“便携转移式”移民身份的弱势工人通常

不愿报告通报违规行为、不愿与政府执法机构接洽或以其他方式行使其权利。例如，遭遇违反劳动法行为的无证

工人可能害怕配合调查将导致披露其移民身份或家庭成员的移民身份，或者将导致雇主的基于移民的报复，并对

自己或家人造成不利的移民后果。因此，工人和本部门在公平有效地执行工作场所地权利和保护障方面都面临着

障碍，并且同时许多遵守劳动和就业法律的雇主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

DOL 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根据个案运用自由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以进一步执行 DOL管辖范围内的法律。

本文件阐明了本部门规定的工人及其代表应采取怎样的流程来请求 DOL 支持 DHS 根据个案行使起诉裁量权，

以加强 DOL 的执法和工人保护工作。

2.我如何要求 DOL 把我与雇主之间的劳动纠纷告知 DHS，并要求 DOL支持我向 DHS 提
出的行使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的请求？

在其工作现场地遇到劳动纠纷的工人可以向 DOL 告知此劳动纠纷，并要求 DOL 提交“DOL 利益声明”，以支持

向 DHS 提出的移民相关起诉裁量权请求。请求者应将请求发送至 statementrequests@dol.gov，并在电子邮件

标题栏上注明“DOL 利益声明请求”。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请求中，申请人最好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本部门

识别发生劳动争议的工作场所地。此外，欢迎请请求者注明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应支持常见问题 # 3 中列出的 

DOL 在回应这些请求时可能考虑的任何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 描述劳动纠纷及其与 DOL 执行的法律的关系；

• 描述工作现场地工人可能目睹或遭遇的与劳动纠纷相关的任何报复或威胁；以及

•  描述工作现场地工人对未来与移民相关的潜在报复或其他移民执法的恐惧可能会如何阻止工人向 DOL 报
告通报与劳动纠纷相关的违法行为或以其他方式与 DOL 合作。如相有关，请说明任何此类事实的时间、地点
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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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 可能会联系请求者，向其询问问题或要求其提供其它必要信息以便评估此请求。所以注明请求者的可靠联系信息将

很有帮助。请求可由工人或倡导者或代表提出请求。请求可以替为一群工人提出请求。

注：DOL 将评估请求，以确定特定工作现场地是否存在与 DOL 强制执行的法律有关的劳动争议，以及工作现场地工人的

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是否和以及会如何帮助 DOL 执行其执法任务和优先事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常见问题 

# 3。根据 DOL 的其他确证信息等，可能不需要披露工人个人的姓名来证明劳动纠纷的存在。

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请求中，请求者不应披露：

• 工人个人的特定移民历史或需求；

• 敏感的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出生日期、社会安全号码或外国人登记号码。

在提交请求之前，有关上述流程的疑问也可直接发送至 statementrequests@dol.gov。

3.在决定是否在工作场所地的劳动纠纷中提供 DOL 利益声明时，本部门会考虑哪些因素？

DOL 将根据个案并考虑其具体执法需求来评估每个请求。可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 DOL 需要证人参与调查和/或可能的执法；

• DHS 对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的使用是否会有助于 DOL 追究违反劳动法者的违法责任；

• 工人是否遭受报复、威胁报复或害怕遭到报复和/或是否可能被“恐吓”不要举报违法行为或参与 DOL 执法；

•  对可能目睹或遭受 DOL 管辖范围内违法行为的工人的移民执法是否会妨碍 DOL 执行劳动法或在其管辖范围内提
供所有可用救济的能力；

•  对可能为证人或成为受害者的工人遭受了DOL管辖范围违法行为的移民执法是否会妨碍DOL执行劳动法或在其他管
辖范围内提供所有可用纠正方案；

•  移民执法是否可能是一种用于破坏 DOL 在地理区域或行业内执法和/或引起基于移民的报复的手段。

本部门将根据劳动纠纷的具体情况权衡上述因素。DOL 可能会联系请求者，向其询问问题或要求其提供其它必要信息以

便评估此请求。

4.在我向 DOL 提交关于劳动纠纷中“DOL 利益声明”的请求后，DOL 会怎么做？

DOL 将确定其执法利益是否证明应支持向 DHS 提出的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请求。如果证明应支持，DOL 可自行决定向 

DHS 和请求人发送一份 DOL 利益声明，向 DHS 告知 ：DOL 认为 DHS 对特定工作场所地的员工行使其起诉裁量自行

决定权对于 DOL 有效执行其任务是必要的，因此 DOL 支持工人提出的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请求。

例如，如果工人因投诉工资或工作条件而面临报复，并且害怕在参与 DOL 调查或法律程序时遭受报复性移民行动，DHS 

使用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可能有助于减轻这种恐惧，以及进一步推进 DOL 的调查或执法行动。工人的参与增强了 DOL 

获得补救偿和雇主应允合规的能力。

5.遭遇劳动纠纷的工人个人如何要求 DHS 在其案件中行使其与移民相关的起诉裁量权？

向 DHS 寻求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的员工必须直接向 DHS 提出此类请求。本常见问题解答阐述了关于工人如何

就涉及其雇主的劳动纠纷寻求 DOL 利益声明。工人可能希望首先向 DOL 寻求 DOL 利益声明，然后将该声明纳入向 DHS 

提出的请求中（即请求在其案件中行使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

注：工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本常见问题解答中未提及的其他理由来请求 DHS 行使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有关更多信

息，您可有能希望寻求移民法律建议咨询。有关公益性法律服务提供者的列表，请查访：https://www.justice.gov/eoir/

list-pro-bono-legal-service-providers。无法保证任何工人个人的具体结果；每名工人都应考虑寻求律师意见，以更

好地了解向 DHS 提出运用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的请求会对个人的牵涉产生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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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场所地劳动纠纷中的 DOL 利益声明是否向工人给予任何移民身份或保护？

否。劳动纠纷中的 DOL 利益声明并不向工人个人给予移民身份商讨和或任何特定的移民保护。相反，工人个人可以选择将 

DOL 利益声明作为向 DHS 提出的要求 DHS 行使其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的请求的附件。

7.DOL 利益声明是否保证 DHS 在特定情况下会运用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

否。完全由 DHS 自行决定是否行使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DOL 对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的支持并不保证 DHS 会

在任何个别案件中行使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工人们个人必须独立自向地请求 DHS 请求以赞成他们的请求行使其起诉

裁量自行决定权支持工人的请求。

8.本部门内的哪些机构会考虑签发 有关移民相关起诉裁量权的 DOL 利益声明？

DOL 目前将由下列部门考虑对执法相关的 DOL 利益声明的请求：工资和工时局部门 (WHD)、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联邦合同合规计划办公室 (OFCCP)、劳工管理标准办公室 (OLMS)。

9.DOL 是否会对我的请求中包含的信息保密？

根据 DOL 的标准措施，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DOL 会对有关 DOL 利益声明的请求进行保密。DOL 会与 DHS 分

享 DOL 利益声明，但未经个人事先允许和通知，此类声明通常不会包含任何个人的私人可识别任何个人身份信息。

10.本部门预计需要多长时间来回应这些请求？

本部门将尽力在 30 天内回复请求者，向其告知就请求作出的决定或状态更新。如果请求仍在考虑中，DOL 将尽量在每 30 

天提供一次状态更新。

11.如果本部门拒绝在工作场所地劳动纠纷中签发 DOL 利益声明，申请人应该期待什么？

DOL 如果决定不在劳动纠纷中签发 DOL 利益声明，会尽快向申请人或其代表告知此决定。完全由 DOL 自行决定是否签

发 DOL 利益声明。

如果本部门决定不在劳动纠纷中签发 DOL 利益声明，DOL 不会就该请求与 DHS 沟通。DOL 不执行工作场所地的移民

法，将会将寻求执行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相关法律，无论工人的移民身份如何。

12.在 DHS 裁定工人个人提出的 DHS 运用移民相关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请求方面，DOL 发挥什
么作用？

完全由 DHS 决定是否运用移民相关起诉裁量权。DOL 或其他执法机构可能向 DHS 告知需要移民执法裁量自行决定权

来执行 DOL 它们的任务，并也可能会就移民执法起诉权请求向回应DHS 提供所要求的其它信息的请求。

13.对于我向 DOL 提交的关于 DOL 利益声明的初始请求，如果我想添加其他信息，我该怎么
办？

请求者通常可使用上面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根据需要来针对该请求补充信息。

14.在哪里可以详细了解我是否应请求 DOL 利益声明和/或寻求 DHS 运用移民相关起诉裁量
权？

在决定是否请求 DOL 利益声明或是否向 DHS 提交运用起诉裁量自行决定权请求之前，您可能希望寻求移民法咨询建

议。有关公益性法律服务提供者的列表，请查访问：https://www.justice.gov/eoir/list-pro-bono-legal-service-

providers。无法保证任何工人个人的具体结果；每名工人都应考虑寻求律师意见，以更好地了解向 DHS 提出运用起诉裁

量权的请求会对个人的牵涉产生哪些影响。

15.DOL 是否可以在未收到此类声明请求的情况下向 DHS 提供劳动纠纷的 DOL 利益声明？

是。在适当情况下，即使未收到请求，为进一步执行本部门的其自身法律的请求，本部门也会自行签发与工作场所地劳动

纠纷相关的 DOL 利益声明或类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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