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团队出品！】【挖宣布竞选 2020 美国总统的“杨安泽”！】
杨安泽（英语：Andrew Yang，1975 年 1 月 13 日－）维基这样写的：
是美国一名企业家、为美国创业组织创始人、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杨
安泽是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首个宣布参与总统大选的华裔，在他争取 2020 年美国总统提名
时，杨安泽提出的主要竞选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每个美国成年人的基本收入以应对自动化快速
发展而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说白了，就是提高大企业税率，把这部分钱再分给美国成年人！
（这不就是中共提倡的所谓的杀富济贫么？若如此，那么对于守法经营的美国大企业，美国
法律何在？宪法公平何在？）

杨安泽出生于美国的斯克内克塔迪，他的家庭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移民家庭。他的父母是在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就读的时候相遇的，他的父亲获得了物理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并
分别在 IBM 和通用电气的研究实验室工作且在其职业生涯获得了 89 个专利；而她的母亲则
获得了统计学的硕士学位，但她随后却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杨安泽曾就读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寄宿制学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并于 1992 年
从该校毕业。他随后进入布朗大学就读经济系，并获得文学士学位。从布朗大学毕业之后，
杨安泽又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就读，并在这里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
1999 年，杨安泽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之后在纽约市的达维律师事务所开始他的律师职业
生涯。不过他在 2000 年就离开事务所并创办了一家名为 Stargiving . com 的网站，这家网站

是一个与名人相关联的慈善筹款网站。Stargiving . com 起初从投资者手中获得了一些投资，
但还是在 2001 年关闭了。之后，杨安泽加入了一家从事医疗保健软件的创业公司——
MMF System。他在公司担任副总裁，这是他的第三次就业。
在医疗保健软件行业工作四年之后，杨安泽离开了 MMF System 公司。随后，他加入了由其
朋友泽科·范德霍克（Zeke Vanderhoek）所创办的一家小型备考公司——曼哈顿备考。2006
年，在范德霍克的要求下，杨安泽出任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担任曼哈顿备考的首席执
行官期间，杨安泽给公司制定的经营策略就是主要针对研究生管理科入学考试提供备考服务。
在他的经营之下，曼哈顿备考从最初的 5 个门店扩展到 69 个门店，并于 2009 年 12 月被卡
普兰公司所收购。2012 年，杨安泽辞去该公司的总裁职务。（注意时间：杨安泽与卡普兰公
司有 3 年的交集！）
【重点来了！！！】请所有战友注意：这个“卡普兰公司”，就是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的老公
唐纳德·格雷厄姆，在中国经营教育培训机构" www. Kic .org .cn " 教育集团公司，像所有中
国公司一样要与政府官员勾结，也要像中国国内信息类公司一样主动与政府部门合作监控客
户。
更多相关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和其丈夫在中国的教育集团的信息，请看另一长推挖掘：
【扒一扒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和她的在中国开教育集团的富豪丈夫！】
https://twitter.com/DTinLosAngeles/status/1093535893313314816
2018 年 4 月 19 日，美国之音中文部几名记者在直播采访逃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中
国第二号权力人物王岐山贪腐时，被台长命令停播。美国之音这个直播中断事件，清清楚楚
是受到中国政府压力的结果。北京当局在这个直播前做了三个动作：

其一，通过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担任主席的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告，然后用这
个“通告”警告美国之音，不可采访中国政府通缉的“罪犯”。很显然，这个“红色通告”只是为
阻止美国之音报道郭文贵的法律借口。
其二，中国外交部官员约见美国之音驻北京采访主任，警告说，采访报道郭文贵是“干预中
国内政”“影响十九大进程”。意思很明显，如采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在中国的采访许可就
可能被吊销。
其三，中国驻美国领馆官员给美国之音中文部对外联络的负责人打电话阻止报道郭文贵。
断播事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巨大愤慨。美国之音不仅内部对记者进行调查处理，还从外面雇
律师来进行法律调查。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台长还不甘心，又采取另外手段，找了她
原在《华尔街日报》的同事 James Mcgregor，来查这几位记者是否违背新闻原则。由贝内
特的原同事主持调查，其本身的公正性就令人质疑。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的是，这个 James
Mcgregor 在中国居住了 25 年以上，这个 James Mcgregor 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麦健陆”，

做帮中国政府拉美国企业投资的工作。从麦健陆在中国一些论坛讲话的调子可看出，他属于
亲北京派。
麦健陆(James McGregor)先生是北京麦健陆顾问有限公司(JL McGregor & Company)董事长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 同 时 也 是 《 十 亿 消 费 者 ： 来 自 中 国 商 场 第 一 线 的 经 验 》 (One Billion
Customers: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一书作者，这是一本广
受赞誉的畅销书，由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出版。
此前，麦健陆先生曾担任道琼斯公司(Dow Jones & Company)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华尔街
日报》驻中国和台湾记者站站长，美国技孵全球投资公司(GIV Venture Partners)中国地区总
经理——这是一家规模为 1.4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专门从事中国和印度两国技术领域的
投资。他曾担任许多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的中国顾问，还曾涉足许多中国互联网初创企业，
在搜狐公司 2000 年 7 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时，他是该公司的早期投资者和董事会成员。
1996 年，麦健陆先生出任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会长，担任该机
构董事长达十年时间。此外，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及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Asia Society)的成员，并在众多
与中国有关的顾问机构中任职。他曾就经济及贸易政策为中美两国政府充当顾问。
麦健陆深信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国家，33 岁那年，他和夫人卖掉所有家当，
各携两只箱子移居台湾。麦健陆先生集中学习了普通话，并在到达台湾数月后加盟《华尔街
日报》。自 1990 年以来，他一直居住在北京。
【重点!高盛投资麦健陆！！！】2008 年，北京麦健陆顾问有限公司（JL McGregor &
Company，）与高盛签署战略投资合作协议，引入高盛 700 万美元投资，并成为高盛的合作
伙伴。
麦健陆对中共的评价："这不只关乎经济。由于中国如此成功，使得哪种制度最好成了一场
意识形态争战。"麦健陆并说："有许多贫穷的开发中国家正以钦佩崇拜的目光看待中国的成
就，并正琢磨，中国的制度对他们是否也行得通。"
DT 评：中共的成就，是一切都是党的，党领导一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回来继续看杨安泽的经历：
布朗大学就读经济系。来看看布朗大学与中共的关系！
中共“汉办”，也就是孔子学院官网发布的一条消息：
2017 年 11 月 3 日，由美国罗德岛大学孔子学院主办、布朗大学协办的第六届罗德岛地区中
文演讲比赛拉开帷幕，来自罗德岛大学和布朗大学的 23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哥伦比亚大学也有孔子学院！

在曼哈顿备考在 2009 年年底被收购之后，杨安泽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名为“为美国创业”的
非营利性奖学金计划。该计划最终于 2011 年成立，其目的旨在“通过动员美国下一代企业家
在美国城市创业来为美国制造就业机会，并为这些创业者提供创造就业所需的技能与资
源。”
2011 年之后，“为美国创业”进入发展期；而到了 2017 年，这个计划已经拥有高达 600 万美
元的年度预算。[20] 而与此同时，其扶持创业的城市也增加到了 14 个，这其中包括巴尔的
摩、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底特律、新奥尔良、费城、哥伦布、迈阿密、圣安东尼奥、圣路
易斯、堪萨斯城、伯明翰、夏洛特和匹兹堡。[21] 目前，“为美国创业”已经开始在底特律运
行“种子加速器”，这将为计划参与者提供种子基金或投资基金。2017 年 3 月，杨安泽辞去

了“为美国创业”的首席运营官一职。

2017 年 11 月 6 日，杨安泽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参与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
他在竞选承诺里提出向每个年满 18 周岁的美国公民提供每月 1000 美元的“自由津贴
（Freedom Dividend）”；并对其他因技术现代化而预测将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民众亦有其他
回应。他在自己的竞选的网站上写道，“每个 18 周岁以上的美国公民都将每月获得 1000 美
元，而不管其收入或就业状况如何，这是自由而明确的。”
2012 年，杨安泽被奥巴马政府授予“白宫变革领袖（White House Champion of Change）”的
称号。
2015 年，杨安泽连同戴蒙德·约翰、布莱恩·切斯基、斯蒂芬·凯斯、托里·博奇及其他一些人
被奥巴马授予“全球创业精神总统大使”称号。
目前，杨安泽获得了来自全美 40 个州 6.6 万人超过 200 笔的捐款，继在二月创下 60 万美元
的募资纪录后，三月前 12 天就募资超过 35 万美元。
由于有超过 70%的捐款来自 200 美元以下的小额款项，其竞选团队认为，这意味着杨安泽提
出的“自由红利”政策正在全美范围内的选民中引起共鸣，此前启动的草根阶层募资计划也初
显成效。
杨安泽宣布竞选 2020 美国总统，受到中共官媒大力宣扬！
侨报网：“一人一美元，送杨去辩论”——华人为杨安泽参选 2020 造势
多维新闻、海外网、全球华视（GCTV）、博讯、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侨网、人民网、
新浪、搜狐、腾讯、中华网等中共喉舌媒体大力报道！

美国福建公所欢迎杨安泽到访纽约华埠

这个“美国福建公所”，在 2017 年 10 月，美国福建公所联合多个福建社团召开「热烈祝贺中
共 19 大胜利召开」座谈会！

活动还有福建商会、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福建琯头联合总会等 14 个闽籍侨团侨领共同
出席，预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这个福建公所，就是中共在纽约的外围特务组织！

图为纽约市议员刘醇逸

纽约市议员作为美国民选议员，一直是中共媒体的明星人物，中共媒体长期以来用报导中共
领导人的口吻和吹捧的话语格式来报导这位纽约市议员。2008 年 7 月 2 日晚刘醇逸参加了
福建公所为他举行的筹款餐会，中共控制的美国中文电视台、《侨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华网》等广泛报导福建公所为刘筹款消息。
第十届福建公所职员在彭克玉带领下宣誓就职
福建公所是中共控制的外围特务组织，中共在全球通过设立各类海外同乡会、侨商会、海外
学生学者联合会来统战海外华人和各国政治人物，发展特务、亲中人士和政治渗透。纽约福
建公所为主的中共外围特务组织一直以来为纽约市议员刘醇逸竞选筹款，中共媒体为刘做宣
传，中共近十年来在美国下赌注扶植政治代言人——刘醇逸。
《侨报》2008 年 5 月 9 日社区版的报导，该版的报导有一幅很煽情的图片，图片的说明是：
第十届福建公所全体职员在彭克玉带领下宣誓就职。中共驻纽约领事彭克玉控制福建公所，
还控制纽约的其它同乡会和侨商会。中共也不忌讳和福建公所的直接领导关系。
中共在海外的媒体《侨报》报导，2008 年 5 月 8 日，在美国福建公所举行的第十届职员就
职典礼暨 18 周年庆典晚会上，近千侨胞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彭克玉一起，高歌
《歌唱祖国》，欢庆奥运会倒计时 90 天，共同为奥运祝福、为祖国加油。第十届职员在彭
克玉的带领下宣誓就职，连任主席郑时敏在致辞中感谢总领事馆，使福建公所成为社区有影
响的侨团之一。
中共式的“海外侨务”以“开展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工作”在海外集结而成的政治联盟，就像当
年苏俄共产党利用“第三国际”在各国成立支部，寻找其代理人，直接在别国社会体制内培植
和建立中共势力，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入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所在国的价值取向和国家
决策，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不着痕迹地攫取超越国家领域的控制权。甚至在别国的领土
主权范围内迫害它们视为“敌人”的团体和个人。中共在世界多国版图内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由
中共控制的组织、社团，形成了中共在许多国家中的国中之国。纽约福建公所是在纽约侨社
执行和向海外输出中共的政治政策，在海外扶植中共的政治代言人，实际上是中共外围的特
务机构。

2019 年 2 月 16 日，杨安泽出席一场活动时谈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
态”一事，并称特朗普近日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其实并不紧急”，还表示，若自己当选美国
总统，将促进两党交流，防止党派分歧影响美国民众的生活。
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商务厅厅长的郑叔霆也出席了这场活动，并对杨安泽竞选总统的举动表

示支持。
这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商务厅厅长的郑叔霆”，中共人民日报早在 2010 年就进行过报道：
2010.1 月履新的美国弗吉尼亚州商务厅长，祖籍中国福建，3 岁随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从
政之前一直活跃于科技企业界。郑叔霆曾坦言对政治很有兴趣，并多次帮助竞选人在华人社
会拉票。身为美国弗吉尼亚州商务厅长的郑叔霆日前赴中国展开系列经贸洽谈，期间在接受
中新社专访时不仅表明了弗吉尼亚州政府强烈希望增进与中国的商贸往来。
郑叔霆、王芷蕾夫妇在弗吉尼亚大学设立的奖学金已成功运作 4 年，用于资助亚裔学生攻读
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迄今受益的学生均来自中国大陆。
美国江苏国际商会于 2010 年 5 月 23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宣告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
上先后致辞祝贺的有，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陈雄风先生、江苏省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彭向峰副厅长、弗吉尼亚州商贸厅厅长郑叔霆先生（JimCheng），发来贺电贺信的有，
江苏省侨办、省海外交流协会、江苏省侨联、省侨商总会、无锡市委统战部、市海外联谊会、

这位前“弗吉尼亚州商贸厅厅长郑叔霆（JimCheng）”，也是中共统战下的一颗棋子！现在在
为杨安泽竞选美国总统呐喊出力助威！
此推将根据新的线索持续更新！！！欢迎广大网友提供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