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的期待今天终于成
为现实，中国了不起的成
就，而且是传统中医对人类
的独 特贡献。这里面还得感
谢美国拉斯卡奖在数年前将
拉斯卡临床奖对屠呦呦的肯
定，也不要忘了那位在美国
NIH工作的中国学者和他的
美国同事，为屠呦呦写出了
拉斯卡的推荐学术材料，这
应该是海外科学家向世界推
介中国科学的范例，今天应
该是全球所有做科学的华裔
科学家的节日。

 
今年诺贝尔奖的二分之一授予屠呦呦，另外一半授予

日本科学家和爱尔兰出生的美国学者。寄生虫让近三分
之一的人类受苦，特别是在非洲等发展国家，所以诺贝
尔奖这次专门关注河盲病和疟疾，其实后者问题仍然十
分严重，因为疟原虫的生命周期复杂而易突变，以前传
统奎宁耐药现在又出现对青蒿素的耐药。一种免疫蛋白
前段时间被证明为疟疾虫的受体，该蛋白为非常复杂的
膜蛋白，非洲黑人和美国黑人的表达模式都不相同。

 
中国文革期间发现的治疟疾的青蒿素，原始目的是为

对抗越战中士兵感染的疟疾，所以可以说是类似于NIH现
在提倡的PPG资助的大科学项目的成就，但是真正获利的
是那些把它药物化的瑞士或美国的制药公司，钱中国人
没有赚到，诺贝尔奖这次几乎只在疟疾领域奖励中国学

者，也算是个安慰。当时的中国没有转化医学的概念，
青蒿素产业化的吃亏应该是国内学术界的教训。

 
另外不得不说，诺贝尔奖光顾日本已经成为常态了，

去年囊括诺贝尔物理奖后今年又获得医学奖，我要去数
才能知道多少日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了，应该至少15位

以上的日本学者获得诺贝尔奖，这些成就彻底改变了东
方人在科学创新上的全球景观，值得向日本祝贺！

今年的诺贝尔还是日本学者Omura先在土壤里从上千
的培 养物中选择了50种最有希望的，最后一种被成功地
发展为抗河肓症的药物。美国获奖学者Campell是后来跟
进的，他几十年在美国默克公司工作，得到了 Omura无私
分享寄来的培养物，然后利用默克全球领先的制药技术
从那些培养物中，分离了抗寄生虫的强力药Avermectin。
所以我们可以说，日本学者为原创但是跟进的学者也会
受到肯定的。虽然张锋在CRISPR的原始性上轮不上，但
是诺贝尔仍然会考虑他的。让我们再举出一个跟进学者
也获得诺贝尔奖的例子，因为荧光蛋白的应用而获诺贝
尔奖的钱永健也沒有发现那荧光蛋白，那是分享诺贝尔
奖的日本学者从温哥华周围的海域发现的，这位日本学
者在普林斯顿做了几乎一辈子的非教授类职位。

钱永健也没有克隆荧光蛋白GFP，克隆GFP的科学家
丢失了研究资助后去阿拉巴马卖汽车去了，钱永健重友
谊出钱让他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钱永键的贡献是通过
突变等手段使GFP或其他荧光蛋白具有更加广泛的生物学
应用，所以本质上也是跟进的创造。

 
土壤这样的大自然中存在的微生物分泌了抗微生物的

强力物质，生物学家容易理解但是哲学家可能会费点脑
袋，因为科学家是相信进化论的，这本身就是微生物在
自然界的生存压力下为自己求生而进化出来的利器，神
创论的信徒们不知道买不买这个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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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务院修改排期中国EB大倒退
呼吁去白宫请愿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9月25日，美国国务院修改了
2015年10月的移民签证排期表，新排期
将取代9月9日公布的移民签证排期。具
体来说，在修改后的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上，中国大陆EB－2的
排期截止日从2014年5月1日倒退回2013
年1月1日，但EB－3的排期截止日依然
为2013年10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
依然为2015年5月1日。

美国务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
一变化，将使不少中印EB-2申请人此次
空欢喜一场。我们知道，不少人不仅已
经请律师准备了书面材料，还去医生诊
所做了体检，无论是财力还是体力都付

出了很多，他们的努力不应该被政策的
变更所忽视。而且，此先例一开，我们
有理由怀疑将来会有其它更大更多的变
更，威胁到我们的权益。

因此，我们呼吁大家，无论你是此
次变更的直接受害者，还是没递交申请
或已经拿到绿卡的人士，去下面的链接
签名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
gov/petition/uscis-and-dos-revert-
original-october-visa-bulletin

让我们一起努力，拿回应得的权
益！

 
 
BMG 资本集团现有适合 EB5 移民投资的项目。我们现在

征寻符合 503C 条款的投资者。目前的项目包括俄亥俄州

中城的一个啤酒酿造厂、北卡的 Marion/Shelby的一个啤

酒酿造厂和一个家庭娱乐中心，以及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

个家庭娱乐中心。 
 
有意者请联系 David Beauregard 317-490-4539   
bdeauregard@bmgcapitalgroup.com 
 

 

退休计划 (Retirement Plan) 成了越
来越受关注及普遍谈论的话题。

在千禧年前，美国居民退休后的收入
来源大致有三个，一个是自己常年累积
下来的积蓄，一个是政府提供的退休金 
(Social Security Income)，另一个就是
所服务公司提供的养老金 (Pension)。

政府提供的退休计划, 也就是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障金)，只要受益人在
世，就能一直享受此福利。受益人每月得
到的退休收入数额是根据其所交纳税金的
金额来计算的。同时政府规定只有交纳够
了40个季度点数，才能享受此福利 (如果
符合政府的要求，也有例外，如SSI)。而
每个季度至少要有一定的收入才能得到一
个点数。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达，人的寿命越
来越长以及美国社会的老龄化 - 婴儿潮 
(Baby Boomer)的人开始达到了法定退休
年龄，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退休福利。原
本四十多人工作，交纳社保税来支付一个
老人的退休金的社保计划变成三个人纳税
支付一个老人的费用。再加上政府的国库
空虚，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减少社保的福利
或是延后享受福利的年龄。 而许多人有
一个更大的担忧就是不知道这个国家提供
的退休福利还能够持续多久。

Pension是由雇主提供的保证福利 
(Defined benefit， DB) 的退休计划。
这个退休计划保证受益人每月都能得到固
定的退休收入直到去世。受益人每月得到
的退休收入数额是根据其工作时间和工
资金额来计算的。由于这种退休计划的
费用过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包括
跨国大公司都停止为员工提供这种退休
计划了，而改用保证投入数额 (Defined 
Contribution， DC)的退休计划。DC这类
退休计划雇主只保证往退休计划中投入的
金额数目。目前很多企业提供给员工的退
休计划都属于此类型，如401(k)，403(b) 
等。这些企业根据其公司的政策，每月在
各个员工的退休帐户中投放一定的员工工
资百分比或固定金额，而员工在退休后或
达到法定年龄后可以从其退休帐号中支取
金额直到退休帐户中的金额全部被取出为

【作者简介】杨茜
如 (Lucy Yang)，17
岁来美完成高中学
业后，取得会计和
市场学学士以及企
业管理硕士学位。
大学期间开始在一
家会计师事务所工
作， 曾连续4年为美
国税务局做义工， 
有二十多年在美工
作经验。98年取得

美国注册会计师执照，随后获得投资顾问
资格证。目前在印第安那州拥有事务所，
提供各类财务，税务及商业咨询服务（包
括分析规划，商业计划，资产评估及投资
理财等）。
诚挚地邀请大家如果有问题或是有想了解
的内容，请发邮件给我（lucyyang99@live.
com）。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我所
能提供我所知道的。
电话：（317）771-0091；
电子邮箱：lucyyang99@live.com；
网址：www.lyinternationalinc.com

【财金之角】

退休计划
止。有些企业会要求员工在其退休帐户
中先投入数额，然后企业才会投入相应
的金额直到达到公司所规定的工资百分
比或金额数。

以上提到的是退休后的收入部分，与
以前相比有减少的趋势。而另一方面从
支出上来看，却有增长的势头。其中增
长最大或是占大量比例的是医疗及药品
费用。前面提到由于政府国库空虚以及
外债急剧增加，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减少
医保 (Medicare，政府提供的退休后的医
疗保险) 的福利，再加上医疗及药品价格
本身的增长，个人需要承担支付的金额
将会越来越高。

由于提供保证投入数额的退休计划
（DC）的雇主不再为退休者提供终身收
入保障，政府的退休金也不再让人安心
地依赖，所以人们逐渐意识到退休计划
是一个不得不正视并且需要好好规划的
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担心个人储蓄
的金额加上政府及公司提供的退休金将
不够支付其退休以后的所有开支。

BMG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博勒
加德夫妇，大卫和丽塔共同拥有。他们
结婚并共事了50年，在印第安纳州已经
居住了40年。博勒加德夫妇平时喜欢高
尔夫，划船，滑雪等运动，并积极参与
六个孙子孙女的各项体育锻炼和比赛。

BMG集团从事全美项目融资，资助行
业横跨零售，医药，酒店和娱乐业。BMG
融资是通过标准的校本评核计划，美国
农业部的方案，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结
构，新市场税收抵免和EB-5国外投资来
进行的。博勒加德先生表示，公司聘用
的EB-5投资战略团队包括移民律师，经
济学家，商业计划书专家和翻译。BMG投

资集团现在已有数个被政府正式批准的
投资项目，欢迎广大国际投资者的咨询
与合作。

博勒加德夫妇还拥有High Velocity 
Entertainment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
事开发娱乐项目，包括艺术电影院，大
型集会和家庭娱乐中心。家庭娱乐中心
通常包括运动设施，购物机，激光游戏 
（laser tag），保龄球，宴会厅和一个
电子游戏厅。公司同时还提供项目和设
备的管理。有意者，请咨询博勒加德先
生：

David E. Beauregard 
dbeauregard@bmgcapitalgroup.com

BMG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BMG 供稿

写在首位中国大陆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早晨 
吳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