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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7届会长、理事长致辞

曾记得丙申岁末，共醉洛城，忆联盟旧事，高朋满座，犹在昨夕，众校友谈笑风声，言
犹在耳。流水易逝、岁月匆匆，丙申已去，丁酉年也将尽，恍然离上次联盟的众多好友
们相聚，已一年矣。联盟源于北、清、交三校友会2002发起的松竹梅野餐会，经多年筹
划协商，2016年秋由33家校友会正式成立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时光荏苒，时值
此2018年即将来临之际，诚挚欢迎各位联盟校友和众嘉宾莅临今日年会，借此机会总结
汇报联盟过去一年来的工作，介绍联盟理事会和当选2018领导，表彰2017年度联盟校友
杰出人物。同时大家欢聚一堂， 共叙友谊。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自去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第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年头。
 由最初的33家增到44校友会，整体实力更加强大；
 会章增加了财务、罢免、电子投票等重要条款，并增加了副理事长职位，以确保
联盟长久稳定发展；
 已基本完成联邦和州内注册；
 已正式银行开户，并建立起正规的财务执行制度；
 鉴于美联航虐待乘客，发起了抵制美联航的倡议，得到众多校友们响应；
 组织了多项有益校友们生活和职业发展的活动：
  新春聚会  单身派对
  安全讲座  松竹梅奖学金
  职业发展论坛 松竹梅野餐会
  企业发展及创新创业峰会
  杰出人物评选

在居住在南加州的几万名中华著名高校的校友们的支持下，联盟集众家之长，整合各校
不同资源，共同合作，真正达到了架设起南加州本地华人知识分子精英之间的沟通桥
梁，互帮互助，信息互通的目的，为辅助校友们在就业，创业，生活，定居，运动，联
谊等方面的需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还有很多当初的筹划和
设想并未实现。相信在新一届当选领导班子的率领下，理事会将更加团结，联盟在2018
年将进一步长足发展！

祝校友们、嘉宾们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7届会长  刘玉发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7届理事长 卢春雨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活动回顾

2016年10月联盟筹备会议

2016年11月联盟第一次理事会议

2017年2月联盟联盟新春聚会及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活动回顾

2017年3月松竹梅奖学金

2017年10月松竹梅野餐会

2017年3月安全论坛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7-2018届理事会理事及加盟校友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叶  龙  Eric Ye    哈尔滨工业大学美国南加州校友会
邱少怀  Kent Qiu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洛杉矶校友会
王爱萍  Emily Wang   大连理工南加州校友会
邵冰心  Karen Shaw   大连海事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陈钧铭  KMing Chan   香港大学校友会
熊文胜  Michael Xiong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刘愚鲁  Simon Liu   兰州大学在美校友基金会
吴晓山  James Wu   温州医科大学北美校友会
俪永刚  Yonggang Li   复旦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谢图强  Tony Xie   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
杨  展  Zhan Yang   宁波诺丁汉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容  跃  Yue Rong   北京师范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孙立清  Lee Sun    华东理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孙旭东  Xudong Sun   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赵国庆  Walter Zhao   山东大学加州校友会
李  陽  Yang Li    北京工商大学美西校友会
李雪林  Sheldon Li   华东师范大学南加校友会  （2017届）
李  兰  Allahrita Lee   中国民航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顾凌云  Lingyun Gu   电子科技大学洛杉矶校友会
刘玉发  Bruce Liu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姜  芃  Peng Jiang   天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苏子涵  Barry Su   中国人民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黄胜和  Sheng-He Huang  南方医科大学北美校友会
钟  莉  Li Zhong   天津师范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何欣晏  Tina He    北京理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申春平  Ping C.  Shen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美校友会
胡钰新  Geoffrey Yuxin Hu  吉林大学南加校友会   （2017届）
张勇平  Yongping Zhang   同济大学南加校友会   （2017届）
卢春雨  Charley Lu   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丁言愉  Tony Ding   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吴尧堂  Youtong Wu   中山大学校友会
陈  华  Hua Chen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会
温桂芃  Grace Wen   南开大学洛杉矶校友会
张庆源  Qingyuan Zhang  3H校友会
张  铭  Mark Zhang   西安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吴英睿  Renane Wu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丁  锴  Kai Ding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倪  锋  Feng Ni    厦门大学南加校友会
董国丽  Guoli  Dong   中央财经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罗坚康  James Luo   北京化工大学美国校友会
皮晓青  Jack Pi    武汉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赵  斌  Bin Zhao   黑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王  勉  Mian Wang   华东师范大学南加校友会  （2018届）
高嘉辰  Jiachen Gao   吉林大学南加校友会   （2018届）
张  朗  Lang Zhang   集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2018届）
王文婷  Wenting Wang   同济大学南加校友会   （2018届）
吴雨佳  Yujia Wu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加校友会 （2018届）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7届执委会

会长     刘玉发

第一副会长    王爱萍

第二副会长     熊文胜

职能分工    负责人/召集人

筹款     王爱萍    董国丽
总务后勤    熊文胜
财务     邵冰心
法务     申春平    孙立清

文宣     姜  芃     田  青
会员发展/秘书处   倪  锋
创业创新    王爱萍     顾凌云
外联公关    何欣晏

志愿者招募    谢图强     王  博
网站和新媒体   叶  龙
体育活动    吴晓山     高嘉辰
文艺活动    何  盈

学生工作    邱少怀
摄影摄像    赵国庆
公益慈善    刘愚鲁
中国联系    魏广平

新春聚会/就职典礼   王爱萍    张  健
单身派对    李  兰    罗坚康
松竹梅奖学金   徐静华    吴子然
职业发展论坛   徐  蕾     王昊王

松竹梅野餐会   何宇滔     孙旭东
热点论坛/名家讲坛   张勇平
新活动开发    张  健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8届当选领导

作为新当选的理事长任重而道远，我一定尽自己所
能把联盟的各项工作扎实做好，认真听取每一位会
员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联盟的各项规章制度，
配合新当选的会长完成各项具体工作，宣传联盟，
进一步与南加州地区的侨学界社团联合进行横向联
系，打造联盟良好品牌形象，加强与祖国大陆肩及
港澳台地区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为中美之间的高
层人才的合作与交流做努力。

希望联盟是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组织，每个校友会
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事情，取
长补短，让联盟百花齐放，让每一个校友会都有机
会给联盟做贡献。
对于创业者，我们要经常办一些投资创业的讲座，引
入最新最前沿的知识进入联盟，让联盟充满活力。对
于职业发展，联盟要多举办职业发展论坛，引导校友
如何更好的寻求职业的更好的发展，引导正确地处理
各种各样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对于学生，老校友要带
好新校友，引导学生作出更好的择业。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8届理事长  熊文胜

对外经贸大学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8届会长  王爱萍

大连理工大学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8届副理事长  
孙立清
华东理工大学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8届第一副会长  
丁言愉
交通大学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8届第二副会长  
邱少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企业发展及创业创新峰会

企业发展及创业创新峰会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ummit
11/19/2017， 1:00 pm – 5:00 pm
太平洋棕榈度假大酒店  Pacific Palms Resort

主持人：    倪锋 、张佳辰 
Moderators:   Dr. Feng Ni, Ms. Jiachen Zhang

1:00 pm – 1:30 pm  注册签到 Registration

1:30 pm – 1:35 pm  主持人介绍活动 Introduction by Moderators

1:35 pm – 1:40 pm  联盟理事长卢春雨博士致欢迎辞
    Welcome Remarks by Dr. Charley Lu, CUAAASC Board 
    Chairman

1:40 pm – 3:30 pm  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es

1:40 pm – 1:50 pm  拓宽经贸合作领域，扩大中美互利双赢 
    Broade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Expand Sino-US Mutual Benefit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商务参赞刘海彦 
    Mr. Haiyan Liu, Business Counsellor,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RC in Los Angeles

1:50 pm – 2:15 pm  寻找, 创办, 资助: 如何培育一个公司成长
    FINDING, FOUNDING, FUNDING: HOW TO GROW A COMPANY 
    Mr. Edward Miller, CEO of MD3, C-DOTS and Founder/
    Chairman of Vasoco

2:15 pm – 2:40 pm  从虫草中走出的世界名药 
    World Famous Medicine from Cordyceps
    廖嘉渝博士，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生物工程系奠基教授，艾泰
    斯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Dr. Jiayu Liao, Founding Prof. of the Dept. of 
    Bioengineering, UCR and Founder, Chairman of Attaisina

2:40 pm – 3: 05 pm  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跨境电子商务机会
    Leveraging Cross Border E-commerce Opportunities 
    Globally 
    Mark Matsumoto, Founder and CEO, California ETEC



3:05 pm – 3:30 pm  人工智能在金融科技中的应用以及中国的创新创业机会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Fina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Opportun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顾凌云，冰鉴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Dr. Lingyun Gu, Founder, Chairman, and CEO of Ice 
    Kredit

3:30 pm – 3:40 pm 中场休息 Break 

3:40 pm – 5:00 pm 创业创新论坛 Panel Discussion

    唐永春博士，加州能源环境研究院院长， 多家企业的创始
    人， 董事长
    Dr. Yongchun Tang, President of PEERI, Founder, 
    Chairman of ChemEOR, Paladin, ChemWa, and TensioGreen

    杨迺文，航天常兴董事长, 联盟2017杰出企业家奖得主
    Mr. Naiwen Yang, Chairman of HTCX，Winner of CUAAASC 
    2017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 Award 

    李建宁,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美国负责人
    Mr. Jianning Li, Chief Representative, Tianjin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TEDA) US. 
    Office

    顾凌云，冰鉴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Dr. Lingyun Gu, Founder, Chairmand, and CEO of Ice 
    Kredit

    华文， 塞方德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
    Dr. Wendy Hua, Managing Partner of CZV Capital

    倪锋，礼达先导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宁波大学新药技术研
    究院特聘教授，执行副院长
    Dr. Feng Ni，Founder, Chair and CEO of LeadArt 
    Technologies Inc., Professor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Institute of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ies, 
    Ningbo University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企业发展及创业创新峰会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杰出人物颁奖典礼及晚宴

杰出人物颁奖典礼及晚宴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Gala and Banquet
11/19/2017， 5:00 pm – 10:30 pm
太平洋棕榈度假大酒店  Pacific Palms Resort

主持人：   孙晓璐 、陈少非
MC:     Ms. Xiaolu Sun, Mr. Shaofei Chen

5:00 pm – 6:00 pm  注册签到联谊 Registration and Networking

6:00 pm – 6:05 pm  主持人介绍活动 Introduction by MCs

6:05 pm – 6:20 pm  节目表演 Performances

1. 四声部混声合唱：  喀秋莎和她的战友们
   参演校友会：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学，上海
    海洋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镇江医学院
   乐队伴奏：  大提琴-夏兴中， 小提琴-王田萍， 手风琴-欧阳虹，何盈

2. 傣族舞蹈：  澜沧江畔
   表演者：   北京大学校友会舞蹈队
   领舞：   孙晓弋

3. 男生小合唱：  啊，朋友再见
   参演校友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洛杉矶校友会
   手风琴伴奏：  乔欣

4. 浪漫狐步舞:  You Raise Me Up
   表演者：   张素久老师，Larry Shi老师
   演唱：    彭澎, 何盈
   参演校友会：  清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6:20 pm – 6:50 pm  晚宴/介绍嘉宾/致谢赞助商/第一轮抽奖 
    Banquet/VIP Introduction/Sponsor Appreciation/Raffle 
    1st Round

6:50 pm – 6:55 pm  联盟会长刘玉发博士致欢迎辞 
    Welcome Remarks by Dr. Bruce Liu, CUAAASC President



6:55 pm – 7:00 pm  中华人民共和国祝洛杉矶总领馆代双明副总领事致辞 
    Address by Deputy Consul General Dai Shuangming,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Los Angeles

7:00 pm – 7: 10 pm  民选官员致辞
    Address by Elected Officials

7:10 pm – 7:20 pm  联盟理事长卢春雨博士介绍当选2018联盟领导，理事会成
    员
    Introduction of CUAAASC Board Directors，Elected 
    2018 Officers by Dr. Charley Lu, CUAAASC Board 
    Chairman
 
7:20 pm – 7:30 pm  联盟理事会成员，执委会成员，联盟各校友会领导与特邀嘉
    宾合影
    Group photo

7:30 pm – 9:00 pm  联盟2017杰出人物奖颁奖及获奖感言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s and Award-Winning 
    Speeches
     杰出企业家杨迺文，航天常兴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邓澍宏，开华人快递先河，铸就美国飞洋国际物
         流集团 
     杰出慈善家胡余锦明，美国胡氏胡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出
    资人 
     杰出社会活动家张素久，著名爱国侨领 
     杰出科学家张益唐，传奇数学家， 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杰出文学/艺术家丁立隆，《华南客家十五年》译者 
     杰出企业职业人颜利平， 从工程师到副总裁

9:00 pm – 9:10 pm  松竹梅野餐会比赛颁奖
    Awards for Song Zhu Mei Competitions

9:10 pm – 9:20 pm  抽奖 
    Raffle

9:20 pm – 10:30 pm  舞会 
    Ballroom Dance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杰出人物颁奖典礼及晚宴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创业创新峰会嘉宾资料

CEO of MD3, LLC., a mobile and hand-held device 

which with Nano techbiology. Miller is also the 

CEO of C-DOTS, LLC., a company organized to 

work with carbon dot Nano materials able to go 

across the Blood Brain Barrier,in the treatment 

of Alzheimer’s disease.  Miller was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Vasocor, a company involved in the 

non-invasive detection of heart disease, co-founded 

Perception, founder of Taito America Corporation 

in Chicago and CEO of public company, Centuri, 

Inc. as well as a confounder of R&R Games.

刘海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
总领馆商务参赞

Edward Miller

CEO of MD3, C-DOTS, 

Founder/Chairman of 

Vasoco

廖嘉渝博士有二十五项美中和国际专利。美国医学
与生物研究所院士，加州大学终身教授。他還是參
與人類第一個基因組比較的兩位華裔科學家之一。
华西医院高端客座教授，格斯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创始人、执行董事、首席科学家；艾泰斯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首席科学家。美国糖尿病学会会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海外杰出青年。美国加州生
物工程研究所执委。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终审评委。

廖嘉渝博士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生物工
程系奠基教授， 美国医学
与生物工程学院院士

Haiyan Liu joined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Los Angeles in July 2013 as the Commercial 

Counselor.  In this capacity, he is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ea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rizona, Hawaii and New Mexico.  His office works 

closely with Chinese and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rade organizations, to identif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facilitate two-wa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创业创新峰会嘉宾资料

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并获博士学位。
同时担任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657）
董事、美国 Turbo Financial Group 董事、峰瑞
资本创业合伙人，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客
座教授。在创立冰鉴科技前，曾是Turbo Financial 
Group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风控官，ZestFinance算
法模型组创始人，IDG资本驻站企业家和投资顾问，
还曾担任过 Kabbage 的首席科学家，着重研发针对
小微企业的信用评估。作为精通金融、大数据和机器
学习的专家，顾凌云在美国获得多项专利，发表论文
数十篇；也曾获得上海市千人计划特聘专家、2016
年上海市海外金才、“中国征信50人”等荣誉。同
时，带领公司获得全球Fintech 250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十强、KPMG中国领先
金融科技公司 50强、年度中国创客大奖、年度中
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年度最具商业价值人工
智能公司TOP50等荣誉。

Mark Matsumoto

Director, Network 

International Exports

顾凌云
冰鉴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兼CEO

Mark Matsumoto is founder and CEO, of California 

ETEC, a leading exporter of U.S. training services 

and student recruitment in Asia.  Mr. Matsumoto 

has more than 25 years experience conducting 

business international.  On May 16, 2016,  his 

organization received the President’s “E Star” 

Award f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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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
雪福龙石油公司担任高级专家及分子模拟研究部门
主管。加州理工学院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兼
职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煤炭化学研究
所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地化所教授及北京大学特
聘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目前还在组建中国科学
院地质及地球物理所能源环境研究中心。作为地球
化学，石油工程， 生物及矿务能源领域的国际知名
专家，唐博士在国际著名期刊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逾
150篇，参与组织多次国际会议，并应邀在众多会议
中作学术报告。
 
唐博士不仅在学术界中享有声誉，在工业界特别是
石油业同样具有较高的权威。他现担任多个国际主
要石油公司的高级顾问，其中包括：雪佛龙，壳牌，
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康菲石油，意大
利埃尼集团，中石油，日本花王，台湾中石油等。唐
永春在国内也是国国务院侨务办专家咨询委员及中国
侨联特聘专家委员。
 
2009年，唐博士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由华人建立的
美国加州能源与环境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职务。加州
能源环境研究院和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等学校建立了一系列联合研究中心。利用加州
能源环境研究院的平台，唐博士成功的孵化创立了
多个高科技公司。目前唐永春担任美国肯优化学品
公司董事长 （www.chemeor.com），美国帕拉丁
公司董事长 (www.paladin.com)，美国肯华环保公
司董事长(www.chemwa.com)，及美国檀绿（www.
tensiogreen.com）公司董事长。

唐永春博士
加州能源环境研究院院长，
多家企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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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赛伯乐洛杉矶合伙人、宁波美国创新孵化器负责
人，专注美国创新型企业股权投资。关注领域：高科
技，大健康。

李建宁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驻美
代表处首席代表

华文博士
连续创业者，投资人

自2006年8月起任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驻美代表处首席代表。李建宁
先生先后获得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
机械工程系学士学位（1989年至1993年）、天津财
经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1997年至1998年）、美国
西弗吉尼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2005年至2006年）
。在从事现职务之前，任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济发展局任项目主管。李建宁先生目前的工作任务
主要是帮助美国公司到中国拓展业务，包括直接投
资、寻找合作伙伴等。同时他也帮助中国公司在美
国寻找投资、贸易等的机会。

2016年航天常兴挂牌新三板企业，杨迺文先生从北京
理工大学宇航学院毕业后，先是在航天工作25年（包
括在美国进修3年），后在外企和民企长期工作。善于
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建立有效的商业模式，敏锐地
发现市场并领导一个优秀的团队。他的企业销售额从
2013年到2016年连续三年复合增长率都在50%。在美
国《Made in China》网站上，他是“中国狼”，在
中国“慧聪网”，他是优秀企业家，在航天云网双创
平台上他是“老创客”......，一直在创业，永远要
创新。2017年4月曾接受中国总理李克强视察。杨迺文

航天常兴公司创始人，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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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久是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将军的女儿，美国南加州著

名爱国侨胞领袖。同时担任中国侨联的海外顾问和美国多

个华人华侨团体的领导人，她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华侨界的

重大社团活动，是一位在美国侨界极富有影响力和感召力

的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和企业家。现

任中国侨联海外顾问；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荣誉理事；山东省海交会名誉会长；曾

任清华大学北美教育基金会会长，清华大学南加校友会

会有长等职。2015年9月2日，张素久荣获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6年12月16日，张素久荣获

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杰出慈善家
胡余锦明

杰出社会活动家
张素久

美国胡氏胡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其父亲余天休，中
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也是一位关注西北、关注教
育，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  承
扬其父“开发西北、关注教育”的宏愿，追随父亲的
足迹在中国西部省份捐资助学、救助贫困学生。2000
年个人出资在甘肃省榆中县红柳沟村修建了一所能容
纳400多人的小学，在贵州山区认领孤儿，资助贵州
省三个县的1000多名小学生学杂费；2002年捐赠以父
亲的名义设立奖学金，资助兰州二中、西北师大附
中、榆中县两所中学共100多名贫困学生；15年一直
资助北大，资助甘肃的五所大学-兰大，西北民大，
西北师大，甘肃农大，兰州工专，每个资助学校100
名贫困学生和资助100名新疆中小学老师汉语培训项
目，捐资设立了“西北大学余天休助学金”、成立“
北京大学余天休社会学基金会”。 在她的多年资助
下，北京大学社会系从默默无名的小系变成了QS 世
界大学学科排名中获得全球大学排名第31名，中国
大学排名第一名；2008年设立“西安胡氏慈善教育
助学金”；2011年设立“山西芮城胡氏慈善教育助
学金”；2013年设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胡氏慈善
教育助学金”； 2011年始，和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合作资助事实孤儿；2015年起和陕西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合作资助高中女生春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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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科学家
张益唐

张益唐，传奇数学家， 麦克阿瑟“天才奖”得
主。1955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
系，1982年本科毕业；1982—1985年，师从著名数
学家、北京大学潘承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
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加州
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任教。
2013年5月，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
破性进展，打破了长期以来孪生素数猜想研究方向的
沉寂局面，引发了一次新的研究热潮。而他坎坷而传
奇的经历和极为突出的贡献使他由一位默默无闻的普
通大学讲师一跃成为世界一流数学家，他的成功在
学术圈内外都引发了不小的轰动。2013年12月，美
国数学会宣布2014年弗兰克·奈尔森·科尔（Frank 
Nelson Cole）数论奖将授予张益唐。2014年9月16
日，张益唐教授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得麦克阿
瑟天才奖（MacArthur Fellowship）。2016年10月
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表彰其在概率论同随机控
制领域以及孪生素数研究领域的成果。

杨迺文，北京航天常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7年4月27日在航星园内部展览会上，向李克
强总理当面汇报企业产品，并受到总理“老骥伏枥，
继续创新创 业”表扬。2017年9月26号，参与消防技
术创新联盟与美国消防协会（NFPA）座谈会。2017年
9月25号，在第十七届国际消防展演讲电气火灾技防
手段。帮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消防学院和中国廊坊武
警学院建立合作关系。2016年航天常兴公司新三板上
市。航天常兴品牌的“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为全国首
创，二代产品为世界唯一技术：拥有发明专利、国家
标准GB14287.9，为国内最优秀品牌。企业和个人连年
受到“慧聪消防网”和“消防创新联盟”奖励。航天
常兴成为航天外部双创企业重点投资和扶植企业。赞
助“嫦娥探月工程”， 享有“嫦娥常兴 航天同行”
名誉。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创业做出了贡献，被美国“
中国制造”网誉为“中国狼”。

杰出企业家
杨迺文 



杰出企业家
邓澍宏

邓澍宏开华人快递先河， 铸就美国飞洋国际物流集
团， 旗下十五家分公司，成为在美华人规模最大、
服务最全的中美货运及电商物流供应商。
1994年起，參與創立多個南加重要僑團並擔任要職。
參與組織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和時任總理朱鎔基訪美
歡迎晚宴。參與組織南加州華人華僑歡迎時任國家副
主席習近平。作為傑出的美國華裔企業家和僑界領
袖，被多次收入各企業家名錄和名人錄，多次受邀
參加中國國內重要活動，包括五十、六十周年國慶
觀禮及2015年9.3閱兵式等。還在中美及台海兩岸關
係等領域有較深入的研究，常有著述並受邀在各媒體
做政治時事評論，成為中國大陸新移民的代表人物。
2011年，鄧澍宏將事業拓展至日本，並加盟CCTV大
富和鳳凰衛視（日本）電視臺，擔任副臺長，參與
实现CCTV大富頻道本土化中日雙語播出。這是央視
首個也是迄今唯一在海外實現本土化的頻道，具有
重大而深遠意義。2017年，鄧澍宏被推選為中國僑
聯“僑創聯盟”海外委員。

北美上杭商会会长和北美百果园文学社社长， 多年来
在不同的报刊和杂志，自媒体发表多篇小说，诗歌和
散文。主要代表作是《华南客家十五年》中文翻译著
作，《华南客家十五年》于2017年五月由厦门大学出
版社出版。该书是美国加州的基督教传教士卫英士牧
师的回忆录，记载了从1911年到1927年间，作者亲临
福建闽西山区传播福音的经历。用丰富的汉语言，在
忠实原著的基础上，重述了中国客家族群在社会大变
革时代，如何面对和接受外来文化和宗教精神。在他
的生动活泼优美的文笔下，读者不仅欣赏到一百多年
前闽西客家山区的山清水秀和人文伦理，传统习俗，
还了解到美国传教士是如何不顾个人安危在战火中拯
救一城的老百姓的感人事迹。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丰
富了近代史上关于基督教福音传播在中国客家山区的
历史记载，还原了部分真实的历史内容。正在国内的
宗教，历史，文学领域引起积极反响，正在筹划同名
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杰出文学/艺术家
丁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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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企业职业人
颜利平

洛杉矶市水电局技术专家及项目经理，美国西南岩
土工程公司首席技术顾问和中国西南交通大学与广
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工程咨询公司
主任工程师及副总裁，多个他所参与的工程项目获
得政府主管部门和专业协会的嘉奖。他积极培养颜
利平博士是洛杉矶市水电局技术专家及项目经理，
也担任美国西南岩土工程公司首席技术顾问和中国
西南交通大学与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在
服务洛杉矶市水电局之前，他在工程咨询公司工作了
18年，出任包括主任工程师及副总裁等各种职务。
在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颜利平博士参与和负责了一
大批工程项目，包括OII垃圾堆场，10号高速公路
上被1994年北岭大地震损坏的两座桥梁的重建，洛
杉矶港2020发展规划，阿拉米達铁路运输走廊，洛
杉矶轻轨金线，洛杉矶水库水质改良，必康太阳能
发电站等。多个他所参与的工程项目获得政府主管
部门和专业协会的嘉奖。在工作中，颜利平博士秉
持服务为先的态度，总是愿意多走一哩路，精益求
精。他关注学术及行业发展新动态，善于把新理论
及新技术应用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他积极培养提
携员工，要求严格，许多经他训练的员工成为行业
精英。提携员工，要求严格，许多经他训练的员工
成为行业精英。















手工艺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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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高校校友会联系信息

校友组织全名   会长 理事长 联系电子邮箱   联系微信  网站

北京化工大学美国校友会  罗坚康  jue1215@hotmail.com  jolis1215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徐蕾 刘玉发 info@pku.org   leileileilei26  www.pku.org

北京工商大学美西校友会  李陽  yli8983@gmail.com  北工商美西加州群  

北京理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何欣晏 北奥 Selinafan1122@yahoo.com  Fanfan4322699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美校友会 申春平  attorneyshen@yahoo.com  shengchunping201314 

北邮北美校友会南加分会  王哲  Justwin102@gmail.com  

大连海大南加州校友会  邵冰心   Dalianhaidasc@gmail.com  KBING777  

大连理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王爱萍   alumnidut@gmail.com    

电子科技大学洛杉矶校友会 朱肖寅 顾凌云 seanzhu1986@gmail.com  seanzhu_irvine 

第二军医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邵律成  stellaszh@gmail.com  stella_PLA_girl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熊文胜  gbiec@yahoo.com  laoxiong138 

复旦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郦永刚   ygli@.usc.edu    L6268727618  

哈尔滨工业大学美国南加州校友会 叶龙   ericye7777@gmail.com  9096897777 www.hitersocal.org

广外洛杉矶校友会  千凡   gwla2017@gmail.com  shazao72  

华东师范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李雪林   xuelin@gmail.com  lixuelin_usa  

华东理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孙立清   leesunlaw@gmail.com  leework101  

华中科技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谢图强 傅波 hustscal@yahoogroups.com tony_xie06  

吉林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高嘉辰 贾思路 gjc316@163.com 937610765  

兰州大学在美校友基金会  刘愚鲁   Yulusimon@gmail.com  Simon5537194 lzuusf.lzu.edu.cn

南开大学洛杉矶校友会  温桂芃 Amanda Shi prbrgrace@yahoo.com  prbrgrace www.nankaila.org

南方医科大学北美校友会  黄胜和   shhuang@usc.edu    

宁波诺丁汉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杨展   zhanyang@usc.edu  YZ579Tovey  

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何宇滔 潘台莉 he.yutao@gmail.com  hey91109 www.thuaasc.org

人民大学美国南加州校友会 苏子涵 张健 barry@tyloon.us   taiweng rendaxiaoyou.org

山东大学加州校友会  赵国庆 曹海波 Walter@kaitousa.com  Walterzhao suaac.org

天津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朱宝忠 姜芃 zhubaozhong@yahoo.com  jackoutofthebox  

同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王文婷  wang.wenting311@gmail.com vicky_wang311 facebook.com/socal.

            tongji.7

温州医科大学北美校友会  魏如虹 尹强 wxsszy@yahoo.com  jameswu1255  

武汉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皮晓青   council.whuaasc@gmail.com JackPi2013 whuaasc.org

厦门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倪锋 张鼎健 anosniff@gmail.com  anosniff

          公众号：美洲厦大了

西安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张鸣   mzhang98@hotmail.com  markz120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范澍斐 Cindy Wu  shufei.fan@gmail.com   www.xidian-usa.org/southerncalifornia/

香港大学校友会   陈钧铭   drkmchan@gmail.com  hk2china  

浙江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孙旭东   zjualumnisc@gmail.com  xudong-14  

中国民航大学南加校友会  李兰  Vivian Chen allahrita@outlook.com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王孝语   h.chen5@gmail.com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吴英睿   renane.wu@gmail.com  Renane  

中山医美国南加州校友会  张志方   zhifangzhang04@yahoo.com zhifang777   

中山大学美国南加州校友会 吴尧堂   you168@att.net    

中央财经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董国丽 徐建亮 Guoli_dong@yahoo.com  Dongguoli2017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7年会赞助商

冠名赞助
 奇虎贷款 Tiger Loans

钻石赞助
 Xuemei Wei ,  SVP,  CFA ,  Portfolio Manager,  UBS

 外联教育集团

 ActiveHerb 活力草

黄金赞助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TEDA)

 Goodcount

 JC Research & Consulting Inc.

白银赞助
 ScienBizip

 易留邦
 Hmazing

 赛方德创投基金
 Re/Max PremierProperties

 Dr Yu 美国牙医博士

青铜赞助
 Attaisina Inc.

 Leoch Battery Corp

 Cognitive Leap

 美中高层次人才交流协会
 

友情赞助
 Song & Meng,  P.C.

 Ping An Insurance Center

 葛浩雷加州房地产 
 姚桂梅妇产科医学博士

衷心感谢以上赞助商对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2017年会的大力支持！

声明：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对本宣传册中所包含的公司内容、信息、产品或广告，不保证其正确性或可靠性。您于此接受并承

认信赖任何所发生的风险都应自行承担，对于因宣传册所生的任何直接、间接、附带的或因此而导致的衍生性损失联盟概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