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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第 23 届年会圆满召开
2015 年 12 月 5 日，来自各个行业的中国
旅美专家协会会员和嘉宾聚首休斯敦 Crowne
Plaza Suites 大酒店，隆重举行了第 23 届年会。
大会主要议程包括会员大会，及包含主题演讲的
晚宴。大会现场还为 2015 年度专协优秀华裔高
中生颁发了奖学金。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李强民
大使并其他馆领导将出席并讲话，当地华人社团
及学者专家一百多人出席。
专协年会先举行了年度会员大会，进行换
届选举、审议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
了程世法，陈卓，程晔增，范玉新，何景旭，何
瓯，黄刚，林起涌，李守栋，刘松，马建伟，彭
罗汉，申小雨，王晋军，熊耀华，杨贺民，尹
星，张楠 18 人组成的第 23 届理事会。新的理事
会随即选举现任秘书长兼财务理事何瓯女士为新
一届专协会长。

(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与嘉宾们一起合影) - – 照片
需要更新
专协为美国得克萨斯州正式注册的非盈利
性中国旅美科技专业人士团体，现今已拥有近千
名科技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自 1992 年 10 月
在休斯敦成立以来，与中美双方政府和民间机构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关系，为中美科技、经
济和文化交流拓宽了渠道，为中国留学生、学者
和中国企事业合作构建了平台。
专协二十年来的努力和奉献，对美南地区
的华人社区以至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专协开展各项会员联谊活动，并定期为公众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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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科普及商业知识讲座，社区及企业参观访
问，开展鼓励华裔青少年科技和学科竞赛活动，
服务于社区；专协积极组织参与社区活动，与兄
弟社团合作，弘扬中华文化、维护旅美华人的正
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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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理事会的召开得到了当代置业集团林
羽立先生的热情支持。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李大使在致辞中对本
协会多年来为促进中美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
的交流合作、促进中美友好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
献给予积极评价。称赞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已经成
为休斯敦乃至美南地区颇具特色的华人社团组
织，为促进侨胞与中国加强联系搭建桥梁，为推
动中美科技、文化与经济合作交流作出了重要贡
献。
为了激发休斯敦华裔学子勤奋好学、积极
向上、热爱关心社区的热情，专协与恒丰银行特
为高中在校生设立专协恒丰银行“优秀华裔高中
生”奖学金，帮助青年学生为日后的求学与求职
打下良好基础。晚宴上，Stacy Tao, Karen Yang,
Peter Wang, Jingze Yu, Tianhao Liu & Megan Fang
等六位获奖学生获得专协颁发的奖励证书和奖学
金。

(全体参加活动人员合影)

专协拜访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2016 年 1 月 18 日，专协新会长何瓯代表专协拜
访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她和领馆科技组的陈
宏生参赞和尹军祥领事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流。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2015-2016 年
度新任理事会首次会议召开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2015-2016 新任理事会首
次会议于 2016 年 1 月 9 日下午在位于 Houston
市 Galleria 的 Hanover Post Oak 召开。第一届理
事会共有 17 位现任理事中的 14 位出席，会议
同时邀请了数位往届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参
加。
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议程中，在新一任理
事会会长何瓯的组织协调下，理事们对理事会
今年工作的分工进行了提名，投票和任命。理
事们共同学习了专协章程，并对其中某些条款
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和措施。会议确定了
2016 年理事会各项主要工作目标及会议频率和
日期。
第一届理事会还依专协章程对监事会主席
进行了投票。协会秘书长王晋军提名李民担任
本届监事会主席并得到多数理事的同意。

(何瓯会长和陈宏生参赞)
陈参赞跟何瓯两天前刚在华人石油协会(CAPA)
年会上邂逅。他们首先谈到了对 CAPA 的印
象。何瓯表示专协应该向 CAPA 学习。陈参赞
认为 CAPA 比专协简单一些，更容易管理。陈
参赞询问了专协会员的情况和今年的打算。
何瓯会长向领馆介绍了专协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和
分工，以及 2016 年专协的发展方向。陈参赞和
何会长一致认为会员是我们专协立足和发展之
本。他们共同商讨了怎样使专协提供高质量的服
务给会员，增加专协的知名度，朝着主流专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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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陈参赞认为专协的发展空间很大，要做
的工作也很多。他强调加强专协机制的管理和运
作。
这次拜访进一步增进和加强了专协和领馆的
合作，这对专协将来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影响
深远。

专协参加美南山东
同乡会 2016 年会
2016 年 1 月 23 日晚，旅美专家协会包括会
长何瓯及原山东同乡会会长李守栋理事一行十
人参加了在 Houston 凤凰海鲜酒家举行的美南
山东同乡会 2016 迎新年会。
美南山东同乡会是 Houston 地区最大的华人
社团之一。本次年会大约有 1000 人参加。中国
驻休斯顿总领馆李大使出席晚宴并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肯定了休斯顿华人对祖国建设的
关心和支持。休斯顿新当选市长 Mr. Turner 也
光临晚宴并祝华人新年快乐。
年会晚宴得到了众多山东企业的大力赞
助。年会表演节目丰富多彩又具有浓厚山东特
色。山东籍的歌唱艺术家吴沁教授将专程赶来
休斯顿为山东老乡带来精彩的歌曲表演。
代表专协出席山东同乡会年会的还有黄
刚，刘松，程世法，申小雨，陈卓，钟国明，
范玉新，林起涌等现任或前任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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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理事会职能及分会构成
理事

Position

何瓯

会长

申小雨

副会长, 主管新
闻和公关
副会长兼能源
分会会长
副会长兼商务
经济分会会长
副会长兼医学
分会会长
副会长兼驻华
代表
秘书长

商务经济学会

生物医学工程
分会会长
活动理事

医学卫生及生物工程学会

环境科学及化工学会

程世法

环境化工分会
会长
财务理事

杨贺民

科技理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会

刘松

科技理事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会

尹星

科技理事

医学卫生及生物工程学会

熊耀华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会

陈卓

计算机分会会
长
会员理事

彭罗汉

科技理事

何景旭

科技理事

李守栋
林起湧
范玉新
张楠
王晋军
黄刚
程晔增
马健伟

Committee (分会）
商务经济学会

能源科学与工程学会
商务经济学会
医学卫生及生物工程学会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会
环境科学及化工学会

商务经济学会

商务经济学会

医学卫生及生物工程学会
合作部

会长专栏 (President’s Column)
Happy Year of the Monkey! It must be fate for me,
someone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Monkey, to serve as
President of CAPST during
the Year of the Monkey. I’m
honored to serve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community that I
have bee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for a decade.

(参加活动专协人员合影)

For this year, our focus is membership. We want to
engage our members by serving you in the
following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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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er development – providing networking
and job opportunities

•

Entrepreneurship – provid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nd connections both in the
US and China

•

Community service – seminars that benefit
both our members and Houston local
community

We also want to grow our membership in the
following ways:
•

Expand our outreach in medical and bio-tech
field. Houston has the world’s largest
medical center, with hundreds of top
Chinese medical experts. We want to reach
out to them, and invite them to join CAPST.
We also want the hospitals and medical
schools to become our sponsors and
corporate members.

•

Expand our outreach in hi-tech field. I will
work closely with our Computer Committee
Chair Dr. Yaohua Xiong to recruit my
former colleagues at HP.

•

Expand CAPST to College Station by
establishing a branch there. Texas A&M
University is located in College Station,
with many Chinese professiona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facilitate all these efforts, we’re revamping our
website, with a new look and more functions. It’s
coming soon. We’ll also use more social media,
such as Facebook, LinkedIn and Wechat to
communicate to our member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or any of my board members with any
CAPST related issues or suggestions. We welcome
your feedback and involvement! We want this year
to be a year of growth.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欢迎新会员
继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第 23 届年会， 最近又有许
多位专家学者加盟专协， 壮大了专协的队伍。
他们是：

请加入新会员名单
李介博
李准
柳侠
万刚
Charles Ni
周依平
刘庆中

会员服务信箱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通讯方式有所改
变，欢迎您与协会联系。理事会将尽快予以答
复。会员服务信箱：
capst.memberservice@gmail.com

Wishing you great success in 2016!
Michelle He
2016 CAPST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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