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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协能源分會讲座圆满成功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能源和化工分会于 2 月

28 日举办了讲座。主讲人为 陈忠明 - 中国旅美

专家协会（专协）能源分会会长，石油工程博士; 

Baker Hughes (贝克休斯公司) 资深高级项目工程

师；合作创立美国三维石油公司，任副总裁，负

责公司规划和发展; 合作创立伊利特现代投资公

司, 美国证券交易会注册投资专家; 合作创立

IEGTEX 石油公司，任总裁。陈忠明拥有 30 年

石油行业技术开发及工程项目管理经验，服务于

跨国石油公司, 包括中石油，斯伦贝谢，和贝克 

休斯公司。从现场经验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领

域涉及油藏工程, 油层增产压裂，测井分析寻找

新油层, 深水井防砂，水泥固井技术开发。21 项

技术出版物，包括期刊论文和美国专利。提供跨

国公司全球范围的技术支持/咨询。 

 演讲主题：从原油供求、生产成本、储备

来看未来油价的变化。 最近油价大幅下跌，打

破了最近几年石油工业自生建立的平衡。休斯顿

做为世界能源之都，受到影响最大，石油公司，

服务公司大幅削减开支，大幅裁减员工，给人们

的生活及工业本身带来重创。低油价到底能维持

多长时间，讲座从原油供求、生产成本，石油储

来探讨未来油价可能的变化及走势。 

 我们的首任会长蒙教授參加了当天能源分

會的讲座， 以下是她的反应: 

1, 出乎意料, 听眾很多估计超过 100 人, 有 66 岁-

70 岁的资深石油工程师, 80%以上是年青的专業

人员, 报告很专業, 生動, 因而听眾反映热烈,听眾

和讲员互動非常好； 

2, 會后很多听眾和专协能源組成员三五成群交談,

交換名片, 要求入會,久久没有离去. 有人还专門

问我了解专协的情況. 表示了对专协的关心和興

趣. 可惜我们的會员理事沒有會加, 也沒有带入會

申請表. 

3, 近二三年来, 专协年會, 參加的會员很少。社区

各种社團如雨后春芛, 各种社区活動也很热闹, 我

們多次討论过, 专协成立 20 多年, 在目前这种新

形勢如何继续发展, 和我们的方向。今天的讲座

使我很興奋。 

  

以下为讲座现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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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优秀华裔高中生” 

奖学金获奖者 Brett Gu 

 

3 月 15 日晚，CW39 NewsFix 电视台专题

报道了专协“优秀华裔高中生”奖学金获奖者，

专协会员顾凡儿子 Brett Gu 的故事。 

Brett Gu 是寻根问底型的学生。去年夏

天，该 Carnegie Vanguard 获奖生在德州大学化

学实验室实习。在奥斯汀的时间为他的研究课题
“Electrocatalytic Oxidation of Hydrazine on 

Plantinum Nanoparticles.”打下了基础。 

这项研究课题让小顾获得了英特尔基金 

(Intel Foundation) $1000 的奖学金。 

小顾说他希望这将成为他未来有影响的化

学工程专业的开端。 

“归根结底，我只是希望能够用我的技术

和知识来帮助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问

题。“小顾说。 

这位高中应届毕业生已经被耶鲁大学录

取，但同时也在考虑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

学。 

 

专协投资俱乐部(CAPST 

Investment Club)成立 

 
由专协理事宁宜希﹑王晋军﹑陈文﹑申小雨﹑程

世法﹑钟国明﹑陈忠明共同筹办成立的 CAPST

投资俱乐部是隶属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CAPST）的一个综合性投资论坛，是为社区

和 CAPST 会员提供投资知识和信息交流的一个

社交平台。CAPST 投资俱乐部成员之间的交流

内容包括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外汇﹑商品﹑

房地产信托基金等）和实业投资，和专协各行业

分会紧密结合。投资俱乐部目前已经开放面向社

区的微信群，主要进行投资交流和线上讲座等。 

 

CAPST 投资俱乐部计划的主要活动方式包括线

上活动和线下活动。线上活动包括微信交流（第

三方文章﹑线上讲座﹑成员交流等）；线下活动

包括社区讲座和俱乐部会员聚会等。为配合投资

沙龙/线上讲座/线下讲座等，俱乐部拟邀请在金

融投资和实业投资领域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

研究人员等组成俱乐部专家委员会（顾问团），

为投资俱乐部成员讲座﹑传播投资知识和信息﹑

答疑解惑等。 

 

免责条款：中国旅美专家协会投资俱乐部

（CAPST 投资俱乐部）以投资知识传播和交流

为主要目标，鼓励会员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投

资交流，投资俱乐部提供交流平台。但是投资俱

乐部对任何机构和个人不构成任何提供投资销售

或者邀约购买﹑不构成对于任何证券的买卖或者

进行任何交易的投资建议﹑不对任何投资损失承

担责任﹑也不探讨和投资无关的其它任何议题。 

 

http://cw39.com/2015/03/12/brett-gu-is-ready-to-bring-science-to-society-as-a-class-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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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e CAPST Investment Club is a forum 
to discuss investment related issues.  The Club 
members are not licensed financial advisors,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ers, or registered 
broker-dealers. The Club does not provide 
investment or financial advice or make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s and members of the Club invest 
at their own discretion. In addition, the Club is not 
in the business of transacting trades or handling 
client commodity accounts and it does not give 
commodity or other trading advice tailored to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s situation. The Club does not 
provide, or claim to provide, corporate finance or 
brokerage services and it does not provide, or 
claim to provide, investment advice.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communication constitutes a 
solicitation, recommendation, promotion, 
endorsement, or offer by the Club or the Club 
members of any particular security, transaction, or 
investment. 

(专协副会长宁宜希供稿) 
 

专协与华美化学与化工学会

合办讲座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和华美化学与化工学会

于 4 月 1 日联合举办了讲座。主讲人为徐腾博士 

- Dr. Teng Xu 

ExxonMobil Chemical, Global Chemical 

Research 

President, CACS-Southwest 

Chair-elect, Southwest Catalysis Society 

演讲题目：“Direct Conversion of Shale Gas to 

Chemicals –Lessons from Coal to Chemicals & 

Fuels in China”  

王伟博士致了欢迎辞。 

以下为讲座现场的照片： 

 

 

 

 

 

(专协化工分会会长钟国明供稿) 

杭州人才办 - 休斯敦 4/14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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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14 日晚, 杭州市驻美国人才

工作站代表虞向群再次来休斯敦和专协进行项目

对接。这次他带来了杭州市驻美国人才工作站负

责人赖国军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郑宏宾。 

虞向群介绍了杭州市开发区的情况和人才

项目引进的政策。专协的六位专家介绍了自己的

项目。郑宏宾，虞向群点评了项目，并回答了相

关问题。会议交流气氛热烈，会后又进行了诸多

交流。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会议很有意义和成果。 

希望以后大家多交流，使各自的工作和项

目都有更好的发展！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促成合作

项目， 使专协成为杭州驻美接待站的初步贡

献。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项目申请工作

正在进行，有意者可以和徐谷峰联系。徐谷峰的

电话是(832) 212-6277， 邮箱：
gufeng.xu@gmail.com 

 

何景旭会长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人才交流大会并访问深圳 

 

2015 年 4 月 18-20 日，受国侨办和国际人才交流

协会邀请，何景旭会长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第十

三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这次大会由国家外

专局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作为中国目前唯一

专门针对外国专家组织，培训机构，专业人才开

放的国际性人才与智力交流盛会，该大会已成为 

集人才，智力，技术，项目和管理一体化对接的

重要平台。 

本届大会共吸引了来自 7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4000 多家海外专业组织，培训机构，高等院

校，人才中介和科技企业的海外代表共 3500 多

人； 中国各省市人力资源，外专系统，企业等

单位的 5800 多位专业代表前来展示自我，推介

项目，寻求合作。大会共吸引 81000 多人次参加

洽谈。专协这次派出以何景旭为代表的专协代表

团，携带多个会员的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参加展

出。参展期间，何会长与包括浙江省，湖北省等

省一级人力资源厅，杭州，宁波，武汉市外专

局，及数十家内地企业等围绕国外高技术人才及

项目引进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探讨和交流。与其中

的十几家组织和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并确立中长

期合作框架协议，完成对接。 

4 月 21 日，何景旭会长应南方科技大学

邀请，参观了南方科技大学校园，与南方科技大

学发展规划委员会主任叶秦等进行了亲切友好的

交流。双方商定会继续就进一步具体合作事宜进

行磋商。接着，何会长又应邀参观了深圳大沙河

创新走廊及区域内企业，就走廊内重点项目及人

才需求与管委会进行广泛的交谈，并达成进一步

合作的意向。(专协会长何景旭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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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 2015 年度野餐 

 

 

 

2015 年 5 月 3 日星期天，在春光明媚的休斯敦

Bayland Park 公园，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举行了一

年一度的春游野餐会。专协会员携带亲友共一百

余人参加了活动。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科技参

赞姚为克携夫人和尹领事到场助兴。会员们除了

享受到美味的午餐和烧烤之外，还踊跃参加了传 

 

统的专协拔河比赛和各种热闹纷繁的游乐活动。

参加郊游活动的全体会员及家属们一起合影留

念。会长何景旭逐一向大家介绍现任专协理事

们，野餐的食物均出自这些博士之手。 

和往年一样，各领域及各专业的会员之间展开热

烈的交流互动。本次活动吸引了为数不少的非会

员参加，其中多人当场加入专协，甚至全家成为

终生会员。专协的队伍又一次发展壮大！ 

 

 

 

专家协会近期活动预告 

 

1. 2015 浙江省（休斯敦）海外人才

政策发布暨高层次人才洽谈会 

注册时间：6 月 7 日 12:30-13:30 

会议时间：6 月 7 日 13:30-17:00 

地点：美国休斯敦纪念城威斯汀酒

店（Westin Houston, Memorial City） 

地址：945 Gessner Road, Houston, 

Texas, 77024 USA 

2.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商务分会将于

6/13 日星期六早上 10:30-12:00 请

著名心脏科专家丰建伟医生做互动

式演讲。 

演讲主题：企业家对话丰建伟医生

-如何在压力之下保持心脏健康？ 

时间：6 月 13 日 10：00am -

12:00pm 

地址： 王朝二楼华美银行社区服

务中心。 

联系人：林起湧，中国旅美专家协

会副会长，电话：832-755-9667。 

3.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高中升学讲座将

于八月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待

定。 

 

欢迎新会员 

 

继上一期专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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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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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Lu 路红 

Hongli Li 李红丽 

Hai Huang 黄海 

Michael Zhang 张啸宇 

Quantum Xin 辛庆生 (终生会员) 

Fiona Hu 胡一辰 

Raymond Jiang 姜黎明 

Yong Gan 干勇 

Hong Chang 常宏 

Kenneth Peng 彭罗汉 (家庭终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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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