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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系统随机振动，地震分析，石油工程等领
域是目前世界公认的顶尖专家。
注 1.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 - 美国工
程院，美国工程院院士是工程科技界最高荣誉。
注 2.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 在 1780 年成立，是美国最高荣
誉之一。首任院长为第二任总统亚当斯 Adams，曾
经的院士包括首任总统华盛顿 Washington，第三任
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 Jefferson，富兰克林
Franklin，爱因斯坦 Einstein。2014 年与 Spanos 一同
当选 AAAS 的院士有诺贝尔奖得主舍特曼 Shechtm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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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举办春季野餐会

旅美专家协会聘请 Spanos 教授终身
荣誉顾问

五月初正是休斯顿春暖花开最好的时节，中国
旅美专家协会于 2016 年 5 月 8 日在位于 Houston
Missouri City 市 Kitty Hollow Park 成功举办了 2016
年春季野餐会。共有 58 位专协会员及广大朋友一起
来参与、分享春光和美食。

会长何瓯女士, 创会会长蒙老师，理事程晔增在
Rice University 与 Spanos 教授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交
谈。并举行了终身荣誉顾问授予仪式。Spanos 教授
在 Rice Faculty Club 宴请专协的代表。
Spanos 教授是美国工程院院士(NAE)，美国文理
学院院士(AAAS),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印度工程院
外籍院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在非线性随机

在专协各位理事的大力统筹安排下，野餐会为
大家准备了丰富的烧烤等美食，以及排球、拔河、
棋牌类游戏活动供会员们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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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休斯顿领馆多位领导参加了此次野餐会，
包括科技组黄河领事、商务组曹参及夫人以及新来
的商务领事纪文华等。

时的演讲，内容详实，数据丰富，成果显著，得到
了与会国内外嘉宾的一致高度评价。
注：刘中民，男，汉族，1964 年生于河南省。
民盟盟员，理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甲醇制烯烃国家工
程实验室主任，国家能源低碳催化与工程研发中心
主任。2015 年 12 月 7 日，当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
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甲醇制烯烃领域取得了显
著成就。

（春季野餐会）

（刘中民院士报告会）

恒丰银行续签专协高中生奖学金

（春季野餐会花絮）

刘中民院士报告会及欢迎宴会
由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华美化学与化工学会，
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及西南催化学会共同举办的 刘
中民院士报告会与欢迎宴会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在
K100 Cafe & Lounge 隆重举行，超过 200 名国内外嘉
宾参加，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化工与环境分会会长马
建伟及多名专协会员应邀参会；马建伟向与会嘉宾
特别是刘中民院士着重介绍了专协的历史，发展，
以及专协以往取得的成就，并就邀请刘中民院士作
为顾问会成员交换了意见，刘院士饶有兴趣，现场
浏览了专协网站并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会后联系具
体事宜。刘中民院士做了“甲醇到烯烃：从催化研
发到商业化”的精彩报告，全程英文演讲，1 个半小

专协于 2011 年和恒丰银行签订高中生奖学金协
议，恒丰银行每年资助$5000， 由专协发给 5 位优秀
的华裔高中生。该协议有效期 5 年，将于今年到期。
专协前任会长陈祖贵，蒋建军和现任会长何瓯，副
会长林起涌和恒丰银行总裁张涌男和副总 Jennifer
Zhou 会面，希望继续合作。恒丰银行希望奖学金针
对低收入家庭，并对非华裔开放。经过几个月的会
谈和交流，恒丰银行终于在 3 月 0 日和专协续签专协
高中生奖学金协议，每年还是$5000, 有效期 5 年。
高中生奖学金是我们专协为侨界做的一件非常有意
义而又有影响的好事情. 恒丰提出了新要求，我们需
要对奖学金的申请和评审过程加以调整，奖学金申
请评审花时间一定更多， 以后关于学生的资料管理
要完善。
谢谢参加合同续签工作的理事，前会长的努力！
祝贺和恒丰银行续签专协高中生奖学金协议！
下图为专协前任会长蒋建军，副会长林起涌和
恒丰银行 Jennifer Zhou 在签约仪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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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4 月 27 日下午，美南中国专家协会联
合会何景旭博士等数十位专家赴安徽六安，对信威
（六安）国际科技产业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六安市
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巨祥、示范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
任周泽道、安徽中创信测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徐晓瑜女士陪同调研。
何景旭博士代表专家团发言，非常感谢示范园
区管委会、安徽中创信测科技有限公司的热情接待。
此次美南专家行的各领域学者，怀着一颗报国之心，
为加强中美之间科技交流而努力，同时也将与国内
高科技企业展开密切合作，共同推动科技产业的不
断发展。
（前任会长蒋建军，副会长林起涌和恒丰银行
Jennifer Zhou 合影）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参加留学人员南京
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会
第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南京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会
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27 日举行。中国旅美专家协
会应邀组团参加。
4 月 25 日，专协代表团参加了由南京市侨办举
办的“众侨创新、才聚金陵”专场对接活动，开展
了项目路演，与园区、创投、企业交流对接；实地
参观考察了“南京侨梦苑”。4 月 26 日举行的南京
留交会包括海外人才融资专题讲坛及投融资对接会、
产业技术高峰论坛、投资环境和政策推介、人才招
聘等专场活动。留交会期间，专协代表团与南京 16
个区（园区）及泛长三角区域众多发达城市开展交
流对接，充分了解了南京及泛长三角城市的人才政
策和创新创业环境信息。

（专家协会参加南京留交会）

（专协六安考察活动）
4 月 28 日，美南中国专家协会联合会一行到合
肥开展考察交流活动。专家组一行先后深入高新区
实地走访考察了科大讯飞、安徽省科技创新成果展
示中心和阳光电源等单位，下午参加了由市政府在
市政务会议中心组织召开的考察交流座谈会。

（专协合肥考察活动）

旅美专家协会考察合肥及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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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成员参加美南中国行青岛崂山、
常熟、杭州等地活动

专协举办系列专题讲座


石化产业跨国公司圆桌会
4 月 27 日，专协作为协办单位，与华美化学与
化工学会共同主办了“石化产业跨国公司圆桌
会”，与会专协成员在该次会议上与福建省商
务考察团进行了交流活动。

在美南专家协会联合会的统筹组织下，多位专
协理事和会员参加了 4 月 21 日至 24 日在青岛崂山举
办的 2016 年度海外人才崂山行”活动。
海外人才崂山行见面会于 4 月 23 日在青岛崂山
蓝海大酒店举行。市区领导进行了主旨推介之后，
进行了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路演）。部分企业
与海外人才进行对接。
在青期间，崂山市人社局安排海外人才代表团
参观了青岛多个高科技园区。
4 月 28 日至 30 日部分专协理事和会员参加了美
南中国行在常熟和杭州临安市的项目对接活动。

专协欢送李桂喜副总领事任满归国
为了欢送李桂喜副总领事任满归国，以及欢迎
刘红梅副总领事到任履新, “大休斯敦侨学界欢送李
桂喜副总领事任满归国暨欢迎刘红梅副总领事到任
履新晚宴”于 2016 年 5 月 14 日（周六）晚 6 点在珍
宝海鲜楼隆重举行。
李桂喜副总领事于 2012 年 8 月来休斯顿履新,近
四年多来热情服务侨胞，在促进中美关系、加强中
美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休斯敦侨学界对李桂
喜副总领事任满归国依依不舍，同时对刘红梅副总
领事到任履新充满期待！刘红梅副总领事的到来必
将为休斯敦总领馆进一步做好领事侨务工作注入新
的活力，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侨界。
这次晚宴隆重介绍了李，刘两位副总领事的简
历, 李桂喜副总领事发表了离任感言，刘红梅副总领
事发表到任感言, 侨社各界代表在晚宴上向李，刘两
位副总领事表达了问候及衷心祝愿。

（专协成员参加“石化产业跨国公司圆桌会”，
中间为福建省副省长）


中小企业融资讲座
随着就业市场越来越拥挤，找份工作不容易；
找到工作又担心随时被裁员。拥有自己的生
意是很多人的梦想。可启动资金如何来？就
算拥有一个小公司可又如何做大？如何贷款，
如何融资是每一个想自己当老板的必学之路。
现在当红的超级企业比如 Apple , Google 当
年都是从几个人通过融资走向超级企业的。
为使更多华人能走上自我创业之路，华夏学
人协会与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于 4 月 24 日星
期日上午在中国人活动中心 129 教室共同邀
请华美银行首席副总裁，德州大中华区团队
经理，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商务分会会长林起
湧先生，就中小企业如何在美国获得银行的
贷款，特别是贸易融资，以支持企业的成长，
与大家分享了他多年积累的银行贷款的知识
与经验。林起湧先生拥有国际贸易和工商管
理双硕士学位，先后在中国和美国从事国际
贸易，国际贸易融资，工商业贷款，商业房
地产贷款等工作 30 年，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贷
款经验。

（专协欢送李桂喜副总领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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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福建同乡会与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商业分
会于 2/27/16 下午在福建同乡会会馆联合举
办了专题讲座：如何在美国建立信用？主讲
嘉宾为林起湧，林先生是华美银行首席副总
裁，德州大中华区团队经理。

会员服务信箱

（林起湧- 中小企业融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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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amacare 與 Medicare 讲座
美國醫療費用昂貴世界居冠，健保保費隨之水
漲船高，以致無健保者人數逐年增加，一旦遭
遇重大醫療開支，不但造成個人及家庭的財務
危機，也帶給整個國家沉重的社會成本。因此，
如何建立一般民眾負擔得起的健保制度，成為
歷任總統最重大的課題。2006 年，Bush 政府
將實施有年的 Medicare 制度開放民營；2013
年，Obama 總統力推的 Affordable Care Acts 全
面實施，美國健保體系雖然經過兩度翻天覆地
的大改變，卻因為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以致
制度越改越複雜，民眾一頭霧水。 為協助民眾
了解美國健保體系的最新近況，本會特別邀請
資深保險專家常中政， 為大家解答一般民眾在
Obamacare 與 Medicare 中常遇到的疑問。常中
政長期從事社區服務工作，以自身專業提供民
眾必要的保險常識，他連續 11 年在休士頓僑
界以 Medicare ABCD 為題舉辦講座，並經常受
邀到各非營利社團機構演講，為民眾解惑。

（ Obamacare 与 Medicare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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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ppendix)：

wind loads simula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for
electrocardiograms,
electroencephalograms
and
bone
mechanics. He is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forensic engineering.

Spanos, Angelaki, Rosenthal
elected to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Spanos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50 technical papers,
authored or edited 18 books and supervised the theses of
more than 75 master’s students and the dissertations of more
than 55 doctoral students. He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the Academy of Europe,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Greece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echanics,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ASCE)
and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
His many honors include the ASME’s Richards Award and the
ASCE’s Huber Prize, A.M. Freudenthal Medal, Newmark
Medal and Theodore Von Karman Medal for lifetime
contributions to engineering mechanics. He has twice received
Rice’s George R. Brown Award for Superior Teaching.

By JADE BOYD
April 23, 2014

Rice University dynamics expert Pol Spanos,
Rice/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neuroscientist Dora
Angelaki and U.S. District Judge Lee Rosenthal, a
member of the Rice Board of Trustees, have been
elected fellow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 one of the nation’s foremost scholarly
honors.
Founded in 1780, the academy is among the oldest and most
prestigious honorary societies in the country. The society’s list
of current and former members includes George Washington,
Albert Einstein and Carl Sagan. The 2014 class of 204 new
members includes Nobel Prize-winning chemist Dan
Shechtman, actor Al Pacino, former Secretary of Labor Robert
Reich, as well as winners of the Pulitzer Prize, the National
Medal of the Arts and Emmy and Grammy awards.

The academy’s new members will be inducted Oct. 11 at a
ceremony in Cambridge, Mass. A list of the new members is
available at www.amacad.org/content/members/members.aspx.
See more at:http://news.rice.edu/2014/04/23/spanos-rosenthalelected-to-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2/#sthash.8j3OCUXt.dpuf

Pol Spanos

Spanos, Rice’s Lewis B. Ryon Profess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s on the dynamics and
vibrations of structural and mechanical systems.
“I’m very honored because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groups in the country, and also, I am excited because this is a
group where you have Nobel Prize winners in various sciences
along with seminal artists,” said Spanos, who joined Rice’s
faculty in 1984. “I love mathematics and poetry, which are
similar in many respects, as well as the etymology of English
words of Greek/Latin origin. And because I strive to be an
engineer with, hopefully, a broad horizon, the potential of
benefiting from the thematic richness of AAAS is truly
enjoyable.”
Spanos’ research group specializes in creating sophisticated
computational models that have been applied to diverse
themes that include vehicle and robot dynamics; estimation of
seismic spectra; flow-induced vibrations of offshore rigs,
marine risers and pipelines; certification of payloads in space
shuttle and space station missions; directional oil-well drilling;
vibration and aseismic protection of structures and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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