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2016 年 9 月 30 日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ST News Letter 2016   No.: 3 

 
专协通讯 2016  第  2  期    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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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协组织参观 3D 打印技术公司 

 专协网站全面更新重新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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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委书记会见专协理事徐谷峰一行 

- 专协参加成都海科会系列活动 

- 珠海市香洲区委托专协设立休斯敦联络站 

- 专协与南京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专协与淄博市共建技术转移中心 

 专协重要通知 

-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选举提名小组通知 

- 2016 年度恒丰银行“优秀高中生奖学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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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新会员及会员服务信箱 

专题报道 

莱斯大学校方代表孙月萍女士受聘专

协名誉顾问 

2016 年 7 月 6 日，莱斯大学校方代表/校长夫人

孙月萍女士受聘中国旅美专家协会(CAPST)名誉顾问。

仪式在校长办公室举行,程晔增理事主持名誉顾问聘

请仪式。出席的嘉宾有: 莱斯大学校长 David Leebron,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刘红梅副总领事, Baker 智库，

美国亚洲协会，旅美专协会长和理事, 中组部千人计

划、中科院百人计划组委会等。 

 

莱斯大学校长 David Leebron 致词时表示，中国

留学生影响力大增，中国学生比例占了莱斯大学全校

学生 5%，学术及研究上也有着相当优异表现。莱斯

大学也和中国顶尖大学保持着良好互动关系，孙月萍

此次担任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名誉顾问，对中美教育交

流产生正面影响力。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会长何瓯代表协会颁赠聘书给

孙月萍，并表示旅美专家协会将持续推动各项活动，

帮助专协与主流有更紧密交流，相信孙月萍能扮演着

相当重要的角色。而孙月萍表示相当荣幸能接受名誉

顾问一职，希望能竭尽所能的来协助专协。出席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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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专协理事还有李守栋，林起涌程晔增,陈卓，

申下雨等。 

 

 

副总领事刘红梅推崇莱斯大学和专协在推动学术

与教育交流的贡献，她也表示总领馆很乐意提供协助，

促进中美双边合作。 

 

 

Rice 官方的新闻报道（见 Appendix B）： 

http://news.rice.edu/2016/07/08/sun-appointed-
honorary-adviser-to-capst/ 

孙月萍女士是有“南方哈佛”美誉的莱斯大学校方

代表和校长夫人，她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美交流，是令

人称道的“中美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 

孙月萍女士介绍： 

http://www.professor.rice.edu/professor/Ping_CV.as
p?SnID=660451134 

 

 

专协组织参观 3D 打印技术公司 

在李守栋理事的筹划下，CAPST 于 8 月 31 日组

织参观了 3D 打印技术和服务公司 Engatech Inc. 三维

打印技术是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的一项先进

制造技术，目前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凭借这项

技术，人们可用各种材质设计并制造出很多传统制造

技术难以完成的物品。 

Engatech 是德州非常有影响力的三维打印技术服

务公司。公司技术人员为专协成员作了生动有趣的知

识讲座，介绍了三维打印机的打印原理和不断扩展的

应用领域。 

 

 

（专协组织参观 3D 打印技术公司） 

专协网站全面更新重新上线 

在专协会长和彭罗汉等多位理事的倾力推动下，

专协网站(www.capst.org) 实现全面改版更新，于 9 月

重新上线。这一及时举措将推动专协各项工作的进一

步开展，对提高专协影响力和加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

交流和宣传有深远影响。欢迎会员们访问我们的新网

站，重新填写申请表以方便会员登记管理，并且为网

站的改进与完善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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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新网站 www.capst.org 全新上线） 

专协国内工作开展 

 

旅美专家协会参加成都海科会及成都

创新创业大赛活动 

9 月中旬，徐谷峰理事率多位专协成员参加了

2016 海科会。由中国科协举办的中国（成都）海外人

才创新创业大赛于 9 月 17-19 日在成都举办。 

徐谷峰前会长代表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参加了同期

举办的第七届海专会长会议。 

 

（专家协会参加成都海科会） 

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会见专协理事 徐

谷峰一行 

7 月 18 日上午，安徽省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在合

肥市会见了专协前任会长徐谷峰博士一行。 

 吴存荣对徐谷峰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其关心

支持家乡经济社会建设，积极引进海外高端技术和高

科技产业项目来肥发展表示感谢。徐谷峰对市委、市

政府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对家乡社会经济发展和日新

月异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徐谷峰还向各位领导介

绍了美国旅美专家协会的发展情况，双方并就相关事

宜进行了交流与洽谈。 

 

 

（合肥市委书记会见专协理事徐谷峰一行） 

香洲区设立海外引资引智工作美国休

斯敦联络站 

近日，珠海市香洲区设立海外引资引智工作美国

休斯敦联络站，委托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在全球开展招

商引资、人才项目引进有关工作。双方合作协议书已

于今日签署。 

专协与南京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6 年 9 月，南京市麒麟科技创新园和专协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在以下三个领域开展合作： 

(1) 开展海内外引才引智与招商引资活动； 

(2) 开展海内外科技交流与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

行动； 

(3) 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人才项目申报、政策咨

询、项目策划、产品推广等服务。 

专协与淄博市共建技术转移中心 

2016 年 9 月，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DSL 美国海洋集团和专协三方签订协议，一致

同意共建“DSL（淄博）技术转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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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重要通知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选举提名小组通知 

专协年会将于 12 月初召开（另见通知）。在此

大会上，我们将按专协章程选举新一届理事会。本届

专协理事会推选李民、杨晓卓、张自洪、陈勇军和何

瓯组为选举提名小组成员，由李民任组长。选举提名

小组希望专协会员（包括现任理事会成员）能踊跃报

名参选下一届的理事会，为我们的会员服务。您如果

愿意参选专协新一届的理事会，为专协贡献您的时间

和服务，请在 10 月 15 日以前将下资料电邮到 
maxlee@capst.org 

(1) 120 到 150 个词汇的个人英文简介。 
(2) 一张个人的电子照片。并在电邮的主题一栏

填上”CAPST Candidate”。选举提名小组感谢

您踊跃参选。 

如果您对职务分工有特别的喜好或专长，也可在

邮件中说明。 

 

2016 年度中国旅美专家协会-恒丰银行

“优秀高中生奖学金”申请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专协）是 1992 年成立的经

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注册的非政治,非盈利性的中国旅

美科技专业人士团体。恒丰银行是一家华资美国银行，

并拥有联邦存款保险（FDIC）,位于德州休士顿的百

利大道, 并有其他 7 间分行。 

为了激发休斯敦华裔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热爱

关心社区的热情，专协与恒丰银行于 2010 年 11 月特

设立专协恒丰银行奖学金。此奖学金有别于其它众多

奖学金，她是专为高中在校生而设立，帮助青年学生

为日后的求学与求职打下良好的基础。 

专协恒丰银行奖学金面向休斯敦地区在校高中学

生（不包括 2016 年秋开始就读大学的高中毕业生）。

申请人除填写申请表以外，须提供申请表中所要求的

证明如学习成绩单、社区义工证明等。 专协恒丰银行

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每次 5-8 名学生。获奖学生将

获得专协颁发的奖励证书和$1000 奖金。 

基金会 2016 年度将于 9 月 12 日开始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获奖名单将于 11 月

宣布，并于专协年会上举行颁奖典礼。 

侯选人由自荐和他人推荐产生。获奖人将由评审

团根据候选人所提供的材料评审决定。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欢迎个人、公司和各种商家捐

款。凡连续 5 年每年捐款$1000 以上的团体或个人，

可以设立个人基金（奖学金），可以由该团体或个人

命名并用来资助特定方向的学生。 

谨此，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会长及 1000 余名会员

真诚呼吁休斯顿各侨界人士和公司竭诚捐款，设立更

多的专项基金（奖学金），造福华人后裔；同时也热

诚 欢 迎 休 斯 顿 高 中 生 积 极 报 名 参 选 。 
欲知详细情况及申请资料，敬请关注中国旅美专家协

会 www.capst.org。申请表格下载：http://capst.org/，
点”Scholarship” – “Application” – “download form”.  申
请材料请寄到: 

CAPST Education Foundation 
5925 Sovereign Dr., Suite 5 
Houston, Texas 77036, USA 

并以 PDF 的方式发送给下列联系人： 

陈卓：lucychenzhuo@gmail.com 

范玉新: yuxin1688@gmail.com 

 

专协专题讲座 

 
 CAPST/CAPA 共同举办 BP/CAPA 2016 Career 

Development Forum 

8 月 6 日，专协和华人石油协会共同主办了

2016 职业发展论坛。反响非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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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石油协会 2016 职业发展论坛） 

 

 专协为领馆工作人员举办眼科知识讲座 

7 月 27 日，陈卓理事应邀为领馆工作人员举办

了眼科知识讲座，并介绍了一些眼睛保护的常

识和方法。讲座非常成功，李大使和夫人，刘

红梅副总领事，及领馆工作人员与家属约 30 余

人到场听讲，会后的检查更是深受欢迎，大家

排队等着各项检查，活动到 6点钟才结束。 

 

 “劳工法中创业与裁员的法律知识”讲座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将于 10 月 15 日举办“劳工

法中创业与裁员的法律知识”讲座 

主讲人：陈帆律师 (元臣主任律师、创始人) 

元臣国际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之一。中国外交学

院学士学位，休斯敦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德

克萨斯州执照律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律

师；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会员。陈帆律师在职业

移民、劳动雇佣法、公司人事管理培训方面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熟悉公司法、商法，担

任几十家中国领先企业在美公司的法律顾问。 

话题包括：联邦、德州劳工法简介、雇员的权

利、义务，职场歧视； 裁员大潮中雇员不当被

解雇，裁员中的维权（遣散费与离职前的面

试）；创业：在美国当雇主需要知道的基本法

律，雇佣整个阶段（招聘、面试、试用、培训、

升职、奖惩、开除、裁员）；华人企业劳动雇

佣实际案例。 

 

时间：10月 15 日（星期六），10:00 am -

12:00 pm. 

地址：11200 Westheimer，Suite 205, 

Houston, TX 77042 

 

 专协将举办 2016 年高中生升学讲座 

专协成功举办过多次高中生升学经验交流会。以

往的讲座大多由刚进名校的大学生或刚被名牌大

学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去年

举办了子女教育座谈会，完全由家长来主讲。今

年我们打算从大学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准备高等教

育入学。我们特别邀请了私立莱斯大学和公立德

州农工大学的招生官为大家分享讲解大学入学准

备及申请程序。欢迎家长和学生参加！ 

 

时间：2016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10-12 点 

地点：1650 Hwy 6, 3rd Floor, Sugar Land, 

TX 77478 

形式：panel discussion 

主讲人：莱斯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的招生官 

(Rice University and Texas A&M University 

Admissions Officers) 

主持：蒋建军 

联系人：何瓯 (手机：281-797-5614，

ou_he@yahoo.com, 微信：heou88) 

赞助：美金榜美国留学升学咨询服务公司

（www.meijinbang.com ） 

 

 地产投资讲座 

10 月 22 日，美地主地产公司申小雨女士将为对

地产投资感兴趣的人士举办一次地产投资讲座。 

 

 

 

 

 

 

 

 

 

会长专栏 (President’s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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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九月专协理事会会议近日在李

民家召开。推心置腹地交流时

提到了专协最近几年的衰落，

现在休斯敦华人社团如雨后春

笋，和专协竞争。我们显得老

态龙钟，有些落伍。我们需要

思考如何找出自己的特色，发

挥优势。我想起自己两年多前

刚当上理事时徐谷峰会长让我帮助专协进入主流社会。

我当时不知从何下手。 

今年我当上专协会长后代表专协参加的第一次

活动就是出席华人石油协会（CAPA）的年会。发现

他们会议上有很多老美，会议节目单是英文的，几

乎整个会议都是用英文进行。我很惊讶。之后去他

们的网站，发现是英文的。我决定向他们学习，所

以把我们的新网站也设计成了英文。我和晔增今年

有同感  –  不好意思告诉老美我们的网站，因为是中

文的，设计精美的 20 年画册也拿不出去，全是中文。 

另外我曾经是台湾华人社团 CPC (Chinese 
Professional Club)的成员，他们的所有活动和交流也

都用英语。 

今年 5 月由领馆科技组牵头，中美创新联盟主办

的活动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主流社会参与。 

我认为我们专协的出路是进入主流社会，这样

我们才能从中国城，同乡会超脱出来。我们 7 月 6日
在莱斯大学聘请孙月萍女士为荣誉顾问时整个活动

都用的英文，Rice University 专门报道了该活动。 
 
I’m going to switch to English. We must mainstream. To 
do so, we can do the following: 

1. Start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so that 
Americans can participate 

2. Open membership to non-Chinese and recruit 
American members 

3. Join local chambers, for exampl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Most chambers offer 
discount rate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4. Invite Americans to be our honorary advisors and 
board members 

5. Reach out to mainstream news media for 
upcoming events, news conference, PR, etc. 

6. Conduct our annual conference in English, 
starting with the program and announcement 

and invite our American colleagues, friends and 
news media 

7. Network with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 such as American Geological 
Society,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Houston 
Technology Center, Rice Alliance. 

8. Assign one board member to focus on this. 
Yezeng is a great candidate. I can also help out. 

This requires big changes. Are you up to the challenge? 
 
Thanks, 
 
Michelle 
2016 CAPST President 

 

欢迎新会员 

近期有许多位专家学者加盟专协， 壮大了专协的队伍。

其中包括： 

Yuqi Shi 

Katherine Lee 

等几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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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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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ppendix A： 
 

孙月萍女士受聘专协名誉顾问 

莱斯大学官方新闻报道 

http://news.rice.edu/2016/07/08/sun-appointed-
honorary-adviser-to-capst/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 Y. Ping Sun has been appointed 
honorary adviser to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PST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promotes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provides 
servi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ts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her role as honorary adviser, Sun will 
help Rice make progress toward its strategic initiatives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o enhance research. CAPST presented a certificate to Sun 
in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during a July 6 ceremony led by 
Yezeng Cheng,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s board of 
directors. Pictured (from left) are Rice President David Leebron, 
CAPST Vice President S. David Li, Sun, CAPST President 
Michelle He and Hongmei Liu, deputy consul genera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Houston. (Photo by Jeff Fitlow) - 
See more at: http://news.rice.edu/2016/07/08/sun-appointed-
honorary-adviser-to-capst/#sthash.alwdKdc8.dpuf 

 

 

Appendix B： 
 

2016 年度中国旅美专家协会-恒丰银行“优秀高中

生奖学金”申请 （英文通知） 

2016 CAPST AFNB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Announcement 
 
CAPST (capst.org),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ed in October 1992, is 
a registered, non-political, non-profit,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https://afnb.com/index.html) is an Asian-American owned 
National Bank with full FDIC insurance coverage, 
headquartered in Houston, Texas.  

In order to motivate Houston Chinese students to work 
hard and get involve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CAPST 
and AFNB jointly established C CAPST AFNB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in November 2010. This scholarship 
is dedicated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helping them build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college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scholarship is open to Houston area high school 
students (excluding recent high school graduates who 
started college fall 2016.) Applicants need to fill out an 
application form, and provide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required, such as transcripts, awards, community service 
certificates, etc. This scholarship is awarded to 5-8 
students each year. Each scholarship recipient will 
receive $1000. 

CAPST Education Foundation will begin to accept 
applications for 2016 scholarship on September 12, 2016.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October 31, 2016 (application 
materials must be received by mail or email by this day.) 
The scholarship recipients will be announced by 
November 30, 2016, and receive their award at 2016 
CAPST annual banquet. 

Applicants can self-nominate or be nominated by 
someone else. Scholarship winners will be selected by 
the awards committee, using set criteria. CAPST 
welcomes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donations. Any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who have donated more than 
$1000 a year for five years can have a scholarship 
named after them. 

CAPST president and 1000+ members hereby invite 
Houstonians and corporations to generously donate, and 
establish trust or scholarship to benefit our children; we 
also invite Houston area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appl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go to our website to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form: http://capst.org. Click 
on ”Scholarship” – “Application” – “download form”.  
Please mail your application materials to 

CAPST Education Foundation 
5925 Sovereign Dr., Suite 5 
Houston, Texas 77036, USA 
 
And email the PDF files to 

Dr. Lucy Chen: lucychenzhuo@gmail.com 
Dr. Frank Fan: yuxin1688@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