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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又声出席旅美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宴请 
http://www.chinanews.com.cn/zgqj/news/2010/03-05/2154547.shtml 
 

 
 
中新网 3 月 5 日电 3 月 4 日晚，国侨办副主任许又声出席旅美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

会宴请时与会员热烈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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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又聲：為國服務渠道多 
http://special.uschinapress.com/shtc/2010-03/05/content_369551.htm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usa/uslocal/chinapress/20100304/23371242268.html 
 
【侨报记者林菁芝加哥 3 月 4 日报道】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许又声 4 日在芝加哥出席旅

美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才协会（简称科工专协会）的欢迎宴会。 
 
许又声向在座的专业人士介绍了国内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对高科技金融人才的需求。许

又声指出，中国的发展吸引着海外人才回国服务，许多科技专业人才想回去，他们希望政

府能保证他们“三高＂：高薪水，高住房，高职位。实际上，现在都是企业和个人之间的

双向选择，企业如果觉得你是人才，用高薪聘请你，政府也管不了，如果觉得你不是人

才，你自己觉得是人才也没用，政府也帮不了你。因此，回国不要轻率，最好利用时间回

国走走看看，先了解国内情况，等到找到个好“婆家＂再回去，那样最好。同时，为国服

务的渠道很多，不一定是回国创业，也可以回国讲学，介绍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这是

一种很好的方式。 
 
科工专协会成立于 1992 年，在大芝加哥地区拥有一千多名会员，会员从事科技，金融，

教育等行业。协会主席周麓波，理事会主席郭海波等约二十名科工专协会成员参加了宴

会。出席宴会的还有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黄屏，国侨办国外司副司长董传杰、国外司美大

处处长陈泽涛，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谢云亮，领事文雪，副领事赵玉庆等。 
 
许又声当天还走访了希林协会中文学校，在该协会执行主席杨八林陪同下参观了中文学校

课后班。 
（编辑：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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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for the News  with video 
 
http://gate.sinovision.net/index.php?module=news&act=details&col_id=3&news_id=126192 
 
 
 
 
 
 
 
 
 
 

 
3 月 3 日下午,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许又声在华人咨询服务处举行侨胞座谈会，听取海外侨

办的心声。左一，科工专副会长梁琨；左二，科工专法律顾问黄振东。 
 

 
阎维文“阎将军”与粉丝们一起合影。右四，科工专副会长郝志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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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专暨十大校友会: 虎年新春晚宴圆满落幕 

http://ny.stgloballink.com/chicago/201003/t20100302_1279637.html 
 
http://www.chineseofchicago.com/Content.aspx?nid=583 
 

文章来源：星岛日报   时间：2010 年 03 月 01 日 
敬请注意:新闻转载,新闻内容不代表本网立场 
本帖点击次数：35  次 评论： 0 条 
 

 
嘉宾合影，前排中为黄屏总领事，前排右三为周麓波会长 

  
旅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科工专）携北大、清华等十大校友会、华人金融学

会 27 日在西郊隆重举行新年晚宴，旅居大芝加哥地区的华裔专业人 士、学生学者们数百

人欢聚一堂，庆祝虎年新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黄屏总领事希望科工专在新的一年中

为促进中美友好交流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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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专会长周麓波会长代表主办方感谢各方嘉宾的到来，周会长表示，科工专在 5 年前开

始同各大校友会合作举办社区活动，凝聚华人社区，创造了双赢局 面，他希望大家在新

的一年中继续努力，加强合作。周麓波表示，虎年将是龙腾虎跃的一年，他祝福各位在新

年的一年中实现自身事业发展的大跳跃，祖国经济建设 也能大跳跃。 

 

晚宴现场 

 

二胡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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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麓波会长（中）与新生代 Rap 网络说唱歌手孙诚（左）及其搭挡张宁（右）合影。 

孙城、张宁 二人当日以一曲《在美国》火遍全场. 

 

科工专前会长杨春来（右）同美女歌手何英(中)，妇女会商会会长王健（左）合影 

 
 
中领馆黄屏总领事出席了当日的活动，黄屏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经过 30 年改革开放，已

经来到了世界舞台的中心，中美双方的友好合作将惠及全世界，中国经济建 设所取得巨

大成就，离不开海外华人华侨的贡献。黄屏表示，科工专以及各大校友会、专人人士组

织，可谓凝聚了芝加哥地区的华人精英，在促进华人社区发展，推 动中美友好交流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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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面起着不可替代的作用。在虎年新春，黄屏总领事祝福科工专会务繁荣，祝各位在学

业、科研、事业等各方面再创佳绩。 
 
当日的晚宴由新亚电视台主播王鹤，东方艺术团小品、话剧演员部瑞志共同主持，风格幽

默诙谐，大受欢迎。主办方为当日提供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及抽奖活动。 二胡协奏、

小提琴表演，让宴会充满欢快气氛，浙江大学校友会何英，为大家献上多首节庆歌曲，优

美的旋律与美声功底折服全场。最近以一首《中国制造》说唱歌 曲在网络上声名远扬的

伊州理工大学校友孙诚，当日为大家演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并引来众多粉丝要求合

影留念。 
 
本次新年晚宴的主办方还包括天津大学校友会、南开大学校友会, 、复旦大学校友会、浙

江大学校友会、 南京大学校友会、中科大校友会、武汉大学校友会、华中科大校友会，

协办单位包括大芝加哥地区华人妇女商会、东北同乡会、江苏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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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专举办新春联欢晚宴 
 
http://chinajournalus.com/news-info.aspx?nid=2716 
 
录入时间:  2010-03-05, 点击: 1555 
 神州时报 > 
 
【本报记者林湄摄影采访报导】2 月 27 日晚，科工专与多个社团协会在西北郊 Hoffman 
Estates 的金宝饭店隆重庆贺新春佳节。此次春节餐会主办的单位有旅美中国科学家工程

师专业人士协会，清华大学校友会，北京大学校友会，天津大学校友会，南开大学校友会,  
复旦大学校友会, 浙江大学校友会, 南京大学校友会, 中科大校友会, 武汉大学校友会, 华中

科大校友会, 华人金融学会等。并由大芝加哥地区华人妇女商会, 东北同乡会, 江苏同乡会 
协办。数百人共聚一堂，庆祝新春。 
 
当晚的晚宴由王鹤和部瑞志主持，会长周麓波首先发言表示 5 年前开始同个大校友会合作

联办社区活动，凝聚社区华人，先已取得了明显的成效。他希望大家的心的一年中加强合

作，并点名虎年是跳跃的一年，祝愿大家在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成绩，得到大跳跃，祝愿祖

国的经济也有更大的跃进。 
 
中领馆黄屏总领事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经过 30 年的改革开放，现已来到世界的舞台中

心，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巨大成就，离不开海外华人华侨的贡献。黄屏表示，科工专以及

各大校友会、专人人士组织，可谓凝聚了芝加哥地区的华人精英，在促进华人社区发展，

推动中美友好交流与合作方面起着不可替代的作用。在虎年新春，黄屏总领事祝福科工专

会务繁荣，祝各位在学业、科研、事业等各方面再创佳绩。 
 
晚会还将安排猜谜，游戏，卡拉 OK 等互动娱乐节目，各个节目都让晚会充满了欢快的气

氛，期间主办方也为来宾准备了二胡协奏、小提琴表演、女生独唱等多个节目表演，一曲

由伊州理工大学的校友孙诚演唱的『中国制造』将场上气氛推向高潮，得到了到场来宾的

阵阵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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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t links 
http://ny.stgloballink.com:82/chicago/201003/t20100302_1279637.html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il/6495832/article-
%E8%BF%8E%E6%96%B0%E6%98%A5-
%E8%8A%9D%E5%9F%8E%E5%A4%9A%E6%A0%A1%E6%A0%A1%E5%8F%8B%E6%
9C%83%E9%BD%8AHifh?instance=il_bull_lef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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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ese.people.com.cn/GB/10570915.html 

打造良好环境 旅美科工专成立创业交流俱乐部 
张大卫 

 

2009 年 12 月 14 日 08:43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 国副总领事谢云亮（右三）及侨务、科技组领事与科工专协会和创业交流俱乐部的主

要负责人在成立大会上。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谢云亮应邀出席了成立大会并讲 话。中

国驻芝加哥侨务组和科技组的领事、科工专协会会长周麓波、理事长郭海波、政府关系委

员会主席杨春来和近百位专业人士出席了成立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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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副总领事谢云亮（右三）及侨务、科技组领事与科工专协会和创业交流俱乐部的

主要负责人在成立大会上。 
 
   中新网 12 月 13 日电 据《芝加哥华语论坛》报报道，近年来，积极创业的旅美华

人越来越多，他们迫切希望有一个交流的平台，大家相互扶持，一起来探讨在 创业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并能取得来自各方面的帮助。旅美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简称科工

专协会)一个新的专业委员会——创业交流俱乐部应运而生。当地 时间 12 月 12 日下午，

在大芝加哥西北郊的假日饭店举行了成立大会。 
 
  创业交流俱乐部首任主席李东舸说，旅美华人积极创业，不仅对华人 团体在海外的

影响力和形象有正面意义，对于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经济转型也可产生推动作用。他说，

对于打算创业的人来说，希望你们能得到帮助而开始为创业打 基础做准备；对于已经有

项目或企业的人，希望你们能在这里获得帮助而走向成功。我们以团体的形式帮助大家打

造更好的创业环境，建立起更有效的沟通桥梁。我 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团体中，不管你

在某方面具有专项知识或经验，你的一些人脉，你的建设性的想法，都将使大家受益。 
 
  中国驻芝加哥副总 领事谢云亮应邀出席了成立大会并讲话。他向创业交流俱乐部的

全体成员表示祝贺。他说，中国采取了很多举措应对金融危机，实现了“保八”的目标，大

抓科技创 新和扩大内需，正在进行全方位的产业转型。任何人不管持有什么立场或意识

形态，都不能不承认中国经济取得了巨大进步。创业交流俱乐部的成立正当其时，现在 
创业一定会有更多的机会，有更加广阔的空间。“天道酬勤”，大家只要努力就一定会有回

报。他称赞科工专协会为美国中西部和中国一些省市的合作牵线搭桥，组 织招聘活动，

做了很多工作，非常好。 
 
  科工专创业交流俱乐部的成立受到不少专业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家保险公司从事

数据分析的孙伟女 士对记者说，我觉得这个交流平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单个人奋斗，

不如组成团体，大家可以交流体会，共享经验教训，也容易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对于想

创业的 或暂时不打算创业的都很有益处。 
 
  在创业交流俱乐部成立大会后，紧接着还举行了以“早期天使及风险投资”为主题的首

次研讨会。中国驻芝 加哥侨务组和科技组的领事、科工专协会会长周麓波、理事长郭海

波、政府关系委员会主席杨春来和近百位专业人士出席了成立大会。据悉，包括刚刚成立

的创业交 流俱乐部在内，科工专协会目前已经有了十四个专业分会，涵盖了电子通讯、

机械工程、生物医药、工商管理等多个领域。(张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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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雇员到老板 
2010 年 3 月 6 日（星期六）上午, ACSE 创业交流俱乐部举办专题讲座。 讨论作为一个高

级打工者，如何把自己转成一个老板？如何寻找、鉴别与购买别人现有的企业，实现自己

的老板梦。 
 
本次研讨会我们有幸邀请了两位专家 Rob Strickland 和 Hao May 作企业购买与发展的专题

报告，相信您会受益匪浅 。Mr. Strickland 拥有 23 年的企业管理的经验，其加盟的

Entrepreneur’s Source 是一家专注于企业买卖及发展的专业服务公司。Mr. Strickland 将在

讲座中为大家介绍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企业，如何鉴定与估价，如何得到帮助使自己快速

从雇员转换成老板，把自己接手的企业办好壮大。 
 
 郝美英（Hao Y. May）律师是位于芝加哥市的 MayGlobe Law Firm 的创始人，专门就中

国和美国公司的贸易和商务活动提供法律服务。郝律师毕业于西北大学法学院法，她先后

在三家极负盛名的美国和国际律师事务所担任律师事务九年，并在这些律师事务所的纽约, 
香港和芝加哥办公处工作。郝律师将为我们介绍公司买卖与创建的一些典型问题：设立公

司的法律实体形式，合并收购，股权转让，合同起草和谈判等。 
 
ACSE 创业交流协会真诚地邀请您参加本次研讨会。研讨会后，安排自由交流时间，与芝

加哥地区创业人士交流创业体会与经验。 
 
 
 

ACSE 创业俱乐部和 苏州科技园见面会 
苏州科技园（SIP）的代表将于 2010 年 3 月 14 日（星期天）在 Holiday Inn, ROLLING 
MEADOWS, IL 举办一个简短的见面会。向有兴趣在苏州科技园投资的企业和个人介绍苏

州的政策。根据他们的要求，他们仅希望见已有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因此，这次见面会必

须先按以下要求在本周五 11：00pm 前注册方可参加。 
 
注册方法：发邮件至 contact.entrepreneu rclub@gmail. com 
 
邮件 Title: Suzhou 
 
邮件内容：项目名称，每个参加者姓名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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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专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协助无锡市引进创业领军人才 
文章来源：本网综合报道   时间：2010 年 03 月 09 日 
敬请注意:新闻转载,新闻内容不代表本网立场 
本帖点击次数：32  次 评论： 0 条 
 
http://ny.stgloballink.com/chicago/201003/t20100311_1285767.html 
 http://www.chineseofchicago.com/Content.aspx?nid=619 
 
 
中国江苏省无锡市“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无锡北创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与旅

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协会（科工专）, 8 日在芝加哥签署合作协议书。双方就高

科技创业人才交流及项目合作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刘玉海总裁（左）与周麓波会长代表双方签署合作伙伴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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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现场 

 
 
 
 

 
左起：黄晓东、梁琨、周麓波、刘玉海、郭海波、潘伟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刘玉海，与科工专会长周麓波当日在芝加哥市中心

约翰汉科克大厦（John Hancock Center）签署了上述协议。科工专董事长郭海波，副会长

梁琨、副秘书长潘伟，财务黄晓东出席了当日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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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双方签署的仪式，科工专将在无锡市设立工作联络处，而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则将在科工专的大力协助下，在芝加哥建立人才引进工作站。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总裁刘玉

海表示，他曾多次来美商务考察，得到了科工专协会的大力支持，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很高兴能同科工专达成合作协议，帮助无锡市引进领军型海外留学归国创业人才。 
 
刘玉海表示，欢迎广大华裔高科技人士联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回国期间到无锡参观访

问，了解创业机遇。无锡市政府对于优秀的人才及创业计划，将提供政策及创业风险投资

等全方位的优惠待遇。 
 
据介绍，无锡政府正在推动的“530 计划＂，以吸引在海外工作的领军型科技创业留学人

员为宗旨，海外的科研、技术领域带头人，拥有独立知识产权和发明专利者是无锡市

“530 计划＂的重点人才引进对象，所设计的科研产业领域包括传感网、新能源、新材

料、生物、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六大新兴产业，以及电子信息、机械装备、文化创意等

产业。 
 
科工专会长周麓波表示，无锡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科工专非常荣幸与无锡方面

达成合作协议，科工专将为无锡市引进高科技创业人才提供一个平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

做出贡献。同时，科工专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的建立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将为科工专会员

回国创业、洽谈项目提供特别的优惠与便利，为大家创作更广阔的机会。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www.wxidg.com）是无锡市人民政府于 2008 年 4 月出资成

立的一家国有独资企业。作为无锡市 6 家国有集团之一，旗下现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

27 家，包括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家上市公

司，以及城区唯一的“三创载体＂无锡市北创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和无锡市最大的以政府

资金为主导的风投企业无锡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涉及汽车关键零部件、纺织及机械

制造、科技地产、创投业风险投资、电子等多个领域，注册资本金为 23.8 亿元，总资产

94.45 亿元，净资产 45.40 亿元。 有关无锡市“530 计划＂详情，可上网了解

（www.china530.gov.cn）。有关科工专详情，可上网（www.acse.org  ）了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