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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友会联合论坛 

洛杉矶 2016 

 
在步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五年之际，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正在全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规模发展。这些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也给投资界带来了新的机会。为

了给大家增加一个交流奋斗心得的机会和给创业创投朋友们搭桥，我们多家华人高校校友

会正在联合筹备于今年夏末在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举行一个围绕创新、创业和创投主题的

论坛。论坛将邀请相关领域的朋友们介绍他们的经验、和他们正在进行的努力及对未来的

展望。论坛还将帮助正在创业和寻找投资机会的朋友们建立联系。我们诚挚希望您参加这

个活动，和我们一道分享您的经历，和您在成功中的领悟，及对未来的愿景。 
 
现在论坛活动正在筹备中，计划将在如下时间和地点举行： 
 

时间 

2016 年 8 月 21 日星期日，14:00 – 21:00 （包括晚宴） 
 

地点 

Pacific Palms Resort 
1 Industry Hills Parkway,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4 

http://www.pacificpalmsres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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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基本程序 

13:00 联谊签到    19:00 晚宴颁奖 

14:00 论坛演讲    19:50 校友会介绍 

16:00 创业竞赛    20:10 节目表演 

18:00 三创座谈    21:00 论坛结束 

 

 
注册方法 

参加活动（包括晚宴）报名注册将通过各校友会进行。主办方校友会会员注册费用和方法

请联系各校友会。非主办方注册费为$65。有意报名参加论坛活动者，不论是否校友会成

员，请与各校友会负责人联系注册（见本通知第 6 页）。因座位有限，请尽早注册。注册

截止日期：（1）主办方校友会会员请与本会联系；（2）非主办方参会人士注册 8 月 12
日截止。 
 

 

 
 

 

论坛演讲和三创座谈 
 

论坛将邀请在创新、创业和创投领域里奋斗多年朋友们为大家演讲和座谈。已经邀请的嘉

宾包括： 
 

 
 
 

于刚，岗岭集团（下有 1 药网，1 诊，华中药交所，1 号药城）

董事局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武汉大学学士，康乃尔大学硕士，

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于刚博士是1号店联合创始人，

荣誉董事长，卓尔集团联席主席。曾任戴尔 Dell 全球采购副总裁

和亚马逊 Amazon的全球供应链副总裁。曾任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

分校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和座席教授，著书 4 部，获有三个美国专

利。于刚博士曾于 1995 年在美国创建了科莱科技公司。科莱科技

在 2002 年被艾森哲（Accenture）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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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刚,绿地美国公司总裁兼 CEO。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

管理专业，中国建设部认证的工程监理与注册造价师资质。2003
年 6 月，胡刚加入绿地集团，在东北事业部担任副总经理，负责

“长春绿地上海城”项目。2005 年被绿地集团派赴俄罗斯担任“波罗

的海明珠”项目副总经理，并兼任和芬兰 SRV 集团合资开发的“明
珠广场”购物中心中方首席代表、常务副总经理。2014 年起，胡刚

派赴美国工作，负责管理总投资 70 亿美元的纽约布鲁克林项目和

洛杉矶大都会项目。 

 
 

付鹏, 华普亿方集团总裁, 著名创业教育专家, 中国就业促进会创

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威海创业大学校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阳理工大学、辽宁省大学生就

业局等高校和机构特聘创业导师。华普亿方《创业实训系统》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发展研究”

2008 年度重点专项规划课题《创业实训计算机模拟仿真平台研究》

的成果，该系统是国内第一款系统化、集成化的大学生创业实训

平台。 
 

 
 

应其龙, 1987 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学士学位，

1992 年获上海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95 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99
年-2007 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做博士后。2005 年-
至今作为复旦大学讲座教授，2007 年至今，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干

细胞中心建立独立实验室。应教授长期致力于胚胎干细胞研究，

在研究阻断胚胎多能干细胞分化、大体积无血清培养胚胎多能干

细胞、胚胎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为神经元以及胚胎干细胞分化调

节机制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陈雄，1982 年中山大学地质系毕业，曾任职中国科学院。来美

后成为全美首批拿到ＡＭＰ（美国房地产贷款银行专家） 资格的

唯一华人，创办加州最早由大陆华人创办的房地产贷款银行-美国

万通贷款银行（Home Loan Mortgage Co.），担任总裁、首席执行

官。万通贷款银行可自行审查、批准及放款，每年自行放款额超

过数亿美元。他目前担任西北大学与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并出资

在中山大学建立了地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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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崇武，1993 年获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1999 年获耶鲁大

学电子工程系博士学位，1998 年至 2000 年在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做

博士后研究员，2000 年至今任南加州大学教授。周崇武的主攻方

向为纳米材料，纳米电子学，生物纳米技术和能源纳米技术，在

大规模纳米集成电路、透明柔性纳米显示器件、纳米半导体器

件、新型纳米能源器件和纳米生物传感器等领域作出了非常突出

的成果。 

 
 

章强，现任资立方（Cube Tech Global Asset）CIO，资立方是

中国首家专注于服务中小机构的一站式跨境投资综合服务提供商。

在此之前，曾任中国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 CIO 及副总裁；曾在国内领先的金融机构担任基金

经理及高管职务，曾经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工作，

任资产组合管理分析部副总裁，拥有超过 14 年的投资经验。 
 
 

 
 

安锋, 新能源技术、清洁交通及能源经济学国际知名专家，美国

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及美中清洁技术中心总裁兼执行主任, 清华大

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

理研究所和厦门大学能源学院客座教授。 密西根大学博士，清华

大学硕士，中国科技大学学士. 曾任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高

级研究科学家。中国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的主要奠基人。 并被美

国能源基金会、美国惠普基金会、以及亚洲开发银行聘为顾问专

家. 
 

 
 

欧阳玉岭，天益集团董事长，南开大学天津校友会副会长，

南开大学房地产校友会会长，诗人。1994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管理

系，1997年获MBA学位。天益集团（天津）旗下共有天益京、天

益阳、天益康、天益佳、天益成五个分公司，在生物制药、化工、

食品、房地产、活力养老、医院、科研研究院、农村发展研究院、

进出口贸易等领域均有卓越成就。此外，欧阳玉岭长期致力于支

持文教等社会公益事业，被中华慈善协会授予“中华公益之星”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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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麟，曾任浦发银行总行副行长、平安银行总行副行长、浦

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深圳分行行长、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国际部

总经理、信贷处处长、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国际部副总经理，中

国银联第一第二第三届董事，中国国际仲裁委员会金融分会副主

任，广东省金融同业公会首届监事长。现在国内某知名上市公

司、多家金融集团、多家教育企业担任顾问。复旦大学本科、物

理学士，武汉大学研究生、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复旦大学国

际金融博士后，中欧商学院 EMBA。 
 

 
 

朱裕民，香港理工大学毕业，1964 年在香港开始家族纺织企业

的职业生涯， 1975 年移民洛杉矶。朱和夫人创办服装公司 
California Ivy, Inc.，公司业绩在 17年内成长为 1亿 5千万，于 1992
年被一家世界 500强服装公司收购。朱和夫人留任总裁和副总裁至

1994 年。朱裕民现在是 Compton 水晶赌场和 Bell Gardens 自行车

赌场的合伙人，特殊奥运会董事，南加州大学 Vertibi 工程学院的

理事，亨廷顿图书馆理事会理事，洛杉矶上海人协会会长，中国

日报荣誉出版人，洛杉矶县 Ingelewood 市和康普顿市商会委员。 
 

 

 
 

 

 
 

创业大赛 
 

除演讲之外，论坛还将安排【创业大赛】活动。此活动将邀请华人创新创业团队来介绍他

们的项目，并有科技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企业家、银行家、风险投资人等来对项目做现

场评估，与创业团队进行点评和互动，在项目中甄选出优秀者。请有兴趣参加创业大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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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团队从下述网页了解参赛信息和获取申请表，并请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之前提交报名

表和商业计划书简介。筹委会将在论坛举行一或两周之前组织预赛（日期另行通知），从

中选出数个团队，于论坛当天参加决赛和评估。 
 创业大赛信息及报名网页：http://sites.google.com/site/gxxylhhinnovationcompetition/ 
 递交报名表和计划书电邮地址：startup.competition2016@gmail.com 

 
 

 
 
 
希望您支持、参加和赞助这次活动。如有兴趣赞助或成为主办协办单位及参加筹备工作，

请尽快与我们联系。 
 

高校校友会联合论坛-洛杉矶 2016-筹备委员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电邮 

郦永刚 626-872-7618 ygli@usc.edu 

皮晓青 818-653-2199 jackiexpi@gmail.com 

黄胜和 626-321-5768 shhuang@usc.edu 

傅天雄 714-808-2408 timfu@hotmail.com 

李先进 626-497-8488 advanced.lee@gmail.com 

溫桂芃 909-782-6888 prbrgrace@yahoo.com 

王竞华 626-348-9036 jwang@westernu.edu 

赵国庆 909-319-9178 walter@kaitousa.com 

谢图强 949-205-9380 tqxie@yahoo.com 

邱少怀 949-981-2228 kent@newdreamservices.com 

何宇滔 310-869-7885 he.yutao@gmail.com 

朱宝忠 626-698-2011 zhubaozhong@yahoo.com 

徐蕾 714-497-0126 leixu26@gmail.com 

北奥 714-803-1728 beiao8000@gmail.com 

肖强 949-331-2951 aqxch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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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办方 
 

 
 

 

 
 

赞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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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方(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