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CSTEC）| 美中创新联盟（UCIA）|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CAISTC）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承办单位
美中创新联盟（UCIA）|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

协办单位
大休斯敦合作委员会 | 休斯敦技术中心 | 德州旅游与经济发展局 | 德州医学中心 |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 |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 1898 俱乐部 | 奥斯汀亚裔商会

莱斯恩创新生物医药投资咨询公司 | 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 | 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 | 休斯敦大学 | 美中生物医药协会 | 休斯敦卫理医学研究院

德州农工大学 | Fannin Innovation Studio |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 Versaliux 中美跨境医健加速器 | 奥斯汀资本工厂 | 德克萨斯 - 中国投资峰会

2017 年 3 月 -11 月  中国 • 美国

一轮通知

“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大赛
Competition

苏 州 宁 波北 京 武 汉郑 州



中美创新创业大赛 2017年5月-11月  中国、美国2017 年 3 月至 11 月  中国 • 美国“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大赛
InnoSTARS  Competition

此次大赛将在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美中创新联盟（UCIA）、中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协会主办，UCIA 和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共同承办。整个大赛活动从 2017 年的 3 月至 11 月，期间

共分为“海选、初赛、半决赛、决赛”四个阶段，在中美两国近十座城市举办，评审、筛选出一批由中美团队主导的优

秀创新创业项目。大赛已列入 2017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清单。

大赛旨在有效满足中美之间的创新合作与交流的需求，建立中美创新创业合作机制化工作体系，助力中美科技创新与创

业发展合作，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工作开展推动“中美创新创业联盟”、“中美联合创业

孵化器”、“中美联合产业化园区”、“中美联合创新创业投资发展基金”等成立，帮助优秀项目在中国产业化落地，

实现商业价值化，提供全面服务与保障。

中美创新创业大赛

概
   况

组织规模

● 计划在美国征集不少于 200-300 个项目 海选后 100-150 个项目进入在休斯敦的初赛

● 从中筛选出 50-75  个项目进入在中国各城市举办的复赛

五大领域

先进制造和新材料

可再生能源和环保科技

信息和通信技术

医疗健康和生物技术

农业技术和食品安全

先进制造与材料科学
无人驾驶及智能汽车，增材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机器人，金属 / 金属合金，碳材料 / 碳纤维，复合材料，能源材料

医疗健康与生物科技
医药，医疗器械，数字医疗，基因组学，生物技术，癌症诊断和治疗

可再生能源及环保科技
高能效技术，智能电网与能源存储，生态保护 ，水与废水处理 ，废物回收，空气排放控制 ，太阳能 ，生物质能源，水力及风力发电  

信息与通信技术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金融科技，教育科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

农业技术与食品安全  
可持续发展农业，绿色农业，智能农业，清洁农业，电子商务农业，农业大数据，土壤和水污染治理，食物储存，加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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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  

2017 年 5 月 19 日

中美创新与投资对接大会 

2017 年 5 月 15 日 -17 日

浙江宁波 

2017 年 11 月 18 日

宁 波
新材料

海选   
2017 年 1 月 -4 月

初赛   

中 国

中 国

休斯敦

美 国

美 国或 

旧金山 波士顿
（待定）

组织在美国不同城市按专业领域 8-10 场网络路演      
100 多个美方企业项目分领域
在中美创新与投资对接大会上

现场路演

初赛分会场

半决赛   
2017 年 5 月 -11 月

决赛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  

2017 年 7 月 10 日 -12 日

苏 州
先进制造和 ICT

2017 中国（北京）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2017 年 9 月 25 日 -27 日

北 京
医疗健康和生物技术、

ICT

湖北武汉  

2017 年 10 月或 11 月

武 汉
可再生能源和环保科技

中国（郑州）国际创新创业大会
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2017 年 5 月 28 日

农业技术和食品安全

郑 州

赛区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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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专家

国内大型企业负责人，对投资美国先进技

术和企业有基础

其他专家

专业领域资深专家、国际合作专家

具有中美跨境高技术

投资实践

投资机构专家

投资基金、投资公司、金融机构负责人，基金

规模在 1 亿人民币以上

英语交流

评委

征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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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资格
● 已经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创业企业或拥有技术的个人和团队均可；

● 商业计划应契合科技创新领域范围；

● 参赛项目的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应明确归属参赛企业，并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纠纷或争议。

● 参赛项目有进入中国市场或寻求中国合作伙伴的计划；

● 比赛过程中允许对创新技术研发计划、产业化计划和商业模式进行持续的改进；

征集范围
有创新技术的中小型美国企业、创业企业，包括留美华人及其创业企业。

报名时间

截止美国东部时间 2017 年 4 月 30 日 23:59
参赛团队应于截止日期前在中美创新创业大赛官网 :

(http://www.uschinainnovation.org/innostars/ch/)

提交项目征集表（必须提交）

其他补充书面材料（选择性提交）

项目

征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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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选优胜者
● 晋级 5 月 15 日在休斯敦举行的初赛

● 免费参与 5 月 16 日在休斯敦举行的中美创新与投资

对接大会

● 参与 B2B 对接并与潜在投资人和合作伙伴洽谈

● 在 UCIS 的场地展示项目

● 从每个领域挑选出一个优胜者参加分领域论坛或者在

5 月 16 日的全体会议上做 10 分钟的路演（与会人员

包括潜在中国投资人和合作伙伴）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初赛优胜者
● 免费去中国参与半决赛

● 从全美任意城市到中国的经济舱往返机票

● 在中国 7 天的全部行程安排 ( 最多 3 个城市 ), 包括

酒店、交通、饮食 ( 行程安排价值 $35,000)

● 参与在中国的路演，有机会与潜在投资人和合作伙

伴 1 对 1 面谈

● 在三个城市一共至少对接 30 个潜在投资人和合作伙伴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半决赛优胜者
● 现金奖励及落地奖励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决赛优胜者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奖励

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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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于 1992 年 2 月 12 日成立，是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的全国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的科学技术新社团组织，具有法人地位。

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是从事和促进国际科技合作的非政府组织；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活动的民间平台；

是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工作者的联谊之家；是国外伙伴寻找在中国科技合作机会的渠道和窗口。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经国务院批准于 1982 年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领导下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国家级对外科学技术交流专业机构。其宗旨是通过对外科技交流活动，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的科技、经济

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ITTN)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ITTN-“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是致力于促进国际技术转

移与国际创新合作的专业组织。自 2012 年以来，依托单位北京绿字博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字博明”），

广泛整合国际技术、人才与机构资源，紧密对接国内政府、企业与资本需求，以市场化机制推动资源与需求结合，促

进国际优秀创新成果与先进成果转化经验落地，服务国内。目前，ITTN 已在香港注册为国际组织。绿字博明是注册

于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金 1539 万元人民币，现有员工 90 人开展 ITTN 有关工作。业务上，ITTN 由科技

部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提供指导。作为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ITTN 与协会共同成立了

国际技术转移专业委员会。自 2012 年北京市科委委托“北京跨国技术转移大会组织与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能力提

升”工作以来，ITTN 获得长足发展，目前已与 40 多个国家的 400 多个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合作，基本建立了覆

盖全球的资源协作网络。

美中创新联盟

美中创新联盟是由美国多家知名创新机构发起成立的，致力于推动中美创新合作的非营利组织。其使命是搭建中美创

新与投资高层次交流对接平台，推动中美孵化器、加速器和风险投资等创新机构间的合作，为中国企业和机构投资美

国创新技术和产品，以及美国创新技术公司寻求中国投资，对接中国先进制造能力，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服务。主要工

作包括：与中美著名创新机构合作，每年在休斯敦举办“中美创新与投资对接大会”，每年组织若干次“美国高技术

企业中国巡回路演”，举办中美创新创业大赛，帮助国内高技术园区、企业和机构，进行技术和人才的搜寻。

主办、承办单位

组织单位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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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斯敦合作委员会

大休斯敦合作委员会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简称 GHP) 是休斯敦商业社区的主要倡导者，致力于推动地

区经济繁荣。GHP 与休斯敦市、市长办公室和大休斯敦地区的休斯敦 63 个地区经济发展团体合作 . 它能够为有意在

休斯敦投资或者扩大市场建立分公司的中国投资者提供最直接有效的当地的投资讯息，以及免费的下列咨询服务：协

助进行选址分析，协助评估及申请优惠政策待遇，在申请许可证流程方面提供协助，寻找适合建立经营场所的地点，

提供有关主要商业因素的数据，介绍认识行业领袖，以及当地政府和经济发展组织。

休斯敦技术中心

休斯敦技术中心是一家提供科技加速与孵化服务的非盈利组织，专注于为信息技术、能源产业、生命科学以及航空航

天等领域的科技企业提供技术咨询、项目资金、人脉网络与市场拓展等服务。它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10 家改变世

界的科技孵化器”与“12 家改变世界的商业孵化器”之一。休斯敦技术中心自 1999 年成立以来成功孵化过 93 家创

业公司，帮助过 300 多家客户公司，这些公司共融资超过 25 亿美金，创造了 5000 多个就业岗位，仅仅 2013 年，

休斯敦科技中心的客户公司就为休斯敦经济创造了 6.87 亿美金的价值。

德州旅游与经济发展局

德州旅游与经济发展局是德克萨斯州领先的经济发展机构，致力于推进德州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商业投资目的地，以

创造更多就业引进商机为主要目标。德州旅游与经济发展局的业务开发团队包括 4 个主要部门：战略性业务开发部、

商务协助部、以及商务企划与推广部门。其职能包括帮助从本地到国际公司在德州的业务扩张、资金对接、土地规划

等等，为德州企业的落脚、发展和扩张提供全方位服务。

德州医学中心

德州医学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服务，科研教学及培训中心。德州医学中心内约有 40 多家医学机构，包括 21 家

著名的医院，10 家学术机构，8 家专业教学与科研机构，7 所护士学校，3 所公共卫生学院，3 家医学院，两家药学

院和一家牙医学院。其中包括久负盛名的德州大学安得森癌症中心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休斯敦卫理

医院（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和全美排名前十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TMC 的

加速中心 TMCx 是全美最大的生物医疗公司的加速器。

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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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美科技协会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旅美科协）是 1992 年夏在纽约成立的非政治性，非盈利性的民间团体。旅美科协的三大宗旨是：

促进中美之间文化、科技、教育、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

强旅美学人、华人专业人士之间的团结、合作与交流。

旅美科协是一个跨地区（美国）、跨行业的综合性科技团体，会员主要由来自科技、文化、教育、法律、金融、人文

等各个领域的中国旅美专业人士组成，现有会员八千人。目前在全美有十几个分会及专业学会，会员分布在美国几十

个州，并在中国国内几个城市设立了联络处。总会设执行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还设有董事会、理事会、学术协调委

员会和顾问委员会。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 简 称“专协”) 成立于 1992 年 10 月，驻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地区，现有会员 900 多人。

专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正式注册，为非政治性，非盈利性的中国 旅美科技专业人士团体。其宗旨是促进中国旅美科技

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学术讨论；促进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为会员创造和提供专 业应

用和事业发展的环境和机会。

专协的管理和执行机构为理事会。为了便于从事不同专业的会员开展科技活动，专协设若干下属专业学会。现设能源

科学与工程学会、医学卫生及生物工程学会、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会、环境科学及化工学会、经济与法律学会，

以及商业与管理学会。

1898 俱乐部

一八九八俱乐部（休斯敦）是由北京大学常驻休斯敦的多位校友企业家，创业者建立的创业主题俱乐部。是北京

一八九八的加盟组织。一八九八俱乐部（休斯敦）旨在通过连结中美学校、校友、企业、社会，凝聚多方资源，为海

外校友的创业提供服务。

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

美国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NCSD）成立于 2001 年，是在美国正式注册的符合联邦政府 501(c)(3) 条款的非营利机

构，办公地点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 1701 号。自成立以来，NCSD 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在教育、

能源、环境（3E）领域多层次交流，以及通过在 3E 领域实施示范项目，展示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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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亚裔商会

奥斯汀亚裔商会从奥斯汀市政府获取资金，以支持当地的亚太裔美国人商业活动，为亚太裔美国人民发出声音。商会

积极拓展与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支持奥斯汀的商业机会，并管理奥斯汀 - 巴基斯坦企业合作项目。奥斯汀亚裔商会

与奥斯汀黑人拉丁裔和同性恋者商会一起，组成奥斯汀多族裔商会联盟并合办活动，提供和举荐人脉资源。

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

作为硅谷地区规模最大的高科技行业盛会之一，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简称：硅谷高创会）已成为连接中美两

岸辐射北美及亚太地区的高端国际会议。硅谷高创会专注高端会议服务，融合中美政界，商界，企业界，投资界等业

界专业人士，全力打造集人才，技术，资金为一体的交流平台。自 2011 年创办以来，每届硅谷高创会均于秋季在硅

谷中心城市举行，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持，已逐渐成为硅谷的年度期待盛事。

莱斯恩创新生物医药投资咨询公司

莱斯恩创新生物医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LSN）通过采购平台促进了早期生命科学交易。该平台确保高层领导能够找

到一家适合他们的企业。专家们利用莱斯恩制定出一份可行的目标清单，大大提高了市场营销的效率。莱斯恩的市场

调查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一是新兴的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企业；二是莱斯恩记录早期生物科学投资者的动向，确定

是谁填补了风险资本留下的空白。莱斯恩研发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方法，能够持续记录最新的动态市场。

休斯敦大学

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简称 UH，属于研究型大学。该校学科涵盖以下领域：财经类、法律、工程技术、

管理、环境、建筑、教育、理科学、旅游、农林类、人文艺术、社科类、生物、体育、新闻传播、信息科学、医学、语言、

自然科学。休斯敦大学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公立大学，位于休斯敦市中心东南区。在 1927 年 3 月 7 日创立，

拥有近 35000 名学生，是德克萨斯州的第三大学府。卡内基评一流研究大学。

休斯敦大学位于全美的第 4 大城休斯敦〈Houston〉，位于德州〈Texas〉的东南部。休斯敦大学在地理位置上与休

斯敦市中心相去不远，休斯敦大学的学生必须在他们就学时就要学着去接触多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而邻近全美的

第 3 大港，UH 的学生也似乎比其它地区的学生更早社会化。

美中生物医药协会

美中生物医药协会（CABA）是一所非营利专业组织，2007 年 5 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注册成立。该协会致力于提高

公众对促进医药与生物制药产业的意识以及促进生命科学、国际生物医药创新与商业发展领域的专业交流。鉴于大多

数成员都是有中国血统的科学家，美中生物医药协会主要涉及两个领域：（1）是促进美国医药与生物产业的平台；（2）

是连接成员包括企业与中国科技商业资源的桥梁，促进世界医药与生物产业之间的合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

中国和美国都组织举办了科技商业与社会活动研讨会，促进了成员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我们汇聚了全球的成员、科学家、

专家、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通过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合作发挥出他们的最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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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卫理医学研究院

卫理医学研究院坐落在德州医学中心的全美领先的综合性教学医院之一，休斯敦卫理医学中心，聚集了世界各地顶尖

临床科学家，拥有多达 800 多类的临床试验。卫理医学研究院致力于加速实验成果与临床运用的转化，在心血管手术、

癌症、癫痫治疗、传染疾病、神经科学等领域都有着重大突破。

Fannin Innovation Studio

Fannin Innovation Studio 是一家致力于商业化创新的生命科学发展集团，其团队成员都是拥有多元化商业背景、丰

富经验及创业能力的高层。在这样团队的领导下，Fannin 与极具潜力的创新者合作，共同成立并管理创业公司，为

其提供办公空间、原始资本以及大量的资源。为了解决造成休斯敦商业化差距的根本问题，Fannin 直接与该市一线

的高级教育机构合作，吸引有志者加入它的学徒计划。该计划为员工提供在职培训，共同实现企业的商业化。

德州农工大学

德克萨斯 A&M 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简称 TAMU，又称德州 A&M 大学、德州农工大学，是一所世界

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全美规模第六大的大学。学校成立于 1876 年，主校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卡城（College 

Station），是北美顶尖大学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成员之一，也是东南联盟（SEC）的成员之一，在各种世

界大学学术排名中长年稳居全球前 100，美国前 50，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并称为德克萨斯州的两大旗舰学府。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简称 UTD），是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查德森市的

一所世界顶尖高等学府，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美国一流公立大学，隶属于美国顶尖的德克萨斯大学系统。该校是德

克萨斯大学系统中奥斯汀分校外，又一所期望发展为美国前五十的学校。该校成立于 1969 年，是美国近年来发展最

为迅速的大学之一。该校在 2017 USNEWS 美国本科综合排名第 146。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管理学院（Naveen Jindal School of Management）和工程学院（Erik Jonss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最富盛名。管理学院的学术水平在全美乃至全球都有较高声望。

Versaliux 中美跨境医健加速器

VesaliuX 跨境医健加速器，总部位于美国医疗之都休斯敦，辐射中美两地。VesaliuX 致力于帮助美国成长期的医疗

科技和大健康类企业寻找中国的投资、合作伙伴，并帮助中国的公司、投资者发现最具价值的美国医健技术和项目。

VesaliuX 不但拥有中美两国高质量的医健网络资源，同时其核心团队在相关领域有着多年咨询、投资经验。欲知详情，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esali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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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资本工厂

奥斯汀资本工厂位于奥斯汀市中心，是奥斯汀的最重要的创业中心之一。它占地面积达 50000 平方英尺，服务包括

针对创业技能训练的课程，寻找合伙人的社交活动，孵化器内更有共创办公空间、资金支持以及专家指导。资本工厂

加速器关注于为高科技创业公司以不到 100 万美金的资金创造 100 万美金的盈利。

德克萨斯 - 中国投资峰会

德克萨斯州 - 中国投资峰会是一场为期两天的大会，目的是引入中国投资到德克萨斯州中部。大会的最终目标是：促

进德克萨斯州与中国彼此在官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宣传德克萨斯州的投资机会，吸引中国投资者

投资德克萨斯州的项目。

合作伙伴

休斯敦天使网络

休斯敦天使投资网络（HAN）是德州历史最长的天使网络，是一个为创业者服务的非盈利机构，也是美国最活跃的

天使投资社区。2001 年成立以来，它一共投资了 7400 万美金，超过 238 个投资协议在这里达成。仅 2015 年，

HAN 的成员便在 46 个交易中投资了 1243 万美金。

奥斯汀技术牧场

奥斯汀技术牧场专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知识储备、全方位支持以及灵感激发的各类项目，让创业与准创业者们在严峻

的全球性挑战中站稳脚跟。至今为止，超过 5500 为创业者在这里接受专业的创业咨询与培训，建立了实现了多达

570 项商业计划。

美国达福创投跨境加速器

美国达福创投跨境加速器致力于投资医疗保健、医疗器械、生命科学、汽车、能源、科技、媒体和通信领域的创新企业，

在技术转移、企业创立以及兼收并购和股权投资方面有 20 多年的经验，咨询委员会拥有中国、日本、爱尔兰、德国

等多家世界各地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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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斯健康投资加速器

达拉斯健康投资加速器是一个由专家顾问领导为动力的种子加速器，主要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在数字健康、移动健

康以及医疗设备等方面的科技公司。它提供为期 12 周的创业项目，为相关领域的早期创业公司提供初期中投资顾问

咨询、办公场所、策略性资源帮助创业公司快速成长。

奥斯汀 G51 放大器

G51 一直以来致力于通过它们在创业者、高校以及各大公司的全球网络加速创新。它拥有着来自世界 500 强的管理

层经验，行业领头人的独特视野，以及来自 15 所高校超过 70 位的投资专家坐镇。在超过 20 年的风投经验里，G51 

凭借着严格的专利审核程序，为许多高潜力的创业公司寻找到了精准的扩张商机。

中国国际蓝科创新奖

中国国际蓝科创新奖旨为中国和国际的创新环保技术公司搭建平台，证明其市场可接受性，获得与国际专家、企业和

投资商交流机会，拓展海外技术合作，树立业界领导地位。

名都环保

名都环保是一家为国际环保技术主管提供有关中国议程建议的商业咨询公司，名都环保致力于支持客户抓住中国机遇，

同时控制风险。

名都环保咨询分为四个方面：市场咨询，试点咨询，投资咨询和品牌营销。 简单地说，名都环保不仅能帮助环境技术

公司提高在中国的现有业务绩效，还能帮助新兴公司。

大奥斯汀商会

大奥斯汀商会是一个成员主导的民间组织，服务于 2800 家企业、社会组织、教育机构和个人，旨在促进地区经济繁荣，

为成员提供有效支持。

德州生命科学技术协作中心

德州生命科学技术协作中心（TLC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任务是招聘并保留后孵化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公司到德

克萨斯州乔治城。 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由乔治城市，乔治城商会，西南大学和乔治城独立学区提供赠款和支持。 

TLCC 还有一个教育任务，包括开发员工以满足当地生物技术公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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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敦分会）

美国中国总商会（英文名称为“China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 U.S.A.”简称“CGCC”）成立于 

2005 年，是代表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的非盈利组织。总商会旨在为来美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服务，维护中资企业的合

法权益，争取相关利益，促进中美两国的商业交流与合作。总商会会员涵盖在美国投资的各类中资企业及与中国有业

务往来的美国当地企业，其中 40 家会员企业位列世界 500 强。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在美各地有 6 个分会，分别在

芝加哥、纽约、华盛顿、休斯敦、洛杉矶和旧金山。休斯敦分会服务范围涵盖美国南部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

密西西比、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奥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八州及波多黎各。

AccelerateH2O

AccelerateH2O 是德州研发与技术基金会下的一家非营利机构，由执行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理事会组成，拥有大

量的合作伙伴和分支机构。AccelerateH2O 突破了之前的障碍，将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投入使用。

休斯敦大学亚美研究中心

1995 年休斯敦大学亚美研究中心成立于休斯敦大学，全心全意服务于学生、教职工和管理人员，得到了休斯敦领导

的大力支持。亚美研究中心的成立得益于亚裔美人所做出的贡献，包括在文化、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语言等方面。

亚美研究中心负责建立休斯敦大学与全球亚洲或亚裔美国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它关系到亚洲国际学习项目的发

展。休斯敦大学亚美研究中心是一所各学科交叉研究的机构，主要研究生活在美国乃及全世界的亚洲人或亚裔美人，

旨在形成新知识，增强学习意识，为借鉴亚洲人或亚裔美人的经验创造更多的机会。

ISHOW

ISHOW 是一场为硬件企业量身定做的全球竞赛，旨在设计并策划将有形产品引入市场。ISHOW 注重“社会创新”，

也就是通过企业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在非洲、印度和美国都举办 ISHOW 活动并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意见书。获胜

者能够分享他们的奖金和设计。ISHOW 是一个遍布全球的网络，成员包括工程师、生产者、梦想家、设计家、投资

家和企业家。

维赛利斯创投

维塞利斯创投建立与 2002 年，一直以来致力于加速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 尤其关注基于信息技术的远程医疗类项目，

这样的独特视角使得他们能够挖掘更多的新兴科技并带入全球市场。利用自己在医疗领域多年的长期经验和专业技能，

维塞利斯创投为早、中期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经验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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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门集团

中门集团是首个的特制的国际投资银行以及咨询公司，致力于带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实践。中门集团充分开发集团高

层得天独厚的资源，长期与中国最活跃的投资公司有着密切往来。一直以来，他们为一系列国际客户对接中国的政府

机构、监管部门和知名行业从业者，提供交易咨询等服务，高效探索并开发中国资本市场。

Wonka Lab

一家新兴公司——帮助全球各地企业获取资源及投资以加速企业发展。

International Accelerator

IA 专注于投资非美国公民的公司。IA 为客户提供在美国创立公司所需要的种子基金、 优质导师与服务，IA 团队有多

年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设计和创业专长，以及行业专家、 活跃投资者与潜在客户的资源。IA 的目标是引进并帮助

创业公司发展独立壮大，使其能在市场上有自身产品竞争力。

真如投资

北京真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1-04-12 在朝阳分局登记成立，是一家专注于在金融领域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金融理财、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等。公司与诸多金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其提供定制

化的服务。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均在金融行业拥有 10 年以上的经验，拥有固定的客户关系和资源。

Z H E N R U
I N V E S T M E N T

奥斯汀市经济发展部

奥斯汀市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技术、创新、能源、劳动力开发、音乐和创造力领域的领导者，并取得了显著的业务扩

张与整体发展。

该市经济发展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在美国少有，但为奥斯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为了有效地

支持并促进业务发展，经济发展部在整合全球重心的同时，通过文化艺术、音乐、市区重建 / 商业区、经济和小企业

项目支持本地的发展计划。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IC2 研究所

IC2 研究所是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创业致富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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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爱德华大学

圣爱德华大学是一所小型的罗马天主教大学，坐落在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中心，成立于 1885 年，是闻名全美的自

由艺术学府。在 2009 年美国西部地区大学排名中，圣爱德华大学位于第 23 名。曾六次被美国的 News & World 

Report 评为美国西部最具影响号召力的 25 所办学机构之一，被 The Princeton Review and Campus Compact 选

举为向导性的学院代表。

奥斯汀世界事务委员会

奥斯汀世界事务委员会服务于对世界事务感兴趣的德克萨斯州中部居民，无论他们的年龄和背景。我们的使命是向他

们提供高质量的项目和活动，并建立与国际专家和决策者进行互动的渠道。奥斯汀世界事务理事会关注三个领域的项

目：文化、教育和全球贸易。

美中合作委员会

美中合作委员会是经美国政府批准注册的非盈利机构，其宗旨是团结中美各界力量，增强双方了解和互信，推动中美

之间在经贸、科技创新、 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与高层交流。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老布什任美中合作委员会名誉主席。

名誉董事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泰德·波、前休斯敦市长、美国康菲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和篮球明星姚明等。

 

 

 

 

 

 

 

 

                                                                                                                             

 

 

 

 

 

 

 

 

US China Partnerships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o support continue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furth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shared dialogue in business, 

innovation, culture,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s.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serves 

as the Honorary Chairman and the Honorary Directors include Yao Ming, U. S. Congressman Ted Poe,  

Former mayor Annise Parker among others as distinguished Board of Directors.  

 美中合作委员会是经美国政府批准注册的非盈利机构，其宗旨是团结中美各界力量，增强双方了

解和互信，推动中美之间在经贸、科技创新、 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与高层交流。美国第四十一

届总统老布什任美中合作委员会名誉主席。名誉董事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泰德·波、前休斯敦市长、

美国康菲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和篮球明星姚明等。 

 

休斯敦技术中心中国创新中心

休斯敦技术中心中国创新中心成立的中美跨境创新合作平台 - 海外侨梦苑，引进“影响世界的十大孵化器之一”休斯

敦技术中心创新品牌、创新管理标准和创新资源建立国际孵化器和加速器，旨在为侨梦苑提供国际化创新生态环境，

为中美企业提供高端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服务。

 

 

 

 

 

 

 

 

 

 

Houston Technology Center China Innovation Center (HTC China) provides cross-border business 

acceleration and innovative incubation both in USA and China, helps to expand HTC client companies’ 

presence in China and brings HTC’s best practices to China. Cooperating with 16 major high tech zones in 

China, HTC China offers current members and other startups in USA with tremendous direct marketing 

and capital access opportunities in China. HTC China also provides full servic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who need a presence in USA. 

休斯敦技术中心中国创新中心成立的中美跨境创新合作平台-海外侨梦苑，引进“影响世界的十大 

孵化器之一”休斯敦技术中心创新品牌、创新管理标准和创新资源建立国际孵化器和加速器，旨在

为侨梦苑提供国际化创新生态环境，为中美企业提供高端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服务。 

 

 

 

名都传媒

名都传媒是一家营销与传媒公司，旨在支持 B2B 和 B2C 客户向北美的中国家庭、企业和投资者销售他们的产品。

无论是珠宝、时装、房地产还是银行，名都传媒都能够在各个方面帮助营销人员组织活动，吸引北美大量的中国人。

媒体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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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万维读者网初创于 1998 年，是集新闻时事、娱乐生活、信息服务、原创互动为一体的综合性中文网站。18 年 来，

万维人踏实做事、勤恳经营，始终秉承“创造全球华人精神家园”的宗旨，陪伴在许许多多的华人朋友身 边，共同经

历丰富人生。目前，网站拥有 200 万常规用户，分别来自北美、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及其它国 家和地区。每天

看万维，不仅是海外华人的日常习惯，更是他们打开天窗，了解世界的最佳途径。

DEMAND 

Demand 提出了相关需求，旨在对现在和未来的工程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专家提出挑战，以创造和重塑服务于全球的

有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需求的特征是需要原创，要求从技术和全球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分析报道。需求内容要

求由需求主管编辑和独立的编辑顾问委员会（由公认的社会创新者和技术领导者组成）指导和审查。



更多信息，请浏览网站

“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大赛
 uschinainnovation.org/innostars/ch/

国际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李俊明

电话：010-84351699-8033

手机：18627152571

邮箱：lijunming@ittn.com.cn

美中创新联盟 

Rindy Zhang（美国休斯敦）

电话：+1 (713)357-9513

邮箱：info@uschinainnovation.org

联系我们：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郑水华、颜晓虹 

电话：010-68511828, 010-68527069

传真：010-68515808

邮箱：irs@cstec.org.cn
yanxh021@126.com

苏 州 宁 波北 京 武 汉郑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