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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e Summit 2018 on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Leadership 

The 26th Annual Conven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 Technology USA 

October 12-14, 2018, Yale University, USA 

2018耶鲁科技创新与经济领导力高峰论坛暨中国旅美科协第26届年会 

创新驱动和合作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高科技领域诸如电子信息技术及其安全、生物医药

新技术与人类健康、绿色环保和新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正迎来新浪潮并极大地推进经

济发展。同时，教育、文化等领域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所有这些发展和进步对科技创新和投资

引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成立于 1992年的美国“中国旅美科技协会”（CAST-USA 或旅美科协）

已成长为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综合性科技组织之一，秉承跨学科跨地区合作及服务社会的传

统，在美中两国民间科技交流中长期发挥着独特的桥梁和平台作用。为在新时期进一步推动美中

两国的科技交流合作、促进经济发展，CAST-USA 定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到 14 日

（星期天）在美国康州耶鲁大学举办“2018 耶鲁科技创新与经济领导力高峰论坛暨中国旅美科

技协会第 26届年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  

    本次峰会由旅美科协全美总会主办、旅美科协康州分会承办、各分会和驻中国办事处、联络

处协办，并得到美中两国诸多相关机构的支持或协办，参会主体为旅美华人科技精英和教育文化 

等领域专家。我们将延续和发展以往各届论坛的传统，拟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和中国科学

院和工程院院士、国际科技创新领袖、美国和中国知名高科技企业家、创业者、金融风投机构及 

著名高新创业区专家和美中两国大学知名人士参加；也拟邀请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官员和议员，

中国常驻联合国、驻美国使领官员，侨办、侨联、欧美同学会等与科技和经济交流相关的中央和

地方负责人和中美交流知名人士参加。 

    此次大会有三大主题：科技前沿亮点，创新项目和人才对接，和美中科技经济合作。第一天 

10 月 12 日以投资美中科技经济合作交流为主轴。第二天专注于科技、教育、经济前沿研究高端

论坛，颁发旅美科协 2018 年度三大卓越领袖大奖、同时举办旅美科协杯 2018 年度创新创业大

赛、举办国际优秀青少年科技竞赛等。第三天实现创新项目对接和人才交流，将邀请美中著名创

业园、孵化器、高校、企业等单位的科技专业人士举行创新创业和智力、项目、资金对接和人才

招聘大会。详细日程将同时发布在总会和康州分会网站 www.CAST-USA.org and www.CASTCT.org。  

    本次年会已确定的演讲嘉宾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主

任 Ronald R. Breaker 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微生物病理学系主任 Jorge E. 

Galan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暨北大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教授。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此次盛会！如有任何建议，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此致,  

敬礼！ 

美国“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会长，潘星华教授  

美国“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总会董事会主席，蒋为民教授 

第 26 届旅美科协总会年会筹备委员会共同主席, 2018年 4月 1日 

联系邮箱: Partnership@CAST-USA.Net and CastCT.Org@Gmail.Com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mailto:Partnership@CAST-US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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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耶鲁科技高峰论坛合作方案选项一览表 

 

单位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职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办公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电子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网站链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 州/省 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 国家 _____________ 

合作选项编号(1-20)______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额$ ______________ 

参会代表人数 _____ 所有代表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逐项填写以上表格, 并与单位的电子版宣传材料同时送至联系邮箱:  

Partnership@CAST-USA.Net and CastCT.Org@Gmail.Com 

 请在邮件主题项(Subject)注明:  “CAST-USA Convention 2018–(机构名称)” 

 支票支付:   CAST-CT 

 支票寄至: CAST-CT,PO Box 7888, New Haven, CT 06519, USA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和您的团队积极地参加此次盛会！对您的真诚合作，我们将感激不尽！ 

 

第 26届旅美科技协会总会年会筹备委员会领导小组 
旅美科技协会总会副会长，资金管理负责人, 郑芳林 

  旅美科技协会总会副会长，年会筹备负责人, 廖宏 

1.  大会冠名权          

2.  钻石级赞助           

3.  创业大赛冠名权               

4.  晚宴冠名权           

5.  专题冠名-卓越科技领袖奖      

6.  专题冠名-优秀青少年科技奖    

7.  专题论坛冠名权(6 专题)       

8.  专题论坛专题赞助    

9.  金牌赞助                

10.银牌赞助                

11. 铜牌赞助                     

12. 创新决赛一等奖冠名权        

13. 创新决赛二等奖冠名权        

14. 创新决赛三等奖冠名权        

15. 晚宴赞助                     

16. 晚宴买桌                   

17. 展台宣传                  

18. 年会会刊 广告全页            

19. 年会会刊 广告半页            

20. 协会网站广告(-年)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mailto:Partnership@CAST-US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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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耶鲁科技高峰论坛合作方案选项细则 

峰会大会冠名权   
特别邀请为峰会协办单位 

特别邀请为主会场主讲嘉宾 

 单位商标将出现在主会场演讲台上 

主会场特别布置宣传横幅 

会场入口醒目地点布置展板，横幅, 会场播放宣传视频 

单位广告出现在年会会刊第一内页 

委派 15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展台宣传 

 中文媒体专访和宣传报道 

 协会网站首页刊登公司商标和网站链接，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通过协会平台免费发送讯息 

自动成为终身协会会员 

钻石级赞助商   

创业大赛冠名权   

晚宴冠名权   
特别安排为晚宴演讲嘉宾 

 委派 10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上刊登整页广告 

报道大厅醒目地点布置展板，横幅，会场播放宣传视频 

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展台宣传 

中文媒体新闻发布 

 协会网站首页刊登公司商标商标和网站链接, 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通过协会平台免费发送讯息 

自动成为终身协会会员 

专题冠名权 - 卓越科技领袖奖  
 单位名出现在奖上 

安排为晚宴演讲嘉宾 

 委派 10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整页广告 

报道大厅醒目地点布置展板，横幅，会场播放宣传视频 

特别宣传横幅 

展台宣传 

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中文媒体新闻发布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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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网站首页刊登公司商标和网站链接, 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通过协会平台免费发送讯息 

自动成为终身协会会员 

专题冠名权 - 国际优秀青少年科技奖  
 单位品牌出现在奖项中 

 委派 5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半页广告 

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中文媒体新闻发布 

 协会网站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通过协会平台免费发送讯息 

自动成为一年协会会员 

专题论坛冠名权 (6 专题)    
1) 生物医药与健康：生物科技及制药新技术与疾病防治 

2) 信息技术：物联网，机器认知和大数据及其安全 

3) 美中关系：美中关系、经济、金融、投资 

4) 绿色能源：绿色环保和新能源技术 

5) 教育文化：国际教育技术和文化交流 

6）人才交流: 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和国际人才合作 

安排为专题或者晚宴演讲嘉宾 

 单位商标将出现在专题论坛演讲台 

 委派 10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半页广告 

报道大厅醒目地点布置展板，横幅 

 专题论坛会场播放宣传视频 

宣传单将被发送到每个参会人手里（或手机版宣传） 

展台宣传 

当地中文媒体宣传报道 

 协会网站首页刊登公司商标和网站链接, 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通过协会平台免费发送讯息 

 自动成为 2 年协会会员 

专题赞助商   
安排为专题演讲嘉宾 

 委派 5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机构名称将出现在年会会刊 

横幅悬挂在专题会场 

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展台宣传 

中文媒体报道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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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鸣谢中 

 自动成为一年协会会员 

金牌赞助商   
安排为专题或者晚宴演讲嘉宾 

委派 10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半页广告 

会场明显地段广告展板 

横幅悬挂在会议现场 

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展台宣传 

中文媒体报道 

赞助商鸣谢 

 协会网站首页刊登公司商标和网站链接, 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自动成为 2 年协会会员 

银牌赞助商   
 委派 5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半页广告 

会场明显地段广告展板 

横幅悬挂在会议现场 

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展台宣传 

中文媒体报道 

 赞助商鸣谢 

 自动成为 1 年协会会员 

铜牌赞助商   
委派 3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横幅悬挂在会议现场 

宣传单发至与会者手中（或手机版宣传） 

中文媒体报道 

 自动成为 1 年协会会员 

创新决赛奖项赞助 
*凡提交创新项目并且进入预赛项目第一申请人，免大会注册费。 

1）一等奖冠名权   
立即获得全部参赛项目 

委派 10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半页广告 

会场明显地段广告展板 

横幅悬挂在会议现场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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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发至每个参会者（或手机版宣传） 

展台宣传 

中文媒体报道 

 赞助商鸣谢 

 自动成为 2 年协会会员 

2） 二等奖冠名权  
立即获得冠名项目及一周以后获得全部非签约项目 

委派 5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年会会刊半页广告 

横幅悬挂在会议现场 

宣传单发至与会者手中 

中文媒体报道 

赞助商鸣谢 

自动成为 1 年协会会员 

3） 三等奖冠名权  
立即获得冠名项目及两周以后获得全部非签约项目 

委派 3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横幅悬挂在会议现场 

宣传单发至与会者手中（或手机版宣传） 

中文媒体报道 

赞助商鸣谢 

 自动成为 1 年协会会员 

晚宴赞助  
张晚宴入场券 

桌上写明赞助公司名 

 委派 1 名代表免大会注册费 

晚宴买桌  
张晚宴入场券 

展台宣传  
 5X3 台面  

年会会刊广告 
 彩色全页   

 彩色半页   

协会网站广告(1年) 
 协会网站首页刊登公司商标和网站链接, 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网站赞助商专栏刊登公司广告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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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科协年度诺贝尔奖主旨嘉宾介绍(2015-2017) 

中国旅美科协自 2015年起，迄今已 3届年会特别邀请了三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做精彩

的学术演讲，彰显世界顶尖级卓越的学术贡献和成就。旨在以其为成功楷模，鼓励和激励海外华

人科学家和科技创新企业家为科学奋斗和为人类造福的崇高精神。 

 

 

2015 Keynote Speaker, 23
rd

 CAST-USA Annual Convention, Washington D.C. 

Dr. John C. Mather,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高级

天体物理学家。 
Dr. John C. Mather is an American astrophysicist, cosmologist and Nobel Prize in 

Physics laureate (2006) for his work on the Cosmic Background Explorer Satellite 

(COBE) with George Smoot. This work helped cement the big-bang theory of the 

universe. According to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 "the COBE-projec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osmology as a precision science." Mather is a  

Senior astrophysicist at the U.Page 3 of 14S. space agency's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GSFC) in Maryland. In 2007, Mather was listed among Time magazine's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In October, 2012, he was listed again by Time magazine in a special issue on New Space 

Discoveries as one of 25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space. 

 

 

2016 Keynote Speaker, 24th CAST-USA Annual Convention, Salt Lake City  

Thomas C. Südhof, MD, 20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斯坦福大学教授。美籍

德国生物化学家，以研究突触传递知名。2013年，他和理查德·舍勒分享了拉

斯克基础医学奖；同年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Dr. Südhof is a Nobel Prize laureate,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and the Avram 

Goldstein Professor in Stanford University. Dr. Südhof is also a Professor of 

Molecular & Cellular Physiology,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Dr. Südhof has won 

many awards, including W. Alden Spencer Award, Wilhelm Feldberg Award, U.S. National Academy 

Award in Molecular Biology, Bristol-Myers Squibb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 Bernhard Katz Award, Biophysical Society, Kavli Prize, Passano Foundation 

Award, Albert Lasker Award for Basic Medical Research, and 2013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17 Keynote Speaker, 25th CAST-USA Annual Convention, New York City 

Dr. 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曾被《时代》杂

志评为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Professor Stiglitz is a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received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2001. and 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 in1979 for his work. 

He is a former s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economist of the World Bank and is a  

former chairman of the (US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Dr. Stiglitz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n the world today, and in 2011 he was named by Time magazine as one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http://www.cast-usa.org/
http://www.cast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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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科协年度三大奖得主介绍(2015-2017) 

中国旅美科协设立科技领袖三大奖的宗旨在于树立北美华人科学家和科技创新企业家的成功楷模，

彰显新一代华人的卓越学术贡献和成就，鼓励和激励海外学人为科学奋斗和为人类造福的崇高精

神，促进华人学者的团结和合作及其与美中社会的交流。旅美科协科技领袖三大奖分别是： 

 卓越科学家奖 CAST-USA Outstanding Scientist Award 

 卓越科技创新奖 CAST-USA Outstand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ward 

 卓越科技企业领袖奖 CAST-USA Outstanding Enterprise Leadership Award 

自 2015 年起，迄今 3 届年会已评选庄小威、李凯、陆奇、张翔、陈列平、王中林、张首晟、张

益唐、谢晓亮等 9位旅美华人科技领袖获得大奖。 
 

 

 
 

2015年旅美科协卓越科学家奖, 庄小威博士, 生物物理学家，哈佛大学讲席

教授和高等成像中心主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1996年获伯克

利大学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在斯坦福大学诺贝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的实验室

从事博士后研究。她发明的随机光学重建显微镜（STORM）与诺奖得主 Eric 

Betzig 的成果不相伯仲。2003年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34岁

时成为哈佛大学的化学和物理双学科终身教授。2012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士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2015 年旅美科协科技创新卓越奖, 李凯博士，计算机专家。普林斯顿大学

计算机系终身教授。1983 年获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后，师从世界上

第一个“图林奖”获得者艾伦·佩利斯，1986 年获博士学位。在计算机领域

特别是分布式计算取得杰出的研究成就，提出了分布式存储（Distributed 

Shared Memory, DSM）的设计思想, 对后来的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甚至今

天的云计算都有深远的影响。2012 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 以表彰他在数

据储存和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2015年旅美科协科技企业卓越领袖奖, 陆奇博士，曾任微软集团全球执行副

总裁、微软在线服务集团总裁，现任百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百度董事

及董事会副主席。1996年获得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并继续

其博士后的研究工作。1998加盟雅虎，2006年被提升为雅虎的资深副总裁，

2007被再次提升为雅虎执行副总裁。2008年加盟微软任执行副总裁, 在线业

务部门总裁，微软四大业务部门负责人之一。2017年加入百度，担任总裁兼

首席运营官、董事会副主席。 
 

 
 

2016 年旅美科协卓越科学家奖, 张翔博士，美国工程院院士、加州伯克利

分校教授。1996 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系博士。任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特级教授（chancellor's professor）、美国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主任，他主持研制的隐身衣，被美国《时代》杂志列入 2008 年十大

科学发现。2010 年发明世界最小纳米激光器并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2012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于 2017 年被任命为香港大学第 16 任校长，

任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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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旅美科协科技创新卓越奖: 陈列平博士, 耶鲁大学免疫学教授, 肿瘤

免疫治疗的先驱。开创了运用共刺激和共抑制分子增强肿瘤免疫反应并以此

治疗癌症的全新理念。2006年首发全球抗PD-1抗体治疗癌症的临床试验,奠

定了抗 PD-1/PD-L1 抗体用于治疗晚期癌症的基础, 被《科学》杂志评为

2013年度重大科学突破之榜首。已发表300多篇研究论文、综述及专著章

节，并主编了2本学术专著。2014年免疫学威廉•科利奖William B. Coley 

Award, 2016年美国免疫学会斯坦曼奖AAI-Steinman Award, 等。 

 

 

2016年旅美科协科技创新卓越奖: 王中林博士, 欧洲科学院院士、佐治亚理

工学院教授, 佐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校董事讲席教授，Hightower终身讲席教

授，化学系和电机系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首席

科学家和首任所长。美国物理学会, 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S)，美国材料学

会，美国显微学会和美国陶瓷学会的fellow。发明了压电纳米发电机和摩擦

纳米发电机，首先提出自驱动系统概念。已发表1100篇期刊论文，200项专

利，和5本专著。论文被引用的H因子是153，世界最杰出科学家排第25名。 
 

 
 

2017 年旅美科协卓越科学家奖： 张首晟博士,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电子工

程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 J.G. Jackson 和 C.J. Wood 讲座教授。2007

年，发现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杂志评为“全球十大重要科学

突破”之一。基于他对拓扑绝缘体和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开创性研究，张首

晟已包揽物理界所有重量级奖项，包括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

奖、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学奖和富兰克林奖章。

2017 年，手性马约拉纳费米子的存在“天使粒子”合作发表在《科学》杂志

上。任丹华资本创始董事长。丹华资本已达$9000万，已投资了 12家公司。 
 

 
 

 

2017年旅美科协卓越科学家奖: 张益唐博士,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数学

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于2013年4月17日向《数学年刊》投稿证明存在无

穷多对素数相差都小于7000万的重要论文《质数间的有界间隔》。同年5月

21日被《数学年刊》接受，于2014年发表，创下该刊创刊130年来论文接受

时间最快的记录。证明了在数字趋于无穷大的过程中，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

于7000万的素数对。因此成就于2014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2013年晨兴数

学卓越成就奖和 Ostrowski奖、2014年美国数学学会柯尔数论奖、2014年罗

夫·肖克奖、2016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等。 
 

 
 

 

2017 年旅美科协科技创新卓越奖: 谢晓亮博士,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知名

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1990 年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博士学位，

现任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北京未

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ICG）。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学者中

受聘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第一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

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是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之一. 曾获阿尔伯尼生

物医学奖，美国物理学会青年光谱学家奖、以色列总统奖，求是杰出科学家

奖等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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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介绍 

美国“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简称旅美科协,或 CAST-USA）是 1992 年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的非

政治性、非营利性的民间专业人士团体。旅美科协的三大宗旨是：促进美中两国间科学和技术、教

育和文化、商业与贸易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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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跨地区（在美国）、跨行业的综合性科技团体，旅美科协会员主要由来自科技、文化、

教育、法律、金融、人文等领域的中国旅美专业人士组成，现拥有会员近万人。许多会员在世界 500

强企业或知名大公司、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从事科技开发和研究工作，其中不少已经成为中、高层

管理精英和知名学术领䄂。目前在全美有十六个分会及专业学会，并有 6 个分会正在筹建。会员分

布在美国几十个州，并在中国国内十几个省市设立了代表机构，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 3 个

办事处和其他省市 9 个联络处，8个联络处正在筹建中。 

旅美科协总会设董事会、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目前，执行委员会下设总会秘书部、组织部、

外联部、学术部、创业部、教育与人才部等。旅美科协总会还设有名誉顾问委员会、学术顾问委员

会、会长顾问委员会、学术协调委员会和创新创业协调委员会等。旅美科协成立以来的名誉顾问包

括陈省身教授、宋健教授、杨振宁教授、谈家桢教授、朱光亚教授、陈香梅女士、田长霖教授、周

光召教授、朱丽兰教授、路甬祥教授、邓文中先生，及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尼埃尔·谢赫特曼教授，

马里奥·卡佩奇教授等学术及社会知名人士。 

旅美科协总会及各分会定期举行学术研讨活动，为会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并定期组织职业

发展、及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为会员们提供学习、工作及生活方面的交流平台。旅美科协总会定

期出版《海外学人》杂志及实时通讯，内容包括介绍协会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对外交流和合作活动、

及美中两国科技界、工商界的最新动态，也包括各种工作与投资机会等许多会员们切身关心的内容。 

旅美科协总会及各分会每年举办包括全国年会及分会年会、学术讲座等在内的几百次大中型科

技活动，活动中旅美科协邀请美中两国各界知名人士对所关心的学术、科技、经济、金融及社会问

题进行探讨和交流。旅美科协注重与其他专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不同学科领域华人之间及其

它侨团的交流，同时促进美中两国间科技人才的沟通和科技的发展。旅美科协总会和各分会也越来

越重视与当地的美国社会包括政府机关及商业、文化机构的交流，与所在地的主流社会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 

旅美科协总会每年都由其不同的分会承办举行全美科技大会，参加者和嘉宾由来自美国、中国

及部分其他国家的科技、经济、金融专家和科技创新企业明星，及创业园等相关政府部门人士组成。

大会颁布旅美科协卓越科学家、卓越科技创新领袖、和科技企业卓越领袖等三大奖得主，迄今 3 届

已评选庄小威、李凯、陈列平、张翔、张首晟、谢晓亮、张益唐、王中林、陆奇等 9 位旅美华人科

技领袖获得大奖。大会还举办旅美科协杯创新创业大赛、国际优秀青少年科技竞赛和美中科技智力、

项目及资金交流、对接活动等多项活动。旅美科协总会第 26 届年会暨科技创新与经济领导力 2018 

耶鲁高峰论坛暨中国旅美科协第 26 届年会将于 10月 12-14日在美国康州耶鲁大学召开。 

旅美科协总会现任会长潘星华，董事会主席蒋为民，理事会主席陈志雄，候任会长焦德泉。旅

美科协前历任会长为周华康、章球、徐震春、陆重庆、马启元、周孟初、谢家叶、肖水根、石宏、

邹有所、林民跃、王飞跃、李百炼、左力、沈陆、陆强、曾大军、方彤、盛晓明、蔡逸强、于浩、

宋云明、陈志雄和蒋为民。总会网站：www.CAST-USA.org 和 www.CAST-US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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