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ED: c/o Vangebovej 61, DK-2840 Holte, Denmark; E-mail: aced@aced.dk; Http://www.aced.dk 

 

 

 

 

Association of Chinese Engineers in Denmark 
 

 

简  报 
 

2006年第1期  創刊第01期 07/04/2006 
 
 

 

--------------------------------------------  卷首语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工作简报今天问世了。 

 

编辑这份简报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和通报协会的工作，加强各方面信息交流，增进会员对

协会工作的了解和支持，促进团结与合作，从而达致共同发展的目的。 

 

简报是大家的简报。全体会员的参与、支持和关心是简报成功的关键。希望大家积极投

稿，献言献策，共同办好我们自己的刊物。 

 

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复活节假日愉快！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秘书处 

           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 

 

------------  李庆峰荣获工学大博士庆祝暨“生活在丹麦”专题研讨会 ------------ 
            

庆祝会于２００６年元月２２日下午１点在丹麦技术大学主楼１号会议室举行。与会嘉

宾有使馆科技参赞章宁先生和禹军秘书、教育处吴华老师、学联主席龚焱女士和哥本哈根市

华裔女议员王海迪女士等。 

       

黄晓旭博士主持了会议并致欢迎词。孙少波博士介绍了丹麦大博士学位及李庆峰博士。

吉健康博士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章宁先生代表使馆科技处、吴华先生代表使馆教育处

、龚焱女士代表学联以及王海迪女士、陈玉英女士对李庆峰博士的成就表示了衷心祝贺。李

庆峰博士对此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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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章宁先生就“ 中丹科技合作和交流现状” 作了精彩演讲。陈卫女士以“ 生活在丹

麦:旅丹生活ABC” 为主题围绕中国学人在丹麦生活学习和工作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经验教

训和与会人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成员，丹麦中国学生、学者和使馆等约６０人参加了会议。会场气

氛热烈、发言踊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会后，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与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行了工作座谈，两会围绕工作

中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主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一些共识（详见后续新闻）。座谈会后，旅丹华

人工程师协会秘书处成员简单进行了工作分工（详见后续新闻）。 

 

所有会议预定议程于下午５时３０分左右结束。 

 

【吉健康整理】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与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工作座谈会纪要 ------- 
 

地点： 丹麦技术大学主楼０１号会议室 

参会人员：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吉健康及秘书处成员共７人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龚焱及执委会成员共５人 

 

       会议围绕两会在工作中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主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以下共识： 

1、两会加强信息交流，对共同感兴趣的信息互通有无，网站互为链接。 

2、两会加强工作协调，在服务学生学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面加强合作。学联侧重于学

习、生活方面的工作；工程师协会侧重于帮助学生通过工作融入丹麦社会。  

3、两会对共同感兴趣的主题共同举行不定期的研讨会，如９月的新生会。 

4、以上共识经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秘书处及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执委会批准，分别在

两会各自的网站公布。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 

         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 

 

【吉健康整理】 

 
 

--------------------------  2006年度协会秘书处任期和秘书分工 -------------------------- 
 

本届秘书任期为：2005年12月--- 2007年2月(自上年度会员大会起至本年度会员大会止) 

 

工作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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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英：负责协会文化生活；部分对外活动联络工作。 

 

程 鹏：负责协会组织发展；部分网络技术支持工作。 

 

黄晓旭：负责协会学术和其他活动筹备和主持；与其他组织的学术交流。 

 

吉健康 ：负责协会全面工作；侧重工作计划、工作协调和协会发展；协会简报编辑。 

 

李庆峰：负责协会学术活动筹备和场地；与其他组织的学术交流。 

 

刘    刚：负责协会部分对外活动联络工作；协会对外言行和形像企划。 

 

孙少波：负责协会内务全面工作；网站内容管理，活动企划；协会简报编辑。 

 

徐广繁：负责协会网站设计、网络技术支持；协会对外言行和形像企划。 

 

余益华：负责部分协会文化生活；活动后勤支持。 

 

周建军：负责协会财务管理；事务咨询和对外发言。 

 

【吉健康整理】 

 

------------------------------------------  发展新会员 ------------------------------------------- 
 

热烈欢迎 

 

黄 鹍 先生 

古卓健 先生 

张 琦 女士 

 

成为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新会员 

 

【吉健康整理】 

 

---------------------------------------  恭喜王海迪女士 ---------------------------------------- 
 

热烈祝贺描写王海迪女士人生的新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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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秘书刘刚先生和徐广繁先生代表协会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８日参加

了新书出版庆祝会。 

 

【吉健康整理】 

 
----------------------------  中国国内留学人才和创业会议消息 --------------------------- 
 

2006年4月18-22日, 2006中国天津全国商品交易会暨投资洽谈会海外人才智力引进活动。 

(应天津市留学服务中心的邀请，吉健康拟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赴津参会) 

2006年5月12--13日 “山西晋城海外人才晋城创业项目洽谈会”。 

2006年5月21-24日, Beijing,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2006年6月12－16日, 济南市: 第二期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业研习班 

2006年9月6日至9月30日: 2006中国宁波科技创业计划大赛  

2006年6月26日至28日, 武汉市: 2006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2006年6月18－20日, 福州市: 第四届中国福建项目成果交易会   

2006年7月26日至28日：第五届“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 能源与大都市

发展” 。 

 

【孙少波、吉健康整理】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拟接待国内代表团访丹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拟接待宁波自由贸易区代表团 

。我方邀请信已发出。代表团一行６人2006年5月－7月来丹，在丹逗留４天。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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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代表团将召开投资促进会并与留学生座谈。吉健康将与天津市留学服务中心在津

洽谈具体合作事宜。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拟接待天津市人才招聘代表团 。代表团 

一行?人2006年9月份左右到北欧国家开展招聘活动 。 

 

 【孙少波、吉健康整理】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网站更新 ------------------------------ 
 

周建军先生已成功地将工程师协会网站(WWW.ACED.DK)移入新的服务器，从而大大

节省了网站开支。 

 

徐广繁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选定ＭＡＭＢＯ作为协会网页设计服务器。网页的

功能大大增强。程鹏先生正在设计新的封面，新封面不久将会和大家见面。 

 

孙少波先生已将协会去年的网页接入WWW.ACED.DK/oldpage，以便大家在新旧网页

交接期间查询方便。 

 

衷心感谢以上各位的辛勤工作！ 

 

【吉健康整理】 

 
--------------------------- 2006年度协会秘书处第一次工作会议 -------------------------- 

 

协会秘书处于2006年3月26日(星期日)下午1:30至5:00在丹麦技术大学207楼举行了200

6年协会秘书处第一次工作会议。９位秘书与会。 

 

会议首先由徐广繁介绍了协会网页设计的进展情况，大家畅所欲言，对进一步完善网

页设计充分发表了意见。大家对网页的基本格式有了共识，程鹏和徐广繁将进一步合作，尽

快完成新网页的设计。 

 

吉健康汇报了年初以来协会的工作，并提出了2006年协会工作计划草案。大家对工作

计划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工作计划详见后续新闻）。 

 

最后，大家简单讨论了更改协会名称的可能性以便更好地界定和扩大会员资格范畴以

利协会的发展。大家还简单讨论了加强协会在留学咨询发面的工作，例如，作为长远目标，

与丹麦有关机构合作向留学生提供有资信度的丹麦民间学校的名单从而增强协会在丹麦社会

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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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健康整理】 

 

----------------------------- 2006年度协会工作计划 ----------------------------- 
 

５月份组织第二次“生活在丹麦---找工作经验谈”讲座 

 

会议时间：２００６年５月７日(星期日)下午１ 时至４ 时（暂定）  

会议地点：丹麦技术大学(DTU) 

地点负责： 李庆峰 

后勤负责： 余益华 

会议主持： 黄晓旭 

牵头组织： 孙少波, 周建军 

主讲人：   周建军, 孙少波, 刘    刚 

经费预算：200kr. 

  

---------------- 

 

5--7月份 接待宁波自由贸易区代表团  

 

会议时间：２００６年５月--７ 月 (待定) 

会议地点：丹麦技术大学(DTU) 

地点负责： 李庆峰 

后勤负责： 余益华 

会议主持： 黄晓旭& 宁波自由贸易区代表团  

牵头组织： 吉健康, 孙少波, 周建军, 刘    刚 

主讲人：   宁波自由贸易区代表团  

联络人：   Mr. Fang Jiangfan  

经费预算：代表团提供20000kr? 

 

---------------- 

 

Team-Building: 6月份组织一次 

“使馆－工程师协会排球（或羽毛球）友谊赛”  

 

会议时间：２００６年6月18日(星期日)下午１ 时至４ 时（暂定） 

会议地点：待定 

地点负责： 周建军 , 孙少波 

后勤负责： - 

会议主持： - 

牵头组织： 吉健康, 程 鹏 , 周建军 

主讲人：     - 

联络人：   禹 军 

经费预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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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组织一次“协会成员及家属野餐会”  

 

会议时间：２００６年8月20日(星期日)下午１ 时至４ 时（暂定） 

会议地点：? 

地点负责： 陈玉英 

后勤负责： 余益华 

会议主持： 陈玉英  

牵头组织： 陈玉英, 余益华, 程 鹏 

主讲人：     - 

联络人：  

经费预算：500kr. 

 

---------------- 

 

9月份 接待天津市人才招聘代表团   

 

会议时间：２００６年9 月 (待定) 

会议地点：丹麦技术大学(DTU) 

地点负责： 李庆峰 

后勤负责： 余益华 

会议主持： 黄晓旭&天津市人才招聘代表团   

牵头组织： 吉健康, 孙少波, 周建军, 刘    刚 

主讲人：     天津市人才招聘代表团  

联络人：     Mr. 丁  力 

经费预算：代表团提供20000kr? 

 

---------------- 

 

10月份组织一次学术讲座暨庆祝黄晓旭博士论文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发表 

 

会议时间：２００６年10月15日(星期日)下午１ 时至４ 时（暂定） 

会议地点：丹麦技术大学(DTU) 

地点负责： 李庆峰 

后勤负责： 余益华 

会议主持： 孙少波 , 黄晓旭 

牵头组织： 黄晓旭, 李庆峰, 孙少波 

主讲人：   黄晓旭, ? 

联络人：  

经费预算：300kr. 

 

---------------- 

 

２００６年度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年会及春节团拜会 

 

会议时间：2007年2月11日(星期日, 腊月廿四 )下午１ 时至４ 时（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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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丹麦技术大学(DTU) 

地点负责： 李庆峰 

后勤负责： 余益华 

会议主持：? 

牵头组织： 孙少波, 吉健康, 周建军 

主讲人：     吉健康, 周建军, ? 

联络人：  

经费预算：500kr. 

 

【吉健康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