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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健康4月18-20日赴天津参加第二届“津洽会”------------------ 
 

应天津人事局留学服务中心邀请，吉健康于4月18至20日赴天津参加第二届“津洽会”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天津方面洽谈落实关于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协助天津市2006年9月赴

北欧招聘海外留学人才的活动安排。天津市人事局留学服务中心主任助理丁力先生与吉健康

商定了合作的具体事宜。 

 

 
 

【吉健康整理】 

 

-------------------------------- 中国学者座谈会纪要 --------------------------------- 
 

应中国驻丹使馆教育处吴华老师邀请，11位中国学者参加了2006年5月25日下午4点至7

点在中国驻丹使馆举行的“中国学者座谈会”。中国驻丹使馆新任大使谢杭生，政务参赞金

智健，领事王家容，科技参赞章宁，教育一秘吴华和科技二秘禹军等在座。旅丹华人工程师

协会周建军，孙少波，李庆峰，黄小旭，荣为民，吉健康6位会员应邀参加。 

吴华老师主持了会议。与会学者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谢杭生大使作了自我介绍

。他还就使馆的工作，旅丹学生学者情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作了精彩介绍。随后，

章宁参赞介绍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16字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以及优先发展的11个重点领域，8项重点技术和人才建设的5个方面。王家容领事介绍了使

馆领事服务的基本情况并重点介绍了面向入籍学者回国服务的多种长期签证的申请办法。应

谢杭生大使的要求，吉健康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简单介绍了协会的情况。部分与会学者

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与中国在此领域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讨论。谢杭生大使对各位学者

的发言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时地提问和笔记，会议气氛热烈和谐，风趣有序。 

晚上，吴华老师热情地宴请了大家。席间，我会与使馆就计划中的今年夏天使馆与工

程师协会之间的体育比赛的细节问题作了具体部署。我会还向政务参赞金智健，领事王家容

，科技参赞章宁，教育一秘吴华等官员发出邀请：在适当的时间，请他们就外交，领事，科

技，教育方面的知识为工程师协会和学生学者作精彩演讲。     



 

 

【吉健康整理】 

 

 

-------------------- “生活在丹麦---旅丹生活ABC”系列讲座之二 ------------------ 
          

讲座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８日下午１点在丹麦技术大学主楼１号会议室举行。 

会议议程如下： 
 

13：00      孙少波：会议开始  

13：05      陈  卫：２００６中国经济展望－－ 从投资到消费的政策转型 

13：30      吉健康：关于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协助天津市2006年9月 

                              赴北欧招聘海外留学人才活动的情况通报 

13：40      休息15分钟 

13：55      周建军, 刘  刚：“生活在丹麦”---旅丹生活ABC(之二) 

15：00      提问及讨论 

15：15      孙少波：会议总结，结束会议 

13：20      休息10分钟秘书处会议 

15：30      程 鹏：集体讨论：协会现状和未来 

16：00      秘书处会议结束 

 

孙少波主持了会议。吉健康简单介绍了前段时间协会的工作动态之后，着重汇报了我

会４月份赴天津参加“津洽会”以及协助天津市２００６年９月赴北欧招聘海外留学人才活

动的情况。 

    陈卫女士根据相关资料介绍了”２００６中国经济展望－从投资到消费的政策转型” 

。 

这次讲座的重点是继续讨论上次会议的话题，此次侧重于保险、买房、买车、找工作

等方面的问题。周建军博士以他生动风趣的语言和丰富的阅历为全体与会人员作了一次精彩

演讲。会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讨论激烈。针对同学们所提的具体问题，周建军以及刘刚

、孙少波、李庆峰、吉健康、肖灵艳、徐广繁、陈玉英、陈卫等作了完满的回答。 

会上，程鹏为每位与会人士精心准备了一份信息调查表。表中包含了对这次讲座的反馈信息

和对我会未来发展的希望和建议。从回馈的信息可以看出，同学们对这次讲座给予了高度评

价并希望继续办下去。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成员，丹麦中国学生、学者等约５０人参加了会议。 

会后，我会秘书处成员９人开了个简短的会议。会议由程鹏主持。大家着重讨论了新

形势下协会的宗旨、会员资格、协会的优劣势、协会发展、工作重点和新的方向等方面的问

题。程鹏还展示了协会新的网页。大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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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改版------------------------------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的新网页的设计在程鹏和徐广繁的不懈努力下已初步完成并已成

功移植到我会的网页WWW.ACED.DK。衷心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新网页突出了简洁明快的特点。主题突出，协会新闻和主要信息一目了然，便于查询

。体现了协会务实、高效的风格。 

今后，新网页将在增加协会内部生活网页和扩展功能(如：图片)方面作进一步完善。 

请会员多多关心、浏览我们的网站，在获取信息和了解协会动态的同时，对协会的工

作和发展、网站的建设多提意见和建议。 

 
 

【吉健康整理】 

 
--------------------------- 2006年度协会秘书处第2次工作会议 -------------------------- 

 

协会秘书处于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日)下午1:00至4:00在丹麦技术大学208楼举行了2

006年协会秘书处第二次工作会议。7位秘书与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部署天津市赴丹海外人才招聘洽谈会事宜。 

天津市赴丹海外人才招聘洽谈会时间为：2006年9月16日下午1-4时 

地点：丹麦技术大学106楼81号教室 

吉健康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准备工作的初步计划。 

会议确定了吉健康为会议联络员，李庆峰负责落实会议地点，周建军进一步核算经费

计划，余谊华落实食品、饮料，孙少波、黄晓旭负责会场布置，徐广繁负责IT事务。 



 

会议明确了参会人员的多少是会议成败的关键。因而确立了最大限度地进行邀请、动

员的工作方案：EMAIL通知、网站消息发布、海报宣传、特别邀请函、电话诚邀等多管齐下

。 

协会秘书处视这次招聘会为我会今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是展现我会能力和影响的

重要契机。与会秘书一致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组织好这次会议。 

天津方面将为会议提供一定经费资助。 

 

【吉健康整理】 

 
 

------------------------------ 天津市赴丹海外人才招聘洽谈会 --------------------------- 

 
Thanks to the help from all of us, ACED organized a successful recruitment fair with 
Tianjin delegation at DTU on Saturday the 16th September.  
  
ACED Secretariat began to prepare for this meeting since March this year. We had a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ianjin since then. The secretariat and some 
members have done a lot of practical work for the meeting. Extensive announcement of 
the meeting has been done through ACED website, local university websites, 
www.dragonarea.com, www.keniser.dk,  emails, invitation letters, telephone calls and 
posters at all the main universities in Denmark as well as in Lund University, Sweden.  
  
At kl.10.30 the 16th about 20 ACED members and students began to decorate the 
meeting site in Auditorium 81 and the interview site in Building 116. Mr. Wu Hua, and 
Councillor Zhang Ning from the Education and Sci. & Tech. Departments of Chinese 
Embassy presented on the meeting. Tianjin delegation arrived at 12.30, and the meeting 
started at 13.30. The delegation chiarman, Mr. Wu Hua and Ji Jiankang made a short 
welcome speech, respectively. Then, Mr. Zhang Guosheng made a presentation on 
Tianjin TEDA. Ji Jiankang represented ACED and Mr. Ding Li represented Tianjin 
delegation signed an agreement regarding setting up a Tianjin recruitment station in 
Denmark. The indoor introduction meeting lasted about one hour.  
  
After a short break, the interview session started. Candidates were very active in talking 
with the delegation members who were splitted into 10 interview groups. As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showed their interests in interview with the delegation, the interview session 
lasted more than 2 hours until we had to announce closing of the session.   
  
There were about 100 attendees presented on the meeting and registered. They were 
from the great Copenhagen area, Aalborg, Aarhus, Sønderborg, Odense and 
Lund/Malmo, Sweden. The atmosphere was very nice throughout the whole sessions. We 
received lots of appreciations from participants and Tianjin delegation. We have done a 
great job! It showed again the power of ACED.  
  
Enclosed, you please find some pictures taken on the meeting. For more pictures please 
download them at 
http://www.openomy.com/download/kuhuang/ACED_Tianjin_Recruitment.rar, which 
is about 154MB.  
 

http://www.keniser.dk/
http://www.openomy.com/download/kuhuang/ACED_Tianjin_Recruitment.rar


 

 

 
 

 
 



 

 
 
 

 
 

 
 



 

 
 

 
 

 
 

 【吉健康整理】 

 

--------------------------- 使馆－工程师协会排球友谊赛 --------------------------- 
 



 

我会代表队与中国驻丹使馆代表队于2006年9月22日(星期五)下午5 时至7 

时在使馆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排球友谊赛。 

我会代表队由吉健康、李庆峰、钱育军、磨红玲、张志伟、马晓东、蔡炎、赵宜春等

约10人组成。使馆代表队人数众多，几乎使馆所有官员、工作人员和部分家属都上场参赛和

助阵。大使谢杭生、政务参赞金智健、商务参赞仇光玲、科技参赞章宁、教育一秘吴华等都

是场上主力。我会陈卫 担任主裁判。 

赛前一小时我会代表队进行了临场集训。此前，使馆队已进行了三次系统训练。比赛

按照新规则一共进行了五局。第一局是互相适应和配合磨合阶段，我队以15：25 

失利。第二局和第三局我队渐入佳境，经顽强的拉锯战拼搏，我队以两个25：23的微弱优势

取胜。第四局使馆队的配合越来越好，尤其是大使的跳起扣杀发挥了威力，我队虽数度调整

，仍以20：25告负。第五局决胜局使馆队士气高昂，占据场上所有主动，开局后迅速以8：1

抢先交换场地。我队在换场后及时调整，但仍难抵挡使馆队的强大攻势，最后以3：15的悬

殊比分再次告负。 

赛后，两支代表队合影留念(合影照片以后再发)，并长时间畅谈体会，交流经验。双

方都对这次比赛给予高度评价。使馆领导对这样的活动盛赞有加，期望以后多举行类似的比

赛。我会已和使馆商定明年继续举行这样的比赛。 

希望我会会员今后能够踊跃参加协会活动，体现协会团结精神和凝聚力，丰富协会生活

。 
 

 
 



 

 

 
 

 
 



 

 

【吉健康整理】 

 

--------------------------------------  热烈欢迎协会新会员 ----------------------------------- 
 
Mr. Zhang Jinghua 

working in Microsoft Development Center in Copenhagen as a consultant for 
Software Testing. studied IT Product Design as master program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from 2002 to 2005.  
 

 

Dr. Fan Zhun 

 
working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TU. 

 
 

Dr. 徐 波 

 

working at CMC Biopharmaceuticals A/S, 哥本哈根 丹麦  首席科学家 

学术经历 

1982 年 - 1986 年 厦门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     学士学位 

1986 年 - 1989 年 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硕士学位 

1989 年 - 1991 年 中科院上海细胞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1991 年 - 1993 年 Karolinska Institute, 斯德哥尔摩 瑞典  医学副博士 



 

1993 年 - 1999 年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斯德哥尔摩 瑞典 生物工程博士 

工作经历 

1999 年初-1999末 SBL Vaccine AB, 斯德哥尔摩 瑞典   科学家 

1999 年 - 2003 年  Astra Zeneca PLC 斯德哥尔摩 瑞典  高级科学家 

 
 

Mr. 张尤杰 

 
working as a research assistant a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Education: 
2003/08-2006/06: M.Sc.Eng. in Computer System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1999/08-2003/07: B.Eng. in Measurement & Control Technolo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China 
 

 

Dr. 白冬梅 

 
Working at Center for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DTU as a Postdoc. 

Education: 

Ph. D. in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China, March 2001  
M.Eng. in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March 1998  
B.Eng. in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Qiqiha’er University, China, July 1995 

 

Dr. Zhang Xihua 

Working in Copenhagen University as a visiting schloar for a year. 
 

【吉健康整理】 

 
 

--------- 丹麦“贝林时报”(Berlinske tidende)中国工业“间谍”事件 --------- 
 

丹麦的大报之一(Berlinske tidende) 

于2006年9月24日刊登了一组文章评论所谓中国工业间谍事件(http://www.berlingske.dk/grid



 

/indland/artikel:aid=796894)。文章在事实根据、思维逻辑、结论推断等方面存在问题。此

文未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广大旅丹华人学生、学者的形象，在丹麦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

旅丹华人学生、学者造成了伤害。凡阅读过此文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愤慨。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与其它华人社团一道，对这种不负责的文章和报纸表示谴责和抗

议。我会多位会员对此事件发表了评论。哥本哈根市议员HEIDI王女士已多次与我会磋商并

牵头与“贝林时报”交涉。我会还将于10月8日与与其它华人社团商讨应对方案。我们密切关

注事件的发展。 

我会对此事的立场是：谴责和抗议；处理此事的基本原则是：冷静关注，稳妥反映。 

 

【吉健康整理】 

 

-------------------------------- 祝贺丹麦中华工商联合协会建会10周年 -------------------------- 

 

吉健康将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于10月8日参加商会的庆祝会。 

 

【吉健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