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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会员， 

 
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协会简报2007年

第一期伴着春天的脚步和您见面了。 

 

感谢您在过去的一年对协会工作和简报

编辑的大力支持。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

继续支持和参与协会的工作和活动，积

极为简报投稿。相信在全体会员的共同

努力下，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一定会越

办越好。 

 

愿金猪年给您、您的家庭和朋友带来好

运，新的一年工作顺利、生活幸福、诸

事如意！ 

 



 

 
 

------------------------------- 2007年1月5日秘书处工作会议 ------------------------------ 
                       
此次秘书处会议在健康家中举行，秘书处成员吉健康、刘刚、孙少波、余艺华、程鹏、徐广

繁、黄晓旭、周建军、陈与英 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以下内容。 

1) ACED 注册事宜：陈与英 、孙少波介绍了2001年ACED在GLADSAXE 

KOMMUNE注册的情况并提供了文件COPY，从而大大减轻了重新注册的工作量。有关秘书在新

的注册申请表(RUDERSDAL KOMMUNE)上签了字。 

2) 工程师协会春节聚餐活动暂定于在2007年3月3日或3月4日举行。 

地点还没有 终确定，可以考虑在中文学校，或 Gladsaxe。 

如果 终地点确定在中文学校， 

则聚会月3月3日举行。时间为16时至21时。晚餐免费，酒水收成本费。 

- 刘刚负责联系饭店外卖  

- 酒水由刘刚，孙少波，余艺华，徐广繁 等人负责  

- 娱乐节目暂定卡拉OK, 跳舞。 程鹏负责卡拉OK及找舞曲 (健康家的卡拉OK设备及音响?) 

孙少波负责灯谜， 余艺华负责购买一些小奖品。 

- 通知使馆教育处，科技处，Heidi  

- 给VIP准备茶水  

3) 会议决定2006年ACED年会: 时间定于3月25日。  

年会将对:  

- 现有章程进行修改与优化，  

- 改选秘书处成员及秘书长，  

- Pension 讲座: 徐广繁  

程鹏作为下届秘书长候选人之一在会上向秘书处成员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工作计划。 

【程 鹏、吉健康整理】 
 

----------------------------  使馆2007年春节活动安排系列会议 --------------------------- 
 
2007年春节活动安排第二次筹备会议于2007年1月7日下午1时在华人总会召开。程鹏代表旅

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参加了会议。会议于13时30分开始，由Heidi王女士主持。各华人社团代

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将具体工作分配落实到社团。届时晚会现场会用投影设备播放中国风光

影片。 

晚会的 后节目是台上台下共唱歌曲茉莉花，茉莉花的歌谱及歌词(拼音)将被投影到大屏幕

上，以便在场的丹麦朋友们跟着一起唱。工程师协会负责投影设备，风光片的剪辑制作，及

茉莉花的歌谱歌词的制作。使馆文化处提供风光片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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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春节晚会第二次筹备会议于2007年1月21日下午1时30分在华人总会召开。由Heidi王

女士主持会议。程鹏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参加了会议并汇报了工作进度情况。 

投影仪和幕布的问题已经解决，Fredriksberg Townhall 

有大型的投影设备可以在2月17日下午免费借给晚会。 投影幕布将悬挂在舞台的正上方， 

投影将不会影响舞台上演出。接下来工程师协会的工作是制作投影内容。分为以下部分: 



1)中国风光片: 于节目正式开始前播放 (文化处张志宏参赞已提供DVD) 。  

2)节目单及每个节目的背景图片 (图片选择将与会场布置结合，朱利华负责会场布置)， 

节目单提示下一个节目(节目单由程宏远提供，张志宏参赞提供民乐背景图片) 。 

3) 后一个节目是互动合唱茉莉花，届时将邀请各侨团代表上台，投影仪打出每个侨团名称

及Logo (肖玲燕提供)， 后是茉莉花的歌词/歌谱以便丹麦朋友合唱。 

第2,3项准备做成一个powerpoint file. 程鹏会与Fredriksberg Townhall 

联系，争取尽早能用投影仪现场看一下投影效果。  

其它： 

1)贵宾邀请：程鹏暂为工程师协会报了10个名额。Heidi将在下次会议前打印好邀请，各侨

团代表取票。  

2)工程师协会简介发给肖玲燕，肖玲燕在制作晚会宣传资料。 

下次会议暂定于1月28日举行，以后筹备会每2周开一次直至春节。程鹏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

协会参加了每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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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系列庆祝活动于2月17和18日按期顺利举行。我会积极参与并全程负责投影工作。开幕

式上，程鹏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上台致意。我会还积极参与了其它会务工作。刘刚等秘

书筹备了四台车辆运送学联人员，确保了当天演出的按时进行。我会扎实有效的工作得到了

大会的充分肯定和赞许。形象文化艺术团寄来了感谢信，感谢我会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程 鹏、吉健康整理】 
 
 

 

 



 

----------------------------------- 学术讲座：投资中国 --------------------------------------  
 
“投资中国”学术讲座于元月17日下午13.15在哥本哈根市政厅举行。尽管天气不好，我会

仍有11位会员参加讲座。讲座是由Heidi王女士安排的。主讲人是UPstreamInvest公司的总

裁Thomas Grønlund Nielsen先生(www.UPstreaminvest.com)。 
Thomas首先介绍了自己和UPstreamInvest投资基金。然后，详细讲述了选择投资的三个要

素，即：热点地区，先进技术和好的公司(股票)。他认为，目前选择大中华地区信息产业领

域的优秀企业投资是明智的选择。他强调，投资一定要注重长线效益。他并以UPstreamInv
est投资的联想公司、台晶电和南韩的SSC半导体公司为例讲解了投资和回报率问题。 

会场气氛活跃，与会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有关问题，Thomas一一作了解答。大家还就丹麦

的投资税率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吉健康整理】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重新注册进展 --------------------------- 
 
        我会在RUDERSDAL KOMMUNE的重新注册工作正在进行中。 

公社方面已在元月30日确认收到了我会的申请表。由于公社合并和人员变得，处理时间

变得很长。截至目前，我们仍未收到公社的进一步回复。 

        我会原在GLADSAXE KOMMUNE的注册仍然有效。 
 

【吉健康整理】 
 
-----------  2007天津“海外留学人员人才智力交流暨项目合作洽谈会” ----------- 

 

应天津人事局留学服务中心邀请，吉健康于2006年4月赴天津参加第二届“津洽会”。

9月，我会协助天津市人事局在DTU成功举办了“2006天津海外人才丹麦招聘会”。双方合作

非常愉快并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 

今年，我会又收到了天津人事局留学服务中心关于参加2007天津“海外留学人员人才智

力交流暨项目合作洽谈会”的邀请。洽谈会将于4月18日在天津举行。 

经征求秘书处意见，决定由程鹏代表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申请赴津参会。申请材料已

经寄出，我们有望在3月底前收到是否给予资助的答复。 

 

【吉健康整理】 
 
------------------------------------- 反对“台独”座谈会 ------------------------------------ 

 

2007年3月11日，由使馆领事部组织，在华人总会召开了反对“台独”座谈会。孙少波

和程鹏代表我会参加了座谈会。与会人士就当前台海局势和陈水扁的“四要一没有”展开了

热烈讨论。会后准备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我会秘书处就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是否参加此联合声明产生了不同的意见。采用少数

服从多数原则(参照协会章程第11.6款)，协会秘书处以4票赞成，3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

决定加入此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丹麦侨界和学者关于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的严正声明  
 

2007年3月11日，丹麦侨界在华人总会召开各社团和学者代表座谈会，就当前台海局势

问题进行座谈，并严正发表本声明：  

   

3月4日，陈水扁公然抛出“四要一没有”主张，声称“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

“台湾要新宪”；“ 

台湾没有左右路线，只有统独问题”。这是陈水扁赤裸裸地推翻“四不一没有”承诺，在“

台独”分裂道路上又一次迈出的危险一步。  

  

陈水扁鼓吹“台独”主张，企图通过所谓的“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严重挑衅祖

国大陆，恶化在曲折中发展的两岸关系，蓄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故意违背岛内的主流民意

和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企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心愿。这是以牺牲台湾同胞和全体中国人



 

的共同利益为代价，为台湾民进党选举造势，图谋长期操控台湾政局，完全是置民族利益和

人民福祉于不顾，单纯谋求一党一己之私的恶劣行为。  

  

我们丹麦侨界坚决反对陈水扁当局奉行推动“台独”路线的分裂活动，并再一次真诚地奉劝

台湾当局尽快地放弃“台独”分裂主张，停止一切分裂活动，从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出发，

重视民生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尽早回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上来，尽早恢复两岸

和平对话与谈判，为构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共同做出不懈的努力。 

  

维护两岸和平与发展，是两岸同胞和全球华侨华人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我们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

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各项政策；继续以 大的诚意、尽 大的努力为两岸同胞谋和平、谋

发展、谋福祉；绝不同意和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我们同时呼吁全世界的华侨华人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共同奋斗。 

                                     

                            丹麦华人总会  

                            丹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丹麦中华工商联合协会 

丹麦上海同乡会 

丹麦华谊协会 

                              丹 麦 奥胡尔斯华人友谊会 

丹麦学生学者联谊会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一日 

 

【程 鹏、吉健康整理】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2007年元宵节聚餐联欢会 --------------------- 
      
我会2007元宵联欢会于2007年3月3日下午16时至晚21时在NielsBrock哥本哈根商学院学生餐

厅举行。我会会员及家属(准家属)；特邀嘉宾─使馆科技参赞章宁夫妇，秘书禹军一家，学

联主席余丹；以及DTU的几位进修学者约70人(包括15名少年儿童)参加了联欢会。 

         

联欢会由黄晓旭、程鹏和李庆峰主持。吉健康代表秘书处、章参代表使馆向与会宾客致以节

日问候。 

         

聚餐是联欢会的重头戏。聚春园提供的13种荤素菜肴款款美味适口。与会者人人胃口大开、

称赞不已。席间，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佳节，互致问候，春意浓浓，小朋友们穿梭期间，其

乐融融。大家充分体验了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这个大家庭的欢乐和温馨。 

         

灯谜是酒足饭饱之后的第一个娱乐节目。程鹏主持的猜灯谜把大家带到了中国传统的“猜灯

谜、吃元宵”的节日气氛里。几十条灯谜使每个人的大脑进入了高速运转状态。简单的群起

回答，疑难的东蒙西撞。奖品随着正确的答案一一落入胜利者的囊中。 

         

卡拉OK接着闪亮登场。程鹏和几位女士首先一展歌喉。男士们也不示弱，纷纷献艺。独唱、

合唱、对唱各领风骚，歌声不断，笑语一片。 

 



围棋、扑克、麻将桌上也是热闹非凡，玩家、观者个个聚精会神、兴致盎然。 

         

节日里喜相聚，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聊天畅叙、嘘寒问暖、互通信息、促膝交友贯穿联欢会

始终。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联欢会的气氛轻松愉快、欢乐祥和，达到了庆祝佳节、活跃生活、增进了解、增强凝聚力的

目的。 

    

此次联欢会的顺利举办是和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王Heidi女士帮我们联络了场地；

教育处吴华一秘给我们提供了奖品和灯笼；特别是科技处的章参和禹秘书为我们提供了相当

大的经济援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我会秘书处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特别是在场地落

实、饭店订餐、酒水小吃和资金，以及灯谜、IT和影音设备等方面作了精心准备，功不可没

。女同胞们煮的元宵让大家度过了一个团团园园的元宵节！ 
 
【吉健康整理】 

 



 



 



 
 
 
 
 
 
 
 
 
 
 
 
 
 
 
 
 
 
 
 
 
 
 
 

------------------------ 2006年度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年会通知 ------------------------- 
 

根据《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章程》第十一和十二款(附后)，我会秘书处2007年元月5日会议

决定召开2006年度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年会。 

时间：2007年3月25日(星期日)13时至16时。 

地点：丹麦技术大学(DTU) 101楼01会议室。 

地址：Anker Engelundsvej 1, B.101,  DK-2800  Lyngby,  Denmark 

DTU地图及如何到达：参见 

http://www.dtu.dk/English/About_DTU/DTU%20Directory.aspx 

 联络电话：26100472 

会议议程分为两部分： 

 1.年会：依协会章程第十二款(附后)进行； 

 2.学术讲座：养老金讲座之二：换工作后养老金怎么办？ 

   主讲人： 徐广繁 

请全体会员安排好时间，务必出席会议，并积极参与协会的工作： 

1.提出对协会章程和协会工作的建议，尽早将提议发至ACED@ACED.DK； 

2.思考下一届秘书处成员和秘书长的人选，使新一年度我会工作有更大的进展。欢迎自荐和

推荐秘书和秘书长人选，展示您的才华和能力。截止目前，程鹏是唯一的下届秘书长候选人

。真诚期望有更多的会员主动请缨，承担起为全体会员服务的重担。 

 

附(略) 
 
【吉健康整理】 

 



 
------------------------------- 2007年3月17日秘书处工作会议 ----------------------------- 

 
此次秘书处会议在DTU化学系举行，秘书处成员李庆峰、吉健康、刘刚、孙少波、余艺华、

程鹏、徐广繁、黄晓旭、周建军出席了会议，会议作为3月25日年会的预备会讨论了以下内

容。 
1)秘书处工作报告：2006年工作总结。 

2)财务报告：2006年度财务状况。 

3)下届秘书处改选问题：人数，章程修改，结构，新老交替等。 
 

【吉健康整理】 
 
-------------------------------------- 热烈欢迎协会新会员 ------------------------------------ 
 

 
余 亮 

Working in Microsoft as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1999 – present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Microsoft Copenhagen Developer 
Center aps, formerly Navision a/s) 
1997 – 1999 Datamatician (Niels Brock Copenhagen Business College) 
1994 – 1999 Engineer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During my studying phase in Denmark, I have also been the member of ACSSD 
committee. 
 
 

 
孙 馨 

国内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现就读于南丹麦大学Computer System Engineering专业，将于本月底毕业。 
已和Nokia Denmark A/S作为SW Designer签订了工作合同，即将在哥本哈根上班。 

 

 

叶天顺 

 



Bs.C of HuBei University (湖北大学) in Chemical Biology (化学生物学) 
Ms.C of DTU in 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学) 
Working now as an IT consultant in NNIT (Novo Nordisk IT).  
 

 

  
张 隆 
 1996-2000年 山西医科大学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医学学士学位 

2002-2005年 丹麦技术大学(DTU) 生物工程学硕士学位 (Biotechnology) 
2005年-现今 丹麦技术大学(DTU) 生物工程学博士在读 (Biotechnology) 

 
 

【吉健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