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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是中国农历庚寅（虎）年，也是祖国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奋发图强，实现经

济、政治龙腾虎跃的一年。这是协会发展和走向成熟的第十个年头。 

主题讲座，野餐比赛， 论坛研讨， 参观访问，各种活动滨彩纷呈，可圈可点。而成功

承办第二届“ FCPAE欧洲论坛” 更是一件名扬欧陆，载入史册的大事。 

 
 
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春节
节假日愉快！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秘书处 
     

  2011年1月18日 
 
 

 

 



------------------------------------------ 国进民退讲座---------------------------------------- 
 
2010年3月20日，在秘书处成员的鼎力支持下，我协会成功举办了第一次经济方面的研讨会。为协

会成员拓宽眼界，以及将来与人文社科类的专家进行有效的交流迈出了第一步。  

  

这次的题目是国进民退。 背景是21世纪初年，国家宏观上对国企的体制进行优化，并在一系列政策

上对大型国企进行扶持，不但使国有企业在传统的垄断行业保持优势，并且利用优势逐步进入民营

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相关领域。 

 

CBS的周皞雍博士为大家讲述了他的研究，并重点阐述了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中国有资本控股的

必要性。座谈会气氛很活跃，讨论很激烈，我们协会的相当一部分会员对经济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

看法并且有所研究。毕竟中国的经济前景与我们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了解中国经济，了解必要的

金融经济知识，是一个现代人的起码素质，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 

 

 
 
[苏晶晶  整理] 
 
 
 

-------------------------------------------------买房讲座------------------------------------------ 
 
工程师协会在4月23日举办关于在丹麦买房的讲座。讲座语言是英语，讲座内容是外国人在丹麦买房 

 

我们邀请了如下讲演人： 

 



 

MAQS律所律师Preben Gamst，房地产业资深律师 ，律师Lene Pihl，税务律师 

丹麦房屋中介Home，Lyngby & Virum的负责人，Camilla Wiinberg，介绍丹麦房地产的情况和选

择房源应该注意的问题。 

Danske Bank，私人信贷部门经理Allan Juhl Feddersen，介绍外国人在丹麦买房的贷款问题。 

 

 
 
 
 

 
 
 

 
 
[苏晶晶  整理] 
 
 
 

---------------------------------------- 可持续能源讲座 ---------------------------------------- 
 
2010年5月22日，在秘书处成员和使馆的鼎力支持下，我协会成功举办了一次可持续能源讲座。在

以往和使馆良好的关系的基础之上，为我会和使馆增进交流和加强联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可持续能源。中国驻丹麦大使，商务，政务和科技参赞，教育处负责人及使馆其

他工作人员，还有工程师协会的代表共二十余人参加了这册讲座，讲座由科技处李参赞主持，我会

黄晓旭博士和冯于阳博士负责组织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演讲人和演讲主题如下： 

1. Xiaoxu Huang: Introduction - Sustainable energy (renewable energy/green energy) 

and new materials for 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2. Jianhua Fan: Solar energy  

3. Qingfeng Li: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4. Lei Fang: Energy and environment  

5. Haiyan Ou: LED 

6. Xiaoxu Huang: Nuclear energy and nanomaterials  

 

谢大使为讲座致辞，勉励在丹华人专家学者互相学习交流，并对我会的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我会

代表姚大威在讲座的最后介绍了天津人才引进的相关资料，会后使馆科技处邀请大家共进晚餐，与

会人员作了进一步的交流。 

 

 

  

  

 
 

[苏晶晶  整理] 

 

 

 

 



----------------------------2010-05-29 ACED保龄球活动 ----------------------------- 

今日天气晴朗，今日阳光灿烂。下午 2 时，我们 ACED 的会员们在温馨的 Bryggens Bowling 

Center 进行了一场精彩的保龄球活动。小子在此对此次活动进行如下总结。 

本次活动报名人数 23 人，实到 14 人。活动时间从下午 2 时到 4 时。在比赛的同时，我们设立了三

个奖项，对分数最高的三名选手分别进行了奖励（奖品保密）。以下是本次保龄活动得分最高的前

五名选手： 

 

 

Liu Jianxin 379

Qin Jieyi 365

Wang Ying 363

Chen Dongxu 336

Huang Jinxu 299

 

 



 

[张龙 整理] 

 

 

---------------------------------------- 中国软实力研讨会-------------------------------------- 

 

ACED于4月份举行了第一次人文经济类沙龙活动。在第一次活动中大家各抒己见，讨论非常富有活

力，振奋人心。大家的积极和热情也坚定了我们把这项活动作为本会学术部的传统继续 做下去的决

心。 

 

第二次人文经济类沙龙活动在7月10号举行。讲座内容是李鑫先生在权威专业杂志业已发表的同主题

论文。软实力是今年国际上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国家的竞争除了比如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硬

实力”的竞争外，在文化政治发展模式等方面的 软实力 领域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那么，什么是

软实力，中国有没有软实力，如果有，中国的软实力包括什么内容呢，中国软实力的优势和缺陷究

竟何在呢，中国要提升软实力应该在那些方面努力？ 

 

大约20名左右的会员们和李鑫先生共同探讨了这个话题。 

 

[苏晶晶  整理] 

 

 

 

------------------------ 对接人才项目需求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 

 

2010年6月28日上午，应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市留学服务中心之邀，旅丹华人工程师

协会代表姚大威和赵建新出席了在天津市梅江会展中心举行的 “天津市引进海外留学人员对接洽谈

会”。 

 

此次会议围绕天津市急需引进海外留学人员的需求，研究部署天津市2010年海外人才引进工作的主

要任务，密切加强留学服务中心与各海外留学生组织、华人华侨社团的合作，充分发挥海外人才工

作站的优势和特色，为天津市用人单位开展人才智力交流和科技项目合作提供对接渠道，有针对性

地吸引海外高层人才来津工作或为津服务。 

 

会议由天津市留学服务中心主任朱虹主持，天津市外专局局长袁鹰等领导出席，参加活动的代表有

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 丹麦、  日本、 韩国等国家的十余个海外留学生组织

的代表以及国际知名大学的专家、学者等围绕滨海新区支柱产业和重大产业化项目进行洽谈;参加此



 

次活动的用人单位包括天津国资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天津怀

仁制药、三星电子有限公司等天津市各大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企事业单位，涉及专业涵盖电子信

息、生物技术与现代医药、汽车和装备制造、石油和海洋化工、钢管和优质钢材、新能源和新材料

等领域。 

 

天津市外专局局长袁鹰高兴地说:“热忱欢迎海外学子和留学回国人才来津创业和发展！” 为吸引更

多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来津创业、工作，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人事部专家与留学回国人员服务中

心、天津市人事局将定期共同举办中国海外人才智力网上招聘洽谈活动。届时天津市各用人单位在

网上集中发布急需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岗位，海内外留学人才通过网络搜寻相应职位或

项目，投递个人简历并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洽谈。 

 

借助津洽会互动契机，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代表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作为丹麦

人才工作站在过去一年所做的工作以及未来工作目标和发展方向; 向与会者发放了旅丹华人工程师协

会作为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的轮值主席协会即将举办的第二届FCPAE欧洲论坛的宣传手册，并

诚邀天津市各界领导以及海外留学生组织、华人华侨社团、各大公司代表出席。与会人士事纷纷对

第二届FCPAE欧洲论坛的主题表示赞赏并表达了愿意接受邀请相聚丹麦的强烈愿望。 

 

 

[Admin  整理] 

 

 

 

------------------------------------------八月份篮球活动---------------------------------------- 

 

2010 年 8 月 10 日 下午我协会在 Nørreport Station vendersgade 附近的露天篮球场举办了篮球爱

好者聚会活动。 

与会者先在一起切磋球技，组织了小规模的比赛。赛后大家即兴交谈，彼此熟悉，愉快的度过了一

个下午。 

虽然参与活动的人数有限，但所有参与者都希望今后能多组织类似活动，以方便喜欢篮球的朋友互

相认识，一起快乐。活动之后，我协会也建立了篮球爱好者邮件群，方便所有参与的爱好者能更多

的发起或参与篮球活动。 

 

 

[张龙 整理] 

 

 



 

------------------------------------------- 夏季野餐活动 ---------------------------------------- 

 

2010年6月底到7月中旬,协会在Basværd Sø组织了两次野餐活动。组织夏日野餐活动是鉴于协会平

时组织的大多是专业性活动，专题性学术讨论，留给会员之间交流的时间有限。因此利用一个下午

的时间，让参加活动的会员们有更多地机会互相介绍，加深了解。 

 

两次野餐活动都有20多人以上，参加活动的大部分都是协会的会员家属,也有部分协会友人。大家吃

饭，聊天之余，还有不少娱乐活动，钓鱼，放风筝，扑克，踢毽子。大家最后尽兴而归。 

 

 

[陈超 整理] 

 

 

 

------------------------------------------- 汽车专题讨论 ---------------------------------------- 

 

2010年7月初，协会在Valby Parken，组织了一次汽车专题讨论活动。本次专题讨论，我们请来了

刘刚，吉健康，来给会员讲解汽车的日常维护，修理，驾照的理论与实驾考试。由于当天天气原

因，参加活动的会员人数并不多。但是大家经过此次活动，对汽车知识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建议

协会在以后的工作中，能更多的组织日常实用性比较强的讨论活动，如房子，汽车。 

 

 

[陈超 整理] 

 

 

 

---------------------------------- 中国丹麦互联网发展研讨会 ----------------------------- 

 

由中国移动互联网长城会（GWC）和丹麦外交部投资中心共同举办的中丹移动互联网行业高层交流

会于9月12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来自中国和丹麦的近50名互联网业界精英人士与会，其中

包括10名左右的ACED成员。 

 

长城会的移动互联网企业易查、健坤、美国金佰利中国公司、日本移动互联网领先公司D2C（中

国）、日本软银（中国），以及丹麦本土最大电信服务运营商TDC、微软哥本哈根全球研发中心等

公司的CEO及高层人士出席了交流会。 



长城会联合创始人宋炜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诚心希望能通过长城会这个平台，邀请丹麦、乃至全

球各国的移动互联网顶级运营公司来中国，和我们的优秀企业探讨并实现更好的商业合作。” 

 

会上，ACED的会员积极参与讨论，之后也参加了长城会所设的简单晚宴，和其他与会代表继续交

流。 

 

移动互联网长城会是由全球领先的移动互联网企业联合发起并成立的非盈利性组织，成立于2008年

3月，致力于搭建一个全球化移动互联网行业沟通和交流平台，会员为全球范围内移动互联网领域领

军企业的CEO、总裁或董事，目前已涵盖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苏晶晶  整理] 

 

 

 

------------------------------------------- 排球训练 --------------------------------------------- 

 

ACED排球队在2010年10月组队，组织排球队的工作是从2009年年底就已经开始了。队长陈东旭经

过逐一与每个排球爱好者联系以后，2010年九月初，初步确立了队员名单。由陈东旭任队长，磨红

玲任教练。 

 

 



之后陈东旭队长由于个人原因暂时离队，由陈超代理队长，组织训练，经过10月份两次训练之后，

最终确定了协会排球队最终的名单。目前，协会排球队有队员17名，经过11，12两个月定期训练，

每次参加训练的队员能达到10人左右。 

 

目前，排球队不定期的周五20点在DTU训练。 

 

 

[陈超 整理] 

 

 

 

------------------ 访问德国北方银行（HSH Nordbank）丹麦分部 -------------------- 

 

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与驻丹麦使馆青年外交官共同访问德国北方银行（HSH Nordbank）丹麦分部 

 

2010年10月22日，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会员与驻丹麦使馆青年外交官共赴德国北方银行（HSH 

Nordbank）丹麦分部，听取该行投资关系部主任费门斯（Gunter Femers）和资深项目经理朱卫

星关于国际金融投资、中丹金融合作的主旨报告，并就全球经济形势、人民币汇率、中国对外投

资、中国金融市场环境等话题展开充分讨论。活动信息量大，气氛热烈，互动活跃。（驻丹麦使馆

供稿） 

 

 

 



 

 
 
[苏晶晶  整理] 
 
 
 
 

---《第二届FCPAE欧洲论坛》暨《FCPAE2010年会》 在哥本哈根成功举行--- 

 

2010年11月12至13日，由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FCPAE）主办，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ACED)

承办的第二届《FCPAE欧洲论坛》和《FCPAE2010年会》，在丹麦外交部礼堂和丹麦哥本哈根大

学生命学院礼堂成功举行。 

    200多位来自丹麦、中国、德国、比利时、法国、瑞典、英国、荷兰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中资机

构代表、华人企业首脑，华人社团代表，及科技界、金融界、工商界和法律界的杰出华人代表，汇

聚丹麦外交部礼堂礼堂，以”人才战略”为主题，共同探讨如何面对吸引人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

何更好地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等问题。 

 



 

    论坛由哥本哈根市议员王海蒂女士主持，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2010年度轮值主席吉健康博士

致开幕词，中国驻丹麦大使谢杭生先生首先致辞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谢大使积极评价了旅

丹华人工程师协会以及各专业人士协会为中国与协会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起到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并向长期致力于推动中丹、中欧关系发展、增进中国和

欧洲各国人民友谊的各界人士表示高度赞赏和衷心感谢。 

    大使级外交官、丹麦外交部贸易促进司司长Vibeke Rovsing Lauritzen女士，科技部大学产权处

处长Jacob Fuchs先生先后致辞。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刘红跃副部长、中国科协中国国际科技会议

中心王晓涛副主任、中国科协海智办方进副主任等6人组成的科协代表团，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科技处

李小夫参赞，商务处仇光玲参赞领事部李春平主任，教育处刘成钢一等秘书，商务处梁志君二等秘

书，科技处魏杰刚先生莅临论坛。  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为会议发来了贺信。新华社、

丹麦哥本哈根邮报、政治家报和商报等媒体分别派出记者驻场报道。 

    哥本哈根孔子学院院长沃姆教授主讲了优化中丹合作，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教授报告了中国如何

实现颠覆性创新。丹麦外交部贸易促进司中国处处长Carsten Boyer Thogersen先生主持了第一个

题目为“中欧公司文化差异”的圆桌讨论，华为北欧人力资源主管白洁女士、英国奥科斯国际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周克明博士、IBM北欧销售主管Henrik Anker Olesen先生、MAQS律师事务所总经

理Philip Graff先生为讨论嘉宾。政治家报专栏记者、中国问题专家Flemming Ytzen主持了第二个

题目为“中欧公司人才战略”的圆桌讨论，德国北方银行亚洲投资部门主任朱卫星先生、诺和诺德

高级副总裁Lars Christian Lassen先生、奥胡思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中丹教育研究中心负责人

Hans Gregersen先生、MAQS律师事务所哥德堡合伙人李朋律师，维斯塔斯人力资源主管Jens 

Peter Kristensen先生为讨论嘉宾。 

    11月13日，第二届《FCPAE欧洲论坛》中文部分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生命学院礼堂举行，来自

欧洲七个国家的FCPAE理事和代表及特邀嘉宾近百人参加了会议。德国大北银行亚洲投资区主任朱

卫星先生主持了论坛，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叶天顺先生致欢迎词，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

执行主席周盛宗博士致辞，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刘红跃副部长介绍了千人计划和海智计划。丹麦科

技大学化学能源和材料系副教授李庆峰博士主持了第三个题目为“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成功”的圆

桌讨论，丹麦Risoe国家实验四维金属结构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黄晓旭博士、英国奥科斯国际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周克明博士、DanUni船舶投资公司总经理汪晓煜先生为讨论嘉宾。丹麦科技大学

MBA学院讲师李英博士主持了第四个题目为“年轻华人职业发展之路”的圆桌讨论，华为北欧人力

资源主管白洁女士、旅丹华人工程师协会前秘书长孙少波博士、中国国家发展银行丹麦工作组组长

张宏杰先生为讨论嘉宾。所有致辞、特邀报告和精彩讨论引起了参会者很大兴趣，赢得了阵阵掌声

和踊跃提问。 

    接着，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举行了《FCPAE 2010年会》。年会由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

常务副秘书长邢镔博士主持，现任轮值主席吉健康博士和执行主席周盛宗博士作了2010年FCPAE工

作报告，周盛宗博士作了2010年FCPAE财务报告，济南欧亚科技人才创业基地及徐州海外科技人才

创业基地负责人姚伟丽女士提交了书面的《2010年工作总结》，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北京/无锡



 

办事处的李想博士提交了书面的《2010年工作总结》。年会通过了这些报告。经过竞选，比利时华

人专业人士协会当选为2011年度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轮值主席协会。高伟民博士当选为2011年

度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轮值主席，周盛宗博士当选为执行主席，邢镔博士当选为秘书长。年会

上还就以后的工作计划作了热烈讨论。年会结束后，代表们握手话别，相约明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相聚。 

 

 

[苏晶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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