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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団法人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メールマガジン 

☆☆☆  2015 年 11月 11日 メルマガ第 71号  ☆☆☆ 

 

================================================================================= 

★ ご投稿・ご意見・ご要望：mailmag@casej.jp まで 

～～～～～～～～～～～～～～～～～～～～～～～～～～～～～～～～～～～～～～～～ 

本期内容 

━━━━ 

★編集者語－－－－－－－－－－－－－－－－－－－－－－－－－－－－－－－－康喜軍

■協会活動 

・博士协会精准对接“2015 相聚长三角”活动－－－－－－－－－－－－－－－－－ 事務局 

・留日博士代表团赴南京寻求发展新机遇－－－－－－－－－－－－－－－－－－－ 事務局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访问江苏省侨务办公室－－－－－－－－－－－－－－－－ 事務局 

・鸠山友（由）纪夫氏担任本会终身名誉顾问－－－－－－－－－－－－－－－－－ 事務局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拜访大使馆王军总领事－－－－－－－－－－－－－－－－ 事務局 

・2015 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事務局 

・国千专家暨海外高层次人才宁波鄞州行－－－－－－－－－－－－－－－－－－－ 事務局 
・2016 年度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批领军人才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事務局 
・徐州医学院高层次人才招聘计划－－－－－－－－－－－－－－－－－－－－－   事務局 

■協会掲示板 

・森林浴有魅力－－－－－－－－－－－－－－－－－－－－－－－－－－－－－－  李 卿 

・2015 博士協会忘年会 暨健康・発展講演会－－－－－－－－－－－－－－－－  事務局 

・博士协会组团参加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事務局 

■会 员投稿 
・ 紅葉鑑賞および北大風景－－－－－－－－－－－－－－－－－ －－－－－－  陶恵栄 

■その他 

・新会員紹介－－－－－－－－－－－－－－－－－－－－－－－－－－－－－－－ 事務局 

・会員状況－－－－－－－－－－－－－－－－－－－－－－－－－－－－－－－－ 事務局 

・投稿案内－－－－－－－－－－－－－－－－－－－－－－－－－－－－ メルマガ編集部 

・メルマガ編集委員募集－－－－－－－－－－－－－－－－－－－－－－ メルマガ編集部 

★ 編集者語 

 

康喜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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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では、旧暦 11 月を霜月（しもつき）と呼び、現在では新暦 11 月の別名としても用い

る。「霜月」は文字通り霜が降る月の意味であります。陰暦 11 月は霜月ともいい、冬もす

っかり深まって、霜の厳しく降りる季節でありますが、陽暦では 1 年のなかでももっとも

気候の変化が少なく、穏やかで春のような暖かい、人々が美しい自然の風物を求めて野山に

遊ぶ行楽の季節でもあります。 

 

11月では、紅葉を鑑賞する季節であり、会員の皆様は、紅葉鑑賞へ行かれましたか。 
 
紅葉を鑑賞することは、昔から始まったの習慣であり、「万葉集」にも記載されています。

日本では京都の紅葉が有名なので、中国では北京の紅葉もすばらしいです。また、近い紅葉

を見るだけ出なく、遠くから紅葉を眺めることも楽しみしています。紅葉の景色を見ながら、

人生は幸せだなという感じが沸いて来ました。会員様は時間があれば、ぜひ紅葉を見に行っ

て頂きたいと存じます。 
 
 
 
 
 
 
 
 
 
 
 
 
 
 
 
 
 
       
             
会員の投稿欄に陶恵栄博士より紅葉や北海道大学の風景の投稿写真があるので、ぜひご

鑑賞ください 
 
博士協会では、今年の活動は活発しています。中国の天津、南京、西部地区の交流活動や、

僑務事務室との連絡など、掲載されています。また、森林浴、博士協会の忘年会があるので、

たくさんの方にお祝い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ぜひご参加ください。 
                                  

以上の内容をもってメルマガ７１号を会員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ます。時間があるときにごゆっ

くり読んで頂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 2 -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ja.wikipedia.org/wiki/11%E6%9C%88_(%E6%97%A7%E6%9A%A6)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A%A6
https://kotobank.jp/word/%E7%A9%8F%E3%82%84%E3%81%8B-452865
http://www.casej.jp/jp/2015/2015-09-23.pdf


メルマガに対してご意見・ご要望があれば、ぜひともご連絡いただき、今後の編集に生かし

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 

■協会活動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精准对接“2015年相聚长三角”活动 

  事務局 

9月 19日至 21日，由江苏省省侨办孙彬副主任率领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近 10

个国家 20多位大数据及医药医疗产业高层次人才齐聚盐城，参加 “2015相聚长三角”盐城

分会场活动。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代表团有会长滕劲兵等 7人参会。 

 

 

 

 

 

 

 

 

 

 

 

20日上午，“盐城人才政策与创业环境说明会”在盐城城南新区大数据产业园创新大厦举行。

孙彬副主任致辞，对盐城市抢抓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江苏沿海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聚焦

智慧和大数据等高端产业，加大人才工作力度，大力扶持创新创业项目等给予高度肯定，倡议

与会嘉宾，在盐城多走走，多看看，抢抓机遇，争取落户盐城。盐城科教城主要负责人介绍了

智慧城南及大数据产业规划。成功落户盐城的康林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德林、富伟家

纺董事长钱大伟讲述了在盐城创新创业的切身感受，引起与会者的共鸣。程德林博士的项目是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和盐城在 2013 年的对接过程中产生的火花，现在已经瓜熟落地，为当

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程德林博士今年也入选盐城市第一批 515领军人才计划。 

下午，大数据专场、医药医疗专场交流会在盐城市科教城同时举行，大家对盐城大数据产业和

医药医疗产业发展表示极大关注，并就产业发展情况及相关政策与园区企业和市科技、人才等

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热烈交流，现场达成机器人研发、物联网、新材料医疗器械等一批项目的合

作意向。 

 

本次活动，由于活动主题明确，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的报名筛选严格，项目对接精准，大家

普遍认为，这个活动层次高，有质量，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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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日博士代表团赴南京寻求发展新机遇 

事務局 

9月 21日至 22日，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产研院”) 在

南京一起举办高层次人才项目考察洽谈会(留日专场)。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邀请了 55位留

日博士携带项目参会，通过项目路演与现场洽谈交流，促进留日博士人才、项目与产研院专业

研究所进行对接。 

 

 

 

 

 

 

江苏省产研院于 2013 年 12 月 6日正式成立，是江苏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截止

目前，省产研院已布局建设专业研究所 18家，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3家，面向全球引进了一批

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实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近千项，合同科研额近 6亿元，累计衍生或孵化

科技型企业 181家。此次举办的高层次人才考察交流洽谈会(留日专场)是产业研究院第一次组

织的国际性活动，通过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的精心组织，共有 240多位留日博士报名。经过

与江苏产业高端发展需要、专业研究所研究方向的对照和资质筛选，最终选取了 55位博士带

来的项目进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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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此次选取的项目涉及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领域，包括基于视觉与力觉的 2

代与 3代工业机器人的研发与产业化；重金属污染土壤不溶化处理技术；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监

测及数值模拟技术；新时代智能电网配电及计量架构等。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会长滕劲兵博士介绍，过去的海外人才归国，通常有两种去处：要么有

成熟的技术到企业去对接，要么到高校深入科研。“现在，江苏产研院给我们的人才打开了一

个很好的通道。如果他们有很多想法去企业对接的时候还不够成熟，那么到产研院专业的研究

所进行二次开发，变成能到企业用的技术，转换成产品和经济效益。”滕劲兵博士说道。江苏

省产研院执行院长刘庆表示，这次洽谈会，不光有专业研究所来对接，还有 150多位来自各个

地方科技局、地方园区的人员、以及企业代表，“希望能加快集聚海外优质创新资源，与产业

研究院、园区等合作，为江苏的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支持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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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访问江苏省侨务办公室 

事務局 

 

2015 年 9 月 23 日，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会长滕劲兵博士，事务局长李睿栋博士访问江苏

省侨务办公室，受到江苏省侨务办公室王华主任，经科处吴新华处长等的亲切接见。王华主任

指出中日之间经济技术之间还有很多差异，有很多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并介绍了江苏省侨

务动态及政策，邀请博士协会成员继续来江苏考察访问。访问期间，江苏省侨务办公室和全日

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就双方合作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了长期协议。 
 

 
 

 

 

 

 

 

 

 

 

～～～～～～～～～～～～～～～～～～～～～～～～～～～～～～～～～～～～～～～～ 

鸠山友（由）纪夫氏担任本会终身名誉顾问 

 

鸠山友（由）纪夫氏（斯坦佛大学博士）第９３代内阁总理大臣受聘为本会終身名誉顧問。

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在鸠山会馆举行了正式的受聘仪式，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会长滕

劲兵博授予聘书给鸠山前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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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拜访大使馆王军总领事 
 

10 月 26 日，协会会长滕劲兵博士，前会长刘学振博士，事务局长李睿栋博士等拜访

了大使馆王军总领事和王树凡领事。滕会长向王军总领事和王树凡领事详细汇报了博士协

会的发展，会员的状况，现在会员已经从当初的几十名发展到今天的５５４名会员，每年

都有多次回国服务架桥活动，中秋赏月忘年会新年会等会员亲睦交流活动等等，从大型活

动到中小型活动，基本平均下来每月都有一次。其中，特别介绍了博士协会最近举办的盐

城长三角大数据建设中心的考察活动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对接访问活动，四川的海

科会活动等各项回国，为国服务架桥活动。另外，还介绍了博士协会的近 20 年的发展壮

大的过程。王军总领事非常重视华人团体的发展，王总领事对博士协会今后的发展提出希

望，希望博士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为广大会员为国，回国服务的平台建设以及会员亲睦友

好交流等各方面工作给予极大的指导。 

 

 

 

 

 

 

～～～～～～～～～～～～～～～～～～～～～～～～～～～～～～～～～～～～～～～～ 
2015 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公告 

事務局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推进重庆与海内外人才交流和高新技术合作，集聚各类人才来渝创

新创业，拟举办 2015 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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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 年 12 月 10 日-11 日 
地点：重庆江北世纪金源酒店 
 
二、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共重庆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主办单位：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三、参与对象与领域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参与对象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持有自主研发高新科研成果或有意来渝求职创业的人

员： 
1. 获得海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人员或在读博士研究生； 
2. 海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教授或研究员； 
3. 海外企业高管。 
（二）专业领域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工程技术、医疗卫生、现代农业、能源、材料、化工、制药、生态环境、

金融和法律等。 
四、活动方式 
 
活动期间，拟举行活动开幕式暨主题宣讲推介会、创新创业高端论坛、“千人计划”专家专场活

动、海外人才专场招聘会、创业项目对接洽谈活动、优秀项目评审、入围创业项目颁奖及签约

仪式等，并组织参观全市创新创业平台实地考察。 
 
五、报名事宜 
（一）报名截止日期：2015 年 11 月８日 
（二）报名方式 
邮箱：填写好报名表发到事务局 （office@casej.jp） 
六、其他事宜 
组委会负责受邀人员在渝活动期间的食宿、公共交通费用，并分别给予海外（海归）境外人才

6000 元/人（项目团队补助 1 人），市外（国内）创新创业人才 2000 元/人。以组委会正式邀

请函为准，予以补助。 
 
附件：1. 2015 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人才需求表 

2.2015 重庆国际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需求信息表 
3.人才引进及创业优惠政策汇总表 
4.2015 重庆“国创会”项目报名表 

～～～～～～～～～～～～～～～～～～～～～～～～～～～～～～～～～～～～～～～～ 

国千专家暨海外高层次人才宁波鄞州行  

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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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与千人计划专家及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了解

宁波鄞州人才计划、到鄞州创业创新，鄞州区组织部、人才办、人社局等部门将联合举办“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暨海外高层次人才宁波鄞州行”活动。 
一、活动组织 
主办：区委组织部（人才办）、区人力社保局 
协办：区科技局、区经信局 
承办：欧美科技产业联盟 
二、参加人员 
1、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海外高层次人才; 3、鄞州民营企业;4、鄞州创业平台 
三、活动时间 
2015 年 11 月 22 日-24 日（22 日报到、23 日活动、24 日返程） 
四、报名截止 
2015 年 10 月 30 日，请下载填写报名表，尽快发邮件至:service@sci-tec.org， office@casej.jp 
五、参会补助 
对正式受邀参加活动的人才，给予国内差旅补贴并提供活动期间鄞州的免费食宿，差旅补贴标

准：1500-2000 元/人。 
六、参会说明 
本次活动不接受已经参加过以前鄞州活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请予理解。 
宁波鄞州区简介 
 
宁波市鄞州区是宁波市最大的市辖区，位于浙江省东部，鄞州区前身鄞县，于秦时置县，距今

已有 2200 多年，人文荟萃、历史悠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海外宁波商帮的发祥地、

宁波“红帮服装”的故乡。全区总面积 1346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 84 万，2014 年实现生产总值

1297.8 亿元，财政收入 279.5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166.2 亿元。年销售上亿元企业 451 家、

上 10 亿元企业 29 家，上 100 亿元企业 3 家，上市企业 14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96 家，

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位居“2014 年中国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第 5。目前鄞州

区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基地、“三园区两基地”等创业

创新载体。 
 
鄞州区人才政策摘要 
引进对象：符合鄞州产业导向的海内外创业创新人才项目（创业类学士以上、创新类博士）。 
项目资助：经评审，创业类 A、B、C 人才项目分别可获得最高 600 万元、300 万元、200 万

元的项目资助，创新类 A、B 类人才分别可获得 100 万元、50 万元创新资助；对于特别优秀

的人才项目实行“一事一议、上不封顶”政策；对我区特别紧缺急需创业项目，首次创业三年内

失败再次创业的，经评估后仍具备再扶持价值，给予一定资助。 
创业扶持：创业类 A、B、C 人才项目，可连续 3 年分别申请 20 万元/年、15 万元/年、10 万

元/年的场地补贴，连续 2 年申请最高 100 万元/年、75 万元/年、50 万元/年的贷款贴息（另

有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贷款担保费用补贴），以及技术入股、创业辅导、奖励扶持等政策。 
 
～～～～～～～～～～～～～～～～～～～～～～～～～～～～～～～～～～～～～～～～ 

- 9 - 
 

mailto:service@sci-tec.org
mailto:office@casej.jp


2016 年度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批 领军人才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事務局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提升城市产业品质，进一步加大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现

决定于 2016 年 3 月举行张家港市第一批领军人才项目评审会。热忱的希望贵协会能继续为张

家港市举荐优秀的海外人才和项目。 
 
本次评审采取“先申报、后落户”的工作流程。具体申报事项如下： 
  一、申报相关条件 
1.申报人已取得与创业项目领域相关的硕士以上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岁； 
2.申报人应有 3 年以上在国内外知名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从事研发或管理等岗位

工作经历，并取得比较突出业绩，来我市时间不超过两年; 
3.申报人掌握申报项目的核心技术，拥有申报项目专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4.符合我市领军人才项目申报的其他条件。 
  二、申报评审程序及时间节点 
1．材料申报，2016 年 1 月 16 日截止 
申报人填写《2016 年度江苏省张家港市领军人才创业项目计划书》（见附件 4），于截止日期

前发送至 zjg330@163.com 及 office@casej.jp。 
2．资格初审：2016 年 1 月下旬 
审核申报材料及资格。 
3．项目网评，2016 年 2 月中旬 
申报材料完整，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将进入网评程序。 
4．发放面试综合评审通知，2016 年 2 月下旬 
向通过项目网评的申报人发出参加面试综合评审会的邀请通知。 
5．面试综合评审会，2016 年 3 月中旬 
受邀参加面试评审会的申报人（仅限申报人本人）凭规定日期内的机票（详见面评通知）、护

照及出入境记录等凭证可获定额差旅费补助。 
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6．结果公布，2016 年 4 月底之前 
结果公布以后，获得张家港市领军人才资格的申报人选择张家港市创业载体，按规定注册落户

后享受相关资助政策。 
以上时间节点均为北京时间。 
 
更多扶持政策信息请登录张家港领军人才网（www.330.gov.cn）查阅。 
申报咨询电话：+86-512-58679075； 
                        +86-512-58678091； 
申报咨询邮箱：zjg330@163.com 及 office@casej.jp 。 
 
附件为关于开展2016年度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批领军人才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和项目计划书

模板等相关材料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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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市人才工作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徐州医学院高层次人才招聘计划 
事務局 

 
 

徐州医学院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是江苏省教育厅直属事业单位，有五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具有

博士授予权。近些年学校事业快速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引进高层次人才（包括海外留学博士研

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等）加盟我们学校的团队，专业包括医学、生物学、药学、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等，我们将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渥的薪酬待遇。我校已制定高层次人 

才招聘计划，烦请您在百忙之际，抽出时间帮我校宣传，请对我校招聘计划感兴趣的人才与我 

联系。 
 
附 件 内 容 为 我 校 高 层 次 人 才 招 聘 计 划 ， 谢 谢 。 网 页 链 接 地 址 为

http://rsc.xzmc.edu.cn/info.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newsid=231157&wbtreei
d=1203。 
    联系人： 王灼、董席席、刘晓朋   联系电话：86-516-83262043、86-516-83262032 
    联系邮箱： rsc@xzmc.edu.cn, office@casej.jp 
                                                                                                         
    徐州医学院人事处 
                       2015 年 11 月 5 日 
 

 

 

================================================================================ 
■協会掲示板 

森林浴有魅力 
                                                              李 卿 

森林浴 in 高尾山（賞楓葉・紅葉を楽しもう） 

博士協会会員の皆様 
いよいよ一年一度の「賞楓葉」の時期がやってきました。 

会員の皆様のふれあい・親睦、また心身の疲れを癒すために、「森林浴 in 高尾山（紅葉を

楽しもう）」のイベントを計画しましたので、お知らせします。 
日時：11 月 28 日（土）朝 10 時〜 

場所：高尾山 
集合：高尾山口駅 

路線：高尾山口駅〜高尾山山頂（昼食）〜紅葉観賞（初冬の森林浴）〜下山〜 
   JR 八王子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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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浴：やすらぎの湯：http://www.yu-granspa.com/ 
 ・啤酒浴〜解散 

当日のスケジュール 
・10:00 高尾山口駅集合 

・10:10 出発、1 号線（3.8Km）で登山開始、森林浴・紅葉観賞 
・12:00 山頂到着・紅葉観賞・昼食（各自持参）・記念写真 

・14:00 下山、「稲荷山コース（見晴らし尾根コース・紅葉観賞コース 3.1km 
 ・16:00 高尾山口駅到着、JR 八王子駅へ移動（帰りたい人は、ここで解散） 

・16:30 JR 八王子駅、やすらぎの湯へ移動（5-10 分） 
・17:00 入館手続き終了、温泉浴開始 
・19:00 懇親会開始・啤酒浴を楽しむ 

・21:00 解散（温泉浴を継続したい方は、12 時まで OK） 
プラン・料金 

1．温泉浴+懇親会（￥5250 入浴料 2060 円含み）・啤酒浴（飲み放題￥1650）：計 6900 円 
2.温泉浴+食事（2060 円+食事代） 
  →http://www.yu-granspa.com/ 

 3．温泉浴のみ：2060 円（館内利用料・タオルセット・館内着が含まれている） 
回数券 5 枚セット：7,970 円（1590/枚） 

4．16:00 高尾山口駅で解散（参加費は 0 円） 
大自然に身を任せ、「森林浴・温泉浴・啤酒浴の三点セット」で、日頃のストレスと心身の

疲れを一掃し、元気な体と心を取り戻そう！ 
 

想健康，森林浴！ 
想长寿，森林浴！ 
森林浴后温泉浴！ 
温泉浴后啤酒浴！ 
 
会員の皆様、家族や友人も誘ってぜひとも奮ってご参加ください。 
申し込み先：事務局 office@casej.jp 
申し込み〆切：11 月 20 日まで 
雨天中止 

当日連絡先携帯：080-4115-1962 080-4115-1962 ソフトバンク（李卿） 

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李卿 
～～～～～～～～～～～～～～～～～～～～～～～～～～～～～～～～～～～～～～～～ 

2015 博士協会忘年会 暨健康・発展講演会 

事務局 
 
昨 年の忘年会での日中関係講演会が大成功になって、今年は健康・発展講演会を開く予定

です。皆様、ぜひ奮ってご参加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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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催】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 
【日 時】2015 年 12 月 12 日（土） 
17：10〜18：20（健康・発展講演会）18：20〜21：00（懇親会・芸術表演） 
 
 【会 場】九龍城飯店 
 東京都江東区亀戸 6-23-2 東洋産栄ビル 2F （東京大排档二階） 
 
【参加費】4,000 円 
 
【申 込】11 月 30 日（日）までに、下記のフォームを記入し参加申し込みください。定

員 100 名まで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zpzLpgoBTVdTXCSM9amTlXdsN14Cf1uiTP_9_4Dyr2A/
viewform?c=0&w=1 
 
【日程（予定）】 
 
17：00〜17：10   受付 
 17：10〜17：20   ご挨拶 
17：20〜18：20   健康・発展講演会                         （調整中） 
      医学と健康の講演 
    地震と生活の講演 
18：20 〜19：00 懇親会 
 19:20 〜21：00 芸術表演 （専業歌手・楽器演出・京劇・笛・古筝・武術専門家など邀

请）・抽選会・自由歌唱 
～～～～～～～～～～～～～～～～～～～～～～～～～～～～～～～～～～～～～～～～ 

博士协会组团参加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事務局 
 
会员各位， 
 
 大家好！ 
 
 本协会决定组团参加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第十七届留交会时间：2015 年 12 月 21-22 日 
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报名截止时间：11 月 28 日 
 
 四、      海外人才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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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陆注册：登录留交会官方网站 www.ocs-gz.gov.cn ，注册海外人士帐号。 
2、在线填写并上传资料： 
 根据系统提示在线填写参会资料； 
 上传有关附件（学位证书、身份证明、任职证明、开办企业证明等）；在组团的社团一栏写入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3、填写好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报名表发给协会事务

局：office@casej.jp . 
 4、确认是否获邀：申请人报名后 10 天内登陆大会网站查询报名结果； 
5、领取邀请函：受邀人才登陆大会网站下载； 
6、填写回执：获得《嘉宾邀请函》的海外人才须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登录大会网站填写

回执，明确住宿、航班（火车）接送需求；获得《参会邀请函》的海外人才，食宿自理。 
 更详细的内容请登录留交会官方网站，在“第十七届留交会”专题页面查看《第十七届中国留学

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海外人才参会指南》。 
 
 五、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代表团获得服务 
   通过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报名的会员在经大会组织方判断邀请的团员获得国际车旅费

5000 人民币，以及免费周到的食宿和地方交通服务。会议期间，受邀团员的食宿由组委会免

费统一安排（其他个人消费项目、家属及随从人员的食宿费用等自理）。 
 
 事务局 
 
------------------------- 
博士协会组团参加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欢迎参加第十七届 
 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简称留交会) 始创于 1998 年，由中央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

作小组指导，国家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欧美同学会·中国

留学人员联谊会、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天津、上海等 23 个城市

（机构）协办，是中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具影响力的海外人才项目交流平台，被誉为“中
国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的第一品牌”。 
 第十七届留交会定于 2015 年 12 月 21-22 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将适

应“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发展需要，精心组织人才交流、项目对接、峰会论

坛、展览展示等几大板块活动，以“高端、创新、务实”为引领，做好“三个服务”：服务于国家

战略、服务于海归创业、服务于地方发展，搭建“四个平台”：搭建国家战略的发布平台、搭建

海外高端人才的聚引平台、搭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践平台、搭建地方发展战略的引领

平台。 
 
 一、      大会内容 
 （一）峰会论坛 
1、2015 海外人才广州峰会暨留交会开幕式 
2、“圆梦中国”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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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千人计划”专家产业联盟高峰论坛 
4、中科院前沿科学论坛 
5、中国（广东）自贸区发展高峰论坛 
6、“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与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圆桌会议 
 （二）交流对接 
1、第十届“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入围项目交流对接 
2、“千人计划”专家项目交流对接 
3、独联体高新技术成果交流对接 
4、海外人才项目对接交流 
5、海外人才招聘会 
 （三）展览展示 
1、工业 4.0 暨高端制造产品展示专区 
2、第十届“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入围项目展 
3、中国海归暨“千人计划”专家创新项目成果展 
4、独联体高新技术成果展 
5、自主参会海外人才项目展 
6、风投创投机构展 
7、创业孵化器展 
8、国内省市单位、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展 
 （四）推介发布活动 
1、各地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推介会 
2、海外人才项目推介会 
3、创业投融资服务机构专场推介会 
4、《2015 中国海归创新创业年度报告》系列发布会 
5、广州实地考察 
 
 二、      参会人员 
 （一）海外人才 
 在海外高校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留学人员及外裔高层次人才。 
 （二）国内人员 
1、留交会主办部委领导、嘉宾。 
2、留交会协办城市代表（团）。 
3、国内各省市、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代表（团）。 
4、国内留学生服务联盟/协会、创业园、人才服务机构等。 
5、风投、创投机构与投资人。 
6、论坛活动特邀嘉宾、主持人。 
7、国内主流人才、科技、财经等媒体。 
 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海外人才报名工作，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正式启动，

现正接受网上报名。热烈欢迎有志于回国（来华）创新创业的海外人才踊跃参加。 
  报名时间：2015 年 9 月 1 日—11 月 28 日。 
 
 三、      海外人才报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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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凡在海外高校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留学人员及外裔高层次人才，均可报名参会。 
 其中，符合下列条件者，可获得组委会提供的免费食宿接待： 
1、硕士毕业且拥有 2 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者； 
2、拥有博士学位者；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或发明专利，准备回国创业的项目持有人； 
4、在海外高校、科研机构担任副教授（或相当）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 
5、在海外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家，在海外知名公司担任中、高级管理或技术职务者； 
6、外裔高层次人才。 
 （二）欢迎在海外的其他留学人员报名参会（食宿自理）。 
 
 四、      海外人才报名流程 
1、登陆注册：登录留交会官方网站 www.ocs-gz.gov.cn ，注册海外人士帐号。 
2、在线填写并上传资料： 
 根据系统提示在线填写参会资料； 
 上传有关附件（学位证书、身份证明、任职证明、开办企业证明等）；在组团的社团一栏写入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3、填写好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报名表发给协会事务

局：office@casej.jp . 
 4、确认是否获邀：申请人报名后 10 天内登陆大会网站查询报名结果； 
5、领取邀请函：受邀人才登陆大会网站下载； 
6、填写回执：获得《嘉宾邀请函》的海外人才须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登录大会网站填写

回执，明确住宿、航班（火车）接送需求；获得《参会邀请函》的海外人才，食宿自理。 
 更详细的内容请登录留交会官方网站，在“第十七届留交会”专题页面查看《第十七届中国留学

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海外人才参会指南》。 
 
 五、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代表团获得服务 
   通过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报名的会员在经大会组织方判断邀请的团员获得国际车旅费

5000 人民币，以及免费周到的食宿和地方交通服务。会议期间，受邀团员的食宿由组委会免

费统一安排（其他个人消费项目、家属及随从人员的食宿费用等自理）。 
 
 六、      报名联系方式 
 地  址：广州市 小北路２６６号北秀大厦 7 楼 
 邮  编：510050 
联系人：叶苗、郑允 
 电  话：(8620)83563312、83137599 
传  真：(8620)83568060、83557156 
 E-mail：ocs@gz.gov.cn 
官方网站：www.ocs-g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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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員投稿 

             紅葉鑑賞および北大風景 

                          陶恵栄 

今年北海道大学学内の紅葉や風景をご鑑賞ください。 

 

 

 

 

 

 

 

 

 

 

 

 

 

 

 

 

～～～～～～～～～～～～～～～～～～～～～～～～～～～～～～～～～～～～～～～～ 

■その他 

会員状況 

                                     事務局 

今日現在までに、今期の新入会員数は＋６名です。会員資格変更：準会員から正会員への資

格変更２名。合計 ５５４名が入会しています。 

 

～～～～～～～～～～～～～～～～～～～～～～～～～～～～～～～～～～～～～～～～ 

投稿募集 

協会のメルマガが隔月１期を発行しています。会員には、ご自分の研究紹介、感想、雑談、

思い出、提案などがあれば、どんなささやかのことでも構いませんので、皆さんからのご投

稿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連絡先：メルマガ編集委員会 mailmag@casej.jp 

～～～～～～～～～～～～～～～～～～～～～～～～～～～～～～～～～～～～～～～～ 

メルマガ編集部の募集 

メルマガは我が協会内の情報誌で、全ての会員のご参与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メルマガは隔

月一回発行し、今のところは４人の編集者が分担して編集・校正を行い、作業自体はそれ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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ど複雑ではないです。我が協会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有志の方にはぜひご応募頂ければ、と

思います。一緒に博士協会を盛り上げましょう！ご応募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応募先：メルマガ編集部 mailmag@casej.jp 

～～～～～～～～～～～～～～～～～～～～～～～～～～～～～～～～～～～～～～～～ 

事務局からのお願い 

 

転職や就職などでメールアドレスの変更が発生した場合には、ぜひ事務局あて 

(office@casej.jp)にご一報ください。 

================================================================================= 

本期編集担当：康喜軍                   校正：事務局 

配 信 元 ：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事務局 office@casej.jp 

http://www.casej.jp  

Copyright (c) ２０１５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  All rights reserved. 

================================================================================= 

メルマガ編集部 

部長 

康喜軍（編集担当） 

副部長 

陶恵栄（編集担当） 

郭 陽（編集担当） 

孫蓮花（編集担当） 

 

事務局（校正・発行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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