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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投稿・ご意見・ご要望：mailmag@casej.jp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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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

★編集者語－－－－－－－－－－－－－－－－－－－－－－－－－－－－－－－－－郭 陽

■協会動態

・ 2 0 1 6 年 新 年 賀 詞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事 会

・全 日 本 中 国 人博士协会 欢 聚迎 新－－－－－－－－－－－－－－－－ 事務局 推薦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完美对接广州留交会－－－－－－－－－－－－－事務局 推薦

■会員投稿

・札幌冰雪节－－－－－－－－－－－－－－－－－－－－－－－－－－－－－－陶 恵栄

・刘敬师：浅谈日本侨团的几个特点－－－－－－－－－－－－－－－－－事務局 推薦

■情報園地

・首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赛”通知－－－－－－－－－－－－－－－－－事務局

・ 第十 四届中 国国际 人才 交流大 会邀 请函－ －－ －－－ －－ －－－ －－ －－－ －事 務局

・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事務局

■そ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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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陽

立春とは申しますが、まだ寒さ厳しき日が続いております。みなさまいかがおすごしでしょ

うか。

2月8日は春節です。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西暦年号が４で割り切れる年をうるう年と呼ばれています。今年はうるう年です。東京

オリンピックの開催年である2020年もうるう年です。今月はウインタースポーツを楽しめ

る季節ですね。また春の到来を告げる梅の花が、そろそろ見ごろを迎えます。梅まつりが

開催されます。

今月号のメルマガの協会動態コーナーで｢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欢聚迎新｣と｢全日本中国人

博士协会完美对接广州留交会｣について載せました。また、会員投稿コーナーで｢浅谈日本侨团

mailto:mailmag@casej.jp


的几个特点｣(刘敬师様)と｢札幌冰雪节｣、情報園地コーナーで｢首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

赛”通知｣及び｢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を掲載しております。

以上の内容をもってメルマガ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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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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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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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会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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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賀詞

尊敬的各位会员朋友们：

大家好！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在忙碌的耕耘中我们不知不觉送走了 2015，

迎来了崭新的 2016 年。在此我们谨代表第 11 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向所有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理

事会工作的会员朋友们及社会各界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衷心的问候！

回顾 2015年，我们砥砺奋进。这一年，协会在全体会员和理事的共同努力下，继续保持

着平稳且强健的发展势头。协会先后成功举办各类会员亲睦和服务架桥活动 20 余次，为促进

日中民间友好交流和在日博士间的各种交流作出了贡献。其中大型回国搭桥服务活动，我们 4

月成功举办了"百名留日博士深圳行"，9 月举办了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百名博士南京行”

大型考察对接活动，12 月组团参加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在广州留交会上协会由于出色的组织工作获得第十七届广州留交会的最佳组织奖。2015

年，我们的会员总数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今年达到了 566 名，并在 12 月举办的忘年会上我

们提出了未来几年内将会员总数突破 1000名的宏伟目标，与祖国遥相呼应实现我们协会的“千

人计划”！2015 年，也是我们会员丰收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有会员被评上国家千人计划，

也有会员被评上日本行业学会的 Fellow，也有会员通过协会成功落地到今年评上地方领军人

才。这些可爱的努力工作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会员取得的成就正是值得我们骄傲和欣喜的。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正如大使馆王军总领事对协会的新年期望：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为在日华侨华人做出榜样。我们在继承和发扬协会优良传统及

进一步贯彻协会宗旨“务实，创造，架桥，贡献”的同时，与时俱进开创新局面，努力使我

们协会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祝各位会员朋友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事业顺利，学业有成！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第 11 期 会長滕勁兵及全体理事会成员

2016 年 元旦全日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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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协会欢聚迎新

事務局 推薦

中文导报讯 12 月 12 日，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在东京举行一年一度的迎新年联欢会（日语称

“忘年会”），在东京和东京附近地区生活工作的 100多名博士欢聚一堂，共迎新年。中国驻日大

使馆总领事王军、深圳市驻日本经济贸易代表事务所首席代表于智荣等嘉宾到场祝贺。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滕劲兵会长致辞，向大家汇报了博士协会本年度所做出的成绩。在 2015

年，博协先后举办各类会员亲睦和服务架桥活动 15 次，每个月基本上都举办了丰富的活动：4 月

组织百名留日博士赴深圳，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9 月组织大型留日博士代表团携

手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南京一起举办了高层次人才项目考察洽谈会(留日专场)；12 月，即

将单独组团参加第十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博士协会的会员在 2015 年有了跨越性发

展，从年初的 500 名发展到现在的 563 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突破 1000 名。滕会长祝愿大家新年

事业进步，大展宏图。



中国驻日大使馆总领事王军指出：中国经济今年基本达到年初预定的目标，特别是外交领域取得

的成绩可圈可点。在日华侨如今涌现出了很多专家学者，成为日本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

高度评价了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取得的成绩，希望博士协会成员继续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

去，为在日华侨华人做出榜样。

忘年联欢会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是健康与发展讲座，下半场是歌舞演奏晚会。上半场首先由

滨松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副教授浅川哲做了题为《远离中风，人人有责》的医学与健康演讲，介绍

了预防和治疗中风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中风半年时间内需要积极治疗，不然拖延治疗将难以

取得效果。东京大学研究员司宏俊做了题为《地震·防灾·生活》的演讲，介绍了地震的发生机

制以及地震发生后如何应急的知识。



在下半场的晚会上，多才多艺的在日华人纷纷献艺助兴。唐浩祥、杨慧如分别演唱了《鸿雁》、

《偿还》，合唱了《我在红尘中遇到你》等歌曲。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孔维韶演奏了古筝曲《渔

舟唱晚》、《春江花月夜》；吴敏演唱了京剧《红娘》和《红灯记》选段；常松胜还和日本弟子

表演了通背拳和霍元甲的迷踪拳对打表演；张伟表演了笛子独奏《喜洋洋》和《水乡船歌》；李

英姿表演了二胡独奏《战马奔腾》，将晚会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晚会结束前还举行了热烈的抽奖

活动。最后全体参加者同声高唱一曲《难忘今宵》，在欢乐的歌声中把晚会气氛推向了高潮。



据介绍，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注：成立于 1996 年 7 月）是由在日本各大学大学院获得博士学

位、在日本的教育机关、研究机关、企业中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技术开发、企业经营等的中国

人博士、从日本回中国以及到欧美等国工作的博士专家所构成。本次由博士协会事务局长李睿栋

领衔组织忘年会，他担当司会，主持讲座。联欢会秩序井然，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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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完美对接广州留交会

事務局 推薦

2015 年 12 月 24 日 来源：神州学人



12 月 21 日-22 日，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组团参加了第 17 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21 位留日博士携项目到会。通过项目路演与现场洽谈交流，促进留日尖端博士人才和项目在广州

留交会进行对接，并获得本届留交会最佳组织奖。

博士协会会长滕劲兵表示，这次活动是留交会和博士协会的完美对接。博士协会拥有充足的

尖端人才项目储备，留交会正提供了这样一个为国服务的对接平台。广东是生产型企业和金融大

省，通过博士协会德这次活动，日本领先的制造业、创意行业等优势资源在留交会上得到集中良好

地对接。为当下满怀回国抱负的日本技术、创意人才回国落地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同时也促进了协

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强化会员间的信息共享，发挥会员的潜在能力、智慧和才能。博士协会作为协

会组织方将不断创新，细化服务，努力将日中人才和企业技术及金融对接推进入新的台阶。



为了这次留交会和博士协会的完美对接，协会对于此次活动十分重视，会长滕劲兵和事务局长

李睿栋等精心组织，共有 40 多位留日博士携项目报名。经过与留交会需求的对照和项目筛选，最

终精中选精，选取了 21 位博士带来项目进行对接。在参会过程中，博士协会按成员需求，安排成

员参加了 2015 海外人才广州峰会、海外人才项目推介会、2015 创业广州推介会、2015 中国海归创

新创业研讨会等环节，部分博士随后参加了展览展示，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高校、科研院所、

创业园区、创新平台以及企事业机构的代表在留交会上充分交流。部分人员组织奔赴广州开发区、

南沙区、番禺区等进行创新创业环境考察。

博士协会的专家人才在留交会上受到了泛欢迎。会议启动之前，基于距离传感器的密集人群

流动及跟踪系统、森林医学以及森林疗养（改善大气污染以及雾霾）、温热免疫癌症康复治疗仪等

技术项目收到了许多单位的邮件邀请对接。这些对接单位有政府部门、企业和高校，遍布计算机软

硬件及网络、服务业等不同方向。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在留交会的组织过程中受到组织方和会员的一致好评，最终获得本

届留交会最佳组织奖。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成立于 1996 年，由在日本各大学大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日本的教育

机关、研究机关和企业，从事教育、学术研发、技术开发、企业经营等的华人博士，以及从日本回

中国以及到欧美等国工作的博士专家等高端人才组成，会员遍布日本诸岛，会员专业覆盖所有的

文、理、工、医、农专业。（供稿、供图/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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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員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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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冰雪节

陶 恵栄



札幌冰雪节始于 1950 年，当地的中学生和高中生在大通公园制作了 6 尊雪雕，同时还举办了打雪

仗大赛、雪雕展、狂欢节等活动，当时约有 5 万多人参加,完全超出了预期想像。此后，它便作为

札幌市冬季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札幌市民中扎根。

1953 年首次制作完成了高度为 15 米的大雪雕“升天”。1955 年，自卫队首次参加并挑战了大规模

雪雕的制作。1959 年第 10 届时更是动员了 2500 人参与雪雕制作，当时由于首次被电视和报纸等媒

体披露，从第二年开始本州的游客纷纷前往札幌参加冰雪节，盛况空前。就这样，札幌冰雪节逐渐

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冰雪节。

1965 年，作为冰雪节的第二会场正式开设了真驹内会场。1972 年，冬季奥运会在札幌举办，以“欢

迎来札幌”为主题的札幌冰雪节从此被全世界所熟知。

1974 年的石油危机使冰雪节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当时由于

运雪卡车无处加油，只好在雪雕里面放入铁桶度过了难关。

国际雪雕比赛也是从这一年正式开始的。

1974 年以后，先后制作了中国沈阳、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德国慕尼黑、澳大利亚悉尼、美国波特兰等与札幌关系密切的外国地区的雪雕，札幌冰雪节也逐渐

发展成为一项国际色彩浓重的活动。之后的 1983 年第 34届冰雪节上，薄野会场作为第三会场登场，

霓虹灯辉映下的冰雕备受好评，不仅开拓了冰雪节新的一页，从 1984 年起活动期间还由 5 天延长

至 7 天，冰雪节逐渐成长为深受世界上众多游客喜爱的盛典活动。

2005 年持续了 40 年的真驹内会场被关闭，从 2006 年至 2008 年开设了里园会场，从 2009 年开始又

将第二会场改为 TSUDOME 会场，冰雪节瞄准更高目标开始了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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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本侨团的几个特点

事務局 推薦

2012 年 NO.1 海外纵横 作者：刘敬师



日本是个新兴的、发展迅速的华侨华人聚居地。目前华侨华人社会的总规模达到 80 万人(在

日中国人约有 70 万，入籍华人 11-12 万)，侨团据不完全统计有二三百个。日本是华侨占大多数，

华人占少数的国家，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侨社不同，是典型的华侨社会。侨团是联系和团结分布

在日本社会的华侨华人的重要平台和纽带。大体而言，日本的侨团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一、“新”、“老”界限明显

日本侨社习惯把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就侨居日本的侨胞及其后裔称为“老华侨”或“老侨”，

邦交正常化之后移居日本的称为“新华侨”或“新侨”。

新侨大量增加之前，老侨已在日本经历一两代人，总人数约有 5 万。他们在日本各都道府县

普遍建立了“华侨总会”，如东京华侨总会、横滨华侨总会、大阪华侨总会、神户华侨总会、京都

华侨总会、长崎华侨总会等；开办了一些华侨学校，如百年侨校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神户中华同文

学校等；经营着一些文化设施，如横滨关帝庙、长崎孔子庙等；形成了几个“唐人街”，如横滨

中华街、神户南京街、长崎新地中华街等，构成了较完整的华侨华人社会网络。老侨总体上在日本

社会根基较深，与日本社会相融程度较高，经济实力不突出但较扎实，其侨团普遍拥有产业或会所，

行事方式较规范和主流化，会员以老侨及其后裔为主，工作语言基本为日语，新侨参加进来的较少。

新侨历史只有三四十年，以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赴日留学学成定居、投亲靠友、

国际结婚、投资经营等人员为主，占日本华侨华人绝大多数，基本为第一代侨居者。以他们为主体，

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尤以行业协会和同乡组织为多，如日本中华总商会、在日中国科学技术

者联盟、日本华人教授会、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在日中国人律师协会、日本华侨华人文学艺术

家联合会、日本华人书法家协会、日本吉林同乡会、日本四川同乡会、日本重庆同乡会、日本山西

同乡会、日本湖南同乡会等。新侨团体成立时间短，运作经验少，组织不太健全，大多经济实力有

限，除个别侨团外基本没有固定会所和专职人员，工作语言基本为中文，活动靠临时招呼和组织。

新、老侨团由于会员构成、先建后立、背景层次、行事方式等差异，彼此几乎各自独立，自成

体系，交叉融合较少，自然界限明显。

二、侨团发展快速而多样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随着旅日新侨人数的急剧增加和他们在日生活的稳定化、长期化，各种

新侨联谊组织也应运而生，呈现快速而多样化的发展。老侨组织虽然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但也随

着形势发展而发生着新的变化。

首先是侨团数量和形式大量增加。老侨组织经过自身长期整合，基本形成了以日本各都道府

县“华侨总会”和以部分中国省、市、县冠名的“同乡会”为主的结构体系，如长野华侨总会、

冈山华侨总会、鹿儿岛华侨总会，广东同乡会、福建同乡会、浙江同乡会、江苏同乡会、北省同

乡会、台湾省民会、宁波同乡会、广东要明鹤同乡会等，总数约有 100 个。随着新侨的增长，除了

传统的“地缘”、“乡缘”组织，大量以“业缘”、“学缘”、“友缘”、“兴趣缘”等为纽带

的组织也迅速增加，如上述专业和同乡组织以及横滨华人联友会、东京网球协会、日本华人插花



协会等兴趣团体等，总数不下一二百个。

其次是侨团开始走向融合发展。过去，由老侨建立的“华侨总会”曾经为是否接纳新侨和入籍

华人存在不同的意见。近年来，这个“谨慎”的局面已经打破，越来越多的新侨和入籍华人加入“华

侨总会”，一些地方甚至将“华侨总会”改名为“华侨华人总会”，如冈山华侨华人总会、新潟

华侨华人总会、爱媛县华侨华人联合会等，呈现出新老侨团融合发展的趋势。一些团体甚至采取了

中日合作的组织形式，同时吸纳华侨华人会员和日本会员，为促进中日间交流合作服务。如日本云

南联谊协会，除理事长是华人，其他会员几乎都是日本人；日本中华总商会，除华商，还吸纳日商

为赞助会员；日本黑龙江经济文化促进协会，部分是日本会员。

其三是侨团逐渐走向联合，形成了一些全国性和区域性侨团。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老侨为

主的“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和以新侨为主的“日本新华侨华人会”两大全国性组织。前者以老

侨建立的各都道府县“华侨总会”和横滨、神户两大侨校等为联合；后者以新侨建立的各主要专业

团体、区域组织和同乡会等为会员，目前共有加盟团体 28 个，其中北海道新华侨华人联合会、西

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中部日本新华侨华人会等区域性团体都是其会员。

三、侨团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

日本的爱国友好侨团历史上在团结、组织旅日侨胞反对日本右翼和国民党在日势力对新中国的

敌视，动员和输送青年侨胞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和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老侨团持续秉持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往，抵制

分裂、反华势力，捐助国内灾区、贫困地区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日益突出。2001 年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主要侨团承办了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东京大会，成为最成功的全球

“反独促统”大会之一，给“台独”势力以沉重打击。2007 年，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日本新

华侨华人会、日本中华总商会、在日中资企业协会作为“侨界四团体”，首次与日本友好七团体一

道，为温家宝总理访日联合举行招待会，并由此形成日本民间友好团体欢迎中国领导人访日的参与

模式。同年日本中华总商会成功承办了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2008 年，日本主要侨团发起了声援

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6000 多名侨胞和留学生赶赴长野，抵制了日本右翼和“藏独”分子的

干扰，保证了长野火炬传递的顺利成功。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2010 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

仅东京地区侨团、侨胞为上述我国内自然灾害捐款就达 2.09 亿日元。 “上海世博”、“千人计划”

等重要事件和活动都活跃着日本侨团的身影。这些积极作为大大提高了旅日侨团在日本和中国社会

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四、侨团建设面临若干问题

老侨团的主要问题是后继无人，发展乏力。由于老侨在日已历数世，受大环境影响，其后代

语言文字、思想感情、生活方式等都已日益当地化，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多元化，大都不愿参加

侨团和侨团组织的活动。因此侨团干部和会员的高龄化和减员化日趋严重，出现了青黄不接，后

继乏人的现象，老侨领们对此忧心忡忡。

新侨团的主要问题是实力小、团结协作不够。新侨团成立时间短，大多运营还不够规范。侨团

领导人年龄、资历等大体相当，没有突出的优势，较难建立个人威望。大多新侨团组织还比较松散、



初级，没有创收的资源和能力，没有稳定收入，没有专职人员和会所，活动经费靠会员临时拼凑，

实力有限。

新老侨团之间的主要问题是融合尚且不够。由于中日间特殊的历史原因，战前到邦交正常化前

实际存在一个中国人移居日本的“断档”期，造成了“先”、“后”，“新”、“老”之间的一些

差异。如老侨相对比较习循日本社会的“游戏规则”，对新侨 “不太守规矩”的一些言行有看法。

新侨则自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以三把刀起家”的老侨不太服气等。促进新老侨、新老侨团

之间的相互理解、包容和融合，一直是日本侨团建设的重点之一。

针对以上特点，笔者认为，日本的侨团工作应该坚持以爱国、和谐、贡献为主题。建设和谐侨

社，侨团间应加强团结与协作，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侨胞利益；在日侨团应发挥团体优势，以各种方

式关心和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而做出更大地努

力；侨胞与日本社会和当地民众间要和睦相融，更好地发挥民间外交作用，积极促进中日两国人民

的友好交往。(作者系国侨办国外司欧非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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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情報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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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赛”通知

事務局

会员各位，

大家好！

本协会作为首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赛”的协办组织，已经有不少会员报名，现在截止

时间延长至 2 月 15 日。欢迎大家继续踊跃报名参加！

举办时间：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 4 月

地 址： 日本东京

☆截止时间： 2016 年 2 月 15 日

☆东京分站赛时间：2016 年 3 月

☆报名方式：

１、填写好首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赛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报名表

２、附上下列资料的扫描件：

参赛者照片，创业资料等

３、把上述资料发到协会事务局：office@casej.jp .

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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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赛”

主办单位：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龙岗区人民政府、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协办组织：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举办时间： 2015 年 11 月到 2016 年 4 月

地 址： 日本东京

赛事设置： 总决赛在深圳龙岗区举行。

分站赛分别在美国硅谷、日本东京、德国慕尼黑、澳大利亚悉尼、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

参赛对象：

（一）参赛者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报名时未在国内注册成立企业或就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2.计划赛后在深圳注册成立企业或来深圳工作；

3. 参赛者的产品、技术或相关专利归属参赛人员，与他人无产权纠纷。因侵权产生的责任由参

赛者自负。

4. 参赛者认同大赛所有规则。

（二）参赛行业领域。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科技）、电子科技、生物与生命科技、先进制造、材料与能源（含

节能环保）

（三）退赛处理。

参赛者中途退赛的，视为主动放弃本届大赛的所有权益，并不得要求补偿。

参赛流程：

分为报名、海外分站赛、深圳总决赛 3 阶段。

☆报名方式：

１、填写好首届“中国深圳海外创新人才大赛”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报名表

２、附上下列资料的扫描件：

参赛者照片，创业资料等

３、把上述资料发到协会事务局：office@casej.jp .

☆截止时间： 2016 年 2 月 15 日

☆东京分站赛时间：2016 年 3 月

海外分站赛：

第一轮，专家评审。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各分站赛的选手进行评审（每个项目 5 位评委），根据

评分高低排序，取各分站赛前 10 名，晋级分站赛决赛。

第二轮，分站赛决赛。各分站赛前 10 名以项目路演+答辩的方式进行决赛，组委会组织 7-9

位专家进行评分，根据评分高低排序产生一、二、三等奖，颁发奖金；取前 5 名参加深圳总决赛。

总决赛：

总决赛当天，25 个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答辩的方式，由专业评委（各行业的知名人士）和大众

评审（大赛备案投资机构的投资人、行业资深媒体人、人力资源专家等），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支持政策

（一）奖项设置。

总决赛设置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分别给予 8 万美元、5 万美元、3 万美元



的奖励。

分站赛设置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分别给予 5000 美元、3000 美元、2000

美元的奖励。

（二）配套政策。

1. 人才支持政策。

总决赛获奖者（每个团队限定 1 人）在赛后 1 年内，其参赛项目落户深圳或在深圳就业并与

应聘单位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按规定认定为孔雀计划 C 类人才，享受相关待遇。

2.创业大赛资助计划。

大赛对接政府创业资助，对符合申请条件、符合深圳市产业扶持政策，且在深圳落户的分站

赛获奖项目，按规定给予最高 100 万元人民币的创业资助。

3.科技金融支持政策。

政府股权投资资金对接大赛，为符合条件的分站赛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对符合申请条件和

深圳市产业扶持政策，并在深圳实施的分站赛获奖项目，按规定优先获得政府股权投资。

4.创投基金融资计划。

已在大赛组委会备案的投资机构，将组合形成一定规模的创投资金池，对大赛优秀项目进行

组合投资，同时提供专业的管理、咨询、商业企划等配套服务。

5.创业服务。

分站赛获奖者来深发展，可享受创业培训、管理咨询、导师辅导、专利申请、创新资源共享、

专业展会、国际交流及人才招聘等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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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祖国发展 圆创业梦想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邀请函

各海外高层次人才：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将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至 17 日在深 圳举行，围绕 “融全球智

力，促共同发展 ”主题，以 “国际化、高端化、 专业化、精品化、市场化、信息化 ”为目标，广泛开

展人才、智力交流合 作。本届大会主要内容包括 16 个板块，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坚持创新突 破

的理念，更加突出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特点，涵盖展览洽谈、人 才招聘、项目对接、高峰

论坛、人才培训、专题研讨等各项内容。现诚邀 各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会，与国内引智单位零距离

对接、交流。

一、时间地点

时间： 2016 年 4 月 16 日 -17 日 地点：中国 深圳市 会展中心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外国专家局

深圳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外国专家局 执行单位：深圳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

三、主要内容

1、 2016 全球华人高科技项目展示和推广；

2、海外创新创业项目与投融资机构对接洽谈；

3、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经验分享；

4、深圳园区及重点企业考察活动。

四、参会要求

1、取得硕士学位，在国外（境外）大学、企业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工作、 有高科技项目的留学人

员；

2、取得博士学位的海外人才；

3、在产业、专业领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团队；

4、已回国创业、工作的留学人员典型代表。

五、相关接待及展务



1、免费食宿：大会组委会将承担大会期间在深圳（4 月 15-17 日）的住 宿、餐饮、交通费用；

2、免费展位：为海外专业团队和组织（实际参会达到 10 人及以上的）提

供免费展示位 1 个；

六、报名及审批流程

1、报名截止：2016 年 3 月 15 日，考察名额有限，请尽快报名；

2、参会申请：所有参会申请人员，均须完整填写下方申请表。如团队参 会，其负责人信息填写在

第一位；

3、将申请表和最高学位证书扫描件等资料作为申请认证材料发送到 ciep@imhaigui.com，等待确

认；

4、主办方在收到完整申请资料后，如审核通过将向您发送《参会回执》， 最终受邀名单以《参

会回执》为准。

七、联系方式

深圳市驻日本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处

〒 105-0013 東京都港区浜松町 1-30-5 1908 室

TEL:03-5733-2244 FAX:03-3432-5333
E-mail： iwasa@shenzhenoffice.jp 微信： ccyy1207
大会官网：www.ciep.gov.cn
深圳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官网：www.szhaigui.com
我是海归网 ：www.imhaig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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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

事務局

会员各位，

大家好！

我们协会官方公众号上线了，二维码见附件，欢迎大家关注。协会的活动发布以后也会有部分通

过公众号发布。

事务局

mailto:ciep@imhaig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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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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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です。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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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mailmag@casej.jp
mailto:mailmag@casej.jp


(office@casej.jp)にご一報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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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編集担当：郭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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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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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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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office@casej.jp
mailto:office@casej.jp
http://www.casej.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