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Alumni Submi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NU Alumni in America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校友高峰会议”暨
“第二届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联谊大会”
邀请书（1 号公告，发布于 2018 年 5 月）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校友高峰会议”暨“第二届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联谊大会”，已正式确定将于 2018 年
10 月 5‐7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万豪酒店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两会由华东师范大学校友总会与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主办，旨在开创一个由母校代表、美国各地校友和全球各地精英校友三方组成的新
平台，以促进彼此了解互动、增进友谊，进而合作互助、资源共享，为我们个人的事业和母校的未来发
展做出贡献。两会迄今已获二十个全球各地华东师大校友会鼎立支持的承诺。
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出现了史上罕见的改革大潮和出国潮，彻底地改变了年轻时就读于魔都的中国一
流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 的我们。我们中的大部分，坚守、活跃在中国各行各业改革的前沿，或驰骋
商场、叱诧风云，或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或为官造福一方，或为民建功立业，各自打出一片天，成为
了中国崛起的中流砥柱。我们中的另一部分，则漂洋过海，远渡重洋，留学、工作、生活在发达国家及
海外各地，或成专利众多的科技翘楚，或为著作等身的国际学者，或在金融海啸中指点江山，或仍在刻
苦攻硕攻博，或在 IT、生命科学、经济金融、教育、商贸等各个领域，成为了有着丰富国际先进经验和
广博人脉的行业精英。尽管我们拥有在丽娃河畔或樱桃河边晨读夜诵、青春飞扬那刻骨铭心的共同经
历，可我们的人生轨迹如此不同，我们远隔着万水千山，我们也许相见却不相识、相识却不相知。在这
急剧变迁的时代，我们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东师大学子们，能否汇聚一处当面交流、畅所欲言、深
化友谊，分享人生的经历和故事，对接彼此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从而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事业更上一
层楼？前不久，我们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被中国确定为“双一流建设大学”，这既是我们的荣誉，也带
给我们责任。作为深深关爱着母校的海内外校友，我们该怎样群策群力、合力帮助母校布局，以早日建
设成为国际一流大学？尝试解答这些问题，即是我们召开华东师大校友“两会”的主要目的和初衷。
我们计划“两会“将包含：母校高层代表团做主题报告，校友们为母校发展献计献策；全球杰出校友代表
高峰论坛演讲与分享；美国各地校友与美国以外嘉宾校友按职业分组交流、探讨合作、networking
（共有科学技术、生物医药、教育心理文史艺术、经济金融商贸统计四个分会场﴿；校友大团圆宴会，
文体活动；以系（或班级）为单位自行组织活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观游览等等。
我们在此诚邀中国、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香港、日本、新加坡等等世界各地的华东师大校友们
共襄盛举。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上的首次全球校友海外大团聚，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我们欢迎您约
上您的同窗好友，我们等待着从全球各地赶来的校友们，在金秋十月的华盛顿欢聚一堂，共同成就这一
史无前例的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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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日期 （conference date）：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５日至７日
５日（周五）

下午抵达，签到；晚上 reception 或者晚宴；序幕活动。

６日（周六）

早餐；上午会议与论坛；午餐及大会演讲；下午高峰会议、分四组交流；晚上大团圆酒会。

7 日（周日） 自选一项（费用待定）：华盛顿游览，按系班为单位自行组织活动，或校友高尔夫友谊赛。
注意：两会日期是美国的一个长周末（哥伦布日），也在中国国庆长假期内。两会的详细日程安排以后公布。
两会地点（conference location）：贝塞斯达万豪酒店和会议中心 Bethesda North Marriott Hotel & Conference
Center， 5701 Marinelli Road， North Bethesda, MD 20852. U.S.A. 该会议中心座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马里
兰州 North Bethesda，几年前新建的重点工程，外观不错，内设富丽堂皇，停车场巨大，交通极其方便，位于首
都地区三大机场的中心位置（相对最近的为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 DCA, 其次为弗吉尼亚杜勒斯国际机场 IAD, 再次
是巴尔的摩国际机场 BWI）。距白宫仅３5 分钟左右的车程，会议中心的门口（过街）即为地铁红线 White Flint
站，可直达白宫、世界银行、动物园、华盛顿火车站、地铁中心、中国城、美国国会等。
两会报名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1. 报名表：请在以下链接里点击和填写《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校友高峰会议报名表》（部分信息也将用来制作通讯
录）http://www.ecnuaaa.org/ecnu/en‐us/conferenceregistration.aspx 若报名成功，您将会收到一封来自罗文
弘博士（Dr. Wenhong Luo）的确认电邮。
2．两会报名费： $45 或 $60


Early birds 报名费: $45 美元 ﴾RMB￥280 元﴿ ，若报名费在 2018 年 7 月 26 日前寄出。



Regular 报名费：$60 美元（RMB￥380 元），若报名费在 7 月 26 日至 9 月 25 日之间寄出。



支付方式：若用人民币支付，请微信给财长曹峰博士（微信号: fengcaouhc）。若用美元支付，请写张支
票给 ECNU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将支票邮寄至如下美国地址：Dr. Feng Cao，5863 Linden
Creek Ct., Centreville, VA 20120. U.S.A.

3. 邀请函：若美国以外的校友，需要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出具专门的邀请函作为申请入美签证的材料，请尽早联
系组委会。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是在 2008 年正式注册于首都华盛顿、并获美国联邦政府批准的享有最高抵免税
资格的 501（c）（3）的美国全国性非赢利性组织。
住宿（lodging）：贝塞斯达万豪酒店和会议中心（与“两会”会场地址相同）。两会折扣价为$110/天（不含税），
请点击 https://book.passkey.com/e/49629712 直接预订，或电话预定 1‐877‐212‐5752，我们的会议名称
为”ECNU Alumni Reunion Conference”。注意：
① 以上网址和号码是专为预订我们两会期间的万豪酒店房间设置。若因故需要取消预订，提前 48 小时即可。
② 两会与会者的宾馆折扣价只覆盖 10 月 5 日入住、最迟 8 日离开的标准间，可选择一床或两床。
③ 若需在 10 月 5 日前入住或 8 日以后离开，或者需要预定豪华间（非标准间），以上预订网址和电话号码均无
法操作。请与万豪酒店直接联系预订: https://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wasbn‐bethesda‐north‐marriott‐
hotel‐and‐conference‐center/
④ 计划只预订一个宾馆床位的校友，请与组委会负责住宿协调的袁建星校友联系（微信号: jyuan888

电邮：

jyuan87@hotmail.com），联系时请注明性别以方便进行室友配对。若有其他有关住宿的问题，也请联系建星。
停车（Parking）: 参加大会但不入住万豪酒店的校友，请停在入口于 Executive Blvd 的车库内，我们的停车费合
同价仅为 $5/天（原价大约为$30/天）。参加大会且入住万豪酒店的校友，请停在 Marinelli Rd 的万豪酒店停车场
内，我们的停车费合同价仅为$8/天（原价大约为$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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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校友高峰会议”暨
“第二届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联谊大会”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校友总会 &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
迄今为止，已获承诺将鼎力支持、联合举办的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校友会、香港校友会、上海校友会、深圳校友会、加拿大校友会、
日本校友会、浙江校友会、厦门校友会、四川校友会、经管学部校友会、新加坡校友会
美国华盛顿校友会、纽约校友会、北加州校友会、费城‐普林斯顿校友会、南加州校友会、
西雅图校友会 ﴾筹﴿ 、美国中西部地区校友会、休斯顿校友会、美国海归校友会
（组委会热烈欢迎其他各地或院系的华师大校友会加盟我们的组织工作。有意者，请联系组委会）

已获承诺将慷慨赞助的校友（金额迄今已达两万一千美元）：
王征（外语 81 级，香港），王勉（政教 84 级，美国南加州），毛元圣（生物 02 级，美国华盛顿）
（组委会欢迎热心有实力的校友或单位赞助我们的“两会”，有意者,请联系组委会主席。若赞助的是
美国校友而且其单位有 donation match，可考虑直接通过 Benevity 操作。）

迄今为止，已获承诺计划与会的部分（美国以外的）特邀嘉宾：
华东师大主要领导率领的母校高级代表团
王征 ﴾外语系 81 级）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洲电视前主要投资者、华东师大校
友总会副会长、香港校友会会长

沈习武 ﴾中文系 80 级﴿

北京汇诚信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北京校友会会长

汤国勤 ﴾电子系 82 级﴿

上海银盛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校友总会副秘书长

孙新荣 ﴾国际金融 85 级﴿

香港拔萃资产管理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香港校友会副会长

朱玉童﴾生物系 86 级﴿

深圳采纳品牌营销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校友会会长

陈小平﴾地理系 85 级﴿

北京华信怡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东师大校友总会副会长、
四川校友会会长

刘虹﴾教育系 76 级﴿

加拿大ＲＢＣ皇家银行金融集团、加拿大校友会负责人

胡小平﴾经济系 81 级）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校友会会长

王智新（外语系 75 始任教）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校友会会长
杨剑辉（中文系 05）

新加坡新华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加坡校友会会长

黄槑﴾政教系 86 级﴿

厦门国贸教育集团投资副总裁、厦门校友会会长

白露（经济系 82 级）

华东师大经济管理学部副教授、经济管理学部校友会秘书长

潘斌 ﴾教育系 85 级﴿
上海启行教育集团董事长、上海校友会副会长
（组委会热烈欢迎各地校友会和校友们推荐或自荐活跃在各行各业各地有成就的华东师大杰出校友，作
为“两会”的特邀嘉宾。也可在您的报名表上填写建言，或联系组委会出面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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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校友高峰会议”暨
“第二届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联谊大会”
组织与筹备委员会
名誉主席：

孙真荣教授﴾化学系 90 级硕﴿，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主席：

童忠益博士﴾政教系 81 级﴿，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高级金融经济学家、华东师大校
友总会副会长、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会长 （微信号与美国手机号: T2409384935）

常务副主席： 邢和祥﴾教育系 92 级﴿，华东师范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
”全球校友峰会“组委会副主席和委员名单（另行公布）
“美国校友大会“组委会副主席：
陈建德博士 ﴾物理 78 级﴿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临床
胃肠动力实验室主任，美国校友会华盛顿分会会长

任颂羔 ﴾外语 78 级﴿

美国纽约市教育局学区代表，美国校友会纽约分会会长

张逸平 ﴾外语系 80 级﴿

FFS/Farmers Insurance Company 美国农民保险集团公司注册主管与大
区经理，美国校友会北加州分会会长

毛建昌博士﴾物理系 79 级﴿

Microsoft 微软全球副总裁，美国校友会西雅图分会筹委会主任

王晔 ﴾生物系 79 级﴿

Bristol Myers Squibb Company 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资深研究科
学家，美国校友会费城－普林斯顿分会会长

李雪林博士 ﴾生物系 79 级﴿

ActiveHerb Technology Inc. 美国活力草科技公司董事长，美国校友会
南加州分会会长

查建渝﴾中文系 79 级，海归﴿ 中国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上海﴿发起人、美国校友会海归分会会长
金百强博士﴾化学系 81 级﴿

Swiss Re America Holding Corp. 瑞士再保险美国分公司副总裁兼高级
精算师、美国校友会中西部地区分会秘书长

荆吉﴾生命科学 09 级研﴿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医学院博士候选人、美国校友会休斯顿分会会长

秘书长： 周廷华﴾生物系 02 级本 06 级研﴿，United Nations 联合国总部秘书长办公室助理
副秘书长：徐令士﴾历史系 89 级﴿，World Bank Group 世界银行人力资源部分析师
王勉﴾政教系 84 级﴿，美国 Inland Products 公司董事长、美国校友会南加州分会副会长
委员（分工）：
陈炳良、何苗壮、承炎（“生物医药”分会场），包秋、邵勤、华强（“教育心理文史艺术”分会场），王
暹、施铭、杨修竹（“科学技术”分会场），沈炯、张露（“金融投资商贸”分会场），莫蔚（秘书处），
曹锋（财务），罗文弘（网站与报名），余晓晖（法律顾问），孔凡骏 ﴾会场协调﴿，袁建星、杨娜（住
宿），黄亦琴、陈琰（餐饮），程杨、徐群、赵峻、牟永平（接待、布置与会务），韩柳、徐怡、贺沁
（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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