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介绍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旅美科协）是 1992 年夏在纽约成立的非政治性，非盈利性的

民间团体。旅美科协的三大宗旨是：促进中美之间文化、科技、教育、经贸等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旅美学人、

华人专业人士之间的团结、合作与交流。 
 

旅美科协是一个跨地区（美国）、跨行业的综合性科技团体，会员主要由来自科技、

文化、教育、法律、金融、人文等各个领域的中国旅美专业人士组成，现有会员八

千人。许多会员在世界 500强跨国企业或美国知名大公司、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从

事科技开发和研究工作，部分会员已经成为了中、高层管理人员。目前在全美有十

几个分会及专业学会，会员分布在美国几十个州，并在中国国内几个城市设立了联

络处。总会设执行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还设有董事会、理事会、学术协调委员会

和顾问委员会。旅美科协成立以来的知名名誉顾问包括陈省身教授，宋健教授，杨

振宁教授，朱光亚教授，陈香梅女士，田长霖教授，周光召教授，朱丽兰教授等学

术及社会知名人士。 
 

旅美科协总会及各分会举行定期学术研讨活动，为会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旅美

科协总会定期出版《海外学人》杂志及实时通讯，内容包括介绍协会的学术活动与

中美科技界、工商界的最新动态及各种工作与投资机会等许多会员们切身关心的内

容。 
 

每年总会及各分会举办包括全国年会及分会年会、学术讲座等在内的几十次大中型

学术研讨活动，活动中旅美科协邀请中美各界知名人士对所关心的学术及社会问题

进行探讨。旅美科协注重与其他专业协会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不同学科华人的交流，

同时促进中美之间科技人才的沟通和科技的发展。旅美科协各分会也注重参加当地

的华人社区活动，与所在地的其它侨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旅美科协总会现任会长宋云明，董事会主席于浩，理事会主席蔡逸强，候任会长陈

志雄。旅美科协历任会长为周华康、章球、徐震春、陆重庆、马启元、周孟初、谢

家叶、肖水根、石宏、邹有所、林民跃、王飞跃、李百炼、左力、沈陆、陆强、曾

大军、方彤、盛晓明、蔡逸强、于浩。 
 

网站和出版刊物 

总会网站：www.cast-usa.net;《海外学人》杂志及《实时通讯（网络版）》。 

http://www.cast-usa.net/


 

旅美科协分会分布 

 
 

东部分会 

 康州分会 - Connecticut Chapter 

 佛罗里达分会 - Florida Chapter 

 大纽约分会 （创始分会）- Greater New York Chapter (New York, New Jersey) 

 北卡分会 - North Carolina Chapter 

 匹兹堡分会；- Pennsylvania Chapter(Pittsburgh) 

 华盛顿特区分会- Washington DC Chapter/Network Society 

西部分会 

 亚利桑那分会 - Arizona Chapter 

 加州洛杉矶分会 - California Chapters at Los Angeles 

 加州圣地亚哥分会-California Chapters at San diego 

 加州硅谷分会 - California Chapters at Silicon Valley   

 德州分会- Texas Chapter (Dallas) 

 犹他分会 - Utah Chapter 

 



康州分会 

 

 康州介绍：(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是新英格兰六州中最偏南的一州，依山傍海，

经济发达，距离纽约曼哈顿，麻省波士顿仅 2 小时车程。

康州在全美首先创立基本法， 故有“宪法之州”自称，

州府哈特福特是美国的保险业都市。  康州有个号称是

北美最大的金神（Mohegan Sun）赌场， 为首屈一指的

娱乐场所，备有顶级的品牌商店，此外，康州快活豪华

大赌场是美国快活大赌场度假村中的最大赌场之一。马克吐温在哈特福特的故居也是观光

者必到之处。著名的耶鲁大学也位于康州的纽海文市。 

当地经贸 

康州是新英格兰六州中工业最盛的一州. 主要是制造核潜艇、喷射飞机引擎、直升机等。 

康州生物医药产业较为发达，并已形成了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三位互动的集群式发展格

局。康州现有生物医药企业约 800家，一些国际知名的医药企业，如辉瑞、拜耳、勃林格

殷格翰、百时美施贵宝等，也在此设有地区总部、生产设施或研发机构。位于康州的耶鲁

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等高水平研究机构，为该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力和人

才资源。为吸引医药企业在康州投资，帮助企业在康州快速成长，康州经济与社区发展局

（DECD）出台了一些列优惠政策，包括提供相匹配的拨款、贷款，贷款和税收优惠以及为

企业度身定制相应的金融协助方案等。 

分会介绍： 

中国旅美康州科技协会（ＣＡＳＴ－ＣＴ）于２０

０１年成立，２００６年在康州正式注册。协会致

力于建立康州新一代华人学者和专业人士包括科学

家、企业家、经贸和金融人士等交流、合作、创业

和发展的平台，并成为美中文化、科技、教育及经

贸等领域友谊和合作桥梁的康州桥头堡。 

联络方式 

网站： www.castct.org  联络人： 会长  余国营 guoyingyuus@yahoo.com 

 

http://www.castct.org/


佛罗里达分会 

城市介绍：戴托纳比奇 （Daytona 

Beach）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佛州分会位于佛罗里达中部的戴

托纳比奇（Daytona Beach）。此地拥有世界最著名

的海滩，四季阳光充裕，气候宜人。毗邻圣奥古斯

丁历史遗址、奥兰多迪斯尼主题公园、海洋大世界

、环球影城、乐高乐园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肯尼迪太空中心等享誉全球的景点，是著名

的旅游胜地。 戴托纳国际赛道是美国赛车协会（

NASCAR）多项重大赛事如 Daytona 500, Coke-Zero 

400 的举办地，吸引着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赛车爱好者。 

 

当地经贸：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第四大经济体。旅游业、农业、

工业等都很发达。以 NASA肯尼迪太空中心为中心

的航空航天工业基础雄厚。佛州中部的高新技术走

廊东起戴托纳比奇，穿越奥兰多都市区，延伸至西

岸的坦帕，聚集了大量的高新技术公司，在农业科

技、商业与军用飞行、国际金融、信息技术、微电

子与纳米技术、光晶材料、生命科学与医疗技术、

仿真训练技术、数字交互游戏等领域处于领先的地

位。 

 

分会介绍： 

佛罗里达分会于 2012年成立。它的成员主要来自于生活在美国中佛罗里达地区，并在各

行各业取得卓越成就的华人教授、高科技企业的技术骨干、及医学界和金融界专业人士。

协会致力于为佛州地区旅美华人提供专业交流、合作和发展的平台，并积极搭架美国佛罗

里达地区与中国国内的文化、科技、教育及经贸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联络方式： 

网站： www.castfl.org 

联络人：会长孙璐璐： lulusun0@gmail.com  

http://www.cast-sd.org/
mailto:lulusun0@gmail.com


大纽约分会（创始分会） 

城市介绍： 

纽约是美国最大城市及第一大港。联合国总部位於该市。其政

治、经贸、文化影响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是公认的“世界之

都”。因为该市广大的地下铁路系統，和繁华的建筑物、交通

及人们，所以纽约也常被称为不夜城。纽约市有非常多的地标、

社区是世界知名的。如自由女神像欢迎数百万移民在 19世紀

到 20世紀初的到來。 

 

当地经贸： 

大纽约地区是全球商业经贸的重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位于华尔街的纽约证券

交易所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财富 500强中就有 45家公司总部位于该市。大纽约

也是全美的保险、房地产、媒体和艺术的重镇。2010年的统会区有大約 1.28 万亿美元的

GDP，是世界第 13大经济体。由于纽约市是跨大西洋光纤缆线的主要支点，促进了该市生

物科技、软体开发、遊戏设计和网路服务等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其他重要经济領域还有医

疗研究与科技、非营利組织和大学。 

分会介绍：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是于 1992年 8月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

的一个非政治和非盈利的华人专业人士社团组织， 是旅美科

协创始分会。 

    目前科协大纽约分会拥有来自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2000多名会员，会员大多数拥

有科技，教育，商业，法律，医学，艺术和其他领域的高级学位。科协大纽约分会是大纽

约地区华人专业人士最知名和最活跃的华人科技社团组织之一，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

的学术和人才交流，以及会员的职业发展。科协大纽约分会还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研讨会、

学术会议、IT高峰会议，海外人才交流论坛等，努力打造科技，经济，教育和贸易等领域

的中美合作与交流平台。此外大纽约分会还组织很多高层次代表团参加在中国的各种学术

和人才交流会议。通过和其他专业协会的合作，旅美大纽约分会在促进当地社区发展、加

强会员间交流和友谊等方面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旅美科协大纽约分会也将继续致力于帮

助会员们在美国或中国的进一步的职业发展。 

    作为旅美科协创始分会，旅美科协大纽约分会将与其他分会一起，为打造中美专业人

士沟通的桥梁做出更大的贡献。 

联络方式： 

网址：http://castusa-gny.org/  

联系人: 会长沈琦博士 (gnycast@gmail.com) 

 

http://castusa-gny.org/


 

旅美科技协会北卡分会 

城市介绍：北卡研究三角园（RTP，NC） 

北卡罗莱纳州研究三角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

位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 Raleigh、Durham和 Chapel 

Hill三个主要城市之间的交接地带，并被北卡罗莱纳

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三所名校环绕，

形式类似一个三角形。研究三角园于 1959年开始建

设，规划面积约 7,000英亩，经过 40多年的建设，已

发展成美国最大也是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之一。园区

聚集了约 120家研发机构，呈点状隐没于茂密的原始

森林之中。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微电子学、计算

机软硬件、信息技术、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主要

的研究机构有：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院、美国国家环保署、北卡生物技术中心、微电子研究中心

以及 GE、IBM、思科、北电网络、杜邦、葛兰素使克和联想等大型跨国公司。 

鉴于三所著名大学、世界顶级公司和美国联邦卫生研究机构实验室间的相互合作，使北卡三角园区

成为美国东部技术上的领跑者。园内拥有上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曾有 3位诺贝尔奖得主，有近百

位美国联邦一级科研机构国家科学院、国家医学科学院和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具有博士头衔的人

口密度居全美第一。目前美国最重要的科学研究项目有 24%是在三角园研究成功的，每年世界上

最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的科研论文有 21%是三角园科学家撰写的，三角园科学家每年获得的技术

专利约占全美 29%。北卡科技研究三角园也发展成与斯坦福工业园的“硅谷”及得克萨斯研究园齐名

的美国三大科研中心，誉为美国‘东部硅谷“。 

分会介绍 

旅美科技协会北卡分会位于享有盛名的美国北卡州三角区科技园,是在北卡州注册的非政治性、非

赢利性的机构。自 2000年成立以来，协会迅速发展壮大，拥有会员近两百名。会员绝大部分拥有

硕士或博士学位，专业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工程、教育、商业、法律、医学等，任职于本地的知

名高等学府以及举世闻名的商业巨擎如 GSK、IBM、思科、北方电讯、通用电气以及 SAS等。北卡

科协每年都组织部分有志于回国创业的会员回国考察访问，同时大力引进国内的招聘、科技交流访

问团来北卡组织招聘活动，介绍国内的发展情况和

机遇，为有意回国发展的朋友创造机会，立志将会

员的科技能力转化成社会财富。2013 年 5 月 11 日，

北卡科技分会与位于北卡州夏洛特市的南北卡华人

工商联合，扩展成南北卡华人工商科技联合总会，

着重于科学技术的产业化。 

联络方式 

网站： www.castnc.org 

联络人：旅美科协北卡分会会长：向凌 

邮件：elixiang@gmail.com 

http://twwtn.com/


匹兹堡分会 

城市介绍：匹兹堡（Pittsburgh） 

匹兹堡位于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是全美治安最好的

城市之一，因其一流的文化、教育、医疗水平和较低的房价，多

次被福布斯杂志（Forbes）和经济学人周刊（The Economist）

等媒体评为全美最适宜居住城市。匹兹堡还是著名的体育之城。

2009年 2月匹兹堡钢人队获得了美式橄榄球“超级碗”（Super 

Bowl）总冠军，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 6夺超级碗的球队；2009

年 6月匹兹堡企鹅队夺得北美冰球联盟（NHL）“斯坦利杯”

（Stanley Cup）冠军，为该城再添一份荣耀。 

当地经贸: 

全球总部位于匹兹堡的世界 500强公司数量全美排名第 8，包括美国钢铁公司、PPG工业公司、

亨氏公司、PNC金融服务集团等。包括德国著名的拜耳公司等 100多家外国企业的美国总部设在

这里。传统上匹兹堡是美国著名的工业城市，是美国钢铁工业的中心，有“世界钢铁之都”之称。

进入二十一世纪，匹兹堡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转型为以医疗、教育、高科技、休闲、人文艺

术为主的城市；经济上现已成为以生物科技、电子科技、机器人制造、医疗健康、金融而闻名的繁

荣的工商业城市。匹兹堡是世界城市转型史上的典范，并因此被奥巴马总统选定为 2009年世界二

十国集团(G20)峰会的举办地。匹兹堡当地最大的雇主是享誉全球的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其雇员

数量超过 5.5万。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位于匹兹堡。这两所顶尖大

学为匹兹堡的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智力和人力资源支持。 

分会介绍： 

匹兹堡分会（CAST-P）创立于 1994年，经过近二

十年的发展壮大，至今拥有九百多名会员，一直以来

是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最大，最有影响的分会之一。匹

兹堡分会是一个非盈利，非政治性的高学历旅美华人，

华裔组织；它是大匹兹堡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它就以推动中美科技文化领域的

广泛交流，促进两国商业的友好往来，帮助旅美华人

专业人士改善工作和生存环境，和弘扬中华文化作为

自身的工作宗旨。CAST-P的另一宗旨是给所有生活

在匹茨堡的华人提供一个凝聚的核心，和谐的家园。

除了它的会员卡是匹茨堡华人社区最好用的打折卡之外，每个季度内容丰富多彩的专题研讨会，诸

如健康讲座，房地产课堂，子女教育，家庭理财，匹茨堡每年最大的春节晚会和夏季野餐会等等都

给众多会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互动和交友的平台。 

联络方式： 

网站： www.castp.org   

联络人：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匹茨堡分会会长 焦德泉：jiaousa@gmail.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361.htm
http://www.castp.org/
mailto:jiaousa@gmail.com


华盛顿特区分会及网络信息学会 

 

分会介绍： 
 

旅美科协华盛顿分会(CAST-DC)是中国旅美科技协会中最活跃的分会之一，会员主要分布在

美国首都华盛顿、马里兰州和北弗吉尼亚。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旅美科协）DC分会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Washington DC Chapter (CAST-DC)) ， 是1993

年12月11日成立于马里兰大学的非政治性，非盈利性的民间团体，历任会长为吴少海、薛

澜、李宏诚、肖水根、林民跃、叶玉彬、杨菘、胡增建、孔超翔、汤斌,  宋云明。旅美科

协的宗旨是促进旅美学人的信息交流，事业发展；加强会员友谊；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增

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推动中美在科技，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旅美科协

网络信息学会(CAST-NIS)是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的一个专业学会，成立于2000年。 
 

CAST-DC和CAST-NIS的会员主要分布在美国

首都华盛顿、马里兰州和北弗吉尼亚，遍

及各个行业，包括IT，生物， 金融，经

济，房地产，管理和法律等专业人士。很

多会员在各自行业都担当高级管理或专业

职位。其中不乏在中美两地拥有自己事业

的成功人士。CAST-DC和CAST-NIS致力于美

中两国间的科技、教育 、文化、及经贸的

交流与合作，组织筹办各种教育、技术和

商业的学术研讨会来促进中美科研人员以

及企业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同时也组织中美专业代表团进行互访，以促进双方更密切的合作，通过会议、讲座、互访

等为中美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起了良好的桥梁作用。网络信息学会牵头主办的中美高级网

络研讨会， 已在中美成功举办10次。2011年6月成功举办了“2011美中绿色发展论坛”。 从

2013开始，CAST-DC与中国科协和江苏科协成功举办两年“海智大会”。 从2014年中开始， 

启动“华府创新创业研讨会”。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华盛顿分会及网络信息学会还积极倡导民间的文化交流和美中友好的草

根性活动。注重以分会的形式参加当地的华人社区活动，与所在地的其它侨团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作为主要发起社团之一，从 1999 年开始每年组织¨华盛顿中国文化节〃以弘扬华

夏文化、促进族裔团结、增进美中友好。华盛顿市长每次均发布文告，宣布当日为¨中国

文化节日〃。每次均吸引近万人参加、中国也派代表团远道而来。  

联络方式： 

 

华盛顿分会会长： 薄智泉  jbo@bosol.com  

网络信息学会会长：张永志博士gyzhang63@yahoo.com 

网站： http://www.castdc.org   

 

mailto:jbo@bosol.com
http://www.castdc.org/


加州洛杉矶分会 

城市介绍：洛杉矶 （Los Angeles） 

为美国第二大都市地区，位于美国西岸。风景如画，海滩迷人。阳光

明媚，气候易人 。从北到南，有多处自然景点：圣巴巴拉, 范杜拉

海滩，海峡岛国家公园, 马里布, 圣莫尼卡, 曼哈顿/钻石海滩, 和

长滩，更有世界闻名的迪斯尼，影城和 2小时车程外的拉斯维加斯大

賭城。也有现代艺术博物馆，歌剧院，科技馆以及尼克松和里根总统

图书馆。 在喧哗城中区外，还有清靜悠闲且非以旅游业为主体经济

的小城如千橡, 卡马里欧，西米谷等等。千橡去年被评为全美人口十

万以上城市中，第四位最安全的城市。它以保护生态，讲究生活质量 （包括子女教育）以

及可持续发展作为吸引企业和人才的资本和财富。 

当地经贸 

洛杉矶大都市地区是仅次于纽约和东京外，世界第三城市经济体。是美国

娱乐文化，影视和航空工业的摇篮。拥有美国 40％以上的进口货运量，进

住了大部分在美外国汽车厂商的总部 （包括中国比亚迪），占据了全美一

级互联网节点和几千个支持南加州和全美的互联网数据中心 （包括中国联

通和中国移动的美国总部）。它拥有全美著名的生物医学，制药和工程设

备的科研基地（包括加州理工科大学，加大的洛杉矶，圣巴巴拉和尔弯分

校，南加州大学，）以及相关企业厂家。其中以昂健生物制药 （世界最大

生物制药）， 贝克曼库尔特 （世界最大血液分离，检测和分析产品）和

艾尔建（眼，神经，皮肤，泌尿等专科治疗产品）著称。世界各大制药，

医疗集团在此都有企业系列产品（如百特，美敦力，圣犹达医疗）的生产或研发机构。中

国企业也利用华人华侨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断通过洛杉矶开拓美国市场。已有近

八十家企业和城市的美洲总部，分直机构，或办事处在此落户。 

分会介绍： 

洛杉矶分会于 2002年成立，是在美国注册的非政治性、非赢利性的机构。现有会员六百

余人， 主要来自高科技企业(特别是生物和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资深技术及管理骨干。 洛

杉矶分会成立的 11 年中, 促进中美之间的技术了解与合作, 增进了会员之间的专业交流，

为会员提供了成长，发展，创业的机会与平台。协会多次组织了会员回国考察，并接待了

从国内各个地方代表团; 为会员在中国推荐机会，把中国的商机引入大洛杉矶都市地区, 

洛杉矶分会是一座连接多方的桥梁。 

联络方式： 

网站： www.cast-la.org 联络人：会长，朱晓春博士 (sxczhu@gmail.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ities_by_GDP
http://en.wikipedia.org/wiki/Aerospace
http://www.nytimes.com/2012/12/01/us/strike-shuts-down-los-angeles-and-long-beach-ports.html?_r=0
http://www.datacenterandcolocation.com/california-colocation/los-angeles/
http://www.cast-la.org/


加州圣地亚哥分会 

城市介绍：圣地亚哥 （SanDiego） 

美国加州第二大城市，位于美国本土的极端西南角，与墨西

哥接壤，与洛杉矶两个小时车程。圣地亚哥气候四季如春， 

海滩美丽如画。科罗拉多岛，La Jolla 海滩， 海洋公园，

动物园，Balboa公园，航空母舰博物馆全国闻名。是美国著

名的旅游胜地。 

当地经贸 

圣地亚哥经济发达，是美国无线通信技术中心，美国生物制药行业重镇， 新能源与国防

工业也非常强大。圣地亚哥是世界市值最大的无线半导体

公司，通讯技术领头羊高通公司总部所在地。并拥有索尼,

诺基亚, 三星，LG, 雅虎, 辉瑞, 强生, 诺华, 里来,等等

许多世界著名企业的重要研发和生产基地。中国企业中兴，

华为也在此设有研发中心。圣地亚哥教育科研能力强大，

同时拥有世界著名的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

SCRIPPS， SALK Institute等研究所。 

大圣地亚哥地区 GDP若单独计算在全世界国家中排名第 15。 

分会介绍： 

圣地亚哥分会于 2002年成立，是在美国注册的非政治性、非赢利性的机构，是圣地亚哥

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协会之一。现有会员三百余人， 主要来自高科技企业的技术

骨干。 圣地亚哥分会成立的十一年中, 促进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增进了会员之间的专业

交流，为会员提供了成长，发展，创业的机会与平台。协会多次组织了会员回国考察，并

接待了从国内各个地方代表团。为会员在中国推荐机会，把中国的商机引入圣地亚哥。 

联络方式： 

网站： www.cast-sd.org 

联络人：会长，施京：

gene.jshi@gmail.com.  

  

http://www.cast-sd.org/
mailto:gene.jshi@gmail.com


加州硅谷分会 

地区介绍：硅谷 （Silicon Valley） 

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北加州，是旧金山湾区的一部分、

美国西部最大的金融中心和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

地，它是美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以及第 3大的美国大都市

地区。此地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脉，面对旧金山湾的一

片海洋，为山海所环绕。在这块连接旧金山市和圣何

塞市之间 4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上云集了

近万家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80 年代后，随着半导体、

互联网、生物、空间、海洋、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

的研究机构在该地区纷纷出现，硅谷客观上成为美国高新

技术的摇篮。现在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

名词。 

当地经贸 

硅谷是美国信息产业人才的集中地，高技术从业人员的密度居美国

之首，人均 GDP全美第一。硅谷集结着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科技

人员达 100万以上，美国科学院院士在硅谷任职的就有近千人，诺

贝尔奖的科学家达 30多人。在硅谷，很多公司都实行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和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经营机制，其特点是以附近一些具有

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如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UC Berkeley伯克利加大和 Cal Tech加州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

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 Apple苹果、Google谷

歌、Facebook脸书、Intel英特尔、HP惠普、Cisco思科、Lucent

朗讯，Tesla 特斯拉电动车等大公司，融科研、技术、生产为一体。

这里高学历的专业科技人员往往占公司员工的 80%以上。硅谷的科技人员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佼

佼者，许多亚裔是拥有高学历的科技新贵。 

分会介绍： 

硅谷分会（CAST-SV）是中国旅美科协各分会中较新的一个，成立于 2010年 4月。硅谷分会秉承旅

美科协的发展宗旨，弘扬中国文化，增进中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努力为立志回国创业

的同胞提供平台和信息，同时为在美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创造机会。硅谷有业已成熟的科技领先

公司，也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公司，更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精英。这样自由、宽松又具竞

争性的环境将会给旅美科协硅谷分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联络方式： 

联络人：会长，于娜 annayu@sinolanguage.org 

annayu@sinolanguage.org


德克萨斯分会 

城市介绍：达拉斯 （Dallas）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德州分会位于德克萨斯东北部的达拉

斯市（Dallas）。达拉斯气候温和，少雨干燥，气候宜

人。达拉斯有享誉全美的“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

“小牛”篮球队、“伙伴”足球队、“得州轻骑兵”棒

球队 “达拉斯之星”曲棍球队等。著名的旅游景点有勃

勒杨小屋(Bryan Cabin)，菲尔公园(Fair Park)，公园

中还有为了纪念德州独立一百周年而于 1936年兴建的州

会厅(Hall of State)。还有著名的达拉斯剧场中心

(Dallas Theater Center)、肯尼迪总统纪念碑

(Memorial Plagueto John F.Kennedy)、白岩湖(White 

Rock Lake)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当地经贸： 

美国城市达拉斯(Dallas)是德克萨斯州(Texas)继休斯顿和

圣安东尼奥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全美第八大城市。达拉

斯是美国西南部金融和工商业中心，号称西南部的纽约：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100 多家商业银行、200 多家保险

公司都设在此地；同时达拉斯也有雄厚的科技实力，位

居美“硅原”和“电讯走廊”的心脏地带，芯片制造业

从业人数占全美 30％以上。德州仪器、AT&T 总部，世

界前十位电讯设备生产商等 600 多家高科技公司均落户

于此。位于达拉斯市和福沃斯市之间的达福国际机场，

占地 1.7万英亩，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分会介绍： 

德州分会于１９９９年成立。其会员分布在达拉斯、奥

斯汀、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等地，主要为并在各行各业

取得卓越成就的华人教授、高科技企业的技术骨干、及

医学界和金融界专业人士。德州分会致力于促进本地区

学术交流与专业发展，支持年轻一代科技教育，及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  

联络方式： 

网站：cn.cast-tx.org.  联络人：会长胡文闯：Walter Hu <walterhu@gmail.com> 



犹他分会简介 

城市介绍：盐湖城（Salt Lake City） 

盐湖城是犹他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摩尔门教的发源地及总部。盐湖城地区曾

被多家政府机构及媒体评选为“最适合居住城市”、“最优投资环境城市”。盐湖城及周

边城市拥有多个世界顶级滑雪场。此外，犹他州还有五个著名国家公园（Arches, Bryce 

Canyon, Canyonlands, Capitol Reef, and Zion），两个国家级休闲中心

(Flaming Gorge and Glen Canyon)，是常年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当地经贸： 

 犹他州是极具经济活力的州。当今经济主要以高新技术、矿冶、贸

易、运输、公用事业、旅游、州及联邦政府机构、专业及商业服务

行业等为主。盐湖城还是美国的工业银行中心。 犹他是信息技术的

领导者。包括世界 500 强在内的十多家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盐湖城。 

犹他州与中国有着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第十六任

州长 Jon Huntsman 于 2009～2011 年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美中州长省长论坛”于 2011

年 7 月在盐湖城举办，为中美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分会介绍： 

        犹他分会于 1996 年在盐湖城成立，是在美国犹他州注册的非政治性、非赢利性的机

构。犹他科协有注册会员二百余人，大多数会员是活跃于文化、经贸、科研和教育等领域，

任职于美国知名公司、地方企业、高等院校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教学、科研工作者。犹他

科协是犹他州最大、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 

         犹他科协最近几年与中国在生物制药、医疗卫生、信息技术、能源材料、环境保护等

方面开展了有效的交流活动，组织会员参加了国内省市的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的活动。 

        犹他科协成功组织每年组织或参与组织的主要社区活动包括犹他科协年会、面向华人

同胞的各项讲座、盐湖城中国文化节、犹他州华人社区春节联欢晚会、面向美国当地民众

开放的庆祝春节活动，以及夏

天的露营活动、会员活动等。 

联系方式： 

网站：http://www.castut.org 

联系人:  会长  孙儒杰 sunrujie@gmail.c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ches_National_Pa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yce_Canyon_National_Pa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yce_Canyon_National_Pa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nyonlands_National_Pa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pitol_Reef_National_Pa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Zion_National_Park
http://en.wikipedia.org/wiki/Flaming_Gorge_National_Recreation_Area
http://en.wikipedia.org/wiki/Glen_Canyon_National_Recreation_Ar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