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出席人员 职务

1 辽宁省人民政府 上官炜星 副秘书长

2 东北大学 赵继教授 校长

3 香港理工大学 阮曾媛琪教授 副校长

4 东南大学 吴刚教授 副校长

5 浙江大学 严建华教授 副校长

6 广州航海学院 邹采荣教授 校长

7 大连理工大学 郝海教授 技术研究开发院副院长

8 上海交通大学 金隼教授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9 上海理工大学 刘平教授 副校长

10 中山大学 周凡教授 科学研究院产学研合作处处长

11 中国人民大学 黎玖高教授 校长助理

1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陆守香教授 先进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13 四川大学 李光宪教授 常务副校长

14 东北大学 汪晋宽教授 副校长

15 北京大学 陈东敏教授
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科技开发部部长

16 北京师范大学 郝芳华教授 副校长

17 华中科技大学 管晓霞博士 科学技术发展院副处长

18 华南理工大学 马卫华教授 科技处处长

19 西北工业大学 张艳宁教授 校长助理

20 西安交通大学 严俊杰教授 科研院常务副院长

21 同济大学 贺鹏飞教授 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22 武汉理工大学 陈文教授 副校长

23 复旦大学 张志勇教授 副校长

24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赵轶杰博士 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25 南京大学 许尔杰博士 成果转化中心主任

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泉元教授 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

27 清华大学 周羽教授 科研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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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香港理工大学 黄亮博士 企业发展院院长

29 东北大学 刘积仁教授 副校长 / 东软集团董事长

30 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 (AUTM) Stephen J. SUSALKA博士 执行总监

31
韩国技术转移组织协会 
(KATTO) / DeltaTech-Korea 
Ltd.

李承镐先生
(Seung Ho LEE)

主席 / 首席执行官

32 东北大学 涂赣峰教授 科技产业集团总经理

33
新加坡国立大学
苏州研究院

许国良先生 副院长

34 牛津大学科技创新
贝大卫博士
(David BAGHURST)

亚洲区总裁

35 大连理工大学 郝涛先生
技术研究开发院科技园管委会办
公室（知识产权办）主任

36 大连理工大学 许多先生
技术研究开发院技术开发与
基地发展部部长

37 上海交通大学 吴掬清女士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科长

38 上海理工大学 张大伟教授 科技处处长

39 上海理工大学 司徒唯尔女士 科技处副处长

40 上海理工大学 廖玉清女士 科技处技术转移中心科长

41 上海理工大学 闵华先生
科技处技术转移中心产学研
合作部主任

42 中山大学 刘乐女士 科学研究院副科长

43 中国人民大学 沈健先生 理工学科建设处副处长

4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俊博士 科研部副部长

4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涛博士 先研院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

4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储黎女士 科研部主管

47 四川大学 武梅博士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48 东北大学 王国仁教授 校长助理

49 东北大学 张耀伟先生 科学技术处副处长

50 东北大学 祖国胤教授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51 东北大学 姚顺宇先生 成果转移办公室主任

52 东北大学 刘芳宇女士 科学技术处科员

53 东南大学 叶智锐教授 科研院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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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北京大学 姚卫浩博士
科技开发部常务副部长/
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55 北京大学 刘蓬博士
科技开发部 技术转移中心
主任助理

56 北京大学 杨松尧先生 科技开发部校地合作办公室主任

57 北京师范大学 马晴博士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副处长

58 华中科技大学 黄坤华女士 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副主任

59 华南理工大学 蒋兴华教授 科技处副处长

60 华南理工大学 江海教授 科技处副处长

61 西北工业大学 郭宁生先生 科技管理部高新技术处副处长

62 西北工业大学 倪敏化先生 科技管理部协同创新办公室主任

63 西安交通大学 王文先生
科研院专项与科技开发处
副处长

64 西安交通大学 高阳先生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管

65 西安交通大学 张力先生
技术成果转移中心责任有限
公司总经理

66 西安交通大学 王潇翔先生
技术成果转移中心责任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

67 武汉理工大学 王东武副教授 科发院基础与综合处副处长

68 武汉理工大学 谢文峰博士 科发院成果与推广处处长

69 复旦大学 周曦教授
上海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

70 复旦大学 宋正清小姐 企业管理部项目专员

7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欣博士 科研生产管理中心

7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孔祥浩先生 科技部副部长

73 香港理工大学 卢丽华博士 副校长

74 香港理工大学 朱志贤先生 企业发展院助理院长

75 浙江大学 张菊教授 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副院长

76 浙江大学 刘娟女士 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77 清华大学 吕磊女士 科研院海外项目部副主任

78 南京医科大学 肖明博士 科学技术处处长

79 香港城市大学 艾荃博士 知识转移处处长

80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 徐晴吉小姐 技术转化与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81 吉林大学 张晓冰先生 科学技术处常务副处长

82 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 崔淑霞女士 科技合作处科员

83 沈阳药科大学 吴继龙先生 科研处科员

84 香港理工大学 殷骅先生 企业发展院顾问

85 香港理工大学 汪鹏先生 企业发展院经理

86 香港理工大学 连美玲女士 企业发展院经理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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