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出席人员 职务

1 江苏省科技厅 王  秦博士 厅长

2 江苏省教育厅 沈  健教授 厅长

3 东南大学 易  红教授 校长

4 中美交流基金会 曾庆忠先生 特别顾问

5 中山大学 李延保教授 教授

6 香港理工大学 阮曾媛琪教授 副校长(学院发展及合作)

7 东南大学 王保平教授 副校长

8 上海交通大学 梅  宏教授 副校长

9 上海理工大学 刘  平教授 副校长

10 中山大学 夏亮辉教授 校长助理

11 中国人民大学 关  伟教授 产业管理处处长

1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朱长飞教授 副校长

13 四川大学 李光宪教授 常务副校长

14 东北大学 王国仁教授 科技处处长

15 北京大学 姚卫浩博士 科技开发部常务副部长

16 北京师范大学 郝芳华教授 副校长

17 华中科技大学 湛毅青教授 总会计师、副校长

18 华南理工大学 江  海教授 科学技术处副处长

19 西北工业大学 张啸川教授 科学技术管理部副处长

20 西安交通大学 刘永忠教授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处长

21 同济大学 张  军教授 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22 武汉理工大学 陈  文教授 副校长

23 复旦大学 周  曦教授 上海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24 哈尔滨工业大学 付  强教授 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5 南京大学 潘  毅教授 副校长

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炳辉教授 校长助理

27 浙江大学 严建华教授 副校长

28 清华大学 张友生博士 科研院院办副主任

29 华威大学 Prof. David MULLINS 华威制造集团(WMG)国际和外联
总监

30 香港理工大学 黄  亮博士 企业发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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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色列理工学院 Prof. Paul FEIGIN 副校长(战略项目)

32 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 申 强教授 数学物理与计算机学院院长

33 南洋理工大学 Prof. Timothy WHITE 校长室研究总监

34 麻省理工学院 Ms Lita NELSEN 技术授权办公室总监

35 上海交通大学 金  隼教授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36 上海交通大学 沈利冰博士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主任
37 上海理工大学 张大伟教授 科技处处长
38 上海理工大学 艾连中教授 科技处副处长
39 上海理工大学 司徒唯尔女士 科技处副处长
40 中山大学 周  毅副教授 科学研究院产学研合作处副处长
41 中国人民大学 赵泽皓先生 产业管理处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4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  俊博士 科研部副部长
43 四川大学 胡常伟教授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
44 四川大学 武  梅教授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45 东北大学 张耀伟先生 科技处副处长
46 东北大学 刘芳宇女士 科技处科员
47 东南大学 沈  炯教授 副校长
48 东南大学 孙岳明教授 科研院常务副院长
49 东南大学 任  刚教授 科研院副处长
50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李  玲教授 院长助理
51 东南大学 吴蕴文女士 大学科技园综合发展部经理

52 东南大学 李三缘女士 大学科技园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53 北京师范大学 刘  涛先生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54 华中科技大学 管晓霞博士 科发院副处长
55 华中科技大学 周光勇先生 科学技术发展院副处长
56 西北工业大学 李  源先生 科学技术管理部主任
57 西安交通大学 田惠生教授 科技园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58 西安交通大学 王潇翔先生 科技园管理办公室项目部长
59 武汉理工大学 王东武副教授 科学技术发展院副处长
60 哈尔滨工业大学 赵轶杰博士 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61 南京大学 徐夕生教授 科研处处长
62 南京大学 陈  强教授 成果转化中心主任
63 南京大学 许尔杰博士 成果转化中心主任
64 南京大学 杨思军博士 成果转化中心部长
65 南京大学 汤  扬小姐 成果转化中心
6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梁 薇女士 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
6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校刚教授 科技部副部长
68 香港理工大学 卢丽华博士 副校长(行政及营运)

69 香港理工大学 罗  璇博士 中国内地事务总监
70 香港理工大学 朱志贤先生 企业发展院助理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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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香港理工大学 罗秋媚女士 企业发展院助理院长
72 香港理工大学 蒋  颖女士 创新及科技发展助理总监
73 香港理工大学 莫  克女士 企业发展院项目主任
74 浙江大学 张  菊教授 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副院长
75 浙江大学 刘  娟女士 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主任
76 大连理工大学 李俊杰教授 副校长
77 大连理工大学 丛  明教授 技术研究开发院常务副院长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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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部部长助理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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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台湾清华大学 徐慧兰女士 产学合作营运总中心执行长
81 阿拉木图管理大学 Dr Daniya ASSANOVA 副校长
82 南京医科大学 李建清教授 副校长
83 南京医科大学 张正东教授 科学技术处处长
84 香港城市大学 艾  荃博士 知识转移处处长
85 Flinders Partners Pty Ltd Mr Anthony FRANCIS 行政总裁 / 董事

86 Flinders Partners Pty Ltd Prof. Rob LEWIS 高级顾问
87 上海全国高校技术市场有

限公司
陈觉民先生 副总经理

88 上海全国高校技术市场有
限公司

殷国栋先生 科技项目经理

89 香港理工大学 殷  骅先生 顾问

90 香港理工大学 汪  鹏先生 企业发展院拓展经理

91 香港理工大学 连美玲女士 企业发展院市场拓展助理经理

92 香港理工大学 林淑仪女士 企业发展院助理主任

93 香港理工大学 都丹菁小姐 企业发展院高级行政助理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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