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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平博士携
杨兴平博士携斯坦福
博士携斯坦福项目来江宁
斯坦福项目来江宁合作
项目来江宁合作
2010 年 11 月 24 日，素有“
素有“中国智能手机之父”
中国智能手机之父”称号的原多普达公司总裁
称号的原多普达公司总裁、
原多普达公司总裁、现上海自
然道信息公司总裁杨兴平博士来南京
然道信息公司总裁杨兴平博士来南京江宁
杨兴平博士来南京江宁考察
江宁考察。
考察。下午，
下午，江宁区委书记周谦接见了杨兴平博
士等人，
等人，双方就江宁建设
双方就江宁建设 Irvine 模式新硅谷和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等
模式新硅谷和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等事宜
新硅谷和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等事宜进行了详
事宜进行了详
细会谈，
会谈，基本达成共识
基本达成共识。
达成共识。同时商定，
同时商定，12 月 9 日在江宁区举办“第一届南京第一届南京-斯坦福硅谷论坛”
斯坦福硅谷论坛”，
由斯坦福工学院副院长一行
斯坦福工学院副院长一行参加论坛
工学院副院长一行参加论坛，
参加论坛，并考察和洽谈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
考察和洽谈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项目
工业设计研究院项目，
项目，争
取项目尽快
取项目尽快入驻
尽快入驻南京
入驻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
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
归国博士创业园。

市委常委、
市委常委、江宁区委书记周谦
江宁区委书记周谦（
在办公室会见杨兴平博士
和朱东屏博士（
博士（右）。
委书记周谦（中）在办公室会见
会见杨兴平博士（
杨兴平博士（左）和朱东屏

第一届南京第一届南京-斯坦福硅谷论坛
2010 年 12 月 9 日，由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协会和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主办的
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协会和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主办的第一届
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主办的第一届
“南京南京-斯坦福硅谷论坛
斯坦福硅谷论坛”
硅谷论坛”将在江宁隆重举行
将在江宁隆重举行。
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从中国制造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转型—
转型—工业设计进入中国。
工业设计进入中国。论坛将邀请众多国内外专家和中央省市
论坛将邀请众多国内外专家和中央省市领导
和中央省市领导，
领导，包括：
包括：斯坦福大
学工学院常务副院长
学工学院常务副院长 Andy DiPaolo 等美国教授
等美国教授，
教授，江苏省和南京
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
和南京市领导，
市领导， SCOBA 协会留学生
协会留学生
代表，
代表，以及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和院校
以及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和院校代表
和院校代表等出席
代表等出席。
等出席。
论坛将主要围绕中国制造如何走向中国创造展开讨论
论坛将主要围绕中国制造如何走向中国创造展开讨论。
造展开讨论。杨兴平博士谈到，
杨兴平博士谈到，面对金融危
机的挑战，
机的挑战，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必须立足于自主创新，通过运营模式转变与战略转型，
通过运营模式转变与战略转型，实现
成长方式的有效突破。
成长方式的有效突破。目前，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还需在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还需在以下方面努力
方面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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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着力开展自主创新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把原始创新，
把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有机的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有机的结合起来
有机的结合起来
 培育先进的创新文化
 要完善自主创新的形式与结构
二、以运营模式转变实现战略转型
三、推行流程再造与柔性生产
 实行流程再造
 可借鉴柔性生产方式
四、把工业创意作为升级的新引擎
 产业链前后端的重点突破
 产业空间布局的集聚联动
五、实行集群化生产方式
实行集群化生产方式
 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制造业集群
 以高科技和知识为依托的制造业集群
六、以循环经济助推制造业升级
 以技术进步作为坚强后盾
 以经济手段与市场机制作为制度保证
 将生态工业园作为优选模式

建立斯坦福南京
建立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
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
工业设计研究院，打造江宁 “美丽四园”
美丽四园”
-- 知识学园、
知识学园、创业乐园、
创业乐园、生活家园、
生活家园、宜居花园
除了在江宁
除了在江宁主持举办
在江宁主持举办“
主持举办“第一届南京第一届南京-斯坦福硅谷论坛”
斯坦福硅谷论坛”外，杨兴平博士还
杨兴平博士还带来了斯坦福
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项目
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项目，
工业设计研究院项目，准备入驻博士
准备入驻博士创业园
博士创业园。
创业园。项目内容包括
项目内容包括：
内容包括：创办一所“
创办一所“斯坦福南京
斯坦福南京
工业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学院”，5C 融合科技
融合科技产业
科技产业链
产业链，新媒体融合产业，
新媒体融合产业，设计产业科学园，
设计产业科学园，引入 IEDO、
IEDO、Frog
Design 等一批世界著名设计企业。
一批世界著名设计企业。杨博士的这些项目初步构想
杨博士的这些项目初步构想，
这些项目初步构想，得到江宁区委书记周谦的
得到江宁区委书记周谦的
高度赞赏，
高度赞赏，并希望杨博士能把他带来
并希望杨博士能把他带来的项目在
带来的项目在江宁
的项目在江宁做大
江宁做大、
做大、做强。
做强。
杨博士以美国
杨博士以美国 Irwine 新硅谷的成功典型为代表
新硅谷的成功典型为代表，
的成功典型为代表，向周书记提出了建设工业设计产业园的
向周书记提出了建设工业设计产业园的
想法，
想法，杨博士指出，
杨博士指出，苹果公司的成功模式是将产品做成标准化，
苹果公司的成功模式是将产品做成标准化，中国制造业急需转型，
国制造业急需转型，重点是
重点是
在制造业推广工业设计的经营理念和技术，
在制造业推广工业设计的经营理念和技术，逐步进入产业链的高端。
逐步进入产业链的高端。同时要实现教育体制的转
同时要实现教育体制的转
型，建立全新的教育体制，
建立全新的教育体制，使创新园区实现产业转型的创新
创新园区实现产业转型的创新。
的创新。鉴于周书记有过对美国 Ir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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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硅谷的实际考察经验，
新硅谷的实际考察经验，并已有建立工业设计园的类似
并已有建立工业设计园的类似设想
类似设想，
设想，杨博士的提议与其不谋而合。
杨博士的提议与其不谋而合。随
后杨博士一并向周书记提交了项目计划书
后杨博士一并向周书记提交了项目计划书，
周书记欣然接受并承诺将江宁区打造成南京创新的
计划书，周书记欣然接受并承诺将江宁区打造成
将江宁区打造成南京创新的
美丽四园 - 知识学园、
知识学园、创业乐园、
创业乐园、生活家园、
生活家园、宜居花园。
宜居花园。

周谦书记与杨博士
周谦书记与杨博士商
博士商谈在建立斯坦福南京
建立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园
斯坦福南京工业设计园

杨博士向周谦
博士向周谦书记
周谦书记展示
书记展示斯坦福
展示斯坦福研究院项目资料
斯坦福研究院项目资料

【杨兴平博士简介】
杨兴平博士简介】杨兴平，
杨兴平，湖北钟祥人，
湖北钟祥人，1978 年入西安交通大学，
年入西安交通大学，初学核工程，
初学核工程，后
主攻自动控制，
主攻自动控制，1985 年获工学硕士学位，
年获工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留学，
同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攻人
工智慧，
工智慧，1989 年获电脑科学博士学位。
年获电脑科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矽谷、
先后在矽谷、波士顿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和公司从事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多媒体、
多媒体、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无线互联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开发工作。
无线互联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开发工作。2002 年，回国创
业，2002 年 4 月成立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
月成立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
多普达通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任总经理，因成功经营多普达智能
成功经营多普达智能手机品牌
智能手机品牌，
手机品牌，
拥有“
拥有“中国智能
中国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之父
手机之父”
之父”称号。后辞职创办了上海自然道信息科技公司，
后辞职创办了上海自然道信息科技公司，现任该公司总
裁。此间曾任 TCL 通讯公司 CEO 一年。
一年。

杨兴平和
杨兴平和朱东屏与
朱东屏与南京艾普创软件公司部分
南京艾普创软件公司部分员工在创业园
部分员工在创业园门
员工在创业园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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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协会
Silicon Valley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SCOBA since 200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号 C2349496, www.scoba.org

十周年庆典暨南京十周年庆典暨南京-斯坦福硅谷论坛（
斯坦福硅谷论坛（新闻稿）
新闻稿）
指导：
指导：南京市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
主办：SCOBA 协会，
协会，协办：
协办：江宁区政府
南京江宁 湖滨金陵
湖滨金陵饭店
金陵饭店

2010 年 12 月 88-10 日

十年创业，
十年创业，弹指一挥，
弹指一挥，回忆当年，
回忆当年，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在这收获的季节，
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将中国“
我们将中国“最能创
新”的城市的城市-南京举办“
南京举办“SCOBA协会十周年庆典暨南京
SCOBA协会十周年庆典暨南京协会十周年庆典暨南京-斯坦福谷论坛”
斯坦福谷论坛”。重逢在江南温暖的
重逢在江南温暖的
初冬，
初冬，硅谷学子与关爱留学人员的领导和朋友团聚，
硅谷学子与关爱留学人员的领导和朋友团聚，重叙友情,
重叙友情,描绘宏图。
描绘宏图。这是一次珍贵的
留学创业盛会，
留学创业盛会，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活动内容】
活动内容】
 庆典仪式与主题演讲，
庆典仪式与主题演讲，与中央和省市区领导座谈，
与中央和省市区领导座谈，媒体采访
 南京南京-斯坦福硅谷论坛
斯坦福硅谷论坛，
谷论坛，主题：
主题：从中国制作到中国创造，
从中国制作到中国创造，合办：
合办：SCOBA、
SCOBA、斯坦福大学
 发行《
发行《回国创业10
回国创业10周年纪念册
10周年纪念册》
周年纪念册》电子版
 举办《
举办《SCOBA系列报告
SCOBA系列报告》
系列报告》
 交流洽谈：
交流洽谈：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创业投资项目合作
 游览考察南京和江宁（
游览考察南京和江宁（江宁汤山温泉等）
江宁汤山温泉等）
【活动事项】
活动事项】
日期：
日期：2010 年12月
12月8-10日
10日，周三至周五（
周三至周五（8日报到，
日报到，全天在绿口机场和车 接待）
接待）
地点：
地点：江宁开发区佳湖西路8
江宁开发区佳湖西路8号湖滨金陵
湖滨金陵饭店
金陵饭店，
饭店，电话：
电话：2525-52105210-5588（
5588（离机场25
离机场25分钟
25分钟）
分钟）
参会人员：
参会人员：SCOBA协会代表
SCOBA协会代表、
协会代表、特邀嘉宾（
特邀嘉宾（中央部委和省市区领导与外宾），
中央部委和省市区领导与外宾），共
），共100人
100人
【联系人员】
联系人员】
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
南京归国博士创业园（
博士创业园（江宁在机场和主城之间，
江宁在机场和主城之间，火车站有地铁直达江宁）
火车站有地铁直达江宁）
张国强 025025-66606660-2922，
2922，15361536-513513-0428，
0428，邮箱：
邮箱：garyzhang@163.com
张利英 025025-66606660-2923，
2923，15191519-586586-8887，
8887，邮箱：
邮箱：cathyzhang671373@163.com
网 址：www.scoba.org
部分特邀贵宾：
部分特邀贵宾：
江苏省人大副主任李全林
江苏省省长助理徐南平
江苏省科技
江苏省科技厅
科技厅领导
南京市主要
主要领导
南京市
主要
领导
江宁区主要
江宁区主要领导
主要领导
科技部党组成员、
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长张景安
工信部电子科技委副主任、
工信部电子科技委副主任、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会长张琪司长
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
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原旧金山总领馆教育参赞 王玲
商务部国际培训学院院长、
商务部国际培训学院院长、旧金山总领馆商务参赞 金旭
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常务副院长 Andy DiPaolo 教授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 Pamela
Pamela Hinds
Hinds，
斯坦福大学职业培训中心主任
斯坦福大学职业培训中心主任 Paul Marca
美国 IDEO 工业设计公司副总裁 Richard Kelly
台湾新桥联合投资公司
台湾新桥联合投资公司 InnoBrige International 总裁戴逸之先生 Hans Dai
香港中康
香港中康投资集团
中康投资集团公司
投资集团公司 SinoCare 董事长 John Porter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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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年

【活动日程
活动日程】
日程】
日期日期-时间
12 月 8 日

活动内容与地点
活动内容与地点
报到与住处
报到与住处：
住处：南京江宁
南京江宁佳湖西路
江宁佳湖西路 11 号，南京水秀苑大酒店
南京水秀苑大酒店（
水秀苑大酒店（离机场 25 min）
min）
统一游览南京风景一次（
统一游览南京风景一次（根据客人达到时间）
根据客人达到时间）。欢迎晚餐
。欢迎晚餐，
欢迎晚餐，协会选举
协会选举预备会
选举预备会

12 月 9 日
9:009:00-10:30

10:35–
10:35–11:55

庆典仪式，
庆典仪式，SCOBA 代表和中央、
代表和中央、省市区领导及嘉宾
省市区领导及嘉宾 100 人参加（
参加（二楼中心会议厅）
二楼中心会议厅）
庆典大会议程（
庆典大会议程（主持人
主持人：朱东屏）
朱东屏）
-

9:009:00-9:05 黄劲理事长
黄劲理事长宣布大会开始
理事长宣布大会开始，
宣布大会开始，宣读代表和嘉宾名单
宣读代表和嘉宾名单

-

9:059:05-9:10 朱东屏会长
朱东屏会长致开幕词
会长致开幕词

-

9:109:10-9:30 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
演讲“中国不打折：
中国不打折：回国历程与创业体会
回国历程与创业体会”
历程与创业体会”（百度总裁李彦宏
百度总裁李彦宏）
李彦宏）

-

9:309:30-9:35 上海展讯
上海展讯公司创始总裁武平
展讯公司创始总裁武平致辞
公司创始总裁武平致辞

-

9:359:35-9:40 江苏省领导致辞

-

9:409:40-9:45 南京市领导
南京市领导致辞
领导致辞

-

9:459:45-9:50 科技部党组成员
科技部党组成员、
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长张景安致辞
科技日报社长张景安致辞

-

9:509:50-9:55 工信部电子科技委副主任、
工信部电子科技委副主任、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会长张琪司长致辞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会长张琪司长致辞

-

9:559:55-10;00 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
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原旧金山教育参赞王玲致辞

-

10:0010:00-10:05 商务部国际培训学院院长
商务部国际培训学院院长、
国际培训学院院长、原旧金山总领馆商务参赞金旭致辞

-

10:0510:05-10:30 留学人员自由发言
留学人员自由发言

-

斯坦福大学工学院常务副院长 Andy DiPaolo 教授致辞

-

10:30 副会长马延辉和副会长彭泽忠共同发布
副会长马延辉和副会长彭泽忠共同发布《
彭泽忠共同发布《协会 10 年创业纪念册》
年创业纪念册》

-

10:30 仪式结束（
仪式结束（合唱“
合唱“年轻的朋友来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相会”）

-

10:3010:30-10:35 全体合影留念

留学生与中央省市区
留学生与中央省市区领导自由
领导自由座谈
自由座谈（
座谈（水秀苑二楼中心会议厅
水秀苑二楼中心会议厅）
二楼中心会议厅）

12:0012:00-13:00
13:00

招待午宴
招待午宴（
午宴（江宁区领导致欢迎辞，
江宁区领导致欢迎辞，100
100 人，水秀苑二楼宴会厅
水秀苑二楼宴会厅）
二楼宴会厅）

13:30
13:30-17:30
:30

南京南京-斯坦福硅谷
斯坦福硅谷论坛
硅谷论坛，
论坛，主题：
主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到中国创造，主席：
主席：杨兴平（
杨兴平（会议厅）
会议厅）

17:30-20:
20:00

游览江宁
游览江宁汤山温泉
江宁汤山温泉，
汤山温泉，SCOBA 理事会选举；
理事会选举；晚宴，
晚宴，与江宁区领导对话

20:0020:00-22:00
22:00

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自办文艺晚会，
自办文艺晚会，CCTV 李佳娜等歌手

12 月 10 日

自由考察
自由考察南京
考察南京江宁开发区
南京江宁开发区

9:009:00-11:00

自由考察
自由考察江宁开发区
考察江宁开发区，
江宁开发区，自由交流
自由交流，
交流，部分人员
部分人员自由
人员自由举办
自由举办《
举办《SCOBA 讲座》
讲座》

12:0012:00-13:00

午餐（
午餐（水秀苑二楼宴会厅）
水秀苑二楼宴会厅）

13：
13：0000-14:00

全体退房，
全体退房，送站（
送站（40min 到火车站，
到火车站，25min 到机场）
到机场），部分人员去昆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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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参会
邀请参会SCOBA
参会SCOBA代表
SCOBA代表】
代表】
姓名

现任或曾任企业职位

备注

李彦宏
邓中翰

百度网络公司董事长兼 CEO
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
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 年 6 月纳斯达克上市
2005 年 11 月纳斯达克上市

武 平

原上海展讯通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原上海展讯通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2007 年 6 月纳斯达克上市

杨 旸

香港莱昂控股、
香港莱昂控股、江西凯源科技公司董事长
江西凯源科技公司董事长

2007 年 8 月欧交所上市

邓 晖
金海平

美国宏软科技公司 ArcSoft 董事长
董事长、
美国特维 Telenav 公司 董事长
、总裁

2009 年纳斯达克上市
2009 年纳斯达克上市

黄 劲
陈立峰

安博教育集团董事长，
安博教育集团董事长，SCOBA 协会理事长
文思创新软件有限公司总裁

2010 年 8 月纽交所上市
2008 年美国纽交所上市

朱东屏

艾普创科技公司总裁
艾普创科技公司总裁

SCOBA 协会会长

马延辉
彭泽忠

中康 SinoCare,医疗投资控股集团
SinoCare,医疗投资控股集团 CEO
江苏凯路威电子公司董事长

SCOBA 协会副会长
协会副会长
SCOBA 协会
副会长

吴 越

中美冠科生物技术公司

SCOBA 协会副会长

张 梅

南京胡安网络科技公司 CEO

SCOBA 协会理事

杨兴平
汪 凯

多普达公司创始总裁，
多普达公司创始总裁，上海自然道
上海自然道信息
自然道信息公司
信息公司 CEO
集团副总裁、
美国 Freescale 集团副总裁
、亚太区总裁

“中国智能手机之父”
中国智能手机之父”
安博教育
教育集团创始人之一
安博
教育
集团创始人之一

赵亦林
奉向东

Motorola 中国公司手机事业部总工程师
Ferro 福禄集团电子部亚太技术总监 CTO

IEEE 院士
美国陶瓷学会院士

路 鹏

淘宝网技术总监 CTO

原 Oracle 公司

陆 坚
施嘉诺

盛大集团公司副总裁、
盛大集团公司副总裁、多媒体研究分院院长
科磊半导体设备上海
上海公司总经理
美国 KLA 科磊半导体设备
上海
公司总经理

原 Apples 公司
半导体加工设备

郭延鹏
刘平堂

北京乐奥克科技发展
北京乐奥克科技发展公司
乐奥克科技发展公司总裁
公司总裁
美国 StarWave 通讯公司董事长

原 Philips 公司
移动通讯基站模块研发

葛 苏

北京科兰之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北京科兰之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人事部专家
人事部专家/
专家/南开客座教授

杨子江

深圳蔚蓝科技公司董事长

深圳市政协常委

张健存
韦锡波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研究员
宁波明视数字技术公司董事长（
Digital）
宁波明视数字技术公司董事长
（Wise Digital
） 半导体
深圳源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博士

周向军
王刃锋

北大企业促进中心副主任
北大企业促进中心副主任、
企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江苏泰瑞康
江苏泰瑞康公司
泰瑞康公司 CEO

生物制药

范仁永
吕明华

展讯通讯公司原
展讯通讯公司原副总裁，
副总裁，Maxellent 微电子总裁
电子总裁 展讯创始人之一
上海世易科技公司
化工医药生命科学行业媒体
上海世易科技
公司 eChinaChem 首席执行官 CEO

栾 凌
张 凯

美国卓然公司 Zoran 中国区总裁
上海复星普适生物科技公司总裁

视频通讯芯片
生物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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