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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同济校友会 2017 年会议程安排 

Jahresversammlung des Vereins der Tong-ji Absolventen und Mitglieder in 

Deutschland (TAMD) e.V. 

 

时间：  11 月 4 日（周六）-11 月 5 日（周日） 

主办单位： 德国同济校友会（TAMD e.V.）（www.tongji.de） 

承办单位： 德国北威州同济校友会（VTAN e.V. ）（www.tongji-nrw.de） 

支持单位： 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www.de-moe.edu.cn） 

赞助单位： 德华旅游集团（www.dehua.de） 

   Audinova（www.audinova.de） 

   BlueHarbour 公司 (HansaPlus 集团) (www.hansaplus.com) 

 

德国同济校友会即将于 2017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在德国北威州杜塞尔多夫市举行 2017

年会。本次年会既是协会成员年度的聚会，也是在德同济校友与各界朋友交流沟通的良机。

德国同济校友会秉承服务校友的宗旨，成立近 21 年以来已经为校友们提供了涉及中德文化、

教育、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活动，同时校友会还积极搭建德国同济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桥梁。

今年的年会上，校友会将继续聚焦于有关前沿科技、中德交流、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热点话

题，让校友们在共叙友谊的同时也能有更多的收获。 

本次会议由德国北威州同济校友会承办，并得到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德华旅游

集团、Audinova 和 HansaPlus 集团的大力支持及赞助，校友会理事会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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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住宿地点 

会议地点： Mercure Hotel Düsseldorf Seestern 会议室 

会议报到： 出席会议者(含报告人)必须在会议酒店现场的报到处签到 

酒店地点： Mercure Hotel Düsseldorf Seestern（地铁站步行 5 分钟，火车站乘公共交

通到酒店 18 分钟） 

 

活动安排与会议议程 

11 月 4 日 周六 

12:00-13:00  与会人员入住酒店 

13:00-13:30  与会人员报到会议 

13:30-13:40  会议开始，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13:40-14:00  嘉宾致辞 

14:00-14:45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与走出去战略》 

    报告人：钟默博士校友 

钟默，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管理工程专业。博士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获

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德国 Rexroth Bosch 博世力士乐（中国）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曾代表中国企业参与对博世集团起动机业务的收购，曾

任山东常林集团总裁。现任道依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中欧智能制

造产业联盟会长。 

14:45-15:30  《从德国视角，走近“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 2025”的风口》 

报告人：张云教授 

张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浙江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浙江大学硕

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系博士毕业。曾任浙江海宁市副市长， 2010 年起参与多个德国大

学合作科研项目。 

15:30-15:45  茶歇 

15:45-16:30  《如何直面文化冲突下的心理健康》 

报告人：张卫奇教授 

张卫奇教授，1980 年到达前西德首都波恩大学攻读医学，1988 年获博

士学位后，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深造与工作。

2008 年，他成为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担任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

任。十几年来，他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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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16:30-17:15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发展及其应用》 

报告人：陈琪博士 

陈琪博士，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教改试点班，在德国卡尔斯

鲁厄大学同时获得数学和计算机两个 Diplom 学位，之后在卡尔斯鲁厄理

工学院计算机系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陈琪目前工作于欧洲最大的软

件公司 SAP，同时担任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的客座研究员。曾经

创办上海交通大学德国校友会并担任副会长，曾担任卡尔斯鲁厄中国文化

语言学校的副校长，负责教务工作，目前担任中国留德学人数学与应用数

学学会的主席。 

 

17:15-18:30  集体聚餐：西餐自助，地点：酒店餐厅 

 

18:30-20:00  各分会活动开展情况介绍 

�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德国院友会 (www.cdhawer.com) 

� 德国北威州同济校友会 (www.tongji-nrw.de) 

� 德国巴伐利亚同济校友会 (微信号: TongjiMunich) 

� 德国巴符州同济校友会 (微信公众号：德国巴符州同济校友会) 

� 柏林同济校友会 (微信号：BTA-2017) 

� 北德同济校友会 (www.tongji-nd.de) 

� 德国西南同济校友会 

 

11 月 5 日 周日 

 

09:00 – 09:30 年度小结/侯长宝 

09:30 – 10:30 修改章程/侯长宝，专家组 

10:30 – 11:00 休息 

11:00 – 11:30  财务报告/张洋 

11:30 – 12:00  增选理事会 

闭会 

12:30 – 13:30  集体聚餐：中餐自助 

地点：中国城餐厅，Hansaallee 111, Düsseldorf，酒店步行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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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1. 会员自行安排前往会议地点，TAMD 提供会议酒店公共交通和自驾的到达方式指引 

2. 会议酒店停车规则：酒店没有自己的停车库，酒店地下停车场 Tagessatz15 欧元。 

3. 校友会协助参会者预定德铁 ICE 优惠火车通票：（持通票可搭乘德国境内任何一班 ICE，

不限时间班次。14 岁以下小孩随父母同行免费）德国境内各地到开会地点距离 350 公

里以下的单程票：40€，德国境内各地到开会地点距离 350 公里以上单程票：60€，持

有各类 BahnCard 的参会者，统一每单程可再减 5€，不受公里数限制。预定火车票，

可与德华旅游钱女士联系：  

TEL： +49 40 188812449，Email: reservation4@dehua.de 

 

赞助 

本 次 会 议 欢 迎 各 种 形 式 的 赞 助 。 有 意 赞 助 者 请 与 德 国 同 济 校 友 会 秘 书 处 ：

tongji.de@gmail.com 联系。所有 500 欧元（含）以上赞助者或单位将于会议文件、 报

纸、 网页等媒体致谢。 请將赞助款项直接汇到下述帐户： 

户主：   TAMD e.V. 

IBAN：  DE04 6009 0100 0499 8900 00 

BIC：   VOBADESS 

银行：   Volksbank Stuttgart 

赞助目的（Verwendungszweck）: TAMD2017 

一旦收到赞助款项，我们立即给您寄去可以退税的收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