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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北京时间
5 月 9 日

美西时间
5 月 8 日

议 程

08:30-09:00 17:30-18:00 会议签到

09:00-09:15 18:00-18:15
校领导致辞
王    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09:15-09:25 18:15-18:25
承办方致辞
周新建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联席会长

09:25-09:30 18:25-18:30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贺信

09:30-09:50 18:30-18:50
主题演讲一 : 是艺术？是科学？——北京大学图像实验室
朱青生 德国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历史系艺术史研究室主任、
           北大图像实验室主持人

09:50-10:10 18:50-19:10
主题演讲二 : 身临其境观赛——交互式自由视点视频转播助力北京冬奥
陈宝权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智能学院副院长

10:10-10:30 19:10-19:30
主题演讲三：材料科学的美与用
吴军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系教授、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兼任）（1993 级物理系硕士）

10:30-10:40 19:30-19:40
宣讲：北京大学芝加哥中心
张    影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芝加哥中心学术主任

10:40-10:50 19:40-19:50 中场休息

10:50-11:20 19:50-20:20

圆桌论坛一：发现生命之美 , 助力造化之妙
刘    诚 Eureka Therapeutics Inc.创始人、首席执行官（1984级生物系本科）
饶江洪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1987 级化学系本科）
黄    波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副教授（1997 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本科）

11:20-11:50 20:20-20:50

圆桌论坛二：整合微观世界 , 感受宏大未来
彭    亮 Futurewei 副总裁及 IC 实验室主任（1987 级地球物理学系本科）
鲍君威 Innovusion 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1991 级物理系本科）
云维杰 Tyche Partners 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11:50-12:00 20:50-21:00
总结发言
王    杰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详细议程以实际为准）

时    间

地    点

主    办

承    办

支    持

主持人

北京时间 2022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09:00-12:00
美西时间 2022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18:00-21:00
美东时间 2022 年 5 月 8 日（星期日）21:00-24:00

线上会场——腾讯会议
线下会场——旧金山：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北京大学校友会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

李文胜 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
张桂涵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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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领事馆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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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朱青生 

朱青生教授，德国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历史系艺术史研究室

主任，北大图像实验室主持人。2016-2021 担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

陈宝权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智能学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三维视觉与可视化，担任国家“973 计

划”“城市大数据计算理论与方法”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项目等。在 ACM 

SIGGRAPH、IEEE VIS、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TOG)、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Graphics （TVCG） 等

国际会议和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曾获 NSF CAREER Award、

IEEE 可视化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中国计算机图形学大会杰出奖。

2018 年 当 选 中 国 计 算 机 学 会 会 士，2019 年 当 选 IEEE Fellow，

2021 年入选 IEEE Visualization Academy，当选中国图象图形学学

会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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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诚 

Eureka Therapeutics Inc. 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生物系

1984 级本科校友。

刘诚博士在北京大学获得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获得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他在生物学研究和药物发

现方面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拥有 500 多项专利和已发表的专利申请，

其中 100 多项专利已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并撰写了许多关于癌症免疫

疗法的已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

在创立 Eureka 之前，刘诚博士曾在 Chiron（现已成为诺华的一部

分）的抗体药物发现计划中担任首席科学家。他在美国和欧洲申请

了 18 项发明专利，还于 2004 年至 2005 年担任 SAPA-West 的总

裁，1998-2007 年担任其执行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多

个针对各种肿瘤靶点的第一类临床阶段癌症药物的发明人，包括治疗

骨转移的 CSF1、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 BCMA、治疗肝癌的 AFP 和

GPC3 等靶点药物。2007 年，他获得美国国会特别表彰，以表彰他

对改善人类健康的贡献。同时，他是《单克隆抗体的生物仿制药：制造、

临床前和临床开发的实用指南》一书的编辑。

吴军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系教授，兼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研究员，北京大学物理系 1993 级硕士校友。

吴军桥于 2003 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同年进入哈佛大学化学

系做博士后研究。2006 年起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系助理教

授，2012 年晋升为副教授，2016 年晋升为正教授。现任该校校长讲

席教授 (Chancellor’s Professor)，伯克利应用科技中心主任，材料

科学系副主任。吴教授多次荣获重要学术奖励，包括 Ross Tucker 奖，

美国能源部 (DOE) 青年科学家奖，美国科学基金委 (NSF) 青年科学

家奖，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奖 (PECASE，美国联邦政府授予青年科

学家的最高奖项 )，Bakar Fellowship，美国物理学会 (APS) 会士等等，

2014 年受邀作为校友代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致辞。

饶江洪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化学系 1987 级本科校友。

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化学专业硕士，和

美国哈佛大学化学专业博士。之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师从钱永

健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药理系助理教

授，现任职于医学院放射系和斯坦福分子影像中心，兼化学系，肿瘤

生物，生物物理系。主要从事分子影像领域研究，多维（从活体，单

细胞到分子）多功能（光学，核磁，放射）分子纳米探针的开发制备

以及在化学生物，生物医学方面的应用。其研究得到美国国家卫生院，

国防部国会指定医学研究项目，私人基金的资助。迄今为止，在 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 130 余篇 , 拥有发明专利和专利申请 25 项。

张    影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

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芝加哥中心学术主任。

张影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行为科学和营销管理博士学位。曾任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终身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企业数字竞争

战略，品牌数字化增长和消费者体验等。担任中国 " 营销科学学报 "

常务副主编和“管理科学学报”专业主编。曾获美国营销科学院杰出

青年学者奖，中国工商银行杰出经济学学者奖和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

优秀研究奖。2014 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国家青年拔尖人才，2019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2020 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

暨 " 四个一批 "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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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波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副教授，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997 级

本科校友。

黄波 200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2006 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2006 年至 2009 年在哈佛大学庄小威教授研究组进行博士后研究。

主要研究超高分辨率显微术以及在细胞生物学中的应用。在 Nature，

Cell 等国际权威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多家新

闻媒体的广泛关注。现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药物化学系兼生物化学

和生物物理系教授、Chan-Zuckerberg Biohub 研究员。

云维杰 

Tyche Partners 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云维杰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硕士和博

士，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董和 M.E.T. 的创始董事会成员。

热衷于识别和投资在硬技术领域拥有突破性技术例如太空技术、半导

体、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以及云和企业基础设施，他还是一名连续创

业者，在创立 Tyche Partners 之前，曾担任 Telegent Systems、

AIP Networks 和 SiTek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彭    亮 

Futurewei 副总裁及 IC 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 1987 级本

科校友。

彭亮博士在硅谷有 20 余年从事芯片架构研发与开拓市场策略的经历，

曾先后效力英特尔，英伟达，Rambus 等公司。在 GPU 可编程架构

上有奠基性的贡献。拥有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士，康奈尔大学电子工

程博士，曾担任华美半导体协会会长 / 理事长，长期为硅谷半导体华

人社区提供服务。

鲍君威

Innovusion 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物理系 1991 级本科

校友。

鲍君威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

博士。曾加入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负责车载计算系统及传感器团

队。2016 年 11 月，鲍君威与同为北大校友的李义民联合创立了

Innovusion，目前公司的高性能激光雷达随着蔚来旗舰轿车 ET7 的

交付成为全球首款实现乘用车量产的高性能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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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北美地区校友会名录

所在国家 校友会名称

美    国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达拉斯 (DFW) 地区校友会

北京大学大华府地区校友会

北京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北京大学俄勒冈校友会

北京大学华盛顿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明尼苏达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圣地亚哥校友会

北京大学新英格兰校友会

北京大学休斯敦校友会

北京大学犹他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芝加哥校友会

费城北京大学校友会  

匹兹堡地区北京大学校友会

加拿大

北京大学加拿大校友基金会

北京大学加拿大渥太华地区校友会

北京大学卡尔加里校友会

北京大学蒙特利尔地区校友会

（按音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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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介绍

主办：北京大学校友会 

北京大学校友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9 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后 7 年，以万兆芷（zhi）为会长

的“北京大学留美同学会”在纽约成立，这是北大的第一个校友组织，是北大校友会发展史的源头。1992 年

北京大学校友会正式在民政部注册，成为独立社团法人。1999 年百年校庆之后，校友会成立了常设的秘书机

构，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下设校友工作部。2010 年 10 月，在第七届理事会的大力推动下，学校审时度势，

组建了独立的校友工作办公室，与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处合署办公。目前，北京大学校友会正携手全球各地各

界 40 万“北大人”和百余个校友组织，在践行“服务校友、服务母校、服务社会”的征途上阔步前行。

北京大学校友工作以“热情和激情温暖校友”“专心和专业凝聚校友”“精细和精准服务校友”的工作态度，

以“构建校友永远的精神家园”的工作理念，坚持“一二三四五”（即：一个核心——牢记“凝聚、服务校友”

为校友工作永远的核心使命；二个抓手——“互联网 + 院系”，充分依靠互联网的新技术手段和学校各院系、

各校友组织的力量；三项任务——“联络、宣传、服务”为重点任务；四个基础——“制度、数据、体系、团队”

建设为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夯实数据基础、改革管理体系、壮大工作队伍；五 A 目标——力争打

造 5A 级社会组织。）的工作思路，致力于新时代校友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学校“双一流”建设稳步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承办：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 

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成立于 1992 年，拥有校友 8000 多人，为在美国正式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

北加州校友会以“服务母校，服务校友，服务社区”为活动宗旨，经常举办职业发展、创业、社交、文体生活、

教育、科技和慈善等多类型活动，被北大校友总会评选为优秀校友会组织。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在北加州乃至全

美有广泛影响力的校友会和华人团体。

支持：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于 2001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成立，是享有美国联邦免税资质的 501 (c) 

(3) 公募非营利组织。二十年来设立捐赠项目逾 200 项，有力支持了北京大学的发展建设，增进了海外校友、

华人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对北大及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解与认同，为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中美交流起到了

十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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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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