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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人會     
 
1990年由贝聿铭、马友友、
吴健雄、杨雪兰、唐骝千、
邓兆祥等创立 



杨雪兰 
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
唯一一位华人副总裁 

贝聿铭 
建筑大师 

在建筑、艺术与文学、公
共服务领域享有国际公认
的最高荣誉 

创始人 

马友友 
大提琴演奏家 

拥有超过90张专辑，共
收获18项格莱美大奖 

吴健雄（已故） 

物理学家 

被誉为“核物理女皇” 
曾参与曼哈顿计划 

唐骝千 
慈善家 

致力于通过教育及中国文化 
艺术，提升美裔华人地位 

邓兆祥 
卡耐基塔资本管理合伙人 

最早在华尔街从事金融业
务的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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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Committee of 100 

·推动美国和大中华地区人民和 

领袖之间的建设性关系 

·推动美国华人全面参与 

和融入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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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周年庆典 

	
1990年 2015年 

基辛格与贝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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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演讲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演讲 

二十五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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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与
百人会创会会员杨雪兰 

百人会会员们 

二十五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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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人会会员、前美国宇航员焦立中讲   
    述个人历程 

1. 百人会会员唐骝千、陈启宗与黑石基 
    金创始人苏世民讨论社会公益 

3. 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主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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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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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會會员 



·来自科技、商业、学术、    
   艺术和公共服务等领域 

·华人血统的美国公民 

 会员（1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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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领域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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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会会员：科技 

何大一 
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 
首席执行官、主任、教授 

1996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获总统公民奖章。 

丘成桐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国际知名数学家 

焦立中 
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空间站指挥官 

现任职莱斯大学和贝勒医学院 

  百度公司总裁 

 张亚勤 

曾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兼
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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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钟浚 
前纽约科技大学校长 
 

1994-2005年任纽约科技大
学校长（现纽约大学理工分
校），十余年來是全美仅有
的三位华人校长之一。 

百人会会员：教育 

张信刚 
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世界知名生物医学工程专家，曾
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 
 

杨祖佑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 
 
1994年任校长至今，美国史
上第二位出任大学校长的华人。 

陆道逵 
马里兰大学校长 
 
该校首位华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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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谋 
台积电创始人、董事长 

被誉为半导体业最有贡献人士
之一和全球最佳经理人之一 

杨致远 
Yahoo！创始人 

联想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百人会会员：商业 

陈士骏 
YouTuBe 创始人 

被评为全球排名第28最具影
响力企业人物 

陈启宗 
恒隆集团董事长 

执掌香港最大地产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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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著名演员，奥斯卡奖评委 

金马奖影后、金马奖最佳导演、
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关颖珊 
花样滑冰运动员 

 
美国官方亲善大使。被誉为史上
最伟大的花样滑冰选手之一。 

百人会会员：文艺体育 

谭盾 
作曲家、指挥家 

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原创音乐奖得主 

靳羽西 
知名电视主持人 

艾美奖获奖电视制片人、 
畅销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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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李宛若 
前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市长 

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女市长 

杨曹文梅 
前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执行董事 

美国第一位出任国际多边金融机
构执行董事的女性 

百人会会员：社会活动 

陈香梅 
社会活动家 

抗战期间美国空军志愿队
“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
军夫人，曾被评为全美七十
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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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中美关系发展，离不开两国政府、地方、友好团体、各界人士的辛勤耕
耘和精心呵护。特别是……百人会……等友好团体和一大批友好人士，长期
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奔走努力。” 

——习近平主席9月23日西雅图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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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会共同举办午宴欢迎习近平主席访美 

习近平主席与百人会代理会长李渊祈握手 百人会会员参加欢迎习近平主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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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拜会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 

拜会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 

        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与北京、台北和华盛顿的领导人定期交流，成为中美对话的高端桥梁。 

  拜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拜会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拜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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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会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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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拜会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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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百人会代表团 ，钓鱼台国宾馆，2014年12月 



Committee of 100 

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探讨中美战略议题 

2014年，举办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研讨会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 

组织共和党与民主党就对华政策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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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人会美国舆论代表团拜会中石化董事
长傅成玉 

1、百人会美国社会领袖代表团拜会全国
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 

3、百人会会员在美国国会介绍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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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为美国社会提供关于中国的全面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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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建言 

百人会论坛 
2015年，成都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交流会 

百人会论坛 
2014年，上海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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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百人会中美文化交流协会促成“欢乐春
节·艺术中国汇”首次亮相纽约 

百人会中美文化交流协会促成中美合作艺术
教育“舞向未来”项目 



Committee of 100 

                     百人会与百姓墙 

  
 2010年，百人会担任上海世博会美国馆战略合作伙伴，筹资
3百万美元搭建美国馆。 
 征集上万张美国华人头像组成百姓墙，在大型电视屏幕展出。 

三大核心领域之一：建立中美之间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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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 为美国华人社区的进步和中
美关系的持续发展打造坚实 
的 人才梯队。 

• 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
盛顿和北京五个分会，义务
为年轻领导者提供辅导。 

• 参与者与百人会会员进行一
对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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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洛杉矶分会领导力辅导会 

2013年，华盛顿青年领袖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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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百人会与中国顶级大学合作，发起设立。 

• 百人会英才奖更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获奖者不仅专业表现
突出、热心公益，更要具备思想力、领导力和创新力等领袖
潜质。 

• 参与院校18所：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
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
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 

• 参选流程：参选人由各校推荐，需提交申请表格、个人自述
录像、有关中美关系和个人领导力经历的命题短文。最后由
百人会会员选出32位获奖者。 

百人会英才奖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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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十年聚首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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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会会员与英才奖同学保持密切联系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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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风 
四川大学，第一届 
 

中国电子集团 
党群工作部副主任、团委书记 
团十七届中央委员 

王本 
浙江大学，第四届 

 
浙江大学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颖 
电子科技大学，第六届 

 
成都奥唐科技有限公司 
创办人 

韦慧晓 
中山大学, 第二届 

 
郑州舰副舰长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辽宁舰首位女博士军官 

马恒 
武汉大学，第五届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处副处长 
 

牛海涛 
中山大学，第八届 
 

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研究所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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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仪式 

英才奖项目主席曾宪章致辞 

杨曹文梅大使为获奖学生颁奖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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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同学合影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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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班长竞选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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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百人會 
Committee of 100 

论坛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辅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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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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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会 

   晚宴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发表演讲 

艺术家表演 

    英才奖十周年庆典 

三大核心领域之二：培养下一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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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领域之三：促进美籍华人获全面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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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核心领域之三：促进美籍华人获全面容纳 

百人会努力促进美国华人在美国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参与，高度关注社
会公正、教育、种族歧视、民权、移民及职场玻璃天花板等重要议题。 

2015年，就美籍华人郗小星、陈霞芬被控间谍案举行论坛， 

             并致信美国司法部表达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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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亚裔职场玻璃天花板发表报告 

三大核心领域之三：促进美籍华人获全面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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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美国国会就《排华法案》这一歧视性法律道歉 

三大核心领域之三：促进美籍华人获全面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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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和为流体动力学专家。1999年，李文和被认定为中国大陆盗窃美国核
机密，以处理武器机密不当等罪名受起诉，随即入狱，被拘禁278天。 
 2000年被无罪释放，美国联邦法官向李文和道歉，称事件令美国政府蒙羞。 
 百人会联合16个亚太裔团体为李文和抗争。 

李文和案 

三大核心领域：促进美籍华人获全面容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