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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斯和⾦融、市场营销、商业发展、联盟发展、通讯科技等领域的成长
型公司共同合作，积极成⽴合资企业、通过私募股权和特许收益权进⾏投
资，项⽬遍布夏威夷、中国⼤陆甚⾄⼤中华地区。

星河•科⼯贸: 麦克是星河董事长，星河是⼀家集商品贸易和应⽤科学的公
司，专注全球镁市场以及镁在汽车、航空航天、建筑、制药、能源和消费领
域的应⽤前景。该公司⽹站是星河科⼯贸，公共⽹站是星河镁。星河总部位
于檀⾹⼭，其中国⼦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其使命是⽀持中国镁出⼜产业
的发展，参与镁的应⽤与开发。

亚太集团由各⾏各业的专家组成，旨在给美国和亚洲投资者提供专业多样化
的服务。作为管理成员之⼀，麦克·诺斯⼀直指导公司咨询业务⽅⾯的发展。
亚太集团在陕西省成⽴了⼀家中美合资公司——星河中镁科⼯贸有限公司，
⽀持中国镁出⼜产业的发展。

国际矿业服务公司（International Mining Services）是⼀家⾃然资源许可公
司，主要⾦属制造商，致⼒于统筹北美重要矿产资源的开采权。麦克·诺斯是

此公司的财务、通信、管理和技术顾问，主要关注节能采矿作业和碳减排战略。

太平洋特许收益权交易所由麦克·诺斯和⾦融界⼤鳄阿瑟·利普共同成⽴。交易所正在组建⼀个私募投资基⾦，
以特许收益权的形式对公司进⾏投资。此外，交易所准备成⽴公共证券交易所，发⾏⾼质量的特许收益权
券。

中国特许收益权交易所是美国著名⾦融界⼤鳄阿瑟·利普和其夫⼈安妮·利普共同成⽴的，旨在中国推⼴特许收
益权融资和公共证券交易。与股票和债券相⽐，按照企业营业额的百分⽐作为投资回报的特许收益权更具优
势，是投资成长型公司的最佳⽅式。

财富桥是⼀家私⼈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百名个⼈和企业客户。麦克·诺斯在此公司担任⾼级助理和战略顾
问，负责进⼀步扩⼤其资产管理业务。

了解中国是⼀部优秀的纪录⽚。在此套纪录⽚中，麦克·诺斯和位于夏威夷的演播室进⾏连线，采访中国政
界，商界和⽂化界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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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场连线节⽬“亚太商业战略”的主持⼈，麦克·诺斯会和各⾏各业的成功⼈⼠进⾏对谈，了解他们获得成
功的秘诀。

麦 克·诺斯是⾮盈利公共政策组织周恩来和平研究院的联合创始⼈。此研究院
旨在中国和世界宣传伟⼤的思想家，外交家以及和平缔造者周恩来——中国
第⼀位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周总理开辟了⼀条向西⽅开放的独特道路，坚定
⽀持国际和平及共同合作。麦克的妻⼦周晓芳是另⼀位创始⼈。

最近，和平研究院组织中国艺术家和学⽣代表团跨越太平洋，来到纽约联合
国总部参加会议，进⾏参观，此⾏主题是“和平权”。活动期 间，代表团和联
合国⼀起庆祝国际和平⽇和周恩来诞⾠120周年。周恩来和平研究院与江苏省
淮安市周恩来国家纪念馆签订了⼀项涉及⼴泛的合作协议，⽀持对中 国和平
缔造者的研究和教育宣传。

商业和国际贸易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关重要。因此，麦克成⽴“中美桥”，推动中美之间的和平建设和相互理
解。此桥横跨多个领域，包括商业、教育、⽂化、技术、通信、⼈民外交和投资战略，⼒求把美国最好的⼀
⾯带到中国，把中国最好的⼀⾯带到美国。

中美桥在北京市中⼼举办了⼀系列⾼⽔平的教育投资研讨会，董事会成员玛丽·巴菲特也亲临现场。作为有史
以来最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的⼉媳，玛丽与数百名私⼈投资者、银⾏、政府和外交官员分享了她对投资
的领悟，见解和⽅法。活动得到外交部和商务部的积极⽀持。

绿星是⼀家专注于太阳能、⽆线通信和传媒发展的科技公司，麦克·诺斯是其原总裁兼联合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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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绿星在发展中国家推⾏的 “数字⽂化”项⽬，偏远地区以及电⽹未覆盖的区
域建⽴了太阳能社区中⼼。绿星的业务包括健康、教育、就业、电信、农业和
电⼦商务等服务。

这⼀模式⾸创于死海西岸的阿尔卡不那，随后在⽛买加斯威夫特河、印度帕⽡
塔普尔、加纳帕特伦萨、巴西苏鲁卡和西藏庞多陆续推⾏。针对阿富汗和菲律
宾发展的特殊项⽬也已经完成。该公司正在世界各地的偏远农村地区建⽴300
个太阳能中⼼，⽴志建⽴庞⼤⽹络。

绿星为每个村庄开发了⼀个特别节⽬，以数字形式记录村庄的历史和⽂化：传统⾳乐、艺术品、摄影、诗
歌、动画和⾷谱，通过这种⽅式以全数字形式向世界传达社区的真实声⾳。在获得商业许可后，消费者购买
所得的收⼊将返还给村庄。

绿星还与美国能源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可再⽣能源实验室、Sandia国家实验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国际电信联盟、世界银⾏、世界资源研究所、⾸都特派团、国际扶轮社、摩托罗拉、惠普、技术授权⽹络和
其他国际组织进⾏合作。

让所有⼈获得和平。
让所有⼈有⼯作、⾯包、⽔和盐。
让每⼀个⼈知道，⾝体，⼼灵

灵魂都需得到解放，进⾏⾃我实现…
让⾃由战胜⼀切。

麦克·诺斯是⼀家顶尖公共⽹络接⼊公司——北⽅通信的创始⼈。从1986年开始，该公司开发出数百个电⼦商
务解决⽅案，通过触摸屏向公众提供复杂的交易。

公司的客户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宾⼣法尼亚州、亚利桑那
州、犹他州、华盛顿州、密歇根州、堪萨斯州和佛罗⾥达州、美国国
会、洛杉矶、图拉和圣地亚哥县、诺斯罗普、卡迪拉克、芝加哥市、纽
约市、⼤学信⽤社、公民银⾏、微软、IBM、贝尔南⽅公司、GTE、
MCI、西尔斯、惠普、PGA、社会保障局、退伍军⼈管理局、医疗保
险、美国邮政局、波多黎各、新加坡共和国、澳⼤利亚布⾥斯班、新不
伦瑞克和加拿⼤新斯科舍等。

作为总裁兼⾸席执⾏官，麦克与纽约Metromedia⼴播和电信的投资者，
同时也是亿万富翁的约翰·克鲁格发展了战略合作关系。此后，
Metromedia成为北⽅通讯的最⼤股东，克鲁格先⽣担任董事会主席。

北⽅通信公司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包括美国⼯业设计⾦银奖，⽢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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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学院/福特基⾦会奖（两次），⾦字节奖（两次）。麦克向许多⼯
业和专业团队、组织和机构发表演讲，包括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服务
公民、政府技术、国会图书馆、国家科学基⾦会、国会社会保障论坛、
总务管理局、国际⼯程联合会、⾏星⼯程、⾸都特派团、技术授权⽹络
和国际电信联盟。他曾是年度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奖的评委，互联⽹商业
标准的创始成员，在⽹络和媒体⾏业发表数篇⽂章，并曾向GTE公司
（现为Verizon）提供互联⽹安全和⽣物测定学咨询服务。

麦克早期的专业背景是出版业（曾任《新⽅向》编辑）、计算机⽹络（70年代，他就组织了⼀些会议和项
⽬，包括新泽西理⼯学院原始互联⽹项⽬EIES）和电视制作（CBS黄⾦时间节⽬的副制⽚⼈，经典⼜号“这是
我的台词。”）。1983年和1984年，麦克担任Compusave的副总裁，负责媒体和软件开发，开创了多媒体公共
访问零售业务的先河。此后，Compusave成为第⼀家⽹络交易型百货公司，在美国各地的百货店部署了数百
个交易厅。

麦克是檀⾹⼭顶尖实验舞蹈团“爱奥纳当代舞蹈团”的主席，协助夏威夷数个⾮营利组织，包括夏威夷宽恕计
划，以及 Stewards of Waimea。麦克也是夏威夷檀⾹⽟⽯进⼜公司 Jade Gallery Hawaii主要的业务和营销顾
问。他和妻⼦周晓芳⼀起管理⼀家专业的中⽂翻译服务公司 XiaoFangZhou.com。除了在Greenstar董事会任职
外，麦克还是专注预防冲突的国际组织Upstream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可持续业务⽅⾯，他成⽴了⼀家为 “绿
⾊可再⽣能源”服务的电⼦商务门户；此外，他还是IDC技术趋势咨询委员会成员。

出版书籍：

以下⽂章可在⽹上查阅：《21世纪⾃动提款机》，《 绿星机遇》《数字⽂
化》, 《电⼦慈善》《⾎汗⼯⼚与蝴蝶》。他是艺术诗歌集 Gallery of
Forgiveness Arts 宽恕艺术诗歌集 (pdf）和年鉴 Forgiveness Stories（宽恕故
事）的编辑.

他和妻⼦周晓芳合著的书籍有：周恩来：和平缔造者, 此书是中国前总理
周恩来的画传；于2011 年拍摄于亚太经合部长级会议的同名
DVD；Through American Eyes《美国眼中看中国》；Deep Love《深
爱》；以及和中国知名机构共同合作出版的纪录周恩来⽣平和意义的其他
书籍。他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2018年出版的《周炳德⾃传》的英⽂译本
《我的叔叔周恩来》的编辑，并为此书写了前⾔。

麦克·诺斯（Michael North）是《互惠杂志》的创办者。此杂志是⼀个定期在线观察政治、社会和⽂化发展的
系列杂志，主要关注中国和全球问题。由亚太集团赞助。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发表了⽂章，对2022年初的三个事件进⾏了历史性回顾：上海公报、周恩来诞⾠、北京冬
奥会。中英⽂版本课下载。

麦克·诺斯被北京中央周恩来研究院选中，在天津南开⼤学为第四届国际周恩来研讨会发表评议论⽂——《周
恩来商业原则》。同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代表⼤会 60周年庆典上，麦克制作的⼀部关于《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短篇纪录⽚也作为庆典的⼀部分进⾏播放。在已经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周恩来研讨会，麦克再⼀次进
⾏研究并撰写第⼆篇评议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加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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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通讯： http://northcommunications.net
绿星组织： http://www.greenstar.org

中美桥： http://www.americachinabridge.com
周恩来和平研究院: http://www.zhouenlaipeaceinstitute.org

中国特权使⽤: http://www.chinaroyalties.com
太平洋特权使⽤交易所: http://www.pacificroyalties.com

Asia-Pacific Group: http://www.asiapacificgroup.us
Galaxy Trade and Technologies: http://www.galaxytradetechnology.com

International Mining Systems: http://www.internationalminingsystems.com

更多资料、短⽚、⾳乐、照⽚和个⼈发表请见： http://www.mediasense.com

Email mjnorth@ix.netcom.com.

English 英 | Chinese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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