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  南京高校校友会联盟与南京宁聚校友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CEO任正非一行到访南京大学
•  宁淮特别合作区携手南大校友会打造新经济产业园
•  省侨联组织召开“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机制推进会
•  南京高校在沪校友会联盟首次活动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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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校校友会联盟与南京宁聚校友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正
式成立

         8月30日下午，南京大学校
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在鼓楼校区知行楼召开。校友总
会常务理事（按音序排列）黄建
良、贾叙东、李晓蓉、陆朝阳、
吕建、陶炜、薛海林、杨雷、尹
三洪、张锁庚、张晓东、张志宏、
郑钢，校友总会监事（按音序排
列）陈闽之、李友根、郑杭斌出

席现场会议，常务理事陈国强
通过视频参加本次会议。南京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友总会副
会长薛海林主持会议。
         与会常务理事和监事围绕
总会2020年度全球年会和理
事代表会议方案、校友之家、
校友文化中心建设、120周年
校庆筹备相关工作、校友经济
和校友创新创业大赛、南京海
外校友创新服务中心、海外校
友工作等主要工作议题进行了
充分的交流与研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CEO任正非
一行到访南京大学

      7月31日下午，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CEO任正非带队访问了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鼓
楼校区知行楼会见了任正非一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战略研究
院院长徐文伟，华为2012实验室
中央研究院总裁查钧，南京大学党
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副校长王志林、
副校长陆延青等参加会见和座谈交
流。任正非一行与南京大学有关专
家学者进行了座谈交流。
        中国科学院院士、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郑有炓，中国科学院
院士、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
授祝世宁等13位南京大学专家学者
分别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以及领域
内科技创新发展做科技成果分享与
交流，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一些具
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7月29日，由南京市投资促进
局推动成立的南京宁聚校友投资
促进服务中心正式运营。这个由
政府、企业、校友“三轮联合驱
动”，组织联手打造的“校友专
属”服务平台开启了南京政校合
作和招商引资新模式。成立仪式
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
高校发起成立南京高校校友会联
盟；南京市投资促进局与10家驻

宁高校校友（总）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南京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杨学鹏为“南京市宁
聚校友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揭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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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下午，省侨联“地方侨联+高校侨联+
校友会”工作机制推进会在宁召开。省侨联党组
书记、主席周建农，安徽省侨联副主席杨冰，有
关设区市侨联领导和相关高校侨联、校友会负责
人等参加会议。会议由省侨联副主席宫琳主持 。
会上，杨冰介绍安徽省侨联特别是中国科技大学
推进“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机制的
经验做法及体会；周建农就省侨联开展“助梦大
使”聘任工作作简要说明，并与2名“助梦大使”
进行了现场连线互动交流。与会同志围绕“地方
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机制常态化进行讨
论。

        8月28日，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和南京大学
深圳研究院在南京大学产学研基地隆重举办南京
大学2020级深圳学子欢送会。南京大学深圳研究
院院长韩东（83级）、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轮
值会长甘礼清（83级），理事魏勇（86级）、蔡
弋戈（00级）、叶海惠（01级），以及校友徐俊
(83级)、邹伟强(95级)、张小川(00级)等嘉宾与
2020级17位深圳学子和家长们参加了此次活动 。            

宁淮特别合作区携手南大校友会打造新经
济产业园

         8月9日，南京大学校友总会走进宁淮特别合作
区，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造南京大学校友
企业宁淮新经济产业园，共建5G智造智慧园区，以
校友经济赋能区域发展。据悉，宁淮特别合作区下
一步将围绕校地合作共建园区和校友企业项目建设，
进一步聚焦“三智一服”产业导向，科学谋划“一
心三智”发展格局，着力推进“一优三高”发展理
念，重点在南京市“4+4+1”主导产业等新经济领
域深化产业互利合作，与南京江北新区实行“总部
+基地”“研发+生产”的一体化、同城化发展，共
同推动南京“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和淮安“绿色
高地·枢纽新城”建设。

省侨联组织召开“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
友会”工作机制推进会

迎新·送新

深圳校友会举办南京大学2020学子
欢送会

连云港校友会为2020级南大新生开
展励志捐助活动

        8月30日上午，南京大学连云港校友会一行七
人在江苏赣榆高级中学举行任文晓励志助学捐助
仪式。刘平昌会长等代表连云港28位校友向任文
晓捐助18000元，分四年捐助。捐助之前刘平昌
会长一行还冒着大雨到宋庄镇四新村任文晓的家
中看望。
       9月1日上午10点，连云港校友会在江苏新海
高级中学举办捐赠仪式，为今年考进南京大学的
两位小师弟每人捐助3000元励志助学金。新海中
学顾爱军校长会见了连云港校友会领导和两位小
师弟合影留念，副校长张团思及他们的班主任陆
老师、彭老师等参加捐助仪式。捐助仪式上，领
导老师祝贺祝愿，谆谆教诲，勉励师弟志存高远；
学生发言感恩感谢，文采飞扬，饱含深情，我心
向南！刘平昌会长在捐助仪式上表示了对新生小
师弟祝贺与感谢，期待与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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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泰州南大校友会在泰州锦泰宾馆举
行座谈会，欢送2020级新校友入学。作为教育之
乡的泰州，历来是南京大学重要的生源基地之一，
今年又有68名学子被南京大学录取。交流会上，
毕业于江苏省泰州中学、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
江苏省泰兴中学、江苏省兴化中学、江苏省姜堰
中学等学校的68名学子，身穿印有南京大学校徽
的亮丽T恤，和南大前辈校友们欢聚一堂，互相
认识，相互交流。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活动还特意邀请泰州
市首批援鄂医疗队领队、泰州人民医院护士长施
娟，现场讲述了泰州白衣天使们奔赴湖北抗疫医
疗第一线的经历，并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给
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时政课。会上，南大泰州
校友会会长、锦宸集团董事长李焕军讲述了他的
求学和创业经历，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勉励学子们
牢记家国情怀。

迎新·送新

泰州校友会举行欢送2020级南大新
生座谈会

       今年，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的大家庭迎来
了50余名闽籍小学弟小学妹。自2004年至今，
南大福建校友会举办送新生活动的传统已延
续了十七个年头，让校友大家庭的温馨与关
爱第一时间传递到最最新鲜出炉的小萌新身
边。今年福建校友会延续往年经典，并略加
变化——“一只背包一本书，带着校训上南
大”，还有毕业校友、在校校友将与小萌新
们结对子，成为杠杠的“铁三角”！

福建校友会欢送新生——“一只背
包一本书，带着校训上南大”

校友组织活动

深圳校友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长工
作会议

        7月4日下午，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第四届理事
会第三次会长工作会议，在深圳市南京大学产学研
大厦B区8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郑宁执行会长召集并主持，轮值执行会长
甘礼清、陈忆，副会长聂文彪、叶育成、刘博出席
了会议。秘书处工作人员列席会议。  郑宁执行会长
汇报了2019-2020年校友会工作。截止2020年6月底，
资金财务部完成了2019年度的费用报销结算、年度
审计及第三期校友基金汇集工作。2019年度审计报
告于校友会秘书处留存备查，有关心校友会财务状
况的校友，可到南山区粤兴三道6号南京大学产学研
大厦B806校友会办公室查询。最后，深圳校友会举
行了轮值执行会长工作交接仪式。按照校友会相关
规定，由甘礼清执行会长接任2020年7月1日—2021
年6月30日的校友会轮值会长工作。

南大青岛校友会羽毛球队首次亮相，出战高
校校友羽毛球团体赛

       7月25日，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羽毛球队首次亮
相参加了首届青岛全国重点高校校友暨“卡萨帝”杯
羽毛球团体赛。毕兆雁会长作为领队带领9位校友参
加了比赛。本届赛事由青岛全国重点高校校友联盟经
济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24个全国重点高校青岛校
友组成的20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2个
小时的英勇拼搏，南大羽毛球队最终获得小组第三名。



        8月15日下午，泰州
市南京大学校友会三届二
次常务理事活动在中国电
信泰州分公司举行。此次
活动以参观、学习“ 5G
技术与应用”为主题，与
会人员参观了“云上泰州
运营体验中心”和“智慧
12345”服务平台，听取
了华为工程师、南大校友
段云辉关于“5G技术与
应用”的专题报告。
        为校友们提供了一场
形 象 生 动 、 内 容 丰 富 的
5G知识盛宴。此次会议
通报了校友会前期的工作
和今后的活动打算，增补
了校友会领导班子成员。
这次活动有效地增强了校
友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为
下一步更好地开展校友会
工作奠定了良好甚础。据
悉，南京大学泰州校友会
在校友总会的指导和常务
理 事 会 的 领 导 下 ， 坚 持
“三服务”的宗旨，围绕
“常态工作抓特色，重点
工作抓突破”这个中心，
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
各项工作任务，进一步拓
展了校友会的工作路径。

河南校友会
助力母校招生工作

        7月25日，部分南京大学河南校友相聚，
欢迎南京大学河南招生组到河南，共同为南
京大学招生助力。

校友组织校庆活动

泰州校友会

国际医健校友会
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7月27日，国际医健校友会第一届理事
会第四次会议在母校知行楼召开。校友总会
秘书长张锁庚、理事会会长陈一青，副会长
刘权，秘书长金艳出席会议。会上，陈一青
做《国际医健校友会工作总结和计划》报告，
增补国际医健校友会理事、提名副会长、常
务副会长并表决。

广州校友会
发布关于【南京大学广州校友会注册及后

续的增补及换届工作】的说明

        8月10日，广州校友会发布关于【南京
大学广州校友会注册及后续的增补及换届工
作】的说明，依规注册、增补及换届准备大
会筹备期间，广州校友会将继续推进各项校
友服务工作。

召开三届二次常务理事会

福建校友会
助力母校招生组在闽开展招生工作

        7月27日，福州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
办、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联合会、福州市人
才发展集团联合召开“重点高校来榕招生工
作负责人座谈会”，南京大学福建招生组组
长孔令红老师参加了会议。会上，福州市组
织部副部长林舫等领导就人才工作与大家展
开交流。福建校友会在福州欢迎来闽招生的
老师，并安排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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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9日，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创业分会和商
学院分会成立仪式暨南京大学(无锡)校友创新创
业基地揭牌仪式在无锡新湖铂尔曼大酒店隆重举
行。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校友总会秘书
长张锁庚、南京大学商学院相关领导、无锡市有
关部门领导、南大无锡校友会各分会代表以及清
华大学无锡校友会、复旦大学无锡校友会、东南
大学无锡校友会和江南大学校友会的部分代表出
席会议。大会由无锡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葛宗亮主
持。葛宗亮副会长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召开本次大会的宗旨和意义。

校友组织活动

EDP企业家联合会&新疆特克斯县高级
中学助学计划第二批爱心基金募捐活
动再启动

        “助学圆梦 我们在行动” 南京大学EDP企
业家联合会&新疆特克斯县高级中学助学计划
第二批爱心基金募捐活动再启动。据了解，上
一年度，南京大学EDP企业家联合会公益部开
展新疆特克斯县高级中学助学计划，募集南大
系企业家爱心基金共104000元，用于结对帮扶
新疆特克斯县高级中学52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生，给予每位孩子每学年2000元（每学期1000
元）的助学金，并提供结对帮扶孩子的信息表
给每位企业家，便于资助期间企业家与孩子点
对点沟通交流。

2020年紫金会迎新晚宴

南大紫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五
次会议

2020.08.22

紫金会月度讲座之六十一讲

南大紫金会暑期实习生培训二2020.08.22

2020.08.22

2020.08.22

校友紫金会

无锡校友会举办创业分会、商学院分
会成立仪式暨创新创业基地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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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双循环”格局下的重点区域发展
现状及建议——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
区为例，分享的嘉宾是何飞校友。

现场有50多位暑期在沪的实习生和刚刚
进入职场的应届生参加培训。

紫金会嘉宾、理事、投资人、会员、在
沪实习工作的南大学生等110余位校友
参加了晚宴， 大家欢聚一堂，共同举杯。



        上海校友会于8月9日开始，联合初夏公会（酷
狗直播）、Mix lab、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中山
大学上海校友等机构正式启动GOTOBAR杯全球高
校上海校友圈首届王者荣耀友谊赛。 比赛采用5v5
征召模式的比赛形式，按照代表学校和五人战队的
形式进行报名。

上海校友会

         8月30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房地产分会VIP
会员开学第一课在国金中心中伦律师事务所正式开
讲啦。作为房地产分会VIP会员“星辰一号”培训
计划的第一课，本次活动十分有幸地邀请到前华为
大学执行校长、南京大学计算机系80级校友姚卫
民老师，为大家分享华为领导力的启示，解密华为
组织和激励的密码。

地产分会 | 星辰1号培训计
划开学典礼

GOTOBAR杯全球高校上海
校友圈首届王者荣耀友谊
赛正式启动

上海校友会助力母校上海
招生组

        每年招生季上海校友会都会协调提供宣讲场地，
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等各类宣传渠道推介信
息。在沪工作的毕业生们也会纷至沓来，为母校摇旗
呐喊，上海生源的家长都会现身说法，分享子女在南
大的成长。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朱振东校友详细
地介绍了上海校友会服务母校招生工作相关事宜。

        8月29日，南京高校在沪校友会联盟首场活动
在中国信息通信院旗下的工业互联网中心隆重举办，
活动由联盟首届轮值会长单位南京邮电大学上海校
友会组织，议程包括参观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分
享《人工智能助力国家医改》内容，讨论南京高校
在沪校友会联盟的成立事项和发展远景等。

南京高校在沪校友会联盟
首次活动顺利开展

探秘Mix lab，解锁校友福
利（记宣传部2020年度第
一次团建）

        校友会宣传部的小伙伴们走进了这间酒吧，探
秘这间酒吧的不同寻常之处，收获满满，以后我南
校友搞团建，有个好去处了~为了更好地回馈校友
们对Mixlab的厚爱，Mixlab 与校有圈圈一起为广
大校友提供多重福利。
更多活动详情见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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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动态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20.07.20 南大化院校友企业艾迪药业
成功登陆科创板

        7月20日，校友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488.SH）正式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据悉，艾迪药业由校
友傅和亮博士（化学系1979级，江苏艾迪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首
席执行官沈小博士（化学系1979级，江苏
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科
学官）创立。

茵地乐捐赠支持我校学科建
设 庆祝化院百年华诞

       8月3日，四川茵地乐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设立“南京大学潘中来基金”暨南大—
茵地乐联合实验室启动揭牌仪式在仙林校
区举行。瑞声科技控股创始人、荣誉主席，
四川茵地乐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潘中来先生及
茵地乐集团的企业同仁，南京大学党委书
记胡金波，党委副书记薛海林，原副校长
潘毅，以及学校发展委员会、人力资源处、
科学技术处、化学化工学院等相关部门和
院系的负责同志、教师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仪式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朱
成建主持。
        仪式上，朱成建介绍了潘中来先生多
年来支持南京大学办学事业的深情厚谊及
本次捐赠项目的基本情况。党委书记胡金
波代表学校为潘中来先生颁发了感谢状。

哲学系百年系庆公告（二）

        在广大系友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
“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筹备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及相关
工作安排，“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大
会”初定于2020年10月18日召开。
        我们诚挚邀请历届本科、硕士、博士
系友，以及各类专科班、省市干部班、军
队干部班、地方定向培养班、劳模班、成
教班、研究生进修班等班级的系友返回母
系，参与百年系庆系列活动。
        请各位系友以班级为单位，确定本班
联络人（一至两名），并将联络人信息发
至邮箱：yuehuali@nju.edu.cn。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25) 89683392，13913951028
        另，我系系史馆正在建设中，热忱期
待各位系友提供具有系史价值的老照片、
讲义等史料。联系方式同上。
        再次感谢社会各界贤达对南京大学哲
学系的关心支持！

敬颂夏祺。
南京大学哲学系

2020年7月3日        

2020.08.03

       8月15日，由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和南京
大学环境学院指导，南京大学环境校友会
主办的第六届南二代环保夏令营在腾讯会
议顺利举办，来自环境及相关领域的40多
个校友家庭参加了活动，一起云游南大，
探讨环保课题，聆听专家讲座。

环境学院

2020.08.15
相约线上的第六届“南二代”
环保夏令营成功举办

2020.07.03

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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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4 南大环境跻身创业板注册制
首批上市企业

      8月24日，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公司作为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挂牌
上市的企业，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填补了
A股环境技术服务领域的空白。华泰联合
证券担任独家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南大
环境作为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企业之一，
也是江苏省2家首批上市企业之一，将借助
此次机遇与资本市场共同迈入高质量发展
之路。

医学院1988级校友尹震宇校友走进北
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级表彰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
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进行表彰。
        南京大学医学院1988级校友、援鄂医疗国
家队厦门二队队长、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
院长、肝胆胰外科学科带头人尹震宇教授在人
民大会堂现场接受“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荣誉表彰。2020年2月，尹震宇教授
带领厦门援鄂医疗队出征武汉，由11家医疗单
位组成的医疗二队共有医护人员138名，整建
制接管了同济医院光谷院区E3区9区50张病床。
尹震宇教授带领的管理团队配有专职医务部、
院感科、护理部及专职行政人员进行各项协调
工作，整支队伍相当于战时一线医院的配置，
高效运转。奋战52个日夜，尹震宇教授带领团
队打造了光谷院区救治样板病区：病区累计收
治患者142例（危重症13例，重症129例），治
愈出院128例，提交疑难病例讨论11场次，是
光谷院区17支医疗队中出入院人数双第一、疑
难病例讨论数量第一、首个开展心理干预治疗
的病区。

郑钢校友当选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

       8月17日，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全国学
联二十七大开幕，在苏全国青联委员、全国学
联代表在江苏分会场参加会议。省委副书记任
振鹤出席会议并就贯彻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全
国青联委员、江苏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江苏省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南京南播玩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郑钢参加了会
议。郑钢校友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亲切致信祝
贺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七大
召开，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年一代的重视
关心，极大鼓舞和振奋了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和
广大青年工作者，我作为青联的一分子，一定
会认真履行自身职责，积极帮助和支持更多青
年朋友在时代的舞台上展现风采、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