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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在仙林校区、

鼓楼校区设置转播点，并部署各院系、各

单位安排集中收看点。南京大学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机关

干部、校院学生会组织及青马班学院代表

在三江厅主会场收看大会。

南京大学师生学习二十大精神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

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校团委召开学校共青团系统学习党

的二十大报告座谈会。

10月17日

本科生院（党委学工部）召开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会。

10月18日

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召开党

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10月21日

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第十五届委员

会第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顺利

召开，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委

常委交流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体会。

10月24日

南大师生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抒发情感，畅谈体会：

新蓝图 新伟业！南大师生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南大师生持续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奋发向未来！南大师生持续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蓝图绘就，筑梦启航！南大师生热议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

热议二十大

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审议

南京大学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工作方案。

10月24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谭铁牛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报告内容，

倍感振奋和鼓舞。谭铁牛书记主要有四点

学习体会：一是深刻感受到“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二是深刻感受到一个大国

领袖的深厚人民情怀和深沉民族情感；三

是深刻感受到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的光

荣和艰巨；四是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对教科战线的殷切期望。

谭铁牛谈学习二十大报告的体会

https://news.nju.edu.cn/zhxw/20221018/i110486.html
https://news.nju.edu.cn/zhxw/20221019/i11049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DxyY0VBgGM4YITHX_i8uw
https://news.nju.edu.cn/zhxw/20221024/i11058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kdmytueJIq90DVoFpGZ5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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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南京大学与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南大科学园举行。南京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邹亚军，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总经理李冰出席仪式

并致辞。南京大学国内合作办公室主任高新房和中铁二十一

局集团华中区域总部总经理宋贵杰分别代表双方进行签约。

南京大学与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0月13日，“江苏省女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

基地”授牌仪式在南京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成

功举办。栖霞区委副书记黄伟民莅临现场授牌。

南京大学创新创业与成果转化工作办公室主任

高新房主持授牌仪式。

南京大学成功举办“江苏省女大学生
就业创业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10月6日，Anton Zeilinger教授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2016年，Anton Zeilinger被聘为南京

大学名誉教授，并作为代表与我校签署《南京

大学—奥地利科学院合作备忘录》，在量子物

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南京大学名誉教授Anton Zeilinger
获2022诺贝尔物理学奖

10月17日，为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大艺无形”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数字藏品艺

术展于南京大学李奇茂美术馆正式展出。本次

数字藏品艺术展特别展出艺术家王赓、杨帅、

白无常设计工作室等数十位艺术家、艺术工作

室的原创数字艺术作品，及中国绿化基金会等

多家机构的IP授权作品。

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
数字藏品艺术展开展

10月27日，央视新闻报道了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22

级硕士研究生陈腾飞的支教事迹。他赴云南支教一年，不仅

将接手班级带成年级第一，还同其他支教老师一起指导孩子

们斩获2021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一等奖。

央视报道！南京大学支教学子带山区孩子
拿下世界大奖

10月26日，南京大学举行陈晓亚院士聘任仪式，聘请中

科院院士、著名植物生理学家陈晓亚院士为南京大学兼职院

士（双聘）以及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发展委员会主任。中

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谈哲敏致辞并向陈晓亚院士

颁发兼职院士聘书。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院长向陈晓亚院士

颁发生命科学学院发展委员会主任聘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谭仁祥与陈晓亚院士分别致辞。会后，南京

大学党委书记谭铁牛与陈晓亚院士亲切会晤。

南京大学举行陈晓亚院士聘任仪式

https://mp.weixin.qq.com/s/TZH9eV52I5XHEvt3m2xDdQ
https://mp.weixin.qq.com/s/TZH9eV52I5XHEvt3m2xD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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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动态

10月7日，南京大学江阴部分校友相聚，无锡校友会葛

宗亮常务副会长一同出席。会议确定了江阴校友联谊会的创

办意义、近期发展目标计划和创会宗旨。

江阴校友联谊会筹备会顺利举行

9月23日，南通校友会创业发展俱乐部访问校友企业南

通微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探讨微针医药领域的机遇与挑战。

南通校友会创业发展俱乐部访问南通微臻医药

10月中下旬，南京大学苏州附属学校

开工仪式在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举行，

首期启动建设3所学校，将进一步加快

“南京大学苏州附属学校”优质教育链

建设步伐。这也标志着一条完整的南京

大学教育链在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落

地生根。

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季晶，南京大

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苏州高新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宋长宝，苏州市

教育局局长周志芳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活动。

南京大学苏州附属学校首期将启动幼

儿园、小学、初中各1所。三所学校总占

地面积176亩，总建筑面积超14万平方米，

建成投用后将新增学位超过5200个。

南京大学苏州附属学校建设
首期启动

10月10日，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徐涛秘书长来到河南，

河南校友会王万田会长一行接待，双方探讨校友工作。

青岛校友会秘书长与河南校友相聚

终身教育学院“暾学堂”系列讲座回顾

10月，南京大学校友终身学习辅助计划第21-24讲在南

京大学“暾学堂”开讲。

10月底，南京大学扬州化学化工研究

院院长郭学锋教授团队联合江苏奥克化

学公司，申报并获批的2022年度江苏省

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大科

技示范项目正式启动。

南京大学扬州化学化工研究院
启动校企联合申报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flSx6QE5_hVTI6NNDN5Ibg
https://mp.weixin.qq.com/s/flSx6QE5_hVTI6NNDN5I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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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丹阳分会、丹阳市匡

亚明学术研究会走进丹阳市匡亚明小学，举行图书捐赠

仪式。仪式上，匡亚明小学校长杨朝辉、丹阳分会朱郭

军会长分别发言，丹阳分会特聘虞瑞泰先生为名誉会长。

镇江校友会丹阳分会举办图书捐赠公益活动

10月12日，香港理工大学举办85周年校庆主题活动

“文化传承的新视野”公开讲座，香港南京大学校友会

会长、香港理工大学内地事务总监陆海天教授出席讲座。

10余名校友会理事、在港校友受邀参加并在讲座后餐叙。

香港校友参与香港故宫文化传承讲座活动

10月15日，2022年度南加州中华高校校

友会联盟“松竹梅”野餐会顺利举行。南京

大学等30多个中国高校校友会共同参加。会

上举行了拔河比赛、排球比赛、健身操比赛、

文艺演出等多个项目。

2022年度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
联盟“松竹梅”野餐会顺利举行

10月15日，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创

业大赛成都站决赛成功举办。南京大学、南京市鼓楼区、

四川校友会及创投机构等相关部门近60人出席活动，南

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线上致辞。本届大赛成都站收到30

多个参赛项目，17个项目晋级决赛。高精度双向锚定心

脏瓣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平台最终荣获一等奖。

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
创新创业大赛成都站决赛成功举办

10月16日，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校友收

看、收听关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盛况，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中央所作的重要报告。

深圳校友会喜迎二十大

10月20日，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

创业创新中心接待山东大学药学院校友会一

行，并开展座谈。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会长

傅和亮、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顾凯、副会长张

昊宁、副会长袁方、副秘书长金银燕等校友

会理事热情接待了王凤山会长一行。

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创业创新中心
接待山东大学药学院校友会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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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南京大学江西校友会公示江西校友会会员名单，

公示期为2022年10月27日—11月4日。

江西校友会发布发展会员公示

10月28日，《柳成荫艺术作品集》首发仪式在无锡举行，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柳成荫，刘晓苏会长等一众

校友出席。本作品由无锡校友会牵头组织，为庆祝南京大学120周

年校庆、迎接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第五届校友大会而筹备。

无锡校友会牵头出版发行《柳成荫艺术作品集》
10月30日，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

常熟分会秘书长吴一平、常务理事黄

绍斌一行到访张家港校友分会“校友

之家”。双方就校友之家建设、校友

活动开展等进行交流。

苏州校友会常熟分会到访
张家港“校友之家”

10月30日，香港南京大学校友会

理事会举行新老会长交接仪式，陆海

天接替王大勇担任新一届会长。8月

27日，香港校友会第八届换届典礼上

选举陆海天校友为会长。

香港校友会理事会举行
新老会长交接仪式

10月底，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成

功举办“苏工雅集—明清瓷器鉴赏”

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国宝级文物鉴定

专家杨震华老师到场讲解，校友会理

事、宁波银行苏州分行办公室主任康

海慧主持，近30位校友欢聚一堂。

苏州校友会举办“苏工雅
集—明清瓷器鉴赏”活动

10月28日，南京大学高尔夫球会会员杯顺利举行。与会会员

参加比赛与颁奖晚宴，度过了愉快充实的一天。

高尔夫球会会员杯顺利举行

10月23日，天津校友队迎战联赛对手

军工之光足球队，最终中央大学天津校友

队以5比1大胜对手。

10月30日，天津校友队迎战小组赛对

手天津财大MBA队。最终，双方2:2收获

平局。本轮战罢，球队以16分暂列小组第

四位。

天津校友迎战足球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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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紫金会讲座回顾

10月15日，珠海景泉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

投资总监开展“投资方法论和

私募创业历程”主题讲座。

投资方法论和
私募创业历程分享

10月29日，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学士诺德基金基金经理、南大

校友紫金会秘书处投资俱乐部副部长朱

明睿带来“医药投资分享”主题讲座。

医药投资分享

10月30日，南京大学2021

届校友，德邦证券研究所机械

研究员杨云逍带来“机械行业

观点交流”主题讲座。

机械行业观点交流

10月15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自动驾驶分会成功

举办首场活动，围绕“自动驾驶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

与发展”主题展开。南京大学85级中文校友、圆通速

递副总裁、物流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相峰先生带来主题

演讲，上海校友会会长朱振东先生做总结发言。

上海校友会自动驾驶分会举办行业论坛

10月30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亲子俱乐部

在浦东新区世纪公园成功举办秋季亲子野餐会。

大合影之后，户外亲子游戏环节先后发起“青蛙

池塘”、“猴子爬树”、“小脚踩大脚”、“小

矮人矿工推车赛”等活动。

上海校友会亲子俱乐部举行秋季野餐会

10月29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企业家俱乐部首场

见面会在苏州河畔外滩333成功举办，20多位校友企业

家欢聚于线下。见面会上，邱继良秘书长介绍企业家俱

乐部，校友企业家分别做自我介绍，与会人员讨论俱乐

部章程，朱振东会长最后做总结发言。

上海校友会企业家俱乐部举办首场见面会

10月16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房地产分会

成功举行“职场宝典：如何练就向上管理能力”

活动。会上开展了“健康成长 争取成功”主题

分享与“向上管理”圆桌论坛。地产分会会长罗

雪霜发言。

上海校友会房地产分会举行主题活动

上海校友会分会及俱乐部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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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歌礼制药有限公司宣布

新冠口服聚合酶（ RdRp ）抑制剂

ASC10多剂量递增I期临床试验完成前3

个队列24名健康受试者给药。ASC10-

A对传播最广的BA.5和新型变异株

BA.2.75等奥密克戎变异株具有广谱抗

病毒活性。

10月28日，歌礼制药宣布，和辉瑞

就新冠药物PAXLOVID签订中国大陆市

场 利 托 那 韦 授 权 与 供 应 协 议 。

PAXLOVID用于治疗成人伴有进展为重

症高风险因素的轻至中度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 (COVID-19)患者，如老年人

（60岁以上）或伴有一个或多个风险

因素（如慢性肾病、糖尿病、心血管

疾病和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

歌礼创始人董事会主席、CEO吴劲

梓校友，南京大学生物系1981级本科。

歌礼制药致力新冠药物
研发与进口

10月18日，星环信息科技（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

国产大数据基础软件第一股。此次IPO

发 行 价 为 47.34 元 / 股 ， 开 盘 大 涨

52.09%，开盘市值87亿元。星环科技

源自创始人孙元浩校友，南京大学计

算机系1996级本科。

星环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

校企动态

9月底10月初，“智创未来”强国青年创业者寻访活动公示评

选出10名“强国青年创业者”，南京大学药物开发研究所成员程

宇豪荣列名单。程宇豪校友，生命科学学院2016级药学博士。

程宇豪校友入选“强国青年创业者”十强

10月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微公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自然资源部迎来了最年轻副部长刘国洪。刘国洪校友，

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1985级本科。

刘国洪校友荣任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10月初，顾臻教授和王金强研究员团队获得国际青少年糖尿

病研究基金会两项资助，资助总额逾1050万元人民币。浙江大学

药学院院长、博导，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副会长顾臻校

友，南京大学化学1999级本科。

顾臻、王金强团队获国际青少年糖尿病
研究基金会资助

10月28日，香港珠海学院举行陈致校长就职典礼。陈致校友，

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1985级硕士。珠海学院校董会

林广兆主席、前任校长李焯芬院士等纷纷发言，香港南京大学校

友会会长、香港理工大学内地事务总监陆海天教授一同参加典礼。

陈致校友荣任香港珠海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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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鼓楼校区知行楼 025-83592469

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53005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51人

本月新增认证

2460次

本月页面访问量（UV）

本月独立访客数（VV）

5283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10
月

“南大人”

运营月报

扫一扫加入
“南大人”

◆ 已入驻组织：90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10个

(3) 地方校友会：65个 (4) 兴趣校友组织：3个

(5) 专业校友会：5个 (6) 院系校友会：7个

(7) 院系：26个

校企动态

10月25日，南京大学1965级化学系杭祝平校友向

南京大学校友基金捐赠25043元。

杭祝平校友向校友基金捐赠

校友捐赠

12月18日上午9点，南京大学软件

学院将在鼓楼校区大礼堂举办建院二十

周年发展大会。

10月22日，软件学院发布由学生设

计的二十周年院庆LOGO。软件学院自

10月24日起，面向软件学院历届毕业

生院友、在读学生、在职教职工及离退

休教职工开展文稿和视频征集活动。

南京大学软件学院二十周年院庆公告

10月25日，上海和誉医药宣布其CFR-1R抑制剂

ABSK021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

可进入对腱鞘巨细胞瘤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的III期临床研究。和誉医

药创始人、董事长、CEO，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

友会理事徐耀昌校友，南京大学化学系1978级本科。

和誉医药CSF-1R抑制剂ABSK021
获批进入关键临床III期试验

10月下旬，天鸿盛捷完成数千万元B+轮融资，本

轮融资由乔景资本和卓璞资本联合投资，融资金额将

用于公司髂静脉支架的市场推广及后续产品的研发，

推动打造静脉疾病治疗一站式解决方案。天鸿盛捷创

始人、董事长王永刚，南京大学商学院2010级校友。

天鸿盛捷完成数千万元B+轮融资

10月下旬，南京市妇女联合会、南

京市农村妇女“双学双比”活动领导小

组、南京市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活动

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公布2022年市级

巾帼示范基地评审结果。垠坤·新城数

据空间成功被认定为“南京市巾帼创业

创新孵化基地”。

垠坤·新城数据空间被认定为
南京市巾帼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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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https://mp.weixin.qq.com/s/1h8bWKuqKu9pZEnvHBGt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