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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总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七次常务理事会议暨行业校友会负责人专题座谈会

•   南京大学科创投资校友会成立仪式圆满举行

•   南京大学珠海校友会重新登记注册

•   校友双创大赛全球首站！苏州站项目落地对接活动成功举行

•   《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南大百廿校庆海报

•   “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正式成立

      12月25日，南京大学科创

投资校友会成立仪式在南京市

垠坤创意中央圆满举行。南京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

等40多位知名校友出席成立仪

式，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主

持会议。

      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了南京

大学科创投资校友会第一届理

事会理事、监事、会长、副会

长、秘书长，会长由刘立阳校

友担任。理事会决定聘请潘毅

为名誉会长，姚文平、杨民民、

陆朝阳、吴学炜、陶炜、姜击

波、段志惟、马步洋等为名誉

理事。邹校长与刘立阳会长共

同为南京大学科创投资校友会

揭牌，随后邹校长为出席会议

的五位名誉理事颁发聘书。

南京大学科创投资校友会
成立仪式举行

      12月11日下午，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七次常务理事会议暨

行业校友会负责人专题座谈会在南京市溧水区南京大学校友经济产业园召开。

南京大学校长、校友总会会长吕建院士出席会议，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邹亚军主持，校友总会常务理事、监事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汇报了南京大学2021年度校友工作会议暨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的筹备情况。邹亚军副校长向会议介绍了年会的工

作方案。与会人员针对年会方案，特别是120周年校庆校友总会等相关工作

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行业校友会负责人专题座谈会上，校友总会10个行业校友组织以及1个

在筹行业校友组织负责人参会，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负责人分享工作经验，

其他与会行业校友会负责人分享了行业校友会的规范化管理、行业校友会的

发展与建设、母校120周年校友校庆工作进行了交流。其间，校友总会张锁

庚秘书长解读了民政部相关文件精神，并就校友总会秘书处起草的《南京大

学校友总会行业委员会管理办法（暂行）》详细介绍了校友总会秘书处关于

加强行业校友组织规范化管理的做法；邹亚军副校长强调进一步加强组织规

范化管理的重要性。最后，吕建校长做会议总结。他感谢校友们对学校、对

校友工作的辛勤付出，期望各校友组织、广大校友们进一步推进“校友经

济”，贯彻“校友南大”战略，以120周年校庆为契机，聚情、聚智、聚力，

全面支持母校再攀新高峰，祝愿校友、校友会和母校越来越好，共同为建设

“第一个南大”贡献力量。

      

校友总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七次常务理事会议

暨行业校友会负责人专题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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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新闻

      12月9日，南京大学终身教育学院成立一周年。

终身教育学院开展了全家福合影、新址揭牌暨工

作交流会、首届“院庆杯”乒乓球赛和巡游鼓楼

校区等活动。

南京大学终身教育学院举行
成立一周年院庆系列活动

南大各院系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12月，南京大学党委全面落实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各项工作。各院系迅速响

应，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全校掀起学习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

《光明日报》头版！培养新时代拔尖领军
人才，南大这样做

      11月29日，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度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名单，南京大学大理科、历

史学2个基地入选。至此，我校共有14个基地申报并

入选，总数位列全国高校第二位。12月21日，《光

明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三元四维”人才培养创新

模式，分“倡导个性化学习：新生进‘书院’熏陶后

再选专业”、“推进通识教育改革：从‘悦读经典’

到‘科学之光’”、“实现全方位育人：每个本科生

都有自己的导师”三个版块深度聚焦。

      12月16日，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成立大会以

视频连线方式在南京和香港同步举行。江苏省委

书记吴政隆在主会场出席大会并致辞，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分会场致辞，教育部部长怀

进鹏以视频形式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昆

林出席大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委托特区

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以视频形式致辞。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

光、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致辞。联盟高校依次点

亮校标。吴政隆，许昆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潘贤掌，副省长马欣，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

波等高校负责人代表和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共同

推杆，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正式成立。

“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正式成立

《人民日报》整
版刊登南大百廿

校庆海报

      12月30日，《人

民日报》整版刊载了

南京大学百廿校庆海

报。

      近日，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一期教学组团6号教

学楼、9号食堂顺利封顶！至此，南大苏州校区一

期所有教学楼、宿舍、食堂全部封顶！

      目前，苏州校区二期工程场地平整、临建施

工已发布招标文件；地块内绿化苗木迁移完成，

相关部门正在对地块内自来水管进行移除，对供

电线杆进行销户拆除。

南大苏州校区最新进展！

这些工程全面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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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理事会
正式换届

      12月18日，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2021年度校

友代表大会在南京隆重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

博导陈洪渊，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应邀出席了

会议。大会选举上海和誉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徐耀昌等39

位南京大学校友为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第二届理

事会理事，江苏艾迪药业创始人、董事长傅和亮为校友会

会长，同时选举产生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副会长。

校友组织动态

      12月，澳门南京大学校友会第四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近百名澳门南大校友参

加。会议由澳门大学副校长葛伟主持，南京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专程与会并讲话。

会议选举葛伟为新一届校友会会长，娄胜华为

理事长，李燕萍为秘书长，朱寿桐为监事长。

澳门南京大学校友会第四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成功举办

      12月18日-19日，“二〇二一庆澳门回归粤港澳大湾区

论坛”成功举办。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

南京大学原副校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

校监顾问许敖敖，澳门大学副校长葛伟等嘉宾出席论坛。

      期间，在澳门注册的南京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校友联盟与

南京大学珠海校友会举办成立仪式。葛伟荣任校友联盟主

席兼会长，窦军荣任理事长及珠海校友会会长。

“二〇二一庆澳门回归粤港澳大湾区论坛”暨
两校友会成立仪式成功举办

      11月6日，珠海校友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成功举办，并选

举窦军为会长，孙勇为秘书长，司华为监事长，同时选举

产生副会长、副秘书长、副监事长。12月2日，珠海校友会

成功完成重新登记注册工作。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邹亚军，南京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校友联盟（注册地澳门）、

澳门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澳门大学副校长葛伟，南京大

学原副校长、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珠海校友会荣誉会长

许敖敖等全球校友道贺。

南京大学珠海校友会重新登记注册

南京大学常州校友会法学分会
成立一周年活动

      12月11日，正值南京大学常州校友会法

学分会成立一周年之际，法学分会的30余名

校友与“南二代”们共同走进校友企业“一

号农场”，在优美的自然及环境中交流畅谈，

也一起为南大常州校友会法学分会庆生。

 “ 大国重器  铸就匠人”智能制造与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圆满举行

      12月18日，由新贝斯特国际集团主办，

南京大学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校友会协办

的以“ 大国重器  铸就匠人”为主题的智能

制造与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圆满举行。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副秘书长赵国方、南京大

学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行业校友会及企业

代表等近150人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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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动态

      南京大学广州校友在内的高校校友荔枝合唱团，

在海珠区黄埔古港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联谊活

动。当天，校友们先后参观了中德肖像摄影展、

共临音乐快闪、合唱《不忘初心》、移师划龙舟，

度过充实欢愉的一天。

      高校校友荔枝合唱团为由南京大学广州校友合

唱团、东南大学广东校友合唱团、武汉大学广州

校友合唱团联合发起，包括北京理工大学、暨南

大学、中山大学等36所著名高校在穗校友自发组

建的高校校友合唱组织，成立于9月29日，意在为

广大热爱合唱、乐意分享的在穗高校校友提供交

流切磋的平台和机会。

 广州校友 | 高校校友荔枝合唱团
举办联谊活动

“南加·联盟杯”校友网球团体赛举行

      12月12日，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网球

俱乐部主办的首届“南加·联盟杯”校友网球团体

赛，在洛杉矶拉开了帷幕。比赛由校友企业“南

加房地产估价师行”冠名赞助，南京大学、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的洛杉矶校友会共同承办，来自

30多家高校校友会的近150名网球爱好者组成了8

支校友联队参赛。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南京大学组建的联队以几分之差屈居亚军。 

      12月12日下午，由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及丹

阳市青年商会联合主办的“2022投资报告会—

—守正待奇”在丹阳天禄人家会议室举行，近

8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镇江校友会 | “2022投资报告会
——守正待奇”圆满落幕

 校友双创大赛全球首站！
苏州站项目落地对接活动成功举行

      12月23日，由南京大学、苏州高新区管理委

员会主办，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中国苏州创业

园共同协办的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

友创新创业大赛苏州站项目落地对接活动在苏州

创业园举行。

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参加篮球赛

      12月4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参加了上海高

校协会在宝山明星运动公园举办的以“以球会友，

友谊第一”为主题的“友联杯”篮球比赛。本次的

对手为江南大学，最终比赛以58:13，南京大学校

友会拿下了开门红，赛后双方握手互道友谊。南京

大学上海校友会篮球队于9月12日正式成立，本次

比赛经过了校友们三个月的共同努力。

 休斯敦南大校友会完成换届

      新年前夕，休斯敦南大校友会举行线上会议，

完成换届工作。任一涛、王淼和杨卓凡校友分别

担任休斯敦南大校友会的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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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动态

      12月12日，南大天津校友队集

结在北辰区442足球场，与北大天

津校友队展开了友谊赛。全场比赛

结束，双方战平，比分1：1。

足球友谊赛播报：南大天津校
友队VS北大天津校友队

      为迎接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并祝贺

母校2021年度校友工作会议召开，南京大

学福建校友会于12月19日，组织约50名校

友及其家属共聚福州烟台山公园游览参观，

拍摄祝福视频。

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举办120周年校庆祝福活动

鼓舞前进的文化传承 | 惠州校友成立大鼓队

      12月26日，身处两千公里之外的惠州校

友齐聚惠城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成立南京大

学惠州校友大鼓队，努力为母校120周年校

庆增添光彩。惠州校友用本地的特色民俗订

做一个大灯鼓送给母校，祝贺母校120周年

生日快乐。大鼓的直径120厘米（寓意120

周年），高1902毫米（寓意1902年）。

淮安校友会2021年四季度积极开展外引内联系列活动

      为迎接母校120周年校庆，淮安校友会

主动开展与外地校友会、母校有关机构的合

作，共同研讨献礼项目和本地校庆活动策划

方案。

      12月18日，南京大学在黔部分

校友参观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暨

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

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书院负责

人为校友们介绍了贵州教育文化发

展及中国文化书院作为学校学术研

究、文化传承、素质教育独立机构

相关情况。

南京大学在黔部分校友参观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120周年校友校庆

 南大校友紫金会2021圣诞跑

      12月25日，南大校友紫金会组

织校友以一起跑步的形式来共度圣

诞节，欢迎新的一年。圣诞跑结束

后，校友共同参与跑团年会活动，

回顾过去一年跑团各项活动、表彰

2021年跑团优秀个人，一起商讨跑

团2022年的计划和发展。20多名校

友参加本次活动。

     

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暨EMBA 2012春班“恰同学十年”
新春论坛顺利举办

      为迎接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南京大

学EMBA2012春班“恰同学十年”新春论

坛于12月18日举行。南大系校友、南大系

企业家、EMBA2012春班全体同学，同叙

校友情，共谋新发展。

迎南大120周年校庆暨“南大戈17”第一次选拔赛举行

      12月4日-5日，迎南大120周年校庆暨

“南大戈17”第一次句容选拔赛在福地茅

山举办。句容市副市长徐飞、茅山风景区党

工委书记、茅山湖管理办公室党组书记贡月

明、句容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世军出席并致辞，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南京大学党委巡

视专员、校园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尹三洪一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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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人物

      12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

席团，毕飞宇教授当选为副主席。毕飞宇教授现

任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

毕飞宇校友当选
中国作协副主席

     
      12月，美国地球物理学会（AGU）宣布了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曾旭斌教授当选2021年会士

（AGU Fellow）。曾旭斌教授为南京大学1980

级气象系校友。

曾旭斌校友
当选美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士

张鸿星校友新任江西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

      12月4日，张鸿星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

书记身份巡视全省2021年度新提任厅级领导干

部法律法规知识考试考点。张鸿星书记为南京大

学2003级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专业校友。

庄兆林校友新任江西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

      12月6日-7日，庄兆林以江西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部长身份在景德镇市专题调研文旅融合

发展工作。庄兆林部长为南京大学1998级国际

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校友。

      

沈勇校友荣获中电元协首届
科学技术奖“技术领军人物奖”

      12月3日，第一届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科

学技术奖颁奖仪式在广东省肇庆市举行，沈勇教

授荣获“技术领军人物奖”。沈勇教授为南京大

学1993级校友，现任职于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蒋洪斌校友荣获福建省第四届
十大法治人物提名奖

      12月，“福建省十大法治人物（集体）”评

选，蒋洪斌获提名奖。蒋洪斌为南京大学1985

级法律系校友，现任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事务部主任。



南大捐赠

守仁教育基金启动 我校学者捐赠冠名基金已超20个

      12月15日，南京大学守仁教育基金捐赠设立仪式在仙林校区举行。今年10月，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王守仁获得全国第三届

“杰出教学奖”。他捐赠全部奖金设立南京大学守仁教育基金，支持外国语学院的

建设和发展。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出席仪式，与王守仁共同为基金揭牌。

      12月31日，南京大学郑有炓教育基金捐赠设立仪式在仙林校区举行。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郑有炓出席仪式

并讲话。郑有炓院士荣获2020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他将江苏省政府

奖励其个人的200万元奖金悉数捐出，并设立郑有炓教育基金，厦门大学校长张

荣教授、南京大学施毅教授等弟子追随恩师的脚步，和团队共同捐资100万元注

入该基金。

岁末收官之时，南京大学郑有炓教育基金获捐设立

7

校友企业

      12月10日，上海百万遍科技完成数百万元种子轮融

资！上海百万遍科技创始合伙人史俊峰为南京大学2007

级生物技术专业校友。

南京大学校友企业上海百万遍科技
完成数百万元种子轮融资

南京大学校友企业集萃药康
顺利通过科创板上市委审议

      12月24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发布的《 科创板上市委2021年第100次审议会议结果公

告》，南大校友企业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南南合作 | 艾迪药业与药石科技
就HIV创新药开发达成战略合作

      12月28日，南京大学校友企业江苏艾迪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江苏南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在

抗HIV创新药物领域开展多项合作。

      12月30日，南大校友企业泉峰控股有限公

司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截至

午间收市，泉峰控股每股报55.05港元，大涨

26.26%，总市值为263.93亿港元。

南京大学校友企业泉峰控股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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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47566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273人

月新增认证

40067次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本月独立访客数（UV）

2945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南大人”

运营月报    

扫一扫加入
“南大人”

u 已入驻组织：79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8个

      (3) 地方校友会：58个     (4) 兴趣校友组织：3个 

      (5) 专业校友会：5个        (6) 院系校友会：5个

      (7) 院系：26个

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
创业大赛（上海赛区）开始报名啦！

8

校友企业

(一) 报名及材料初审：截止至2022年1月31日

(二) 上海赛区初赛： 2022年2月1日-2月20日（网

评）

(三) 决赛项目赛前辅导：2022年2月20日-3月15日 

(四) 上海赛区决赛： 2022年3月15日-4月10日

(一) 报名时间：截止至2022年1月31日

(二) 赛事安排

1.初赛：2022年3月上旬

2.决赛：2022年4月上旬

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
创业大赛无锡站比赛通知

南京（江苏）高校硅谷校友会联会
春节联欢会

(一) 时间

2022年2月5日

(二) 线上观看方式

 1.扫描左方二维码

2.登录账号密码

zoom meeting ID

87450513910

passcode

2022

活动预告

      12月31日，博远资本宣布完成人民币二期基金

募集并获超额认购，该期基金总认缴规模超过30

亿元人民币。

博远资本完成人民币第二期基金募集
并获超额认购

      12月，2021新浪医药年度

总评榜正式揭晓，金斯瑞获评

2021医药行业年度影响力企业。

此前，金斯瑞还荣获《21世纪

经济报道》大健康产业“阳光

奖”年度创新企业奖。

金斯瑞入选新浪医药年度总评榜
“2021医药行业年度影响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