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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4项成果

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南京大学天文系80年代的数百位学子，申请将国家天文

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南大天文学子星"献礼120周年

校庆和学院70周年院庆。2021年11月29日，经命名委员会

批准，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于1997年5月2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

编号为23692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南大天文学子星"，而5

月20日正是南大的校庆日。 1

      11月18日，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揭晓，共有

149人当选。其中，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65人，中国工程院

增选院士84人。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大气科

学学院谈哲敏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物理学

院马余强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 此外，

据不完全统计，南京大学校友张平、宋保亮、朱敏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杨为民校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鲍哲南

校友当选为中科院外籍院士。

热烈祝贺！7位南大人当选两院院士！

•   热烈祝贺！7位南大人当选两院院士！

•   我校4项成果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   南京大学地质学科发展论坛暨百年地科庆祝大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

•   初心如磐 奋楫笃行｜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建院20周年发展大会召开

•   生命与健康协同创新中心及南大现代生物研究院举行揭牌仪式

•   吕建校长赴云南看望在滇工作选调生校友及研支团志愿者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11月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共评选出

264个项目、10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

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兼人工智能学

院院长、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常务副主任周志华教授等人主持完成的研究

成果《面向多义性对象的新型机器学习理论

与方法》荣获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此外，南京大学参与完成的项目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化学化工学院赵

劲教授参与的《活细胞化学反应工具的开发

与应用》项目和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郑兴武

教授参与的《基于高精度脉泽天体测量的银

河系旋臂结构研究》项目；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1项：物理学院屠娟教授、数学系杨

孝平教授参与的《血管通路数字诊疗关键技

术体系建立及其临床应用》项目。

国际天文联合会将23692号

小行星命名为"南大天文学子星"



母校新闻

      日前南京大学与苏州高新区举行工作对接

会，会议表明在招生方面，2022年苏州校区开

始本科招生，结合引进人才（研究生导师）的

情况，同步启动研究生招生；在建设方面，目

前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一期学术交流中心、本硕

博宿舍等已完成封顶；二期今年年内，就将正

式开工，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再次迎来关

键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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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6日，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

长杨岳一行赴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调研指导，考

察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并看望部

分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

波，中科院院士邢定钰等陪同调研。

      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近日在北

京展览馆落下帷幕，由我校科技工作者开展的

“功能集成光量子芯片”“基于多源卫星遥感

的高分辨率全球碳同化系统研究”“基序表位

设计用于突发传染病快速诊断POCT 和治疗抗

体的研发”相关成果，以及四项专用先进技术

成果在本次展览亮相。

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
长杨岳一行调研南大

高精尖！南大成果助力科技强国

      11月18日，南京大学毕业在滇工作选调

生座谈会在云南省委组织部召开。中国科学

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云南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李刚，副部长王正英出席活动。

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庆文一行
调研南大苏州校区

      11月9日，苏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吴

庆文一行赴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项目部建设现

场进行考察调研。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毛

伟、南京大学校长助理索文斌陪同考察。

南大苏州校区二期今年内开建

吕建校长赴云南看望在滇工作

选调生校友及研支团志愿者

     11月4日上午，由南京大学携手南京江

北新区共同打造的生命与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及南大现代生物研究院（江北新区）举行揭

牌仪式，为江北新区“基因之城”建设再添

新动能。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

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等出席揭牌仪

式。



校友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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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河

仁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

曹德旺一行来到我校，就福耀科技大学办学事宜与

我校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交流研讨。中国科学院院

士、校长吕建在仙林校区会见曹德旺一行。中国科

学院院士、校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谈哲敏出席专

家研讨会并致辞。研讨会由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邹

亚军主持。

化学和生物医药创新研究院主办“生
物医药产业前沿论坛”

      11月8日，南京大学化学和生物医药创新研究

院“生物医药产业前沿论坛”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中国

科学院院士郭子建，校党委副书记薛海林出席论坛

开幕式。来自省内生物医药领域多家科创型企业负

责人及其团队、化学和生物医药创新研究院PI等

140余人参加论坛。

南京大学地质学科发展论坛暨百年地
科庆祝大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

      百年深耕硕果累累，励学敦行再谱华章。

11月27日，南京大学地质学科发展论坛暨百年

地科庆祝大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中科

院院士、校长吕建出席大会并致辞。三百余名

师生院友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兄弟院所及兄弟

高校、地质调查系统单位、地学相关学会的嘉

宾和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叙浓厚情愫，追忆似

水芳华；共谋发展大计，展望美好未来。大会

启动了徐克勤地球科学发展基金，颁发了“滋

兰”奖学奖教金。    

      11月14日，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建院二

十周年发展大会暨管理科学与工程高峰论坛在

仙林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南京大学党委常

务副书记杨忠，南京大学校长助理陈建群应邀

出席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善林，江苏科技大学党委

书记葛世伦，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美兰，工程

管理学院党政领导以及三百余名师生校友、来

自兄弟高校和院系的领导和师生。

初心如磐 奋楫笃行｜南京大学工程
管理学院建院20周年发展大会召开

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友会
走进六合垠坤·棠城工园

      11月20日，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友会“友聚棠城 

共垠未来”主题活动走进垠坤产业园。南京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

锁庚，六合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李蓓，六

合经开区管委会主任赵久峰，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

友会会长杨民民、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杨雷，

以及40余名南京大学校友齐聚一堂。

院系活动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行来南大考察



校友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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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时 他乡遇故知 ——南大浙
江校友会2021届迎新联谊会

       11月13日下午，由南京大学浙江校友会

举办的2021届迎新联谊活动暨2021年度第二

次会长办公会议举行，周广仁会长、自然资源

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党委纪委书记王小波校友、

原会长沈莲清、执行会长林永乐，以及副会长

张敏、副会长胡仲鸣、副会长曹洁军、副会长

朱文新和秘书处相关人员出席此次联谊活动，

大会由曹洁军副会长主持。

      11月27日下午，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主

办的投资报告会暨迎校友年会在镇江举行，

南大镇江校友会的校友以及兴业银行和东方

证券的嘉宾，共计近二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11月13日，南京大学商学院EDP企业

家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长会召开，

EDP中心主任吴宜真、指导老师高婷，联

合会会长江楠，名誉会长戴方力等二十余

名成员出席会议。高婷老师主持会议，副

会长陈建、秘书处周建华做工作汇报。

      11月5日，受南京大学苏州校区、苏

州市商务局及菲尼克斯电气邀请，智能制

造与工业互联网行业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

志坚、理事刘宁海、副秘书长郭吉荣带队

前往苏州，进行走访交流。

       11月2日至3日，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副院长、MPA教育中心主任周建国携南

大MPA协会常务副会长陆健健、MPA研究

生会主席徐洋等校友，赶赴泰兴市专题开

展基层党建和治理主题调研活动。

校友组织活动

南大镇江校友会成功举办投资报
告会暨校友年度工作会议

第四十二届南京大学校友高尔夫
球会会员杯-南京钟山圆满落幕

南京大学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
行业校友会苏州研学行

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

会长会圆满召开

南京大学MPA中心、MPA协会联合
调研泰兴市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工作

  11月26日，第四十二届南京大学校友高

尔夫球会会员杯在南京钟山高尔夫俱乐部

成功举行，近三十余名会员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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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3日，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篮球队在镇

江市信息中等专业学校体育馆迎来了建队之后的

第一场篮球友谊赛，球队由13名校友组成，南大

镇江校友会副会长浦立新出席比赛现场。

校友组织活动

      10月31日，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联合会第三届扑

克升级（80分）邀请赛火热开赛。本届比赛共有28

家成员单位派出2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阵容庞大。

经过一天六轮紧张激烈的比赛，南大队荣获团体冠军。

      11月25日，苏州太湖现代农业示范园“第一篮”

草莓采摘暨上市活动举行，十多位南大校友受邀采摘，

南大校友企业负责人牧歌女士发言，苏州校友商会会

长孙国香致辞，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唐泽威莅临现场。

      11月13日，伴随着积雪的消融，天津校友足球队

与交通大学天津校友足球队迎来一场友谊赛，各校校

友及校友会负责人一同观赏本轮比赛 。

      11月20日，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校庆系列活

动第一站走进中金公司，在深圳嘉里建设广场开

展。20多位校友和校友家属参加了活动，轮值会

长郑宁师兄受现任执行会长徐涛所托致开场辞。

      11月20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桌游俱乐部

举办迎新会，二十多位校友齐聚一堂，共同享

受桌游聚会。

苏州校友企业“第一篮”

草莓采摘暨上市活动举行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校庆系列活
动第一站 走进中金公司

南大福建校友会代表

荣获扑克邀请赛团体冠军

天津校友足球队VS交通大学

天津校友足球队友谊赛成功举行

      11月28日，南大校友、连云港市镜花缘研究

会会长徐习军举办中国八大古典名著系列讲座

之——“海州有部《镜花缘》”。连云港校友会会

长刘平昌、何家洲、王洪金、王伟、王凤和等

校友听取讲座。

南大连云港校友开讲-海州有部《镜花缘》

飞扬汗水 · 以球会友

南大镇江校友会篮球队建队首秀

南京大学广州校友帆船队走向深蓝

      11月21日，广州校友帆船队访问珠海蔚蓝航

海帆船队，从珠海九洲港起航，横穿港珠澳大桥，

途经澳门，到达南海东澳岛、白沥岛海域。本次

活动名额抢手，最终有10位校友有幸参加。

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

桌游俱乐部迎新会活动



     11月15日，南京大学-崔钟贤学术院第五届南京论坛合作

与捐赠协议签约仪式在仙林校区在线举行。崔钟贤学术院朴

仁国院长一行，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基金会、

校办、国际处、历史学院、学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国

际关系学院、文学院等相关院系部处和各分论坛负责人出席

了签约活动。仪式由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陈冬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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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成立15周年会议在拉贝

纪念馆成功举办。参加会议人员有拉贝基金各捐赠方代表，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吴俊，以及南京大学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

等。会议由南京大学档案馆、拉贝纪念馆馆长吴玫主持。

南京大学盛昭瀚复杂系统管理

发展基金获捐成立

捐赠记事

      11月3日，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总额约3.5亿元。

创始人袁岳，南京大学1985届法学本科校友。

      11月15日，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登陆科创板交易市场。

创始人曹林博士， 2008 届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专业校友。

      11月9日，南京大学盛昭瀚复杂系统管理发展基金捐赠仪

式在我校鼓楼校区举行。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盛昭

瀚，江苏省委财经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丁荣余，南京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秘书长、校庆办主任张晓东，工程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陈伟、院长周晶，以及教育发展基金会、工程管理学院的相关

同志出席了仪式。仪式由陈伟书记主持。

韩国崔钟贤学术院捐资助力

我校筹办第五届南京论坛

南京大学拉贝纪念馆十五周年庆典

活动暨拉贝发展基金签约仪式举行
校企动态

校友企业零点有数深交所上市 校友企业诺唯赞上交所上市

募资7亿，RNA检测第一股！

仁度生物IPO成功过会
      11月12日，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顺利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2021年第85

次上市委员会审议会议。仁度生物董事长，居金

良博士为南京大学84级生化专业校友。

      近日，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赛分科技”）宣布完成超5亿元人民币D

轮融资。赛分科技创始人，黄学英博士为南京

大学83级化学专业校友。

校友企业赛分科技完成

超5亿元D轮融资



南大85级经济地理学
与城乡规划专业校友

龙卫东任中共文昌市委书记

校友组织活动

              

7

      近日，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会（INFORMS）

优化协会宣布，南京大学数学系校友、中国数学

家印卧涛荣获2021年度 Egon Balas 奖，以表彰

其在优化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南大人物

南大86级哲学系校友
王成斌已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刘润，1998年于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

润米咨询创始人、《刘润·5分钟商学院》主理

人、前微软战略合作总监、中国著名商业顾

问，互联网转型专家。

南大82级中文系校友
惠建林已任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

      薛晶晶，南京大学2016级化学化工学院

本科校友，毕业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21年入职

浙江大学担任博士生导师。

校友程宇豪入选2021年福布斯中
国30岁以下精英榜

      程宇豪，南京大学2012级化学学士、

药学博士在读，江苏菌均君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创始人之一。

      缪峰, 2004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

系，现任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和南京微结构

国家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部国

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

2020-2021年度黄昆物理学奖获得者。

全球仅一人！祝贺印卧涛校友荣获
Egon Balas奖

互联网时代，这位南大校友被称为
“中国最贵的商业顾问”

南大教授缪峰荣获2021年度黄昆
物理学奖

校友薛晶晶入选2021年福布斯中
国30岁以下精英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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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47293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210人

月新增认证

32387次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本月独立访客数（UV）

2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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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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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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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日期：2021年12月11日 14:30

地点：镇江市润州区润兴路128号

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

新创业大赛苏州站比赛通知

一、报名时间

即日至2021年12月12日。

二、报名方式

登录“南京大学全球校友创新创业大赛”网站

（https://alumnicy.nju.edu.cn/）进行报名

（选择苏州站）。

南京大学校友紫金会——第十七届戈壁

挑战赛

时间：2021年12月12日（周日）

          13:00入场签到

地点：上海闵行宝龙艾美酒店

首届“南加·联盟杯”校友网球团体赛

首届南京大学上海地产分会年度峰会

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VS东南大学镇江校
友会 篮球友谊赛

时间：12月12日，8:30-14:30

地点：Whittier Narrows Tennis Center 

1201 Potrero Ave，South El Monte，

CA91733

时间：2022年1月7-9日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南大国际会议中心一楼紫

金厅

方式：线上会议与现场参会相结合

1.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国外校友组织安排代表线上参

会；

2.其他校友组织原则上推荐1位代表现场参会； 

3.总会秘书处将根据工作需要，特邀部分校友代表现

场参会。

预报名时间：2021年11月29日至2021年12月

12日

活动时间：2022年4月29日至5月5日

比赛路线：甘肃和新疆交界的莫贺延碛戈壁滩

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暨

国际先进数控技术研讨峰会

日期：2021年12月18日

地点：南京市江宁科苑路9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