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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南京大学仙

林校区考察。了解基础研究情况，查看

研究成果转化应用，鼓励科研人员加强

跨领域协作，推动融合创新，他与学校

院士们亲切交谈，希望一代一代传承推

动创新。李克强十分关心毕业生就业，

专门听取学校汇报，他与学生们交流，

询问今年毕业学生的就业意向和签约情

况。李克强勉励广大学生说，你们要记

住南大校训中说的“诚朴雄伟”，要潜

心向学，踏踏实实，从近处、小处做起，

将来实现远大志向，利社会，利国家。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教育部

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江苏省委书记

娄勤俭，省长吴政隆等领导一同参加考

察。校党委书记胡金波、校长吕建陪同

考察调研。  

重磅！李克强总理来南大考察 
全面开工！南大苏州校区

东区交付日期定了

       近期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项

目东区教学楼、食堂正式开工。

至此，东区学术交流中心、教

学组团、本硕博宿舍组团等3

个建筑组团已全面启动建设。

产研总院也正在加快推进前期

手续办理。

东区教学楼人视图

东区食堂效果图

升国旗 跟党走 学

党史 强奋斗—— 

我校举行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倒计时

100天升旗仪式

       朝阳初升，欣欣

向荣。3月23日清晨7

时，南京大学数千名

师生齐聚仙林校区国

旗广场，隆重举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倒计时100天升旗

仪式。本次升旗仪式

也是南京大学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再动

员、再推进”。校党

委书记胡金波发表讲

话，校长吕建出席升

旗仪式。



       4月22日下午，南京大学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报告会，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团成员、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李忠杰作专题辅导报告。校党委书

记、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胡金波主

持报告会。

我校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报告会

       4月3日上午，南京大学近百名师生代

表聚集在鼓楼校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

行“学党史 祭先烈 跟党走”学习实践系

列活动之清明祭扫仪式，共祭革命忠魂、

共缅英雄先烈、共学革命历史。校党委副

书记薛海林，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

云松出席仪式。

“学党史 祭先烈 跟党走” 我校

举行清明祭扫仪式缅怀革命先烈

       4月26日上午，"我比任何时候更懂你"

党史学习教育系列短视频拍摄启动仪式在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

江苏省委网信办主办、南京大学协办、"现

代快报+·ZAKER南京"承办，旨在吸引和激

励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年在重温历史中传承

革命精神，在红色砥砺中激发奋进情怀。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出席启动仪式并

讲话。

传承信仰 砥砺前行 —— "我比任

何时候更懂你"党史学习教育系列

短视频拍摄在南大启动

百年风华正青春，接力奋斗新征程

—— “百年党史青春说”

活动在南京大学正式启动

        4月14日下午，“百年党史青春说”

活动启动仪式在南京大学恩玲剧场举行。

该活动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共青团江

苏省委、南京大学、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共同主办。活动首站走进南京大学，正式

开启“百年党史青春说”第一课。江苏省

委副书记张敬华，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爱军，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中科

院院士吴培亨等出席仪式。

   党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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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清明节前，南京大学发展与校友工

作办公室成员赴宜兴开展“学党史 念先贤”清明

节祭扫匡亚明校长墓活动。南京大学巡察专员尹

三洪、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夏维

中、宜兴校友会会长蒋平、宜兴市相关部门领导

和二十多位南大校友一同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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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9日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作为常青藤

河南高校校友会联盟代表之一积极参加由共青团郑州

市委、市青联开展的“青春同心·永跟党走”——庆

祝建党一百周年、传承“五四”精神黄河徒步行活动。

   党建活动

演出预告 | 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暨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民

族音乐会

       值此春光明媚、百花盛开之际，南京大学无锡

校友会刘观庆教授以《英雄辈出 山河日新》为题

在无锡市何振梁与奥林匹克陈列馆展出近年来创作

的《水墨霞客路》山水画、《抗疫群英谱》人物画

作品一百三十余幅，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4月24日下午，由深圳市南山区心声艺术团发

起组织，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中

山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11家深圳校友会联合

主办的高校校友庆祝建党100周年文艺联谊会，在

深圳市福田区云顶学校礼堂隆重举行。

高校校友庆祝建党100周年文艺联谊会 南

京大学校友演绎精彩

“英雄辈出 山河日新 ”——刘观庆

山水人物画展4月28日在无锡开展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庆祝建党100周

年暨母校建校119周年活动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暨庆祝南京大学建校

119周年，落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决定于5月16日

（周日）上午举行庆祝活动，参观新四军韦岗

抗战纪念馆，为母校送上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时间：2021年5月14日（周五）19:00开始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敬文学生活动中心

恩玲剧场。

南大河南校友会参加“青春同心·永跟党

走”——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传承“五四”

精神黄河徒步行活动

缅怀 | 发展与校友工作办公室 

清明节祭扫匡亚明校长墓



捐赠动态

       3月20日，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犇向

新征程·共创新辉煌”——社会责任项目发布暨

慈善基金会揭牌仪式在苏州举行。南京大学党

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一行出席仪式。本次向

南京大学捐赠的善款主要用于奖励或资助相关

院系优秀师生，助力学校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工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助力我校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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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上午，由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德滋出资一百万元

设立的“滋兰奖学金”协议签约仪式在院士家

中举行。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出

席仪式。邹亚军为王德滋院士颁发感谢状。南

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晓东代表学校

与王德滋院士签署捐赠协议。

        3月27日下午，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友会校友在南京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和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

校友会会长、药石科技董事长杨民民的带领下，前往南谯

区实地参观考察。区委书记曹付忠，区委副书记李爱国，

区政府副区长范德胜，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参加活动。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友
会到南谯参观考察

大气科学系李鹏校友光荣殉职！

        2021年3月1日15时许，一架开展人工

增雨作业的飞机在江西省吉安市垣山村附近

坠毁，正在机上作业的我校2001级大气科

学学院校友、黑龙江省气象局李鹏同志不幸

因公殉职。

南京大学校友、著名
图书馆学家马大任逝世

       马大任先生于北京时间4月10日在美

国旧金山辞世，享年102岁。马大任是南

京大学校友、著名图书馆学家。耄耋之年

在美国发起“赠书中国计划”活动，至今

已向国内数十所高校赠送图书40多万册。

他著有《美国图书馆的东亚藏书》《美国

华人经济现况》《西欧的中文藏书》等著

作。

沉痛哀悼

王德滋院士出资设立“滋兰奖学金”



校友组织活动

南大连云港校友会与江海大学老科协
联手举办梅花节踏青·摄影比赛

       3月6日上午，2021连云港市乡村旅游系列活

动启动暨中国·灌云第三届旅游节、梅花节在伊芦

山梅园景区隆重开幕。灌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辉，

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葛成立出席开幕

式。灌云县副县长李明致辞。本次活动围绕“灌云

开门红 伊芦梅花香”主题，结合伊尹文化、梅花

文化、药膳文化，深度挖掘伊芦山旅游资源和文化

内涵，真正让“梅+美”成为景区独有的亮丽名片。

       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2021系列的第

一期讲座于2021年3月7日下午3时于线上举行。

第一讲的主题为 “关于退休计划的十万个为什

幺”，由北美金事角的联合创始人Jennifer Liu讲

述。本次讲座由芝加哥校友会会长吕涛博士先发

表致辞 ，并由副会长项妍妍主持及承办。本期讲

座主要围绕工作退休计划的话题展开，讲座中

Jennifer女士为大家介绍了退休账户的类型，存

钱省税的方法，退休账户的选择 (传统的401K，

Roth 401K, IRA等)，存放不同账户的注意事项以

及如何投资股票基因更合理等等问题。

       2021年3月6日，南京大学海南校友会

组织了2021年第一次集体活动—琼中百花

岭景区、屯昌梦幻香山景区踏春之旅。校

友们从海口、三亚等不同的地方，相约在

琼中百花岭景区、屯昌梦幻香山景区，畅

聊海南近年来的发展变化、自贸港未来的

美好蓝图，交流各自行业领域的信息，分

享有趣的生活见闻。此次活动共有50人参

加，由海南校友会策划组织，特别感谢郑

春晓副会长、冯桦副秘书长的赞助，以及

徐文帅、李晓婉、吴晓丽等校友对此次活

动的热心帮助和支持。

新年好活动，当春乃发生——
记南京大学海南校友会2021新春

琼中屯昌踏春之旅

芝加哥南京大学校友会公益讲座第一讲
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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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北京时间3月7日早，由南京大

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旧金山湾区校友会、

南大紫金会、香港校友会联合举办的投资

专题讲座顺利举行。本次活动共邀请三位

南大金融投资领域杰出校友杨晓帆、蒋锴、

沈瀚作为主讲嘉宾，让校友们受益匪浅。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旧金山湾区校
友会、南大紫金会、香港校友会云
上讲座之中美投资与金融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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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6日，南京大学生

物医药行业校友高峰论坛在

苏州校区召开。本次论坛是

在苏州校区项目部现场举办

的第一场校友高端战略咨询

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张

峻峰参会并讲话，会议由校

长助理、苏州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索文斌主持。学校苏

州校区管理委员会、校友总

会，苏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南大办、苏高新集团、招商

中心、医疗器械产业公司、

科招中心等相关部门的负责

人参加会议。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
高峰论坛在苏州校区召开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
创业创新中心正式启用！

        2021年3月25日，南京大

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创业创新

中心暨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创

业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创业创新基地启动仪式在南

京市新晨国际大厦19楼隆重召

开！南京大学博导、中国科学院

院士陈洪渊，南京大学党委常委、

副校长张峻峰，南京市投资促进

局副局长成鸣镝，南京市科技局

党组成员郑婕，鼓楼区科技局局

长张莉，连云港高新区创业创新

办主任骆丹、中伦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葛永彬等30余位嘉宾出席

启动仪式，并致辞祝贺！

校友组织活动

     3月12日，常州国家高新

区管委会和华为云常州工业

互联网创新中心司燕青总经

理邀请南京大学智能制造与

工业互联网校友会组织会员

到常州智能制造企业学习交

流。会长董晓军，副会长周

海鹏、姚栋、王志坚、沈萌

萌，理事刘宁海、郭吉荣以

及校友会会员共近50人参加

本次活动。

第三十六届南京大学
校友高尔夫球会会员

杯圆满收杆

       2021年3月13日，第三十

六届南京大学校友高尔夫球会

会员杯圆满落幕。 早上会员们

伴着阳光，踏着春风，来到签

到处集合。中午比赛正式拉开

帷幕，精彩的角逐开始上演。

紧张的比赛过后，球友们在龙

山湖典雅的宴会大厅交流挥杆

心得。

产业融合科技创新——
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

行业校友会常州行

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州校友会
第三届理事会顺利召开

       为促进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州

校友会各项工作，加强校友之间

的交流联谊、学习合作，2021

年3月21日上午，校友会通过自

荐和推荐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会

长、副会长、理事候选人，并通

过现场表决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

会长、副会长、溧阳分会会长、

武进分会会长、监事、理事。

上海校友会法律分会组织
“走进北外滩”
参观交流活动

       2021年3月26日，南京

大学上海校友会法律分会组

织29名在沪南大校友参观虹

口北外滩功能区，北外滩开

发办公室副主任奚卫坤、虹

口区金融局副局长沈峰和北

外滩集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

书记张顺陪同参观并参加交

流。



校友组织活动

    

蜚声世界

走进“苏州·中国声

学创新谷”

       芳菲四月，春意融

融，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

会、校友商会一行30人

在会长徐炜政的带领下，

来到美丽的常熟，走进

“ 苏 州 · 中 国 声 学 创 新

谷”。“苏州·中国声学

创新谷”由常熟市联合

南京大学、中国声学学

会等共同打造，规划建

设声学创新区、声学应

用人才培育区和声学制

造集聚区，着力打造创

新链、人才链、产业链、

资本链“四链融合”产

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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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校友会活动简记

       2021年3月27日云

南校友会组织了天文台

活动，活动分为两个半

场，各有重点：下午时

段的重点是针对小朋友

的科普，晚上时段则是

看望远镜里的月宫。

      人间四月，万物方兴，正是美丽时节。2021 

年 4 月 3 日，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

校友会的校友们齐聚狼人杀群英联谊会，来自三所

高校的校友们一起游戏，徜徉在四月的蓬勃融洽中。

       4月7日，南京高校校友经济工作座谈会暨

“宁聚校友 兴业南京”校友投资南京选址直通车

正式启动会于溧水隆重召开。南京市投资促进局、

南京溧水区人民政府、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等相关

领导，14所高校校友（总）会负责人，来自北京、

深圳等地的18位校友企业家共同参加。

        3月29日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王万田会长组

织新闻传媒俱乐部部分校友，热烈欢迎吉林校友

会姜景远副会长到郑州小聚交流。

河南校友会新闻传媒

俱乐部欢迎吉林校友会

姜景远副会长到郑州

       3月27日下午，沐浴着李克强总理视察南大的

春风，南大MPA协会、研究生会联合2020级MPA

学员在仙林中公汇悦酒店隆重举办“掼蛋比赛暨校

友联谊会”，进一步增进校友感情，为建设“美丽

古都、创新名城”添砖加瓦。南大校友总会理事、

MPA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陆健健，常务副秘书长张士

永、理事黄向莹、裴勇，南大MPA研究生会主席徐

洋等出席活动。

又是一年春来到  不负春光不负

卿——南大MPA校友掼蛋

联谊活动侧记

南京高校校友经济工作座

谈会暨校友投资南京选址

直通车启动仪式圆满举行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

京大学上海校友会狼人杀

群英会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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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紫金会第二届掼

蛋精英赛成功举办

       南 大 紫 金 会 于

2021年4月17日举办

了2021年度“南大紫

金会第二届掼蛋精英

赛”。通过这场热烈

赛事，南大校友们欢

聚一堂，理智博弈、

比拼智慧。当天来了

近100位南大校友，

场面十分热闹。

       2021年4月10日，南京大学云南校友会法律分会

筹建会议在北京市安理（昆明）律师事务所召开。本次

会议由北京市安理（昆明）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曹健律

师主持开场。本次会议目的在于通过筹建法律分会以鼓

励和引导其他兄弟学院和专业在各自领域组建分会，实

现“联结、分享、互助”的目标。不断深入增进南京大

学云南校友之间的情谊和纽带。

南京大学云南校友会法律

分会举办筹建会议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

校友会欢迎南京市

建邺区区长率队走访

       2021年4月16日，

南京市建邺区区长姜

宸率队到中央大学南

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对

接校友双创投资服务，

旨在招商引资、创新

挖潜等工作中得到北

京校友多方面支持，

与北京校友会加强联

系，建立良好互动机

制，助力建邺区综合

提升，迅速发展。

2021“职场初探”院系分行业

求职实训工作坊之生物医药行

业专场模拟招聘会顺利举办

       4月11日下午，2021“职场初探”院系分行业求

职实训工作坊之生物医药行业专场模拟招聘会在南京

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创业创新中心召开。本次模

拟招聘会由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联合主办。

        4月11日，以“为建党百年献礼 为地方发展服务 

为母校华诞添彩”为主题的南大连云港校友走进灌南

考察和学术研讨活动在灌南县举办。校友们实地考察

调研李集镇新民村、新安镇硕项湖饮水工程项目，深

入了解灌南县乡村振兴的一线实践，举行了庄重的重

温入党宣誓仪式，与志愿者一道进行保护灌南硕项湖

公益活动。

献策 | 连云港校友会召开

县域经济·乡村振兴高端研讨会

       在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州校友会、南京大学医学院

常州校友会联系动员下，4月11日上午，常州市第一、

第二人民医院、武进医院共7名医生下乡义诊活动在丁

舍村开展。

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州校友

会下乡义诊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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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之南，无球不欢；芳菲四月，相聚海口。4月

17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南京、

无锡、苏州、南宁、湛江等地的校友汇聚海口观澜湖

足球训练基地，共赴南大足球青春盛会。本次“南京

大学119周年校庆杯足球邀请赛暨第九届广深港南大校

友冠军杯赛”由海南校友会主办，这是继2018年之后

“校庆杯”第二次来到椰风海韵的国境之南。

       4月17日上午，由南京大学博物馆主办，南京大学

无锡校友艺术创作中心承办的“闻奇名山大川 赏遍人间

百态”——“观柳君”大师艺术作品展在南京大学美术

馆开幕。刘观庆、柳成荫、徐惠君，南京大学无锡校友

会常务副会长葛宗亮，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

等人出席开幕式。

“闻奇名山大川 赏遍人间百态”——
“观柳君”大师艺术作品展开幕

       2021年4月23日下午，南大常州校友会法

学分会和常大史良法学院校友会共建活动在常

州大学武进校区常大宾馆312会议室成功举办。

       2021年4月23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地

产分会与威斯康辛大学同学会上海分会，北卡

罗 莱 纳 大 学 上 海 校 友 会 ， 宾 州 州 立 大 学

PennState上海共同主办的职场生存与职业发

展活动在长乐路美丽的花园洋房“趣办•一百

〇八上苑”完美落幕。

       4月22日下午，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一行参观位

于吴江黎里六悦博物馆，受到南京大学96级法学院校

友、六悦博物馆合伙人刘爽热情接待。六悦博物馆由

60后美籍收藏家杜维明开设，展示有多达数万件中国

古董家具和工艺珍品。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
参观六悦博物馆

上海地产|如何在职场中快速实现自我价
值职场生存与职业发展活动回顾

       4月23日，“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走进

元禾”活动在东沙湖基金小镇举行，从20

多个备选创业项目中脱颖而出的8位校友登

台路演，来自元禾投资机构的专家现场点评。

本次活动旨在赋能校友创新创业，开创高校

校友会和知名投资机构互动的新模式。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走进元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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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常州校友会法学分会和常大史良法
学院校友会共建活动成功举办

南京大学119周年校庆杯足球邀请赛暨第九
届广深港南大校友冠军杯赛



       2021年4月24日，为丰富南京大学上

海校友业余生活，由南大校友紫金会提议，

南大紫金上海跑团指导的“南大紫金四季

徒步活动”在苏州穹窿山举办。

       2021年4月24日下午，南大紫金会第六

十八场月度活动讲座成功举办。南大紫金会

特邀上海泉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投研总

监张扬校友分享题为“一个基金经理的心路

历程”的讲座，本次讲座在紫金山大酒店现

场举行，吸引众多校友前来参加、交流。

       4月24日，在校友总会的指导下，全球16个

南大校友会在线上联合举办“2021 NJU全球校友

云中会”活动，活动分嘉宾访谈和文艺节目汇演

两个部分，为全球校友带来了一场欢快、有趣的

视听盛宴。

   校友组织活动

活动回顾 | 南大紫金四季徒步活动

之“极速徒步穹窿山小恐龙——徒

步约17KM，累计爬升1100米”

紫金会月度讲座之六十八 | 张扬校友：

一个基金经理的心路历程

全球16个南大校友会联合举办

2021NJU全球校友云中会

4月25日，大芝加

哥地区南京大学

校友会举办医疗

健康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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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黄河涛声——“黄河画家”徐惠

君校友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气韵生辉，落笔惊涛起。4月28日，以“听

黄河涛声”为主题、江阴云亭花山村主办的徐惠

君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前，4月17日至

22日，徐惠君校友的作品就曾在母校南京大学

仙林校区博物馆展出。

致青春·庆校庆 | 南京大学环境校友

毕业照征集请持续关注

       为献礼南京大学119年校庆，记录环境校

友们的青葱岁月，南大环境校友会于5月10日

前向所有环境校友征集毕业照。征集情况实时

在微信号“南京大学环境校友会”后台更新，

照片将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科学楼1楼展

厅留存。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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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期】5月16日

【活动地点】苏州东山岭下杨梅园

苏州校友会庆祝母校华诞，
校友摘采东山

2021.10.23

南京大学地质学

学科创立一百

周年庆典公告

(第二号）

2021.5.20 【计算机系】

春暖花开，等您回来

南京大学商学院MBA校友返校日

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

学院百年

院庆公告

2021.10.4

励学敦行·不忘初心 - 南大青岛
校友会庆祝母校119周年校庆活动

南京大学数学系

百年系庆公告

（第一号）

2021.10.16

【活动日期】5月16日（周日）

【活动地点】青岛气象度假村

【活动日期】5月22日（周六）

【活动地点】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楼二楼鸿

意报告厅（鼓楼校区）

活动预告 | 南大包邮区（江浙沪皖）
校友520校庆徒步“隋唐古道”

【活动日期】2021年5月22-23日

【活动地点】安徽隋唐古道

（亦称箬岭古道、旌歙古道）

【活动日期】2021年5月21日下午

【活动地点】玄武湖阳光码头艇进赛艇俱  

乐部

连云港校友会纪念建党百年·庆祝南大
119华诞《为党旗争辉 为母校添彩》

座谈会预告

【活动日期】2021年5月15日上午

 9：00-11：30

【活动地点】江苏海洋大学东海厅会议室

【活动日期】5月16日上午9:25始

【活动地点】巢湖畔

安徽校友会祝贺母校119周年诞辰活动

南大校友赛艇俱乐部119周年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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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44932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577人

两月新增认证

99996次 

两月页面访问量（PV）

两月独立访客数（UV）

7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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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7个

      (3) 地方校友会：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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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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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2日，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AAAS）公布了最新一批院士的

名单，共有来自数理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

艺术人文、公共事务、商业与行政管理学领域的

250余人当选为2021年AAAS院士（或外籍院

士），以表彰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做出的杰出成就。

其中，南京大学87级化学系校友鲍哲南当选。

      国际地球化学协会（IAGC）于2021年4月22日，

第52个世界地球日当天，公布了多项年度学会奖项。

我校校友王焰新院士当选国际地球化学协会会士

（IAGC Fellow），今年获此殊荣的另一位学者是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Janet Hering教授。

南大校友王焰新院士当选
国际地球化学协会会士       4月22日上午，全球性信息分析公司爱思

唯尔(Elsevier) 发布了2020“中国高被引学者” 

(Highly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

该榜单使用的映射技术使得中国学者的学科归

属、学科表现等方面的数据更加契合中国学科

设置的学术研究生态，科学、精确地描绘了中

国学者的科研产出，为进一步清理、分析和研

究学者引用表现提供了有效帮助。

       本次共有4023位学者入选，其中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科97人入选，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周东

美、潘丙才、孙成三位老师入选榜单。

2020年中国高被引学者出炉，南大环境
学院3位教授入选

南大校友鲍哲南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