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波澜壮阔百年路，砥砺奋进新征程——南京大学师生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   大气1980级校友陈正洪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   南京大学、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建太湖科学城环南大科创圈暨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   连云港校友会捐助新校友活动汇聚全球校友爱心

•   生科院百年院庆校友联络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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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新。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南京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在仙林校

区、鼓楼校区、浦口校区设置转播点，

并部署各院系、各单位安排集中收看。

同时，食堂等场所均开通电视直播。广

大师生员工在仙林校区三江厅、恩玲剧

场，鼓楼校区大礼堂，浦口校区图书馆

思源报告厅，以及会议室、教室、实验

室等场所集体收看大会，聆听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

       大会结束后，各党工委、各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立即召开集体学习会议。

广大师生员工通过各种方式抒发情感，

畅谈体会，在校园内迅速掀起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

波澜壮阔百年路，砥砺奋进新征
程——南京大学师生集体收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我校近1500名师生赴"百年
征程、初心永恒"中国共产
党在江苏历史展参观学习 

       7月2日，我校组织近1500

名师生赴"百年征程、初心永恒

"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参观

学习，谈初心、话使命，共同

感受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大地上

的壮阔历程。

        据悉，本次展览以中国共

产党在江苏的百年征程、巨大

成就、宝贵经验、伟大精神为

展示内容，共分"建立党的组织、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重

要贡献""在探索中前进、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

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江苏实践""决胜全面小康、

交出 ’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的

时代答卷"四部分，详实记录了

1921年至2021年间中国共产

党在江苏从无到有、不断壮大

的历史伟业，讲述了江苏在百

年奋斗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气科学系1980级校友陈
正洪荣获“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

       陈正洪，南京大学大气科

学系气候专业1980级校友。

毕业后奋战在湖北省气象部门

的气象科研、业务及服务一线。

根据2021年6月30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

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良

镛等384名同志、追授李献忠

等16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授予陈炎顺等298

名同志、追授蒙汉等2名同志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授予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

心党支部等499个基层党组织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80级校友、

湖北省气象服务中心党委委员、

副主任陈正洪获评“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



       7月2日晚，由机关党委主办、机关团委承

办的“逐梦党史百年 传承革命精神”党史故事

大赛决赛暨“机关青年党员突击队”成立仪式

在仙林校区计算机科学技术楼举行。

       校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陈云松，巡

察专员、校园建设与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尹三洪，

校长办公室主任杭祝洪，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

长李晓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建，哲学

系副主任孙乐强担任本场比赛评委。校纪委副

书记、纪委办公室主任焦瑞华，资产管理处处

长方文晖等机关支部书记、参赛队员以及“机

关青年党员突击队”代表等百余人参加活动。

机关党委举办“逐梦党史百年 传承
革命精神”党史故事大赛决赛暨“机

关青年党员突击队”成立仪式

        7月8日，"百年风华   初心永恒——中国

共产党在南大图片展"在我校仙林校区开幕。校

党委书记胡金波、校长吕建、校原党委书记韩

星臣等出席仪式。校党委副书记薛海林主持开

幕式。据悉，本次展览由党委办公室、宣传部、

组织部、档案馆（校史研究室）共同主办，为

南京大学首次利用原始档案资料，全面梳理中

国共产党在南京大学的百载历史、总结展陈南

京大学的红色历史，共精选档案图片近700张，

总展线长160余米。

"百年风华  初心永恒——中国共产
党在南大图片展"开幕

   母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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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活动

        7月14日，南京大学、苏州市人民政府共

建太湖科学城环南大科创圈暨南京大学苏州校

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苏州召开。会议总

结了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前期工作，共商校

地合作发展大计，并对推动下一阶段工作进行

部署。会上，由双方共同推动的一系列新举措

正式亮相，引发热切关注。江苏省委常委、苏

州市委书记许昆林，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

校长吕建，苏州市市长李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苏州市副市长曹后灵主持。

南京大学、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建太湖科
学城环南大科创圈暨南京大学苏州校区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
新创业大赛启动

       7月19日上午，“创聚鼓楼 筑梦南大”第

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创业大

赛启动仪式在南大鼓楼校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匡亚明报告厅隆重举行。鼓楼区委副书记、区

人民政府代区长方靖，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

校长邹亚军，副校长陆延青，南京市委研究室

副主任、市委创新办专职副主任贾尚斌，南京

市科技局副局长傅浩，鼓楼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陈海涛，江苏省科技厅高新处调研员王洪荣共

同按下启动按钮，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

全球校友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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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0日，南京大学校友及教职工组织

健康乐跑，庆祝我党成立100周年。本次邀请

南京大学教职工队代表：南京大学巡察专员、

校园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尹三洪老师,南京

大学校董、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薛乐

群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办公室陈孝强主任，

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协会陈如松会长等教职

工代表出席本次乐跑。尹三洪主任、薛乐群

博士、陈孝强主任代表讲话，鼓励校友们健

康乐跑，做好安全保障，强身健体。随着发

令枪响，健康乐跑和南大戈17的开营正式拉

开序幕。最终，第七组“梦之蓝神州队”荣

获团队冠军。

   校友活动

庆祝建党100周年 南京大学校友及教

职工健康乐跑 暨南大戈17开营

       7月2日，由南京大学商学院EDP企业家联

合会组织的新疆特克斯亲子夏令营从南京启程，

8个联合会成员家庭开启了为期8天的新疆特克

斯亲子游学活动。7月3日下午，特克斯县教育

局隆重举办了”宁特携手，陪伴成长”青少年

夏令营开营仪式。会议由特克斯县教育局援疆

副局长沈志敏主持，特克斯教育局局长加沙拉

提等教育局领导、特克斯高级中学、特克斯第

五小学的师生、与南京孩子结队的牧民家庭的

孩子等亲子夏令营的所有成员共同参与。

       7月4日下午，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第

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深圳市南京大学产

学研大厦B区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甘礼清

执行会长召集并主持，轮值执行会长徐涛、郑

宁，监事张和平，副会长叶育成、邬玮，理事

高清安、殷爱民、廖伟华、邵挺、肖溪、应江、

盛鹏、郑阳、李周、薛文、李励红、胡萍、叶

海惠等21位校友理事出席会议。秘书处工作

人员列席会议。 

       7月5日下午，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重庆校友

会工作人员在江北嘴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会议室

接受了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宗力哲一行的调

研走访，随后在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屈三才

副会长向市委统战部领导汇报了中央大学南京

大学重庆校友会工作报告，介绍了校友会前期

的工作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就后续校

友会发展设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宗力哲巡视员

结合自身调研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宝贵

的建议。根据会议关于加强校友会党建工作的

指示与要求，经申报，8月23日，重庆校友会

得到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

同意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成立功能党

支部的批复。

商学院EDP企业家联合会2021年“宁特

携手——陪伴成长” 青少年夏令营活动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召开第四届理

事会第四次会议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与市委

统战部领导进行座谈交流



校友助力母校招生

河南招生组2021年在豫招
生工作圆满完成

       7月2日南京大学部分河南校友与河南招生组欢聚一起，热烈庆祝南京大学

河南招生组2021年在豫招生工作圆满完成。

连云港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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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校庆开始，淮安校友会通过线上咨询、构建微信群、线下座谈等多种方式

向淮阴中学、淮安中学等重点中学推介南京大学，获取22名优秀学生的初步意向。

母校招生组入驻淮安后，淮安校友会主动对接，配合开展招生工作，特别是加强

与考生父母的沟通，多种途径宣传南大的独特优势。招生工作顺利结束后，淮安 

校友会安排本地校友与招生组的研讨聚会活动，全面总结招生工作，为来年招生

奠定基础。

淮安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工作

       6月27日下午，中央大学天津校友会协调南大、东大、河海等共计7所江苏籍

高校天津招生组老师齐聚市中心维也纳国际酒店会议厅，合作举办 “江苏好大

学——江苏省高校联合招生咨询会”。联合招生咨询会到场咨询者超两百人次，

登记考生数量70余名，报名帖子浏览2575次，分享129次，参会各高校均有生源

收获，取得了高于预期的招生效果。

       6月25日-27日，连云港校友会刘平昌会长、刘曙光副会长、张力雪副会长、

刘东升校友与母校来连招生老师对今年的招生政策，生源分布情况等进行交流。

在母校招生期间，连云港校友会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广泛转发母校招生宣传政策、

资料、联系方式等助力招生宣传工作；还推荐多名考生报考南大。

天津校友会助力
江苏省高校招生工作

    

  7月初，南大黑龙江校友协助南大招生组老师在黑龙江各地开展招生活动。

黑龙江校友
助力母校招生组

       为助力母校招生工作，惠州校友第一时间与招生组取得联系，于6月29日组

织了一场线下+线上的考生见面会，共10余位考生和家长参加，此次活动加强了

招生组与考生及家长的深入沟通和了解。最终，在惠州校友和招生组的通力合作

下，共有4名惠州一中优秀学子录取至南大。

惠州校友助力母校
招生组2021年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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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动

       7月18日上午，南京大学南雁支教队支教活动启动仪式在旬邑县张洪中学

举行，王晓坤会长作为主办方代表发言。18日下午，在南雁支教队队长郝梦婷

的带领下，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刘晶月，西安校友会会长王晓坤，南

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春晓，成都分院副院长、此次支教活动发起人赵

鹏一行在马栏干部学院和马栏革命旧址进行了红色研学。在西安校友会的组织

与推动下，以南京大学陕西籍在校生为核心开展的支教活动，给张洪中学的孩

子们带去了更多的知识、快乐和更为开阔的视野。为期半个月的支教活动最终

于8月1日圆满完成。

南大校友齐助力，南鲸支陕顺利行——西安校友会助力南雁支教队赴陕西省旬邑县张
洪中学支教活动圆满完成

       2021年7月10日，由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和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指导，南京

大学环境校友主办的第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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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校友家庭，近百人参加了活动，一起云游南大，

探索环保课题，聆听大咖讲座。

嗨翻了——南二代环保夏令营圆满落幕

       

       8月1日，南京大学校友紫金会主办的“2021年第五届金融暑期实习生培

训”第一场线下讲座在上海金陵紫金大酒店三楼春申轩圆满落幕。本次培训活

动邀请到了张琰、余忠、蒋中煜、邓周贵、王兆君这五位南大校友。他们分享

了一级市场VC/PE和债权融资以及二级市场私募研究和卖方行研的日常工作状

态和工作内容。8月29日南大紫金会于上海金陵紫金山大酒店成功举办紫金会

暑期实习生培训课程二、月度讲座之七十二讲、理事茶话会、2021年迎新晚宴

四大活动，百余位校友和同学们欢聚一堂，交流学习，增进感情。

南京大学校友紫金会暑期系列活动圆满举行

       8月20日下午，EDP企业家联合会新老成员融合交流参访活动在建邺区南

京海外校友创新服务中心举办，参与本次活动的人员有：EDP中心高婷老师、

联合会李明目、黄金龙、李星华、陈大金、盛景元、沈银峰、张爱玲、徐学豪、

肖楠、马伟华、方静燕、丁侠、李华、张瑞恩、彭涛、黄剑、汪洋、刘海利、

徐志荣、孙宪芳、周建华、郭钰等。

商学院EDP企业家联合会新老成员融合交流活动圆满举办

       8月8日，多伦多校友会在当地举办了一场有特殊意义的聚会 ——picnic暨

爱心义卖专场。本次活动的发起人是美食组的两位组长，徐曙与郁虹。旨在给

校友们一个重聚叙友情的机会，通过美食义卖展现大家的厨艺，并将筹集的款

项赠予国内“黔心黔意”助学基金会，捐献出南大海外校友们的一片爱心。

  快乐不散场   爱心渡重洋 —— 南大多伦多校友会8.8 picnic 暨义卖专场小记



校友迎新活动

南大广州校友帆船队出征广州南沙帆船赛

       8月28日下午3时，南京大学海南校友在海口举办了2021年迎新座谈会，欢

迎2021级萌新小蓝鲸们加入南京大学，欢迎来琼工作的校友们加入海南校友大

家庭。座谈会有16名新生和5位来琼工作校友代表参加，座谈会由陈传钊校友主

持，金日、蔡超等20位校友出席。

缘起南大，梦想起航 ——南京大学海南2021年校友迎新座谈会成功举办

       8月21号下午，南京大学2021级深圳学子欢送会在南大产学研大厦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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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会长徐涛

（92级）、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轮值会长郑宁（84级）、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

会理事李励红（93级）、理事葛丽莎（04级）、深圳市南京高校联盟秘书赵越

（13级）等嘉宾与25位深圳学子和家长们参加了活动。

南京大学2021级深圳新生欢送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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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9日，南大广州校友帆船队出征广州南沙帆船赛。队员们经过8小时烈

日暴晒，半小时骤雨急袭，依然风雨同舟，力争上游！这次帆船赛活动不仅强壮

了校友们的体格，还增加了校友之间的交流，最终活动圆满结束！此前队员们已

经参加2021年第一届和第二届菜鸟杯帆船赛。南京大学广州校友帆船队是由南

大2009级软件学院梁立雄校友于2020年11月9日牵头成立。

       7月24日上午，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隆重举行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颁发仪

式。南京大学张家港地区1982级校友王开荣，南京大学2001级校友杨卫兴，

2003级校友孙顾力（梁丰高中毕业），2006级校友褚俊（梁丰高中毕业）参

加活动，为录取南京大学的18位2021级新生颁发录取通知书。

爱上“南大”——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举行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颁发仪式

连云港校友会捐助新校友活动汇聚全球校友爱心

       8月28日上午，连云港校友会参加苍梧晚报举办的“第九届助学公益行”爱

心见面会，刘平昌会长代表南大校友们现场向倪庆冲姐弟三人捐赠价值16000元

笔记本电脑三台。刘曙光执行会长代表发言。据悉，63届气象系冯家沛老会长除

了参与倪庆冲的捐助外，自己单独又给非南大新生捐了一千元。75级中文系校友

董恕娟，市女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96MBA卢宁校友对此次“第九届助学公

益行”每人分别捐助2万元，充分显示了南大校友对资助贫困学生大爱之情！



      7月中旬以来，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泰州市、南

通市、盐城市、徐州市、连云港市等7个地级市的市委

书记同步调整。其中，有6位地级市的市委书记都曾在

南京大学就读。

       7月15日，生命科学学院百年院庆校友联络工作会议在南京大学

仙林校区举行。南京大学校长助理陈建群，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

发展与校友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锁庚，校友总会副秘书长赵国方，生

命科学学院党政班子、各系主任及学院各年级校友联络人代表等近百

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纪勇主持。

学院动态

近半个月以来，江苏7位市委书记同步调整，
6位都是南大校友！

校友动态

王晖
南通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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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
连云港市委书

记

庄兆林
徐州市委书记

杜小刚
无锡市委书记

张宝娟
扬州市委书记

朱立凡
泰州市委书记

       8月28日上午，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党委通过腾讯会议的线上

交流形式，邀请了四位2011级优秀校友通过线上学术报告结合互动交

流的形式介绍各自的学习经历和科研方向，70余名2018级、2019级

和2020级本科生在线参与了本次活动，学院党委书记潘益农、党委副

书记喻春红参与活动并发言；党委秘书、2011级本科生辅导员郑凯琳、

2020级本科生辅导员毕菲菲和校友工作秘书潘姝参加了本次活动。

生科院百年院庆校友联
络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8月23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召开干部大会，山西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陈安丽宣布中央和山西

省委关于冯军同志的任职决定并讲

话，冯军同志作了表态发言，省委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闫喜春、省委组

织部部务委员刘鹏等出席会议。

       会议宣布中央和山西省委关于

省高院主要领导同志的任职决定，

中央提名、省委研究决定冯军同志

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省委

政法委副书记（兼）。

83级法律系校友冯军任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大气科学学院成功举办
“遇见未来的你：大气
科学学院在校生-校友

新老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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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46443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443人

双月新增认证

70167次 

双月页面访问量（PV）

双月独立访客数（UV）

5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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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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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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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任免工作人

员名单。其中，郝志峰获任汕头大学校长。郝

志峰，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毕业于中山

大学数学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南京大

学数学系基础数学专业获博士学位。1995年7

月参加工作，2000年5月晋升为教授。2015年

11月任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直至此次调整。

95届数学系校友郝志峰任汕头大学校长

       近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全球范围内

评选出了35位“35岁以下优秀科技创新者”，

南大化院09届本科、14届博士校友徐洁为上

榜的六位华人之一，上榜理由“发明了聚合

物电路（一种即使被弯曲、拉伸和反复移动

也仍能继续工作的材料）”。

【校企动态】药捷安
康（南京）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香港递交
招股书，拟在香港主
板挂牌上市

       8月16日，毕节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

布省委关于毕节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

根据省委决定，吴强同志任毕节市委书记，周

建琨同志不再担任毕节市委书记。吴强，

1966年8月出生，湖南新晃人，1984年09月

至1988年08月，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经

济地理（城市规划）专业学习.

省委常委、湖南新晃人吴强履新毕节市
委书记

05级化学系校友徐洁入选“全球35位
35岁以下优秀创新者”

【通知公告】
中美中心35周年庆典活动延期公告

       原定于2021年10月23-24日举办的南京大学-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三十

五周年庆典活动延期至2022年6月18-19日（周六

周日）举行。期盼来年6月相聚，共襄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