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15 日，南京大学新
时代“第一资源”开发大会开展大会
交流和经验分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
作总结讲话。

会议第一阶段由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谈哲敏主持。中科院院士、物
理学院教授邹志刚，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孙江，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执行院长吴迪，商学院院长沈坤荣分
享了在个人发展、团队建设、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育、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等
方面的先进经验。邹志刚表示，面向
“十三五”，展望“十四五”，创新
已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也
是实现“第一个南大”的强劲引擎。
南京大学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规划，
紧紧抓住重大发展机遇，力争在新能

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走在全国的前
列，同时个人的理想要和祖国的发展
联系起来，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服务
社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孙江指出，
要融会“国际”、贯通“学际”、聚
焦“校际”、整合“院际”、落脚“实
际”，扎根中国历史文脉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立足学科建设
和学术发展，讲好“中

本报讯  6 月 14 日，南京大学新
时代“第一资源”开发大会在仙林校
区举行。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人
才观”，紧紧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
牢牢抓住第一资源“开发”这个重点，
以“头雁工程”为牵引，以“擎天计划”
等为支撑，以开阔思路、开明举措、
开放环境持续高效地释放出发掘人才
资源、发挥人才优势、发展人才事业
的强大活力，为建设“第一个南大”
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有力的人才保
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党
委书记胡金波作题为《“开”第一资
源兴校之路 “发”第一资源强校之力》

的主旨讲话（讲话全文详见今日本报
第 4、5 版）。江苏省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王立平，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
党组成员潘漫出席并讲话。南京大学
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南京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谈哲敏分别作主题报告。

大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
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主持。

王立平表示，南京大学是人才集
聚高地、高校发展标杆。近年来，南
大始终坚持育人为本，紧贴时代发展
需求，源源不断地产生引领潮流的创
新思想，输送推动变革的科技力量，
培养社会所需的栋梁之材，为全国和
江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次大
会是南大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主动拥

抱发展大潮的前瞻布局，是坚持“人
才强校”、抬高“人才高地”、增多“人
才高峰”的又一盛举，必将为学校继
往开来、跨越发展掀开崭新一页。为
此，学校要牢固树立人才引领学校发
展的战略地位，奋力构建新时代人才
工作新格局，努力打造江苏科教人才
“第一高峰”。王立平表示，期盼南
京大学加强顶尖人才集聚、充分激发
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更加有力地支持
江苏发展、引导人才爱国奋斗奉献。

潘漫表示，南京大学高度重视
人才工作，坚持将人才作为引领发
展第一资源，对江苏打造人才高地、
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他对此提出三点希望：

本报讯  6 月 13 日，南京大学召开
党委常委会，审议“第一资源”开发大
会议程及发言材料，研究审议《南京大
学 2019 年定点扶贫工作整改方案（讨
论稿）》，研究金陵学院监事会、理事
会人员调整事宜，研究《南京大学章程》
修订事宜。受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
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委托，南京大学党
委常务副书记杨忠主持会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
长吕建等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第一资源”开发大会议
程及发言材料。相关校领导及部处负责
同志介绍会议安排及相关发言材料，并
就此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原则通过大
会议程，并要求相关单位做好组织协调
保障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胡金波
题为《“开”第一资源兴校之路 “发”
第一资源强校之力》的大会讲话、吕建
大会讲话，以及杨忠有关干部队伍建设
的工作报告《干事创业勇担当 改革创新
争先锋》、谈哲敏有关人才队伍建设的
工作报告《提升新时代人才强校战略 着
力“第一资源”开发》等发言材料，并
要求按照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予以完善。

会议审议《南京大学 2019 年定点
扶贫工作整改方案（讨论稿）》。按照
教育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
《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定点扶贫问题整
改工作的通知》要求，会议研讨了我
校 2018 年定点扶贫工作的状况、存在
问题和整改工作，对进一步加强我校
2019 年定点扶贫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会议认为，对口帮扶云南省双柏县是我
校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的一项政治任务，
要高度重视、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会
议原则通过整改方案，并提出要充分结
合学校优势，在“扶智”上多下功夫、
多做文章，谋划好南大特色的扶贫模式，
形成服务社会的新渠道。

会议研究审议并一致同意金陵学院监事会、理
事会有关人员调整事宜。会议研究并审议通过《南
京大学章程（修订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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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新时代“第一资源”开发大会举行

让人才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最强大脑”

南京大学新时代“第一资源”开发大会开展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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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3 日，双柏县委副书记、县长梁
文林率双柏县党政代表团访问我校，副校长陆延青
会见代表团一行，共同研究推进我校定点扶贫工作。

梁文林介绍了双柏县 2018 年脱贫攻坚工作情
况及 2019 年的脱贫计划，今年 4 月 30 日云南省委
省政府正式发布双柏县已达到脱贫标准退出贫困县
系列。他代表中共双柏县委、县政府以及 16 万双
柏人民，向一直以来倾心帮助、鼎力支持双柏的南
京大学和南大师生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陆延青表示，定点帮扶双柏是中央、教育部交
给南京大学的重要政治任务，南京大学将按照总书
记的要求，坚决做到脱贫不脱帮扶。我校将继续积
极对接双柏发展需求，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人才
帮扶、教育帮扶、智力帮扶等方面精准发力，与双
柏人民一道，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双柏乡村
全面振兴。

双柏县党政代表团参观了我校医药生物技术重
点实验室和生命科学学院朱海亮教授实验室，并就
实验室成果在双柏落地转化进行对接。

                                                （国内合作办公室）

双柏县党政代表团
访问南京大学

名誉博士、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到访母校
本报讯  6 月 11 日，南京大学名

誉博士、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第
四次到访南京大学，江苏省政协副主
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中科
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会见吴伯
雄一行。

80 岁高龄的吴伯雄言语中充满了
对南京大学的深厚感情，他首先回忆
了 2009 年成为南京大学名誉博士的难
忘时刻。他表示，今天是自己第四次
回家，来南京一定要回母校看看，向
老师报到，“不忘根本”。他讲到了与
星云大师的结缘、星云大师和江苏以及
和南京大学的渊源，并表示此次来宁还
将出席在南京图书馆举行的星云大师
新书发布会。他同时表达了期盼两岸
和平发展、期待母校不断进步的心愿。

胡金波在讲话中感谢吴伯雄校友
对母校的“一往情深”。胡金波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在考察北京大
学时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
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
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
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建
设“第一个南大”是总书记对南京大
学的殷切期望，是“南大梦”，是全
体南大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希望吴伯

雄校友“常回家看看”。
在吕建陪同下，吴伯雄参观了南

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对南京大学取得
的成就表示高度肯定，并手书寄语“百
年树人，贡献两岸”。中央台办联络
局一级巡视员邱大昭，中共江苏省委
台办、省政府台办主任练月琴，南京
大学校长助理、金陵学院院长濮励杰
以及国际佛光会、伯仲文教基金会、
江苏省台办、校台港澳事务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等陪同出席活动。

2009 年 5 月 31 日，吴伯雄在南

京大学获颁名誉博士学位，这既是对
他渊博学识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在
促进中华民族团结与两岸繁荣的伟大
事业中展示的智慧、魄力和勇气的高
度认可。2011 年 5 月，吴伯雄出席
南京大学校庆活动，并与夫人在“两
岸情——南京大学杰出校友李国鼎纪
念音乐会”上倾情献唱。2013年10月，
吴伯雄第三次造访南京大学，与南大
学子互动交流，并以学长身份寄语大
学生们“珍惜美好的时代和青春”。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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