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9 日，南京大学
金陵学院“转型
提升”招生专题研讨会暨招生工作顾问聘
任仪式在文科综合楼举行。南京大学校长
助理、金陵学院院长濮励杰，南京大学党
委常委、金陵学院党委书记郭随平，南京
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和金陵
学院相关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金陵学
院副院长、副书记、纪委书记姜辉主持。

郭随平说，金陵学院作为南京大学培
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一直是南京大
学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年来，在
学校党政领导的关心重视下，在各院系、

各部门的鼎立支持下，金陵学院各项工作
稳步推进。招生作为最具显示度的工作，
在各位招生专家和金陵学院招生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不断迈上新台阶。迁址办学，
是机遇也是挑战。他希望各位招生专家集
思广益、群策群力，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为金陵学院 2019 年招生工作贡献“南大智
慧”，帮助金陵学院在“转型提升”之路上，
开好局，起好步，转得扎实，升得稳当。

金陵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周勇对
2019 年招生形势作了分析，并对金陵学

院招生计划作了简要介绍。金陵学院各二
级学院院长围绕招生工作，从人才培养、
专业设置、办学成效、发展设想等方面
对本院系的优势和特色作了着重介绍。

南京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学生工
作处处长龚跃在发言中指出，南京大学和金
陵学院密不可分，在金陵学院“转型提升”
阶段，不仅要强调错位发展，还要注重协同
发展和互动发展。金陵学院是南京大学苏州
校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大学各招生工作
组要在金陵学院“转型提升”中作出应有贡献。

濮励杰对南
京大学苏州校区
建设与金陵学院

转型提升工作进展情况作了介绍。他强
调，南京大学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谋划金
陵学院未来发展，结合南京大学“双一
流”建设，提出建设南京大学苏州校区、
推动金陵学院“转型提升”的战略构想。
他详细解释了“一体两城四校区”办学
布局以及苏州校区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
合作模式，指出金陵学院将于 2022 年 9
月整体搬迁至南京大学苏州校区，2019
级学生四年级将在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学
习生活。                                      （曹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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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2 日，“加
强省校合作 助力乡村振兴”
研讨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标志
着我校“贫困专项学生发展计
划”正式启动。中科院院士、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副校长王
志林，河南省人大副主任徐济
超、省政府副秘书长尹洪斌、
省教育厅厅长郑邦山出席研
讨会。

吕建表示，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今年“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代表团
审议时强调，要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三农”工作放在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
和推进。南京大学素有“谋国
家之强盛，领风气之先河”的
传统，始终围绕时代变革与国
家需求谋篇布局，以行动担当
回应时代之问，为中国道路、
中国方案贡献南大智慧。吕建
指出，南京大学实施“贫困专
项学生发展计划”的目的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整合学校、
政府和社会等各方资源，围绕
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因材施
教、精准育人，为乡村振兴和
地方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他
强调，贫困专项计划将跳出招
生部门一家城池，全盘谋篇、
系统推进，实现由“招生”向
“培育”的转变，由“上学”
到“学好”的提升，由“学校
单维”向“校地互动”迈进。
他表示，南京大学将通过“五
个着力”推动“四个到位”，
即逐步增加贫困专项计划、

设立贫困专项新生助学金、构建发展型
资助育人体系、提升专项生源发展质量、
实施南大优才引进政策等措施，把贫困
专项招生政策落实到位，把南大的支持
举措宣传到位，把贫困学子的成长培养
到位，把乡村振兴的战略推进到位。

徐济超表示，“贫困专项学生发展
计划”体现出新时代高校强烈的价值担
当和一个负责任大学的信念追求。河南
省将不断深化与南大的全面合作，让“贫
困专项学生发展计划”开花散叶。

王志林代表南京大学和河南省教育
厅签署了《贫困专项学生发展计划战略
合作协议》，南京大学相关负责同志介
绍了我校人才培养特色、河南籍生源发
展情况和贫困专项计划实施情况。吕建
此行还与河南校友举行座谈会，听取他
们对于学校未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据悉，早在教育部启动农村贫困地区
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之前，南京大学就率先
携手兄弟院校为农村学生提供自主招生。
国家贫困专项计划实施后，我校更是围绕
中央扶贫战略部署，推进改革走向纵深，
连续七年实现国家贫困专项招生计划占
招生总规模的比例和高校贫困专项录取
人数两项指标的持续增长。      （马思其）

本报讯  6 月 5 日至 9 日，南京大学
2019 年帮扶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展销会在我
校仙林校区、和园社区、仙林金鹰湖畔广
场举办。

来自云南省双柏县、江苏省沭阳县及
兄弟高校定点帮扶地区的 18 家企业为我
校师生和周边居民带来核桃、蜂蜜、野山
菌、果脯、山窝蛋、大米等众多具有当地
特色的农特产品。这些商品均为原生态绿
色商品，前期由国内合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深入云南楚雄州和双柏县两地实地考察、
精心挑选，严格把控质量及价格。

本次农产品展销会走出校门、走进社
区、走向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和
社会效应。展销会累计销售额突破 150 万
元，南京大学定点扶贫工作获得了全校师
生、兄弟高校及周边群众的高度认可。

                                （国内合作办公室）

本报讯  6 月 12 日，南大现代工程与
应用科学学院 2019 年科研成果发布会在
仙林校区举行，省科协主席、南大原校长
陈骏院士，我校领导杨忠、刘鸿健、张
峻峰、陆延青、王云骏，中科院院士郭
子建，南大原副校长潘毅等出席发布会。

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表示，现代

工学院是南京大学发展最快的学院之一，
承载了南大建设“新工科”的希望，希
望全院教职员工继续团结奋斗，开拓进
取，攻坚克难，为学校“双一流”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现代工学院执行院长吴迪简要介绍
了学院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尤其是

学院近年来在科研方面取得的系列成果，
并着重介绍了学院聂越峰、王鹏和潘晓
晴教授等近期基于氧化物钙钛矿体系的
新颖二维材料的研究：该研究成果以《单
层氧化物钙钛矿二维晶体膜的实现》为
题于北京时间 6 月 6 日发表在国际顶级
期刊《自然》上。            （现代工学院）

本报讯  6 月 14 日，南京大学中美
文化研究中心举行毕业典礼。今年共有
33 位硕士学位项目学生和 78 位证书项
目学生，获得南京大学和约翰斯 •霍普
金斯大学共同颁发的学位证书或结业证
书。我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名誉校
董张志宏校友等出席典礼。

杨忠表示，中美中心不仅是中美两
国相互扶持向前迈进 40 年的见证者，也

是增进两国互信互知的传播者。中心的
学子要时刻怀着“合则两利，斗则俱损”
的理念，超越文明隔阂，为世界的发展
贡献一份属于中心人的力量。

张志宏毕业于南大法学院，并于
2019 年捐资设立“南京大学宏志中美文
化研究与交流基金”。他强调，历史的
经验揭示，只有交流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高倩倩曾担任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美方主任。她祝愿同学们带着对不同文
化的耐心、求知的热情以及行动的能力
离开中心，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毕业典礼上，中美两方主任分别向
Milo 教授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荣休纪念礼
物，并表达感谢。Milo 自 1989 年从中
心证书班毕业后便留下工作，至今已有
三十个年头。                        （中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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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学院举行“转型提升”招生专题研讨会

中美中心举行2019届毕业典礼

本报讯  6 月 8 日，第三届南京大学
“郑钢杯”大学生证券研究邀请赛总决
赛举行。南大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洪
银兴，南大党委副书记薛海林，江苏慈
善总会副会长、南大名誉校董郑钢出席
活动。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黄燕铭
等 11 位来自各个证券研究所的所长、首

席分析师出席决赛并担任现场评委。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47 所高校的

179 支队伍报名，经过初选和专业培训
指导，6支队伍进入决赛进行答辩。最终，
同济大学陈路华代表队摘得桂冠；复旦
大学黄天圆代表队、同济大学吴胤翔代
表队获得二等奖；南京大学高艳旭代表

队、同济大学黄钰豪代表队、南京大学
彭巍代表队获得三等奖。另有 5 支团队
获得优秀奖。

比赛结束后，为了向青年学生提供
更加优质的实习机会，还举行了两场面
向所有在本次比赛中提交报告同学的“郑
钢杯”专场招聘会。                    （团委）

第三届“郑钢杯”大学生证券研究邀请赛总决赛举行

南京大学现代工学院举行2019年科研成果发布会

我校举办2019年帮扶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展销会

本报讯  6 月 15 日 -17 日，2019 年江苏省大学生
排球比赛（高水平组）暨全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第
二次选拔赛在南大举行。

南大高水平女子排球队先后与中国药科大学、东
南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的队伍展
开角逐，以 3:1 战胜南农大，其余三场比赛皆以 3:0

力克对手，夺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校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是一支优秀的队伍，多年

来始终贯彻“团结拼搏”的女排精神，多次在全国及
省市各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接下来，女排姑娘们
还要积极训练，备战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大学
生排球联赛南方区比赛。                               （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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