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利根主讲战野疫冶思政课院
让校训精神在疫情淬炼中升华

本报讯 近日袁 我校召开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袁全面部署年度定点扶贫工作遥

在第一阶段的教育部 2020 年滇西脱贫攻坚部际联系
会暨教育部直属系统扶贫工作推进会视频会议上袁 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高度肯定了我校发挥科技优势袁 精准助力贵州
省麻江县锌硒米尧 红蒜和菊花等产业迭代升级的工作举措
和成效遥 会议随后部署我校 2020年定点扶贫工作遥 副校长
丁艳锋围绕叶南京农业大学定点扶贫责任书曳工作任务袁部
署野6个 200冶责任书的任务分工袁要求做好工作存档袁鼓励
超额完成各项任务遥

校长陈发棣分别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签署年度工作责
任书遥 校党委书记陈利根在总结讲话中袁要求各单位尧各学
院一要思想认识到位袁二要工作力度要到位袁三要工作目标
要到位袁四要服务保障要到位遥 渊新农办 徐敏轮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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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野同学们袁都上线了吗钥非常高兴和大家在
屏幕上见面遥 冶3月 12日下午 2:30袁南京农业大学叶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曳 公共必修课上来了位特别的主
讲人袁校党委书记陈利根教授与全校近 300名师生袁变
野面对面冶为野屏对屏冶袁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袁讲授了一
堂题为叶在风浪中磨砺 在坚持中成长曳的战野疫冶思政
课遥 课程通过疫情期间国家发生的事件和身边的师生
事迹袁讲授了一个个关于信心尧责任与成长的故事袁从
中引申出战野疫冶中的中国自信尧南农使命与青年担当袁
全新阐释了野诚朴勤仁冶的南农精神袁对青年学生提出
应肩负野诚冶为根本尧野朴冶为底色尧野勤冶为品格尧野仁冶为
己任的时代担当遥

课程一开始袁陈利根通过武汉火神山尧雷神山医院
的建设速度尧野四大天团冶会师武汉等野刷屏冶新闻袁生动
阐释了战野疫冶中的中国速度尧中国力量尧中国效率尧中

国担当遥 接下来袁陈利根从野国之自信冶引入野校之使
命冶袁通过防控中南农师生的鲜活事迹袁讲述了疫情期
间一大批南农人力学勤耕袁虽然相隔千山万水袁却在教
书育人尧服务社会尧志愿服务的道路上袁一刻也没有停
下脚步遥 陈利根还与同学们一起翻阅校史袁通过追忆不
同时期的南农故事袁 品读南农人在一场场大战与大考
中如何践行初心使命遥

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场疫情, 是人生路上最好的
教科书遥 冶陈利根认为袁经历风浪之后袁青年学生更应静
心思考要发扬什么尧传承什么尧奋斗什么尧担当什么袁南
农学子应该从野诚朴勤仁冶的校训精神中寻找答案袁给
出了疫情淬炼下野诚朴勤仁冶的新诠释遥

他勉励青年学子一是要有坚持真理尧崇尚科学之
野诚冶遥 坚持野诚冶为根本袁信念坚定袁真诚友善袁明辨是
非袁尊重科学袁做理想信念的守护者尧诚实守信的践

行者尧科学知识的探索者遥 二是要有扎根大地尧服务
人民之野朴冶遥 坚持野朴冶为底色袁紧紧扎根在中国大地
上学知识尧做研究尧强本领袁在服务野三农冶尧服务社
会尧服务人民的事业中接受历练和成长遥 三是要有不
畏艰难尧奋发有为之野勤冶遥 坚持野勤冶为品格袁顺境时
一往无前尧 耕耘不辍袁 逆境时仍然能够逆水行舟尧急
流勇进袁把勤奋固化为人生的习惯遥 四是要有心怀家
国尧兼济天下之野仁冶遥 坚持野仁冶为己任袁把家国情怀
熔铸成自己的精神坐标袁把爱国尧奉献尧担当内化为
自己的价值追求遥

野师生平安是学校最大的牵挂冶袁 当看到同学们都
在讨论野疫情结束后袁最想做的是什么冶袁陈利根说院野疫
情结束后袁 我最想做的就是袁 在春暖花开的南农校园
里袁和你们重逢浴 冶

渊宣传部 许天颖冤

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部署年度工作要求

本报讯 野学生返校该怎么报到钥 冶野如何能保证
28000余名大学生返校钥冶野校园内出现疑似病例如何
处置钥 冶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向好袁越来越多的学
生和家长开始热议复学问题遥临时帐篷尧热成像测温
舱尧隔离观察点尧送诊车辆噎噎3月 17日袁一场针对
学生野返校冶的疫情防控联合应急演练在我校卫岗校
区举行遥校领导陈利根尧陈发棣尧刘营军尧闫祥林在现
场全程指导演练遥

演练现场以情景模拟和现场演练相结合袁 对入
校报到体温检测尧 学生宿舍突发发热案例两大情景
进行模拟袁对发现的异常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袁及
时开展登记问询尧隔离观察尧消毒消杀等工作袁按程
序上报袁迅速做好应急处置遥

在入校报到演练现场袁分别针对体温正常学生尧
发热学生及擅自返校学生等进行了不同的现场演
练遥 保安人员通过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发现学生体温
异常袁立即引导至临时隔离观察点袁医护人员进行体
温复测袁并对其流行病学史尧返校交通情况等进行询
问遥经辅导员陪同尧专用车辆送诊至校外定点医院发
热门诊袁校医院同时报送玄武区疾控中心遥针对未经
同意擅自返校的案例袁 由保安直接引导至临时隔离
点袁医护人员测体温袁询问基本信息袁确定其存在国
外旅行史袁未完成 14天隔离袁辅导员陪同送至指定
隔离场所进行隔离遥

在学生宿舍突发发热情景现场袁 模拟的是已完
成报到的学生袁在宿舍生活时突发发热的情况遥学生
赴校医院就诊后袁 医护人员为其进行体温测量和流
行病学史的询问遥 随后送至隔离观察室进行进一步
隔离遥最终该生被野确认冶为疑似病人袁在辅导员的陪
同下专车送往定点医院救治袁 学校防控办公室启动
校园疫情防控一级预案遥 校医院报送玄武区疾控中
心袁并进行同宿舍同学及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察遥保
卫处对该生所在宿舍进行封锁袁查询活动轨迹袁后勤
人员对医院尧宿舍等场地进行现场消杀遥

校领导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通过演习及时发现
问题袁细致排查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漏洞袁细化防控
举措袁完善应急预案袁做到万无一失遥 要在返校过程
中和返校后学生情绪管理尧 信息准确发布等方面细
化管理袁规范流程袁科学有序地推进学生返校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袁为师生安全平安返校保驾护航遥

渊宣传部 赵烨烨冤

我校举行学生“返校”
全过程应急演练

本报讯 3月 13日袁中共南京农业大学第十二届三
次全委渊扩大冤会召开袁中共南京农业大学两委委员尧全
体校领导尧全体中层干部出席会议袁各级人大代表尧政
协委员尧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尧教师代表尧离退休教
师代表列席会议遥 本次会议由校党委书记陈利根主持遥
大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袁 主会场为金陵研究院三楼
报告厅袁金陵研究院二楼尧大学生活动中心尧主楼 115尧
工学院育贤楼 C502等分别进行视频直播遥

新校区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夏镇波袁 人事处处长
包平袁图书馆馆长尧图书与信息中心主任倪峰袁发展规
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罗英姿作专题报告袁 报告主题分
别为叶凝心聚力尧只争朝夕尧全力加快推进新校区建设曳
叶全面推进人事制度改革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曳叶一
流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支撑曳叶学校党政管理机构职
能梳理调研报告曳遥

校长陈发棣作题为叶重点突破袁整体推进袁全面开
启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篇章曳 的新学期工作
报告遥 陈发棣表示袁刚刚过去的寒假袁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袁学校党政高度重视袁将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学校重中之重工作来抓袁坚持野两手抓尧

两不误冶袁既保障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袁又最大限度维护了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遥 广大教师
依托各类网络教学平台袁先后启动本科生尧研究生的在
线教学袁 相关单位和学科团队积极响应政府的春耕保
供号召袁由野线下冶走向野线上冶袁充分彰显了南农人的责
任尧担当和智慧遥

陈发棣表示袁2020年是落实野十三五冶规划与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收官之年袁 也是学
校贯彻落实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尧 建设农业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的开局之年袁新校区建设尧党政机构改革尧人
事制度改革和校园信息化建设袁 这四项工作关系到学
校的长远发展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袁 是未来几年亟需取
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方面遥 陈发棣还对迎接第五轮学
科评估袁健全完善科学评价体系袁把握国家农高区建设
机遇和扎实推进预算执行绩效考核工作等新学期的四
项重点工作提出要求遥

陈利根作大会总结遥 他强调袁新学期工作报告深刻
体现了抓机遇尧促改革尧谋发展的大局思维袁完全契合
学校建设发展实际遥

陈利根重点就新学期党委工作做了部署遥 他首先

强调要坚决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院 一是要统筹学校
现有资源袁确保防疫情尧促发展的野双冶胜利曰二是要统
筹集聚各方力量袁确保守住野零冶目标曰三是要统筹分析
疫情影响袁确保发现问题野立冶整改遥 第二项重点工作是
全面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的任务部署遥
陈利根强调袁要切实将贯彻落实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袁
转化为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有效行动遥 第三
项重点工作是狠抓教育部党组巡视反馈意见的整改落
实院要提高政治站位曰要突出问题导向曰要全面落实巡
视整改主体责任曰要坚决做到野四个绝不放过冶曰要加强
成果运用曰要深入开展政治巡察工作遥 第四项重点工作
是高质量推进学校党的建设遥 陈利根强调袁必须不断加
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袁 要把制度优势全面转化
为组织优势尧治理优势尧育人优势和发展优势遥

陈利根强调袁2020年学校建设发展的关键词就是
野担当冶袁这不仅体现在抗击疫情的不畏艰辛袁还体现在
事业发展的主动作为袁 体现在加快推进学校各项事业
发展袁 要在新校区建设尧 脱贫攻坚等工作中切实扛起
野担当冶袁 充分展现南农人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的不
竭力量遥 渊宣传部 陈洁冤

确保战“ ”发展双胜利
中共南京农业大学第十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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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4 日袁 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
2020年最新野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冶遥 我校农业与林业
学科列全球第 26位袁连续三年入围全球 50强遥中国内地
高校进入农业与林业学科前 50名的还有中国农业大学
渊10冤和华南农业大学渊30冤遥同时袁我校环境科学学科首次
进入前 250袁列第 201-250位袁生物科学学科首次进入前
350袁列第 301-350位袁排名位次明显提升遥

据悉袁QS世界大学排名是目前国际上较具代表性的
大学排名之一遥这一最新排名涵盖了 48个学科和 5大学
科群袁评估了全球 83个国家和地区的 1368所高校遥中国
内地共有 18所大学的 100个学科进入世界 50强袁 与中
国大学 野双一流冶 建设启动年 2016年的 65个相比增加
54%遥 中国有 118所大学的 1066个学科入选全球 600强
渊中国内地有 84所冤遥

渊发展办 陈金彦冤

农业与林业学科
居最新QS世界大学
学科排名 26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