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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发展工作简报 
 

2016 年 18 期（总第 18 期）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编                           2016年 12月 6日 

 朱永宁先生捐资 1亿元助建南京大学博物馆 

 南京大学聘请何嘉伦先生担任校董 

 南京大学 11名师生获 2016年度宝钢教育奖 

 张晓东秘书长代表南京大学出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基金工作

研究分会第十八次年会并应邀作主题汇报 

 南京大学“正大天晴奖学金”捐赠仪式暨 2016年度颁奖仪式举行 

 教育部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南京

大学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李晓红一行考察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 

 南京大学与南京工业大学正式签署校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电信 Mini创新创业训练营走进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孙钟秀教育基金设立倡议书 

★工作专报★ 

朱永宁先生捐资 1 亿元助建南京大学博物馆 

 

11 月 28 日，

我校举行朱永宁先

生捐资助建南京大

学博物馆签约仪

式。江苏南大苏富

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永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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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袁宁，原江苏省常务副省长、省慈善总会会长俞兴德，江苏省委

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杨勇，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全国

政协委员薛亮，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薛海林，校长助理孙冶东以及部分校内外嘉宾出席仪式。签约仪式

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主持。 

孙冶东校长助理首先

向现场嘉宾和领导介绍了

南京大学博物馆筹建情况。

据介绍，南京大学百年校庆

时建成了考古与艺术博物

馆、地质博物馆、生物博物

馆等，但因条件有限、经费

不足等种种因素，博物馆知

名度和影响力与南京大学的学术声誉和科研水平严重不符。2015 年 9

月，我校正式发文成立博物馆部门，全面统筹管理全校相关文物资源，

并正式启动新建大型综合博物馆计划。 

江苏南大苏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永宁慷慨捐资壹亿元

人民币助建南京大学博物馆，用于南京大学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支

持南京大学相关事业的发展。朱永宁董事长与南京大学副校长薛海林

签署捐赠协议，并向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赠送亿元捐赠支票。张

异宾书记代表学校向朱

永宁董事长颁发感谢状，

并赠送纪念品。 

朱永宁董事长在发

言中表示，一流的大学应

当要有一流的博物馆。博

物馆作为特殊的课堂，通

过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展品，实现着文化的传承。他高度肯定南京大

http://baike.baidu.com/view/4892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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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百年名校的同时充满活力，认为学校具备包容、创新以及文化

自觉的特质。他强调苏富特公司作为南大校企的一员，回报学校、反

哺教育事业是企业应尽的社会使命，并表示今后将继续为南京大学争

创世界一流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杨勇在致辞中向签约双方

表示祝贺，并为来到美丽而厚重的南京大学感到高兴。他提到哈佛大

学校名就源于为了纪念捐赠者，今天由于中国的一位企业家慷慨捐赠，

又有一座博物馆即将产生。他希望在朱永宁先生义举的引领下，未来

会有更多善行，并祝愿南京大学永宁博物馆早日建成。 

张异宾书记代表南京大学

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办

学事业发展的朱永宁董事长表

达诚挚的谢意。大学博物馆是

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也

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

担着保存、研究和传播人类先

进文化的使命，在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促进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他说，世界上第一

个现代博物馆诞生于牛津大学校园，在近四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大学

博物馆不断保存、记录、展示、解释藏品和资源，并通过科研、教学、

专业培训和公众教育来提高公众的艺术欣赏水平，承载着文化传承、

艺术熏陶、思想教育和教学辅助等重要功能。他表示，建设一流的博

物馆是世界一流大学办学发展中的使命与担当。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几

乎都建有一流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已成为传承文化、以文化人的重要

载体，成为一流大学的精神图腾和文化符号。 

此次捐赠对正处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南京大学

意义深远。建设自己的博物馆是全体南大人一个多世纪的梦想。早在

八十多年前就有学校同学会募集了资金，计划建造一座博物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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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停顿。南京大学继承了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

的一批文物遗产，并发掘出不少珍贵的文物。目前校藏文物总数超过

万件，金石拓片 2万余件。同时，学校部分院系场馆收藏的古生物化

石、矿物岩石及动植物标本多达十余万件，还有几十万册件古籍、字

画、名人手稿、古地图等重要历史文献。它们是几代南大人历尽劫难

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今天南大博物馆在朱先生的助力下即将兴建，

她将成为仙林大学城的地标性建筑，未来一代代的学子将因此受益。                                 

为感谢和铭记朱永宁先生的厚德善举，学校研究决定将朱先生捐建的

博物馆冠名为“永宁博物馆”。最后，张异宾强调，学校一定全力以赴，

按照朱永宁先生的嘱托和希望，认真履行协议要求，早日建成永宁博

物馆，并将其打造成为高端的藏品基地、高端的展示平台、高端的人

文交流载体。 

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虹，江苏省盐务管理局局长、江苏省

盐业集团董事长童玉祥，雨润控股集团总裁祝义亮，雨润控股集团副

总裁施中华，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仓慧勤等校内外

嘉宾，以及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社科处、发展委、校友办、基建处、

博物馆以及相关院系的负责人共同参加了签约仪式。（图文素材来源：

新闻中心） 

 

南京大学聘请何嘉伦先生担任校董 

 

11月 11日，“南京大学聘

请何嘉伦先生校董仪式”在仙

林校区隆重举行。澳门江苏联

谊会代表团、中央人民政府驻

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以下简称“澳门中联办”）、

江苏省委统战部、江苏省政协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17029/6170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17029/617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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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领导和来宾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由发展委员会海外部主任左

成慈主持。 

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向澳门何泉记企业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何嘉伦先生颁发校董证书，向澳门何泉记企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澳门江苏联谊会荣誉团长何荣标先生致送感谢状，并代

表学校获赠澳门特色纪念品。 

澳门何泉记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8年，是一家建基于澳门、面

向内地和海外的投资公司，业务涉及房地产开发、投资、物业代理、

建筑工程、餐饮美食和贸易零食等。公司十分关心我校发展，并一次

性捐赠港币 300 万元在我校设立海外交流基金，用于支持我校教师和

行政人员赴海外交流学习。公司执行董事何嘉伦先生爱国爱澳，积极

参与澳门的社会事务，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

员会委员、澳门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等职务，尤为关心青年事务，为

澳门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何嘉伦先生在致辞中表示，为自己受聘为南京大学校董感到荣耀。

他对南京大学在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予以高度肯

定，并表示将勇于承担，为南京大学和澳门以及江苏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江苏省政协常委、澳门江苏联谊会会长岑展平在致辞中感谢南京

大学对何泉记企业有限公司和何嘉伦先生的认可。他表示，澳门的稳

定发展受到了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来自各方的帮助与支持，他代表

澳门人民感谢祖国，感谢江

苏，感谢南京大学。 

薛海林副校长在发言中

代表南京大学全体师生向何

嘉伦先生和澳门何泉记企业

有限公司表示衷心感谢和崇

高敬意。他指出，目前学校正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大力推进



6 

 

各种宽领域、多渠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办学的国际化水平，

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他强调，南京大

学的事业发展感恩有何嘉伦先生这样有学识、有担当的社会贤达与海

内外校友的支持。 

江苏省政协常委、澳门江苏联谊会顾问陈慧钰，澳门江苏联谊会

名誉会长、浙江省政协委员何凯玲，澳门中联办协调部处长余向军，

江苏省省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胡敏弟，原南京大学副校长、澳门科技

大学校监顾问许敖敖，以及我校校友总会、发展委员会等相关单位负

责人出席了仪式。（图文素材来源：新闻中心） 

 

南京大学 11 名师生获 2016 年度宝钢教育奖 

 

 11 月 12 日，2016 年度宝钢

教育奖评审工作会议在陕西延安

举行。各评审学校和单位遵照《宝

钢教育奖评颁实施细则》的规定

及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经过认真推荐，全国 106

所高校 755 名师生荣获了 2016

年度宝钢教育奖。 

南京大学共有 11名师生获奖。其中生命科学学院杨荣武教授凭借

出色的教学工作、高尚的师德和丰硕的科研成果，获宝钢教育奖“优

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文学院董晓教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陶先

平教授，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罗新炼副教授获得宝钢教育奖“优秀教

师奖”；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陈宇豪，法学院研究生苗泽一，地理与

海洋科学学院本科生班兆馨，环境学院本科生杨建勋，物理学院本科

生周子恒，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张祯彦，匡亚明学院本科生俞

陆炎获得宝钢教育奖“优秀学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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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志林作为宝钢教育基金会理事，南

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晓东作为宝钢教育奖评颁部门负责人

出席此次会议。 

据悉，宝钢教育基金设立于 1990年，是宝钢集团出资设立、政府

支持指导、专家咨询策划、高校积极参与的全国最具知名度的教育奖

项之一，以“奖掖优秀人才，力行尊师重教，推动产学合作，支持教

育发展”为宗旨，每年评选表彰一次。（图文素材来源：宝钢教育基金

会/发展委国内部） 

 

张晓东秘书长代表南京大学出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

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第十八次年会并应邀作主题报告 

 

12月 2日，张晓东秘书长

代表南京大学出席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

第十八次年会并应邀作《围绕

“双一流”建设 探索特色发展

筹资模式》的主题报告。报告

主要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

的中心任务，从制定实施发展

筹资战略、推进筹资工作供给侧改革、营造具有南大特色的捐赠文化、

构建具有南大特色的筹资体系等方面向与会嘉宾分享了南京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的工作探索和实践，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共鸣和热烈的讨论。 

 

南京大学“正大天晴奖学金”捐赠仪式暨 2016 年度颁

奖仪式在我校举行 

 

11月 18日，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正大天晴奖学金”签约仪式

暨 2016年度颁奖典礼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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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张杰先生，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晓东，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

记贾叙东，办公室主任束羽等双方领导老师出席仪式。 

仪式上，张晓东秘书长代表南京大学与正大天晴药业集团签署捐

赠协议，并向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副总裁张杰先生颁发感谢状，张杰先

生为获奖同学颁发证书，贾叙东书记代表化学化工学院致答谢辞。 

据悉，正大天晴药业集团是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

医药集团企业，是国内最大的肝健康药物研发和生产基地，为国家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连云港新医药产业基地重点骨干企业。

此次在我校设立“正大天晴奖学金”，专门用于奖励化工化学学院的优

秀学生，激励他们努力学习，早日成才，回报社会。（图文素材来源：

化学化工学院/发展委国内部） 

★工作简讯★ 

 12月 5日，教育部深

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

革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南京

大学举行，来自全国 32个省

市、自治区的教育厅领导和

75 所部属高校的分管校领导

及相关部委领导参加研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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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李晓红，江苏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江苏省教

育厅厅长沈健，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李晓红副部长在发言中指出，根据教育部党组工作部署，召开高

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经验交流与研讨会既是对各地各高校教师考

核评价方面的先进经验和特色工作进行总结，也是对下一阶段深化考

核评价制度改革工作进行指导部署。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是高等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教师发展和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

难点问题，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能够激发高校教师教书育人、科

学研究、创新创业的活力。 

 12月 5日，中国工程

院院士、教育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李晓红一行赴南京

大学考察南京微结构国家

实验室（筹）。教育部规划

司副司长刘昌亚、教师工作

司副司长殷长春，中科院院

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南

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潘毅、邹亚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微结

构国家实验室（筹）主任、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邢定钰，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祝世宁等陪同考察。 

 11月 16日，南京工

业大学党委书记芮鸿岩、校

长黄维一行访问南京大学。

双方就两校合作、共创一流

展开讨论，并正式签署校际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陈骏校长指出，追求合

作共赢是全球高校发展的新常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越来越强调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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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叉、跨界、通识。他希望两校的合作能够走出一条务实、渐进、

双赢的道路，以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起点，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增

强核心竞争力，为江苏高等教育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图文素材来源：

新闻中心） 

 11 月 17 日，南京大学和中国电信集团公司联合在我校“科创

之星”大学生众创空间举办

“中国电信 Mini 创新创业

训练营”走进南大活动，为

中国电信和南京大学共同

培训创新创业人才。中国电

信学院、中国电信江苏公

司、南京大学相关领导出席

开营仪式。（图文素材来源：校双创办） 

 12月 1日，由 27位台湾青年社团领袖、文化及企业界青年代

表人士组成的“台湾青年菁英大陆研习营”来我校参观访问。校党委

常务副书记杨忠参加交流座谈并致辞。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联

络部副部长章仲华，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民革江苏省委副主委殷志

强陪同参访。 

 12月 1日，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简称 SUTD）教务长张道昌、副教务长杨杰圣

一行访问我校。濮励杰校长助理热情会见来宾。双方就如何推动两校

的交流与合作展开广泛探讨。 

 11月 29日，南京大学校友创新创业报告会在仙林校区杜厦图

书馆举行。上海鼎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钮达人校友、苏州泽元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涛校友、苏州圣苏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卜海之校友应邀返校，与母校学子分享创新创业路上的心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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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孙钟秀教育基金设立倡议书 

 

亲爱的校友们、同学们： 

今年 12 月 22 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南

京大学教授孙钟秀先生的八十诞辰。 

孙钟秀教授在南京大学长期致力于计算机软件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并曾担任学校和系两级领导。他率先在国内开展计算机操作系统

和分布式计算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

究成果。先生品德高尚，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为我国计算机事业

和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先生八十诞辰之际，我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部分校友商量，

并征得先生家属同意，决定在南京大学发起成立孙钟秀教育基金，以

此弘扬先生毕生奉献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奖励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系的优秀师生以及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 

该基金作为留本基金，由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统一运作和管

理。目前已有热心企业家、先生家人及学生的捐款数拾万元。在此，

我们呼吁关心南京大学事业发展的各界友人，海内外校友踊跃捐款，

进一步充实孙钟秀基金的本金，努力实现先生推动计算机学科发展的

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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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动态★ 

 我校物理学专业入选全国首批理科专业认证试点单位之一。 

 我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雷教授获第四届中国建筑传媒奖实践

成就大奖提名。 

 我校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余绍裔荣获中国俄语教育杰出贡献奖。 

 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PASA 大数据实验室联合阿里巴巴和美国

Databricks 公司组成的参赛团队 NADSort，在国际著名 Sort 

Benchmark 全球数据排序大赛中荣获 2016 年 CloudSort 大数据排

序世界冠军。 

 我校美术研究院院长吴为山荣获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金质奖章”并

授予他“荣誉院士”头衔。 

 我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金鑫荣荣获首批“江苏省出版类名编辑”

称号。 

 我校本科招办获上海教育基金会华强教育专项基金首届“华强奖”。 

 我校代表队在江苏省第七届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获两项一等奖。 

 我校法学院参赛队在第十届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获得

亚军。 

 我校法学院 2014 级本科生秦嘉伟获“中华大学生十大金牌调解员

技能大赛”冠军。 

 在日前揭晓的第十四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我

校文科教师共获得 77 个奖项，其中一等奖 19 项，二等奖 32 奖，

三等奖 26奖，稳居全省高校第一。一等奖 19项，刷新了我校在此

奖项评选中的得奖纪录。 

 
 

报：南京大学相关校领导 

送：南京大学相关部处、院系，校董会成员，相关捐赠企业、个人 

发：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教育发展基金会各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