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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2018 年度大事记（7-9 月）

七月

2日 我校举办第一届中国符号学基地联盟会议暨符号学高级研

修论坛，副校长朱晓进出席会议。

2 日 我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离退休党工委（处）在随园

校区举行二级学院关工委工作暨离退休“五好”党员表彰会。

3 日 我校召开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学习新时代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4 日 学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

施细则》。

4 日-10 日 我校党委书记胡敏强率团访问奥地利、波兰的四所

大学，我校首次与波兰高校签署了合作协议。

6日 我校在仙林校区与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工作推进会。

6 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市、县（区）学前教育科学普及

和政策读本课题组在我校召开基层教育行政领导座谈会。

8 日-10 日 我校在仙林校区举办第三期江苏高校易班共建工作

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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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我校在随园音乐厅举办2017-2018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预

科生结业典礼。

15 日 学校召开江苏本一批次招生录取阅档工作人员会议。今

年我校省内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告捷，生源质量连续六年节节攀升。

15日-22 日 我校举办第七届国际法律文化交流夏令营。

16 日 我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型研究机构

管理办法》。

17日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岳一行来我校调研统战工作。

20 日 陈国祥校长率科研院有关负责同志调研南师大常熟发展

研究院。

22 日起 校党委书记胡敏强，校长陈国祥，以及尚洪波、田立

新、傅康生、任雷鸣、孙友莲等校领导分别奔赴常熟、常州、淮安、

南通、盐城、泰州等地的优质生源基地中学，为我校 2018 级新生颁

发录取通知书。

26 日 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督导组专家赴常州市武进区现场督

导由我校主持的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课题“太滆运河农业复合污染控

制与清洁流域技术集成与应用”的实施进展情况。

26 日-27 日 副校长田立新参加第十一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

的重要活动——中国-哈萨克斯坦大学校长合作对话会议，并在会议

闭幕式上作为中国大学代表做总结发言。

27日 我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 我校 2018 年本科招生宣传工作有序开展，招生宣传队伍深

入到全国 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招生宣传。

△ 我校申报的“面向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地理系统综合研究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

计划”)，实现了我校在国家级国际人才引进平台领域的重大突破。

http://sun.njnu.edu.cn/news/2017-7/134952_105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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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3 日 我校外国语学院 2016 级学生王一宇在第十九届全国大学

生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季军。

4 日 由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我校共同举办的 2018 年江苏省“大

数据及其应用”暑期学校在我校开班。

6 日-9 日 我校两支代表队在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气与自动

化大赛中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

16 日 我校 75 个项目获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

中重点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47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7项，项目获

资助直接经费数 3710 万元。

17日-20日 我校举行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GIS教学研修班。

20 日-22 日 我校举行“两岸学者共话·教育学”论坛。

20日 我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园管理办法（试行）》。

20 日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于海佳教授在细胞内膜泡运输调控领

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SNARE zippering requires

activation by SNARE-like peptides in Sec1/Munc18 proteins”为题发表

在顶尖综合性期刊 PNAS（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21日-25日 2018年省高校新任辅导员岗前培训班在我校举行。

22 日 我校金陵女子学院赵媛、文学院孙慰川被评为“2017 年

－2018 年度江苏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优秀会员”。

22日-25日 第十一届IEEE普适媒体计算国际会议在我校举行，

来自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23日-24 日 我校举行 2018 年暑期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会议围绕“以新一轮思想解放为动力，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夯实

本科人才培养基础，助推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这一主题，展开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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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习和研讨。

25 日 我校 5 支代表队在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

能汽车竞赛全国总决赛中全部获得各自组别的一等奖，其中，ALUS

队获三轮电磁组冠军，ALPS 队荣获信标对抗组季军。

25日 我校召开新学期党委扩大会议。

25日 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生在江苏省首届互联网+国

土资源大数据应用创新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26 日 在雅加达亚运会中，我校体育科学学院学生王嘉男在男

子跳远比赛中以 8 米 24 的成绩摘得金牌，王逗以 13 秒 50 的成绩获

得女子 100 米栏比赛第四名，吴佳欣获得男子沙滩排球比赛第五名。

26 日 我校下发《关于开展本科教育思想大讨论的通知》，开

展以“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强化立德树人根本宗旨，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为主题的大讨论。

27日 校领导赴各校区检查新学期开课情况。

27 日 由我校承办的“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

名师研修班顺利开班。

27 日 我校环境学院钱谊教授受聘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

事。

27日-30 日 我校举办 2018 级研究生新生骨干培训班。

28 日 共青团江苏省委副书记林小异一行来我校调研共青团思

想引领工作情况。

30日 我校加入栖霞高校技术转移联盟。

31 日 我校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李亚飞教授课题组在新颖二维

光解水催化剂的设计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PdSeO3

Monolayer: A Promising Inorganic 2D Photocatalyst for Direct Overall

Water Splitting Without Using Sacrificial Reagents and Cocatalysts”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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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J. Am. Chem. Soc.（美国化学会志）上。

△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郭志刚教授课题组以肠癌和宫颈癌为研

究对象，揭示了癌症耐药性产生的分子机制，找到克服肿瘤耐药新方

法。相关研究成果以“Wnt pathway is involved in 5-FU drug resista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为 题 发 表 在 Experimental & Molecular

Medicine上。

九月

1 日 在第 18 届亚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队摘得金牌，我校体

科院学子龚翔宇在比赛中贡献了 11分。

2 日 我校在各校区喜迎 2018 级新生。

3 日 副校长田立新会见了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副校长 Jon Reast、

工程学部国际事务主任 Helen Manns、工程学部中国事务主管 John

Tan、中国事务办公室主任 Sunny Sun和南京事务办公室 Hu Shan一

行。

3 日 我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管理办法》、

《南京师范大学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办法》。

6 日 陈国祥校长看望了我校“国培计划”领航工程名师班和常

州市高校访学项目学员，宋永忠教授等导师代表参加了师生见面会。

7 日 侯晶晶老师获评“感动江苏教育人物——2018 最美高校教

师”称号。

7 日 “卡尔·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国际设计展”在我校举办。

7 日 我校举行 2018-2019 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生开学典

礼。

7日 生科院朱永强教授课题组与国内著名医药公司国药集团就

两项发明专利申请权转让签署合同，转让经费达 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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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 我校文学院陈仲明教授向学校捐赠《厚德载物》碑石。

7 日、10 日 党委书记胡敏强、校长陈国祥、副校长缪建东及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专程看望慰问我校教师代表化科院戴志晖教

授、教科院冯建军教授和侯晶晶教授、地科院龙毅教授，对他们的敬

业精神和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9 日 我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应用性成果认定办

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成果评价与认定办法》。

10 日 我校隆重举行 2018 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暨第 34 个教师

节庆祝大会。

10日 我校隆重举行 2018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

10日 非遗传承人“宜兴紫砂陶艺雕塑”培训班在我校开班。

10日 我校举行2018级本科新生入学教育第一课暨第十三届优

秀学子宣讲团首场报告会。

10日 我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国际学生管理规定》。

11 日 栖霞区委副书记、区长黎辉带领区政府办、商务局、科

技局、栖霞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专题调研南师大科技园栖

霞园区。

12日 我校举行师德师风系列宣讲首场专题报告会。

12日 我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专业设置规定（修订）》。

12 日 省生物医药功能材料协同创新中心（生物医药功能材料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知

识产权技术事实调查协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

12-13 日 我校举行 2018 年新教师入职典礼及岗前培训。

13日 我校获评 2018 年度南京十大“最美高校”和 2018 年“园

林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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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 校长陈国祥教授以“师范生的志向与规划：学为教育家”

为主题，为 2018 级师范生上入学第一课。

14日 我校 1979 级中文系杰出校友、文化与旅游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项兆伦到学校调研指导非遗传承人群研培工作。

14 日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明飞、管理学院院长叶凯莉

来我校访问。

14 日 我校地球科学首次进入 ESI 全球前 1%，至此，我校有 6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其中工程学、化学 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

球前 5‰。

15 日 南师大佩斯孔子学院学生苏安娜获“美国孔子学院国家

人文交流奖”。

18日 我校在仙林校区田径场举行2018级学生军事技能训练成

果汇报表彰大会。

20 日 校长陈国祥带领校办、学工处及相关学院负责人赴南京

市第二十九中学举行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座谈会。

22 日 我校教育学科国际化发展咨询委员会在随园校区举行第

一次会议。

25 日 省教育厅就业创业工作专项督查组第一组来我校进行就

业创业工作专项督查。

25 日 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理联

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师大地理科学学部主任傅伯杰教授

为我校地科院 2018 级新生上开学第一课，授课主题为“地理学：从

知识、科学到决策”。

25 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原主席彭珮

云来我校出席纪念李振坤教授诞辰 90 周年暨第一届“李振坤奖学奖

教金”颁奖典礼，并对全国妇联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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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研和指导。

26 日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委托项目《菲律宾华语课本》（小学

阶段）修订版专家评审会在随园校区举行。

27日 学校出台《南京师范大学大中型场馆和会议室管理办法》。

28 日 我校人才工作专题报告会暨党群工作例会在仙林校区召

开。

28 日 由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主办，我校承办的江苏省年轻

一代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报告会暨民营企业进高校活动在仙林校区

举行。

28 日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在扬州圆满闭幕。本届运动会上

我校代表队以 855.88 分的总成绩位居全省高校第六名，喜获江苏省

第十九届运动会高校部比赛“校长杯”。

28-29日 我校语言学与人工智能融合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中心

系列论坛在仙林校区举行。

29 日 学校就大中型场馆和会议室管理办法举行全校学院行政

副院长、秘书、办公室主任和部门秘书培训会。

30日 我校国家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在仙林校区举行。

30日 我校组织教职工参加全省教育系统警示教育视频会议。

△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受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

邀请，在我校学习的亚多和李非作为中非共和国在华留学的优秀学生

代表参加了中非共和国总统见面会。

△ “不忘初心 筑梦前行”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邮票展南京站

开幕式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

△ 我校地科院苏锦老师获“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积极分子”称

号。

△ 化科院唐亚文教授课题组在铟基双功能电催化剂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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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Exploring Indium-Based Ternary

Thiospinel as Conceivable High-Potential Air-Cathode for Rechargeable

Zn–Air Batteries”为题发表在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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