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2015年是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

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在学校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宏伟

目标，不懈追求，锐意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办学水平和成效得到进一步提

升。

根据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衡量自然科学研究水平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

我校化学学科位列全球第10位，全国高校第2位；ESI文章数排名第16位，被引用次数

第28位，均进入全球前1‰。

2015年，学院新增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中组部青年

千人7人，国家百千万工程1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1人，

江苏省特聘教授2人，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南京大学登峰人才支持计划

（B）3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化学部外籍院士1人。

2015年，学院师生发表SCI论文546篇，其中学科群一流期刊论文28篇；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3项，重大项目课题1项，杰出青年基金1项，优秀青年基

金2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自然科学）

一等奖1项，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1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奖

（图书奖）一等奖1项，陈洪渊院士荣获《Nature》杰出导师奖。

2015年，我院共录取本科生152人，硕士研究生157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45

人），博士研究生134人。学院深入推进“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改革，在教学质量

提升、导学机制建立、加强国际化培养、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取得了突出成效，化学专业入选江苏省品牌专业。

学院本科生作品获得第十四届“挑战杯”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特等奖1项，为我校实现重返联合发起高校和捧得“优胜杯”的两步跨越作出了贡

献。



在学校的关心支持下，2015年下半年，学院整体搬迁至仙林校区。仙林主校区化

学楼的建成和使用为化院师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优越的条件。

饮水思源，结草衔环。在崭新历史时期，我们相信，全体化院人一定会朝着更高

目标不断奋进！在此，我们谨向一直关心、支持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发展的各级领

导、校友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厦巍然，梁椽共举。我们真诚期待学院的发展继续得到海内外各界团体、人士

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共筑南京大学化学学科百年辉煌！  

菁菁校园，学子情思。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前进的每一步无不饱含着广大校友

对母校、母系的深情厚谊。百涓汇合以成海，万土堆聚以成山。我们深信，您的这份

情谊一定会激励一代又一代化院人奋发进取。我们更期待您常回家看看，同忆校园

事，共叙师生情！



目 录

A
B

仙林校区化学楼公共设施冠名项目

A01  图书资料室

A02  H301报告厅

A03  H201报告厅

A04  A216报告厅

A05  G211会议室

A06  G210会议室

A07  G204会议室

A08  学术交流咖啡厅

A09  教工之家

A10  G308/G408/G508教室

A11  学科研讨室E308/E408/E508等

仙林校区化学楼公共区域文化建设捐赠项目

B01  一楼大厅院史墙

B02  AB区天井平台绿化工程

B03  G区天井平台绿化工程

B04  一楼大厅LED

C
化院学生发展基金

C01  奖学金

C02  助学金

C03  校园文化活动

D 化院奖教金、奖管金

D01  奖教金

D02  奖管金

校友荣誉捐赠
戴安邦学术讲坛基金



4

仙林校区化学楼公共设施冠名项目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化学楼为化学化工学院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为

进一步加强化学楼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大师生创造更好的教学、科研条件

和公共环境，面向社会各界及广大校友征集仙林校区化学楼部分公共设施冠名

权。实施方案如下：

1. 冠名原则：尊重捐赠者意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学校规章制度，

反映高校文化特征。

2. 冠名权利人为社会企业团体和各界人士，南京大学校友享有优先权。

3. 冠名名称：一般为捐赠者个人或团体名称。名称文字以中文为主。特殊

情况加注英文名称。冠名后名称一般不做更改。

4. 冠名项目及费用：取得冠名权的单位和个人，须一次性捐赠相应设施的

冠名费用。

5. 冠名工作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与捐赠单位或个人协商进行。化学化

工学院在化学楼冠名设施的显要位置设计制作题名和感谢铭牌。化学化工学院

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场合举行捐赠暨冠名仪式。

A



2
0
1
6

年
接
受
捐
赠
项
目
介
绍

5

图书资料室

面积：750 m2

用途：书籍期刊保存和借阅，可容纳约100人

           冠名捐赠金额：120万元

捐赠状态：待捐赠

H301报告厅

面积：280m2

用途：剧场式报告厅，主要用于学术报告和

各类会议，可容纳300人

冠名捐赠金额：100万元

捐赠状态：待捐赠

H201报告厅 （已命名为“蒋雯若报告厅”）

面积：210m2

用途：主要用于学术报告和各类会议，可容纳200人

捐赠人：化学系1965级校友宋勤华、蒋雯若夫妇

A01

A02

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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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50m2

冠名捐赠金额：10万元

用途：主要用于各类会议，可容纳20人

捐赠状态：待捐赠

G204会议室
A07

G211会议室

面积：110m2

冠名捐赠金额：40万元

用途：主要用于各类会议，可容纳50人

捐赠状态：待捐赠

A05

G210会议室

面积：32m2

冠名捐赠金额：10万元

用途：主要用于各类会议，可容纳20人

捐赠状态：待捐赠

A06

A216报告厅

面积：160m2

冠名捐赠金额：20万元

用途：主要用于学术报告和各类会议、

学生活动等，可容纳100人

捐赠状态：待捐赠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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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咖啡厅

面积：120m2

用途：为我院师生和来访人员提供优良的交流环境，

           举办学术沙龙等活动，可容纳50人

捐赠人：化学系1984级校友缪炳文

A08

教工之家

面积：100m2

冠名捐赠金额：10万元

用途：为我院教师提供健身、锻炼场所和器械

捐赠状态：待捐赠

G308/G408/G508教室

面积：50m2

冠名捐赠金额：8万元

用途：主要用于学生学习、组会以及学生活动等，  

           可容纳约30人

捐赠状态：待捐赠

学科研讨室E308/E408/E508等

面积：45m2

冠名捐赠金额：5万元

用途：主要用于各学科会议、毕业答辩、

课题组会议等，可容纳约30人

捐赠状态：待捐赠

A10

A09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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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林校区化学楼公共区域文化建设捐赠项目

自学院整体搬迁至仙林校区化学楼以来，学院非常重视大楼的文化环境建

设，为广大师生创造绿色、优雅、舒适的工作环境。欢迎社会各界及广大校友为

仙林校区化学楼公共区域文化设施、绿化工程进行捐赠，共同见证南大化院发展

的新篇章。实施方案如下：

1. 捐赠原则：尊重捐赠者意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学校规章制度，反

映高校文化特征。

2. 捐赠鸣谢：捐赠工作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与捐赠个人或团体协商进

行。化学化工学院在化学楼相应设施的显要位置悬挂或张贴感谢铭牌，并颁发感

谢状。

3. 捐赠费用：捐赠者须一次性提供相应设施的捐赠费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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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大厅院史墙

捐赠金额：10万元

捐赠状态：已捐赠

捐赠单位：化学系1985级本科校友

AB区天井平台绿化工程

捐赠金额：10万元

捐赠状态：已捐赠

捐赠单位：化学系1984级校友

H区天井平台绿化工程

捐赠金额：5万元

捐赠状态：待捐赠

一楼大厅LED

捐赠金额：5万元

捐赠状态：已捐赠

捐赠单位：化学系1983级本科校友

B01

B02

B03

B04



10

化院学生发展基金

大学是国家人才培育高地，南京大学以“培养各行各业的未来领军

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着力打造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和高水平

的研究生教育。作为校友，也许您在校期间也曾接受他人的资助与关

怀。您的关爱与资助是对母校的深情回馈，也是南大学子成才成长的有

力保障！

1. 捐赠原则：尊重捐赠者意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学校规章

制度，反映高校文化特征。

2. 捐赠形式：捐赠工作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与捐赠个人或团体

协商进行。根据捐赠者意愿，对设立的奖助学金等进行命名；根据具体

情况，对资助的学生校园文化活动进行冠名或鸣谢。

3. 捐赠费用：捐赠者根据协议提供相应的捐赠费用或实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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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目的：奖掖学业成绩优异、综合素质优秀的学子，鼓励学生不断进取，

                  追求卓越。主要用于发放奖学金，资助学生交换交流、参加全

                  国性竞赛以及社会实践等。

奖励对象：品学兼优的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建议捐赠额度：3000-10000元/人/年，每年10人以上。高额捐赠可作为

                         留本基金，留本发息。

鸣谢方式：奖学金命名、举办颁奖仪式、颁发感谢状

立项目的：资助家庭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费用，资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资助对象：品学兼优的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建议捐赠额度：2000-8000元/人/年，每年5人以上。高额捐赠可作为留本

                         基金，留本发息。

鸣谢方式：助学金命名、颁发感谢状

已捐赠奖学金单位（个人）：

奖助学金名称 捐赠单位/捐赠人 设立时间

校友助学金 化学系1977级无机班校友 2003年

旭硝子奖助学金 苏州旭硝子特种玻璃公司 2005年

和氏璧奖学金 上海和氏璧化工有限公司 2006年

PPG公司奖学金 PPG涂料（天津）有限公司 2006年

古田化工奖学金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2006年

中丹集团助学金 江苏中丹集团 2007年

宇达化工奖学金 浙江宇达化工有限公司 2007年

空气化工奖学金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7年

奖学金
C01

助学金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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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目的：活跃校园文化氛围、提升校园文化品位、打造校园文化精品。

资助对象：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研究生会等主办的校园文化活动。

建议捐赠额度：5000-20000元/项。

鸣谢方式：活动冠名、线上线下宣传、特别鸣谢。

奖助学金名称 捐赠单位/捐赠人 设立时间

蒋雯若奖助学金 蒋雯若基金会 2008年

天瑞仪器奖助学金 江苏天瑞仪器有限公司 2009年

皓海优秀生奖学金 南京皓海科学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009年

高济宇、戴安邦奖助学金 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IKA实验创新奖 广州仪科实验室技术有限公司 2010年

校友奖学金 化学系1986级校友 2011年

光宝光电公司奖学金 光宝光电（常州）有限公司 2011年

南试奖学金 南京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2011年

大连化物所奖学金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013年

艾仕得卓越科技奖学金 艾仕得涂料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2013年

王立筱奖助学金 化学系1974级校友王立筱 2013年

张博达奖助学金 张博达老师夫人苏小妹 2015年

校园文化活动
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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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院奖教金、奖管金

一流的学科建设需要一流的师资队伍。为加快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进

程，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着力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着力师

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水平的提高，着力管理队伍建设和管理服务水平的提

升。诚邀您关心学院的人才队伍建设，以全面提升办学水平。

1. 捐赠原则：尊重捐赠者意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学校规章

制度，反映高校文化特征。

2. 捐赠形式：捐赠工作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与捐赠个人或团体

协商进行。根据捐赠者意愿，对设立的奖教金、奖管金等进行命名。

3. 捐赠费用：捐赠者根据协议提供相应的捐赠费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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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目的：倡导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奖励优秀教师，以激励广大教师恪

                  尽职守，教书育人，提高教学水平。

奖励对象：在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化院

                  教师。

建议捐赠额度：5000-10000元/人，5人以上。高额捐赠可作为留本基金，

                         留本发息。

回馈方式：奖教金命名、颁发感谢状。

立项目的：提升学院行政人员的管理水平，强化服务意识，培养一批具有

                  较强工作能力的管理服务骨干，保障学院教学、科研和人才培

                  养工作顺利开展。

奖励对象：具有较强工作能力和服务意识，乐于奉献，在行政管理和思想

                  政治教育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建议捐赠额度：5000-10000元/人，5人以上。高额捐赠可作为留本基金，

                         留本发息。

回馈方式：奖管金命名、颁发感谢状。

奖教金
D01

奖管金
D02

已捐赠奖教(管)金：

“中诚信教书育人奖”

“中诚信优秀管理奖”

“中诚信特别奖”

“天沃科技奖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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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荣誉捐赠

在仙林校区化学楼H301报告厅固定座椅背后，以铭牌

的形式，感谢校友的捐赠。

捐赠额度：2000元以上

座椅数量：300个

特别推介

戴安邦学术讲坛基金

依托学科优势，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就化学化工及相

关领域的前沿学术问题开展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以我

院已故无机化学家、化学教育家戴安邦院士命名。

基金性质：开放型基金

基金用途：专家旅费和酬金

欢迎热心支持本基金的个人、企事业单位捐资，以自愿

为原则，捐资数额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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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捐赠资金的管理

1. 所有捐赠款项均进入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由基金会向捐赠方提

供捐赠收据，捐赠款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免税政策。

2. 基金会可根据捐赠协议对捐赠资金进行专门管理，专款专用，独立核算。

3. 对指定用途的捐款按捐赠协议或捐赠人的意愿使用。

4. 作为留本基金的捐款，由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投资运作，其收益

每年计息按协议使用或归入本金。

5. 其他捐赠将归入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相应的化学发展基金统一管理、

使用。

6. 捐赠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评审、颁奖及捐赠款的拨付，由南京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会同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按照捐赠协议、有关章程和管理办法组织

实施。

7. 捐赠方的个性化捐赠，在不违反学校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协商进行。

南京大学化学发展基金

捐赠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25-89689071

Email: lichengy@n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