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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新生代表参加南京市 2019 级新生开学典礼
开辟 40 多条主题线路，
每年组织

包括南京市博物馆、
江宁织造博物

数万名大学生看城市美景、看创

馆、六朝博物馆在内的 7 所南京市

业场景、看发展前景。

属博物馆以及南京城墙对所有在
宁大学生免费开放。

给予大学生创业者房租补贴、开业

党政机关、科研院所、知名企

补贴、创业成功奖励，给予优秀大

业和基层社区为大学生提供

学生创业项目最高 50 万元的一次

超万个高质量实习岗位。

三江学院参加典礼师生代表

性资助和免担保全额贴息贷款。

每年面向在宁大学生提供近万个

持续举办大学生戏剧节、音乐节、

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岗位。

各类艺术展演和校地足球、篮球、
羽毛球等体育联赛。

本报讯：为集中展现在宁高校风
采，提升在宁高校大学生对南京的感
知度和“新南京人”的认同感，促进
校地融合，形成名城滋养名校、名校
支撑名城、名城与名校共生共荣的良
好局面。9 月 28 日上午，由共青团南
京市委员会和南京市两落地一融合推
进办公室共同举办的“我的南京﹒我
与祖国共奋进——在宁 62 所高校院所
南京市 2019 级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于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举办。来自外国
语学院的 30 名新生同学代表我校参加

在“我的南京”APP 上建立服务专

推动免费无线网络全覆盖，加快大

区，可随时随地享受便捷服务。

学城和高校集聚区域 5G 试点。

了开学典礼，三江学院理事长、党委
书记丛懋林应邀出席了本次活动。
开学典礼分“相会南京”、“走进
南京”、“追梦南京”三个篇章展开，
通过歌舞、视频、情景剧等方式让在
宁大学生们认识南京，了解南京，热
爱南京。典礼以 《祖国礼赞》、全场
齐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开场致
敬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江苏省委常
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在典礼上向
20 万大学新生致欢迎词，用“值得品
味、追求卓越、充满活力、爱才惜

才”介绍了南京这座古今交融、独具
魅力的城市，并宣布了面向在校大学
生的“八大服务计划”和针对大学生
毕业生的“六项实惠政策”，向新生
们捧出了沉甸甸的“见面大礼”
。
参与开学典礼学生表示：“南京
的诚意，我们感受到了”，通过本次
活动更加了解南京这座城市，今后将
以一名“新南京人”的身份，融入南
京，为南京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
量。
（通讯 刘红军）

我校召开2019年本科专业综合评估专家论证会
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各类市场主体
已达 1.1 亿户。

2018 年，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已达 168 个。
上海、北京全国科创中心
建设深入推进，
雄安新区
将引领创新发展新高。

2017 年我国研发经费中
企业资金达 1.35 万亿元；
截至 2018 年底累计认定
国家级企业（集团）
技术中心 1480 家。

截至 2018 年底，
经国家
备案的众创空间达 1952 家，
各类科技孵化器、
加速器逾 4800 家。

本报讯：9 月 30 日，质量管理与评
估处组织校内专家对我校参加 2019
年本科专业综合评估的 3 个专业的材
料进行了论证。吴中江校长、王芳副

校长、李建启校长助理、沙润教 校 本 科 专 业 综 合 评 估 通 用 指 标 体 系
授、质量管理与评估处卞钰处 （试行）对今年参评的 3 个工商管理类
长、法商学院蒋建华院长、文化 专业的自评报告、状态数据和支撑材
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王丽常务 料进行了审核，对市场营销、财务管
副院长及参评专业负责人参加 理、文化产业专业分别进行了细致的
会议。本次论证会由王芳副校 点评，给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长主持。
最后，王芳副校长根据省教育厅
吴中江校长介绍了去年计 专业综合评估工作的安排，对下一步
算机类专业参加省专业综合工 的工作进行布置，要求各专业根据专
作的情况和经验，要求参评的 家意见，对照指标体系，理清思路，突
3 个专业严格对照指标体系，做好总结 出专业建设的优势和特点，做好专业
自评工作，确保今年参加专业综合评 自评工作，高质量完成自评和材料上
估的专业均能顺利通过省教育厅的评 报工作。
估。与会专家根据江苏省普通高等学
（通讯 王生花 摄影 吴疆）

我校女篮荣获2019年江苏省大学生校园篮球联赛（独立院校组）亚军
本报讯：由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
工作委员会主办、历时六天的“2019 年
江苏省大学生校园篮球联赛（独立院
校组）”于 10 月 13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仙林校区）圆满结束，我校
女篮以四胜一负的总成绩获得亚军，
男篮也取得了第七名的优异成绩。
本届省篮球联赛（独立院校组）共
有来自全省 12 所高校参加。比赛分为
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分组循环

赛，校女篮在 A 组以全胜战绩获小
组第一，进入第二轮的四强排位
赛。
我校参赛队伍在与对手的比
赛中，战术执行力强，团队配合好，
勇猛顽强，敢打敢拼，神采飞扬，激
情飞跃，展示了三江学院学子的团
结拼搏、追求卓越的青春风采，赢
得了对手的尊重、观众的欢迎。据悉， 的最高荣誉。
（通讯 王宁 摄影 陈苏阳）
这是目前我校女篮在省级比赛中获得

喜讯——我校青年教师导演的影视作品《初心》获入围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
本报讯：近日，第 14 届塞浦路斯国
际电影节评选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
荼，在来自 95 个不同国家的电影参与
申请作品中，我校韩栋教师导演的影
片《初心》(Original intention)经过层
层甄选，强势入围“最佳导演奖”荣誉
角逐。
韩 栋 老 师 制 作 的 影 片《初 心》
(Original intention) 题 材 独 特 、故 事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龙西路 310 号

感人，从各国推选出来的优秀作品中
脱颖而出，受到塞浦路斯电影节评审
机构的认可，在群雄逐鹿的塞浦路斯
电影节中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得以
成功入围。
据 悉 ，该 比 赛 的 最 终 奖 项 将 于
2019 年 11 月底揭晓。
（通讯 韩栋 巢小莉）
新闻链接：

电话：
（025）52897043

塞浦路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 2006
年，是塞浦路斯整个地区艺术价值最
高且最大的独立电影盛会，它在国际
电影界拥有较高的含金量，也是奥斯
卡电影节的资格赛赛事，往年也有中
国电影在塞浦路斯电影节中获奖，如
2006 年《大东巴的女儿》获得最佳服装
设计奖，2012 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
得最佳摄影奖与最佳美工、服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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