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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治理、协同开放，办一流大学

向着梦想 重新出发

—— 对话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北群

一年接近尾声，
人们变得特别喜 “无知无觉”。
欢回忆。这两天，
一个让很多人莫名
每到年初必立志，每到年终必
其妙的“2017-2019”话题火爆刷屏，
总结，一方面是惯性使然，另一方面
朋友圈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晒图
恐怕也暗含着难言的“时间焦虑”。
大战”
“ 段子比赛”，微博相关话题也
身处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似乎要
斩获将近 4 亿的阅读量。
么处于负荷紧张状态之中，要么追
从 60 后、70 后到 90 后、00 后，不
寻某种被证实的价值或意义。对年
同 的 人 有 着 不 一 样 的“2017龄的焦虑、对现状的恐慌、对成功的
2019”。有人“衣带渐紧终不悔”，有
渴望，总让人觉得时间不够用、自己
人
“年复一年穷秃丑”
，
有人感叹物是
不够好。但人生奔忙，也需要走走
人非、
逝者如斯，
也有人日日精进、
实
停停，看看路边风景，拥抱一下疲惫
现了一些人生“小目标”。无论焦虑
失落的自己。
还是欢快、吐槽抑或自嘲，也不管是
时间，会改变很多人和事，也有
不是某些社交媒体的营销策划，
人们
一些东西经久不变。比如，
对未来的
在分享自我表达和寻求他人共鸣中
憧憬，
对自己的期待。有人曾说，
“人
刷一下存在感、释放一下小情绪，从
不同于动物的一点，
就是人永远高看
中多少咂摸出一些
“仪式感”
的味道。
自己”。所以，
“2017-2019”除了怀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人可以
念和回忆，也在提醒我们，过去的已
让它驻足，也没有人会始终留在原
经过去，休养身心调整步伐，向着梦
地。时间悄然流逝，
忙碌的人们来不
想重新出发。
及细细追念，只能抽点时间发条朋
友 圈 ，为 自 己 做 一 个 阶 段 性 小 结 。
用这样的方式回忆审视自己，思考
过去那段时间做了些什么、错过了
什么，思考自己的生活是怎么度过
的、应该怎么度过，哪怕是朋友圈里
的“回头看”，似乎也好过对一切都

记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国家
“双一流”
建设高校，
学科特色发展已经
走出一条成功发展路径。
“王牌学科”
大
气科学学科如何带动大学的整体发展？
李北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前
身是南京气象学院，成立近 60 年来，
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的部属院校
划归地方，现在是教育部、江苏省、中
国气象局和国家海洋局四方共建的
大学。体制虽有变化，但学校服务国
家战略需要的初心始终未变。
近十年来，南信大大气科学学科
稳居全国第一。今年暑假我们提出
“品牌化”的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
“牌”就是学科品牌。我们正着力打
造“气象+”
“ +信息”的学科品牌，围
绕气象学科向环境、水文、海洋、地
理、生态等相关领域拓展辐射，气象
学科示范引领，多学科支撑跟进，比
如环境学科更关注大气环境领域；管
理学科着力灾害评估领域，设立了全
国唯一的防灾减灾专业。
气象学科对信息学科高度依赖，
我们打造了信息工科特区，融合人工
智能、自动化、电子、计算机、通讯等
领域。作为教育部首批设置人工智
能本科专业的 35 个院校之一，南信
大今年上半年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最
近又获批教育部的工程研究中心。
总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大气
科学学科群为主体并要努力建成世
界一流，以环境生态和信息工科学科
群为两翼并建成国内一流，形成基础
学科群、支撑学科群和一流学科群的
三维学科生态体系。
记者：
“大气科学”如何从中国第
一迈向世界一流？

李北群：对标大气科学世界一流
高校，我们提出要做大气科学“世界
第一”的目标。目前我们主要对标的
是英国雷丁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波尔得分校的大气科学学科。前者
的大气科学、计算机、
数理等学科在同
一个院系，
多学科合作融合，
还将欧洲
气象中心搬到了自己的校园。后者的
大气科学排名国际第一，并且与国家
大气海洋局、国家级观测研究平台等
相互融通。因此，我们推出系列创新
举措，推动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南信大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
广泛而紧密。2007年，
作为省属高校，
学校由中国气象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
签约共建；
教育部、国家海洋局也分别
于 2012 年、2014 年签约共建南信大。
在此基础上，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签
约共建，
在本硕博联合招生培养、师资
配置、
院长聘任等方面都有了体系化的
制度设计。在和国科大共建的基础上，
我们也推动学校相关院系和中科院20
多家科研院所深度交流融合，
建立一对
一的合作关系，目前中科院有近 30
个团队在学校给学生授课，每年联合
培养 300-400 名本科生。
记者：在新时代办学格局下，我
们如何推进产教融合？对标国家战略
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南信大如
何助力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李北群：大学要从“象牙塔”成为
社会的灯塔，必须通过办学体制的创
新，实现大学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
能力的提升，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为此，我们聚焦体制改革，提出“一
院一所、一系一企、一院一校”的共建
新理念。学校二级学院必须和中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李北群

院或社科院的一个所合作，一个专业
必须和自己所在行业领域中最优秀
的一个企业合作，一个学院必须和一
所国际一流大学合作。
学校大力推动与大型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的合作。在气象人工智能、
信息安全、物联网与环境感知等产业
集群领域，南信大与华为、腾讯、商汤
等公司签定合作协议，在基于人工智
能的中国“华为气象云”
“华为气象一
体机”等方面展开合作。
“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华为 ICT 学院”就建在校内；
与中国华云集团正共同致力于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毫米波气象雷达和地
面综合观测系统成果的转化和企业
孵化；航天宏图、太极集团、墨迹天气
等业内最优秀的企业都已引入学校，
推动落地融合。
我们还大力拓展校地共建，与南
京、无锡、徐州等地方政府广泛开展
合作。在无锡太湖打造的全球首个
湖泊中尺度通量网，成为国际合作的
典范，得到教育部认可和表扬。去年
底我们和南京江北新区签约合作建
设“中国气象谷”，通过气象装备企业
的研发、生产和孵化、气象大数据服
务、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等 6 大产业
方向布局“环南信大”知识经济圈。

未 来 5 年 ，气 象 谷 将 打 造 集 教 育 培
训、项目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于
一体的气象服务行业全产业链。
记 者 ：南 信 大 一 直 对 外 拓 展 合
作，也包括打造国际“朋友圈”，国际
化办学的背后，
有什么样的考量？
李北群：学校积极推动与国际组
织的合作，建有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
经合组织的培训中心，已为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 4000 多名环
境、气象、海洋、商业方面的高端人
才，其中很多已经成为所在国国家部
长级的官员，为全球气象和环境生态
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学校对标海外一流大学标准，聘
用近 80 位外籍教授，国际化内涵渗
入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各环节。
其中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佛
罗里达州立大学等多所世界名校共
建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国际联合实验
室，成为国内首批获准立项建设的 3
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之一。
我们也积极推动世界气象组织
和教育部门签订合作协议，选派师生
赴世界气象组织挂职。推动气象学
科的国际专业认证标准。目前国家
大气学科专业的认证指标体系正是
南信大主导制定的。我们也希望通
过世界气象组织把认证标准进行全
球推广，推动专业标准、中国标准走
向世界。我们还积极承接和推进世
界气象组织全球校园建设任务，已经
召开了全球“一带一路”气象教育联
盟的筹备会议，未来会成立“一带一
路”气象教育联盟，在气象领域发出
更响亮的中国声音。
本报记者 沈峥嵘 杨频萍
摄影 邵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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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自贸片区
加入世界自由区组织
本报讯 28 日，中国（江苏）自
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高质量发展
论坛在南京江北新区举行。会上，
江
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宣布正
式加入世界自由区组织。
世界自由区组织（World Free
Zones Organization）是著名的国
际多边自由区组织，
总部位于阿联酋
迪拜。目前拥有来自全球 125 个国
家的 570 名会员，包括自贸园区、出
口加工区、港口、物流企业、自由区协
会和学术研究机构等。
在全国已获批的 18 个省市 52

个自由贸易片区中，
南京自贸片区是
第九个成功加入世界自由区组织的
成员单位。作为世界自由区组织中
拥有投票权的会员单位，
南京自贸片
区可以通过世界自由区组织研讨会
获得世界自由区及自由区企业的支持
服务和教育工具，
并将受邀参加
“世界
自由区组织年度国际展会”
。借助世
界自由区组织这一平台，
南京片区将
与世界知名自由贸易区开展深度业务
合作，
借鉴国际最新、
最先进的自由贸
易区管理经验，
扩大在国际投资、
贸易
等领域的影响力。
（许雯斐）

宿豫开发区整治粉碎扬尘扰民

本报讯 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
进驻江苏期间，
宿迁市宿豫开发区接
到群众反映，
江苏惠然实业粉碎炉渣
加工项目未办理环保审批，擅自生
产，扬尘扰民，对周边造成很大的空
气污染。
接到交办件后，宿迁市宿豫区
委、区政府立即责成区生态环境局
和宿迁高新区管委会对该公司环
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经查，该公
司镍铁合金项目生产正常，未按规
定报批破碎炉渣项目环评文件，料
场地面未硬化，约 80 平方米炉渣露
天 堆 放 ，场 地 积 尘 明 显 ，群 众 反 映

初冬之际，在盱眙天泉湖
畔，连片的红杉呈现鲜艳的色
彩，构成独特的景观画卷。图
为 28 日拍摄的天泉湖景色。
新华社发

情况基本属实。
据调查情况，区生态环境局责
令该公司破碎炉渣项目停止生产，
对料场物料采取遮盖和道路洒水
等抑尘措施，待项目环评文件经批
准后方可投入生产；并对该公司未
按规定报批破碎水淬渣加工项目
和建设大棚项目环评文件擅自建
设的环境违法行为，处以 2.15 万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目前，粉碎炉渣加工环保审批
项目已办理，该公司年产 60 万吨钢
渣（炉 渣）综 合 利 用 项 目 环 评 报 告
通 过 审 批 ，建 成 4000 平 方 米 物 料
大棚并规范物料堆放，完成了场区
道路硬化，配备洒水、喷淋设施，有
效避免了扬尘扰民。
（田墨池 吴 琼）

全省信访系统开展“争创人民满意”活动效果如何 ——

我们多走一步，群众就能少跑很多路
2018 年以来，全省信访系统持
续开展“争创人民满意信访部门、争
当人民满意信访干部”活动，效果如
何？28 日，省政府信访局举行新闻发
布会。

以真心换真情，
讲清法理事理情理
工作实践中，少数信访群众或是
诉求在现有政策内得不到满足，或是
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不理解不接受，
或是问题疑难复杂、涉及多个责任主
体、一时难以化解，
怎么办？

“诉求有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
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
帮扶救助到位，尽最大可能推动化
解。”张慧举了个“法度之外、情理之
中”的案例。去年有一名小伙子工伤
后生活陷入困顿，妻子又与他离婚，
来访时脾气暴躁、言行偏激，辱骂接
访干部，甚至扬言跳楼自杀。
“我们一
方面耐心开导，并联系他比较信任的
基层干部出面与其沟通，另一方面组
织联合会办，确立帮助联系工作岗
位、解决眼前困难、持续心理疏导等
综合化解方案，实现案结事了、事心
双解。
”
“我曾经收到一包喜糖，这包糖
让我吃在嘴里甜在心里！”2014 年的
春天，苏州市信访局办公室主任汪金
勤被安排到乡镇挂职。当地居民张
某因对拆迁安置房源不满意和过高
要求不能满足，多年上访、重复访。
汪金勤几次上门都被拒之门外。白
天没人就晚上上门，晴天不在雨天
去，汪金勤用真心、耐心、诚心，逐渐
打动张某，并借张某女儿结婚的契机
打消其过高要求的想法，最终问题得
到妥善解决，
孩子的婚礼如期举行。
汪金勤感慨，处理诉求要坚守法
律政策底线，决不为解决个人或少数
人的问题而突破法律政策规定；也要
始终坚持把上访群众当家人，把来访
事项当家事，以真心换真情，讲清法
理事理情理。
本报记者 杨 昉

专栏

位因改制和搬迁已不存在，无人为其
申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扬州市信访局接访处
处长张厚诚了解情况后，立即对接市
委组织部等部门，多方沟通协调后，
确定由广陵区相关部门负责为刘大
爷补报 70 周年纪念章事宜。
“我们向
前多走一步，群众就能少跑很多路。”
张厚诚坚持易事快办、急事急办、特
事特办，努力提升一次性化解率和群
众满意度。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泰兴市信
访局白国龙 2008 年因意外事故半身
瘫痪，但他坚持坐在轮椅上接待群
众。今年以来，白国龙已接待来访群
众 528 批，办结 423 批，梳理并发出
预警的 56 件信访事项，
相关单位也处
理到位。经他接待处理的信访事项，
无一例重诉重访。
“给困难群众送去温
暖，
给弱势群体送去阳光，
受再多的委
屈、
吃再多的苦，
都值得！
”白国龙接待
时总是耐心了解诉求，自己能够解释
清楚的，
会一遍一遍地给群众解释清
楚；
解释不了的，
则请教相关人员。

中国新闻

合指导处处长张生回答记者提问时
聊起自己的工作“三件宝”：小黑板、
笔记本和充电宝。小黑板上记载每
周信访人、重要事项，方便上访人查
看自己的问题何时接待、何时会办。
近 30 本笔记本上则记录了张生接待
不能只说“不好办”，
5600 多名信访群众、参与处理 1200
必须告知“怎么办”
多件信访事项的难忘回忆。
省政府信访局新闻发言人介绍，
“来访接待工作要让群众满意，
“双争”活动开展一年多来，信访工作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是根本。”省信访
业绩评定坚持由人民评判、让人民满
局接访处处长张慧介绍，省信访局提
意，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
升硬软件设施，完善制度机制，确保
率、群众满意率均在 98%以上。1 个
接访窗口“脸好看”
“ 事好办”；确立
集体获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 “省市县联动、多部门协作、第三方参
3 名个人获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
与”的联合接访工作制度，方便群众
号。3 个集体、23 名个人被授予新中
只进一个门就能享受一条龙、一站式
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全省安保维稳工
服务；加大办访、督访力度，全力推动
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来访事项得到有效处理。
“不能说‘不好办’，必须告知‘怎
“最多访一次”，
么办’，即使是不予受理的内容，也要
减轻群众“访累”
明确告知其救济途径。”如东县信访
局局长成晓祥在信访岗位工作近 3
“加强和改进初信初访办理，压
年，在全国首创重大矛盾纠纷动态预
实首接首办责任，努力让群众合理诉
警管理机制、在全省首创社区矫正
“队
求‘最多访一次’，减轻群众‘访累’。”
建制、双配置”管理模式。在他看来，
省政府信访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前三
对待来访群众要做到“三个一样”：像
季度，全省网上信访占信访总量的
对待长辈一样尊重；像对待亲戚一样
53.9% ，进 京 越 级 访 人 次 同 比 下 降
“热情”
；
像对待朋友一样
“真心”
。
7.8%，
到非接待场所人员下降 28%。
“三年来，我接了数不清的电话，
96 岁的刘大爷 1949 年 8 月应征
用坏了 5 个充电宝，接听时间最长的
入伍，复员后在扬州一家企业工作直
一次是 2 个小时 46 分钟，最晚的一次
至 1984 年退休。今年 9 月 16 日，刘
是夜里 12 点多钟。”宿迁市信访局综
大爷到扬州市信访局反映原工作单

结婚照能否穿汉服
回 应 还 需“ 补 补 课 ”

近日，厦门一对新人用汉服照登记结婚被拒引发关
注。结婚照能不能穿汉服？网上意见有力挺的，也有反对
的。但对于民政局工作人员给出前后不一致的回应，广大
网友则纷纷“不买账”。随后这对新人更换证件照，办理了
结婚证。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结婚照的着装并未有禁止性规
定，
只是明确证件照要易于识别。面对质疑，
工作人员一会
说是服饰不行，一会说是佩戴发冠不合规，这才是问题所
在。对于有关规定，
工作人员恐怕需要
“补补课”
。
文/颜云霞 图/曹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