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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大  学  文  件 
 

校发〔2017〕73号 

━━━━━━━━━━━━━━━━━━━━━━━ 
 

关于做好 120 周年校庆筹备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2018 年是北京大学建校 120 周年。120 周年校庆不仅是

对 120 年来、尤其是百年校庆以来发展成果经验的总结和回

顾，更是细化落实综合改革、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

形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北大模式的重要时间节点。120

周年校庆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深化改革、依法治校，实现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

作的新发展、新跨越，乃至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 

校庆不是短时间的庆祝活动，而是凝心聚力、促进发展的

过程，更是为了总结经验、鉴往知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120 周年校庆须再开风气之先，要提前筹划、注重实效，办成

有全球化的视野和影响力、扎根中国、有北大特色的校庆。2015

年学校正式成立 12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

会”）以来，厉行节约，创新突破，陆续开展了一部分活动和

项目（见附件 1）。2017 年至 2018 年，学校将从成就、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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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个维度继续开展校庆工作，以庆促建，加强全校资源统

筹协调，创新工作思路机制，推动内涵发展。学校希望全校各

单位高度重视、积极投入到筹备校庆工作中来，并结合本单位

工作重点和特点，组织策划校庆相关活动和项目；要激发师生

校友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和释放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

师生校友办好校庆。为协调好学校、院系层面的校庆活动和项

目，现通知如下：  

1.各单位要成立本单位 120 周年校庆筹备组,明确负责领

导与工作联系人，报筹委会备案。（见附件 2） 

2.各单位要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校庆组织有关活动或项

目，形式可包括但不限于：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校园文化

活动、校友活动等，鼓励创新形式和内容，立意高远、有开创

性、注重内涵，重在以校庆为契机推动当前工作再上新台阶;

厉行节约，避免片面追求形式和数量上的大、多、全。为做好

2017-2018 年重要活动和项目的统筹和协调，请各单位将拟定

的重要项目和重要出版计划报筹委会备案。（见附件 3） 

3.各单位要以校庆为契机，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发掘校友

和社会资源，充分调动校友积极性，加大校友工作和筹资工作

力度，增强多渠道筹资能力，争取校友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为

实现各项改革发展目标争取稳定有力的支持。 

4.各单位要积极支持和协助筹委会及其秘书处的工作，并

将各项筹备工作进展、新闻、图片以及视频资料等及时报筹委

会。 

5.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31 号文件精神及互联网建设和管

理有关规定，充分发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在服务师生、讲好

北大故事、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方面的积极作用，共同构

建良好的网络传播秩序，请各单位认真统计本单位及所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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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团体等的所有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的基本信息，报至党委

宣传部（见附件 4）。 

 

12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电话：62750628 62750917 

邮箱：pku120@pku.edu.cn  pku2018@pku.edu.cn 

 

附件： 

1. 120 周年校庆目前重要项目汇总表 

2. 各单位 120周年校庆筹备组备案表（请登录校内门户，

点击超链接填写表单，并于 4 月 16 日前在线提交） 

3. 各单位 120 周年校庆重要项目备案表（请登录校内门

户，点击超链接填写表单，并于 4 月 20 日前在线提交） 

4. 各单位主办微信公众号、微博登记表（请在校内门户

下载，将填好的登记表于 4月 15日前发至党委宣传部邮箱

1506589370@pku.edu.cn，联系人：曹老师 62758508）                                   

 

 

 北  京  大  学 

2017 年 4 月 5日 

 

 

 

 

 

 

mailto:pku120@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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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20 周年校庆重要项目汇总表 
（信息收集截至 2017年 3月 30日） 

活动类 

时间、地点 名  称 校内牵头单位 

2017年 2月 22日 

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 
人文纪录片《与北大同行》开机仪式 党委宣传部、筹委会秘书处 

2017年 4月 26日—5月 20日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蔡元培与北大”专题展览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7年 4月 28日—5月 4日 

信阳、石家庄、北京 
100871跑团接力跑 校友工作办公室 

2017年 5月 4日 

校内 
119周年校友返校日“家·年华”系列活动 校友工作办公室 

2017年 5月 4日 

英杰交流中心 
119周年校庆交流会 教育基金会 

2017年 5月 4日晚 

邱德拔体育馆 
120周年校庆年启动仪式 筹委会 

2017年 5月 4日—2018年 5月 4日 

国内外 
全球北大人马拉松 校友工作办公室 

2017年 5月 8日 

郑州 
“新诗百年”诗歌朗诵会河南演出 

中国诗歌研究院、 

校友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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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 名  称 校内牵头单位 

2017年—2018年 

地点待定 
《未名科普》系列活动 科学研究部、团委 

2017年—2018年 

地点待定 
“中国美声 世界之旅”巡回演出 歌剧研究院 

2017年 10月第三个周末 

地点待定 
第 14届国际文化节 国际合作部 

2017年 11月 1日 

地点待定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 80周年纪念活动 

西南联大校友会 

校友工作办公室 

2017年 11月 

地点待定 
研究生教育 100周年纪念活动 研究生院 

2018年 4月 15日—19日 

邱德拔体育馆 
第 42届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18年 4月—5月 

地点待定 
北京大学近 20年发展成就展及百年校史展 档案馆校史馆、党委宣传部 

2018年 4月—5月 

西藏 
师生校友共同攀登珠峰活动 

团委、校友工作办公室、体育

教研部 

2018年 4月—5月 

地点待定 
自然科学领域成果展示和前沿学术会议 科学研究部 

2018年 5月 4日上午 

地点待定 
120周年校庆纪念大会 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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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 名  称 校内牵头单位 

2018年 5月 4日下午-5月 5日 

地点待定 
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 国际合作部 

2018年 5月 4日下午-5月 5日 

地点待定 
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2018校长年会 国际合作部 

2018年 5月 4日晚上 

地点待定 
120周年校庆纪念晚会 

团委、国际合作部、筹委会秘

书处等 

2018年 5月 27日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成立 25周年纪念活动 考古文博学院 

2018年 8月 

地点待定 
第 24届世界哲学大会 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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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类 

名  称 校内牵头单位 

总结医学发展成就 医学部 

总结自然科学发展成就 科学研究部 

总结本科教学改革成果 教务部 

百廿华诞筹款项目 教育基金会 

品质校园建设 校园规划委员会 

人文纪录片《与北大同行》 党委宣传部、筹委会秘书处 

120周年校庆预热片 筹委会秘书处、工会 

《北大画册》 党委宣传部 

《精神的魅力》 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 人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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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校内牵头单位 

《中国新诗百年书系》 中国诗歌研究院 

《“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 外国语学院 

《北大文化丛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口述史研究 国际合作部、校友工作办公室、学生工作部 

校史文物征集 档案馆校史馆 

校庆纪念邮票、邮折与邮册 筹委会 

“光阴与眷恋”——老照片里的北大故事 筹委会秘书处、校友工作办公室 

“我与北大的故事”征集 筹委会秘书处 

“世界之眼看北大”采访 筹委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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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单位 120 周年校庆筹备组备案表 

 

单位名称：               

 姓  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微信号 

负责领导      
 

工作联系人      
 

工作联系人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此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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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此表单 

 
各单位 120 周年校庆重要项目备案表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中文： 

英文： 

项目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微信号 

      

项目类别： 

（可多选） 

□学术项目  □课程项目  □学生活动  □文艺活动  □体育活动   

□校友项目  □涉外项目  □出版物（出版社：               ） 

□创新创业  □筹资项目  □基建项目  □大型会议或活动（200 人以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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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 
□院系内  □校内 □北京市 □其他省市  □港澳台  □其他国家和地区 

如已确定地点，请注明：                           

项目方案（包括背景、意义、目标、具体内容、人员、资金来源等） 

中文描述： 

 

 

 

 

 

 

英文描述： 
 

 

 

时间安排（请注明项目的预期启动时间、项目周期及完成时间） 

 

成果预期（包括项目成果及宣传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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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北京大学各单位主办微信公众号、微博登记表 

（一）微信公众号基本信息统计表 

序

号 

单位或研究机构、

团体 

公众号 

名称 

开通 

时间 

是否以学

校名义认

证 

订阅人数 
周发

文数 

内容编辑负责人姓名

及联系电话 

内容审核负责人姓名及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请各单位统计本单位及所属研究机构、团体等所有微信公众号的基本信息。本表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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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微博基本信息统计表 

序

号 

单位或研究机构、

团体 
微博名称 开通时间 是否认证 粉丝量 

周发

文数 

内容编辑负责人姓名

及联系电话 

内容审核负责人姓名及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请各单位统计本单位及所属研究机构、团体等所有微信公众号的基本信息。本表可根据需要增加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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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发送：全校各单位、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5日发  

          （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