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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校友部介绍

遍布全球各行各业的毕业校友一直都是北大国发院最珍贵并且引以为傲的财

富。北大国发院有拥有本科、双学位、硕士（金融方向）、博士、MBA、EMBA

等近两万名优秀校友，遍布各个行业和领域，形成紧密互动的”国发动力”。校

友们活跃在学界、政界、商界等各个领域，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

发展贡献力量。

校友部成立于 2005 年，是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联系的纽带。至今已成

立了十三个地方校友会，一个研究生校友会及七个校友俱乐部，他们积极联系分

布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校友，形成学习、商业和成长的紧密校友平台。校友部和

各分会校友们，秉承终身学习、个人成长和共同发展的目标，传递国发院优良文

化，加强校友之间、学校与校友之间的联系，服务校友，服务学校，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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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校友官微绑定步骤及用途

 绑定校友官微后，可实现的功能：

1. 可实时更新个人信息；

2. 可实时查询国发院其他校友公开信息；

3. 接收“北大国发院校友”官微发布的校友活动通知；

4. 接收“北大国发院校友”官微发布的学院、校友相关的新闻资讯；

5. 使用“校友商业信息互助平台”，发布并共享相关信息（只有绑定校友才可使

用）。

 绑定校友官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中搜索“北大国发院校友”或“nsdalumni”，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该公众号。

第二步：点击“校友家园” ---> “我的信息”

第三步：点击“校友验证”

第四步：选择验证方式：“手机验证”或“邮箱验证”

第五步：填写正确的校友信息，若您选择“手机验证”：

3



1）姓名：2）学号：3）手机号：您在国发院时预留的手机号。

4）点击“获取短信验证码”

5）将收到的 4 位验证码填入“验证码”框，然后点击“提交”。

填写正确的校友信息，若您选择“邮箱验证”：

1）姓名：2）学号：3）邮箱号：您在国发院时预留的邮箱号 4）点击“提交”。

* 若您忘记学号，或您的手机号、邮箱号有更新，请您联系您所在班级的对接老

师，或联系校友部王翔老师（电话 62761911，邮箱 xwang@nsd.pku.edu.cn）

第六步：验证成功，可看到您的个人信息。若信息有误，可点击“更改信息”，

对您的信息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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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校友商业信息互助平台

为了满足校友们在商业合作、职业发展及企业宣传等方面的需求，更贴近国

发院校友群体的需要，校友部自 2018 年末启动了全新的“校友信息互助平台”项

目，致力于为学院校友打造一个集信息传播、资源共享与校友互助为一体的全新

平台。

目的：

 帮助校友快速、高效地对接校友群体内部资源

 扩展校友间的交流维度，增强校友间同圈层社交深度

 进一步激活校友群体，提升国发院校友的凝聚力

使用端口：

关注“北大国发院校友”官微，进行校友官微绑定，即可在您的微信端使用。

作用及能够实现的功能：

校友信息互助平台基于“北大国发院校友”官微与国发院校友数据库，校友们仅

需关注校友官微并进行绑定，便可通过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并浏览他人发布

的信息，真正意义上实现商业及职业发展等资源的共享。目前可发布的信息包括：

1. 商业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合作、企业融资等

2. 求贤：即企业招聘

3. 求职：个人寻求工作机会或职业发展新突破

4. 论坛活动：面向校友群体开放相关活动，邀请校友报名

5. 校友企业展示：面向校友群体展示企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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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交的信息一经后台管理员审核，便可在前台微信端发布，直达校友大家庭的

每位成员。

免责声明：

本平台所提供的信息由北大国发院校友自主投稿、编辑、整理上传，本平台仅为

信息交流平台，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之用，本平台不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

及时性和完整性负责。本平台不以任何方式就任何信息的传递或传送的失误、不

准确、错误对用户或任何其他人士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针对北大国发院校

友或其他任何人士就使用或未能使用本平台所提供的信息所导致的任何直接、间

接损失，本平台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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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大新版校友卡（电子&实体卡）办理操作流程

第②步：绑定校友数据库（官微直接回复【绑定】，“院系”请务必选择“国发院”）。  

第③步：申请校友卡（在官微直接回复【申请校友卡】）。

注意：经双校友需填写国发院和相关专业才能进入审核，否则国发院校友部无法收到申请。

第④步: 国发院校友请如实填写注册信息。该审核工作由北大校友会老师统一执

行，请务必先填写真实信息。

第⑤步: 审核通过后，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收到注册成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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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⑧步: 校友卡审核通过完成后，通过微信公众号收到审核通知，请点击该通知

领取电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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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⑨步: 【校友卡办理完成，领取新版校友卡。】领取校友卡放入微信卡包，可

在微信【我】中找到【卡包】看到电子校友卡。校友卡申请审核通过后，实体

版校友卡与电子版校友卡自动生成。您可以通过校友自取、快递到付或免费挂

号信邮寄等方式获取实体版校友卡。实体卡首张办理免费，补办费用为50元/

张。

校友卡申请完成

电子校友卡与实体卡使用权限基本一致，未来电子校友卡会开通食堂消费等新权

限，更多功能敬请期待。

如有问题请联系：（北大校友会） 010-62758419 010-62750901

（国发院校友部）崔潇予老师 010-6275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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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校友学习

国发院系列讲座/论坛

整合利用国发院全院最顶尖、最全面的资源，校友部为广大校友提供广泛的学习

交流机会，国发院全年上百场活动均有向校友开放席位，为校友们交流学习提供

一个更大的平台。

校友基金大讲堂

在“校友基金”的大力支持下，校友部为校友们专属打造了学习类系列讲座，集

合大师智慧，聚焦热点话题，成为国发院校友学习中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校友知行”课堂

聚合校友中的行业精英，为全体校友搭建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邀请校友作为

分享嘉宾，真正让校友走近校友，持续为校友们创造学习机会。成为真正接地气、

实战类型的学习类活动。

校友企业课堂&游学课堂

校友部除了为校友提供学习书本中知识的课堂，更重视课堂之外的现实世界，理

论结合实际，帮助校友精进商业能力、提高内在修养和理念。为校友定制了企业

实地访学及游学课堂，成为校友学习中最受欢迎和追捧的项目。

校友二代课堂

校友部多维度了解校友需求，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不断进步，子女教育日趋成

为校友们最关心的话题。校友部不断创新，为校友子女量身定制了系列启智课程，

助力校友子女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也成为了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最喜爱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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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朗润学堂

朗润学堂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发起建立的在线知

识共享平台。其发布的形式是以短视频为主，辅之以文字、长视频、在线直播等，

学习者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免费观看到录播或直播的北大国发院课程、讲座、论

坛等。

朗润学堂是北大国发院在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和方式方法创新上的一个尝试。

希望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传播，拓展教学时空，

增强教学吸引力和师生互动程度，并且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的受益面。

全国最优质的经管课程邂逅碎片化、富媒体的网络课堂，将让人人可学、处

处可学、时时可学的终身教育梦想得以实现。可以说，朗润学堂既是国发院面向

未来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国发院责无旁贷的重要社会使命。

使用方式：

手机端：进入国发院微信公众号(nsd-pku)，点击菜单栏中的“朗润学堂”

PC 端：进入国发院网站 www.nsd.pku.edu.cn，然后点击“朗润学堂”

手机或 PC 端浏览器：直接输入 https://langrun.nsd.pku.edu.cn angru

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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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各地方校友会负责人及联系信息
注：根据首字母拼音排列，排序不分先后

东北校友会

会长：李英健（E08）

秘书长：于颖（E04），微信：a37980541

东北校友会黑龙江分会

会长：崔钟雷（E04）

东北校友会吉林分会

会长：刘波（E10）

东北校友会辽宁分会

秘书长：张伍新（研究生 2004）

河南校友会

秘书长：李睿（E12），微信：tianyuanju00

湖南校友会

会长：吴敏文（E06）

秘书长：罗浩宁（E10），微信：wxid_h0lv68idy6fa22

华南校友会

会长：蓝宁（E00）

秘书长：肖斯琦（PT17），微信：happyAX

华南校友会深圳分会

会长：吕菊（双学位 2005）

华南校友会广州分会

会长：祁建明（E06）

华南校友会海南分会

会长：杜龙（E00）

华南校友会惠州分会

会长：沈钧（E00）

加拿大校友会

会长：蓝宁（E00）

秘书长：张亚光（PT10），微信：yaguanglawrence

华南校友会香港分会

会长：黎民茵（E07），微信号v13911473191



江苏校友会

会长：陈永（E08）

秘书长：胡卉青（E12），微信：fan840306

苏州校友分会

会长：吴成林（E13）

山东校友会

会长：张帆（E08）

秘书长：杨帆（E08），微信：yangfanzh

上海校友会

会长：徐旭东（E13）

秘书长：吴成元（E02），微信：look_the_earth

四川校友会

会长：马跃（E06）

秘书长：李丹（FT10），微信：F09251003

台湾校友会

会长：徐涛（E00）

秘书长：陈姿妤（E11），微信：a18600527299

天津校友会

会长：李欣慰（PT10）

秘书长：李欣（PT09），微信：sylviaxin

西北校友会

会长：王慧英（E06）

秘书长：张泽轩（E06），微信：LaoXuan_Zhang

秘书长：张燕（E14），微信：Yan11666296

西北校友会甘肃分会

会长：袁国术（E08）

西北校友会内蒙古分会

会长：周建辉（E08）

西北校友会宁夏分会

会长：刘煜（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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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校友会青藏分会

会长：杨立东（E00）

西北校友会山西分会

会长：韩若冰（E07）

西北校友会陕西分会

会长：张云锋（E10）

西北校友会新疆分会

会长：周小红（E03）

重庆校友会

会长：岳龙强（E13）

秘书长：涂宇果（E13），微信：yuguotu

研究生校友会

会长：曹雄飞（98 研究生）

秘书长：王雁杰（05 研究生），微信：wangyanjie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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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各俱乐部负责人及联系信息
注：根据首字母拼音排列，排序不分先后

高尔夫俱乐部

会长：杨骅（E02）

秘书长：赵晓俠（E02），微信：chinanet_cowboy

篮球俱乐部

会长：李洋（E12）

秘书长：吕罡（E17），微信：a28530454

副秘书长：魏思宇（E17）

副秘书长：王楠（PT16）

跑团

跑团团长：胡光书（E15）

副团长：吴凡（PT16）

秘书长：李煌 （F01），微信：hli_1998

网球俱乐部

会长：李瀛（E02）

秘书长：杨菁（E13），微信：Yangjing7574

朗润艺苑

会长：傅珊珊（E05）

秘书长：刘新（E08），微信：BOSS9789998

羽毛球俱乐部

会长：姚智宇（E17）

秘书长：解元（PT16），微信：marvinxy

足球俱乐部

EMBA 队队长：叶明（E11），微信：yeming635301

EMBA 队队长：刘昊宇（E07），微信：bj2sandiego
MBA 队队长：夏文朝（PT16），微信：336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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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校友部老师对接及联络表

程军慧老师
校友部主任、校友基金理事会秘书长

联系方式：8610-62754886/微信 pkuchengcheng

邮箱地址：bettycheng@nsd.pku.edu.cn

（暂管）对接班级：

EMBA：E04、E08、E12、E16；

MBA：P04、P08、P12、P16；F04、F08、F12、F16；

（暂管）对接校友会：河南校友会；东北校友会；

（暂管）对接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

（暂管）硕博各级校友；金融班校友；

对接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跑团

施静老师

校友捐赠、校友公益、校友基金理事会副秘书长

联系方式：8610-62754886 / 微信 shijing-0116

邮箱地址：shijing@nsd.pku.edu.cn

对接班级：

EMBA：E00、E01、E05、E09、E13、E17;

MBA：P98、P99、P00、P01、P05、P09、P13、P17；F98、F99、F00、F01、F05、F09、

F13、F17

对接校友会：上海校友会、华南校友会、加拿大校友会、山东校友会

对接俱乐部：篮球俱乐部、朗润艺苑

王翔老师

联系方式：8610-62761911 / 微信 hollyto

邮箱地址：xwang@nsd.pku.edu

对接班级：

EMBA：E03、E07、E11、E15;

MBA： P03、P07、P11、P15，F03、F07、F11、F15

对接校友会：西北校友会、天津校友会、江苏校友会

对接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滑雪俱乐部

mailto:bettycheng@nsd.pku.edu.cn
mailto:shijing@nsd.pku.edu.cn


崔潇予老师

联系方式：8610-62754612 / 微信 Hopexxxy

邮箱地址：xycui@nsd.pku.edu.cn

对接班级：

EMBA：E02、E06、E10、E14；

MBA：P02、P06、P10、P14；F02、F06、F10、F14；

对接校友会：四川校友会、湖南校友会、台湾校友会；重庆校友会（筹）

对接俱乐部：网球俱乐部

蒋宪老师

联系方式：8610-62761911/ 微信  787250562

对接班级：

经双 98-18 届及海外校友群

校友部邮箱：alumni@nsd.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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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官方全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商学院项目的全称为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商学院，简称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 
 我院官网为 h p://nsd.pku.edu.cn/，官方微博名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商学院的

官网为 www.bimba.pku.edu.cn，官方微博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我院唯一官方微信名称为北大国发院（nsd-pku）。任何组织机构或者班级未经许可不得擅

自使用或者改用我院官方名称及官方传播渠道名称。 
 

北大国发院及旗下 BiMBA 商学院的标识是我院的宝贵资产。请遵循本文规定的管理规定，这是

对我们自己权利和品牌识别度的保护。  
您一旦使用我院标识，即表示承认我们是该标识的唯一拥有者，承诺您不会妨害我们在标识方

面的权利，包括挑战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对该标识的使用、注册或注册申请，并且不会损害、滥用

任何我院标识或使其名声受损。  
因使用北大国发院标识的任何部分而获得的商誉必须完全符合我院的利益并只属于我们。除了

下文规定所明确允许的有限使用权外，我院不以其他方式授予任何其他权利。如果您对这些准则有

任何疑问，请与北大国发院公关部联系。 

授权使用 

北大国发院谨慎限制对我院所有标识的使用。除非事先获得我院公关部的授权，否则任何其他

公司、实体或者班级及学院俱乐部等都不得使用我们的商标。要获得我院标识的使用许可，请相关

部门与我院公关部联系。 
对于我院拥有的各项标识，例如项目的名称或项目 LOGO 使用，第三方如需使用我院标识或者

LOGO 的部分形象或者进行相应的修改，需提前 30 日报备给国发院公关部审核，公关部审核通过后

方可使用。 

未经授权的使用 

未经授权使用我院标识会损害我院的标识和品牌。  
1. 对于国发院各项目的标识及名称不得将其整体或一部分作为某个公司名称、产品名、产品

或服务名称或这些名称的一部分进行使用或注册。 
2. 不得因任何目的对我院项目标识随意进行更改、创造出任何变体、进行音译或缩写。如有

相关需求，需要提前 10 个工作日报备给国发院公关部进行审核。 
3. 应正确使用我院的各项标识。如果您对如何正确有任何疑问，请查看《北大国发院品牌视

觉识别系统》。 
4. 我们的商标只能单独使用，不得将其与任何其他公司的名称或商标结合。 
5. 商业外观：不得模仿我院项目名称、LOGO、图形标准或网站设计。 

被许可方的正确用法： 

如果您是需要使用北大国发院的项目名称及其标识，请查阅《北大国发院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并遵循其中的各项使用准则。 
附件：《北大国发院品牌视觉识别系统》 

附录一  北大国发院标识使用及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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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承泽园新校区中，将为国发院18000余名校友搭建一座“润泽心桥”，它是国发院每个人心

中的桥，连接着您和学院、您和老师、您和您的同学、以及您和您自己，它将使大家真正触摸到

北大国发院这个家。

您可以向国发院校友基金捐赠1200元认捐一块砖，或者为暂时无法联系到的校友代捐，与

国发院校友们一起架设这座“心桥”！认捐后您可以将您的姓名、班级或学号镌刻在砖上，使您

和国发院永恒地连接在一起！

当有一天您重返校园，触摸到您留在这里的印记，将会感受到那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美好。

希望能在“润泽心桥”看到您，拥抱您，欢迎您。欢迎全球校友回家！

附 录 二    润 泽 心 桥 捐 赠 说 明

参与方式：

每块砖的认捐额度为1200元，认捐数量不设

上限（您可以为暂时无法联系到的校友代捐）。

认捐后您的学号、姓名和班级将永久的镌

刻在这块砖上，成为全球校友和国发院永恒的

连接！

基金使用：

您的每一笔认捐款，都将进入北京大

学教育基金会“北大国发院校友基金”，

用于设立国家发展研究院奖助学金、支持

在校生和校友的发展与各项活动、改善教

学科研环境、以及院系建设发展。

捐赠方式：

个人捐赠：个人账户可扫码微信支付（单笔3000元以上，请联系国发

院校友部老师）

企业捐赠：如以企业账户捐赠，请您联系国发院校友部老师，将详细

解答并签订相关协议。

联系我们：

王翔老师  010-62761911                     施静老师  010-6275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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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王翔老师  010-62761911                     施静老师  010-62754886

项目说明：

附 录 三   承泽园报告厅“一心一椅”

捐赠方式：

联系我们：

王翔老师，010-62761911                     施静老师，010-62754886

北大国发院承泽园新校区将为全院师生们提供更好的教学科研环境，设有多功能报告厅一间，是

举办国内国际重要会议、论坛、讲座的重要场所，可容纳 316名听众，现报告厅座椅接受校友及社会

各界人士认捐。捐资者的名称可镌刻于座椅靠背，作为永久纪念，它不仅是国发院校友对母校情谊的

寄托，也将为捐赠人及其亲友、机构、组织在北大课堂里留下一个永久的“座位”！听大师，学大

势！找寻属于你的“一心一椅”！

1.海内外各界朋友、校友均可以自愿参与认捐；

2.每把座椅捐资额为人民币5000元，认捐数量不限；

3.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收到认捐款后，将根据认捐者要求出具正式捐

赠收据，将按照认捐的先后顺序予以安排座位；

4.为表彰捐赠人的善举，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将向所有捐赠人颁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赠证书》；

5.报告厅全部316把座椅认捐完毕则本活动自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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