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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江苏品牌大会在宁召开

5月10日,由省品牌学会主办，江苏城市广

电协作联盟、省苏商发展促进会协办的“2021

江苏品牌大会 ⋅长江品牌年度高峰论坛暨江苏省

品牌学会成立10周年庆典”在南京举行。

省政府原副省长吴瑞林、徐鸣，老将军黄培

义、柴宇球和来自各地专家、学者、品牌企业家

代表数百人出席了大会。大会还得到了长三角创

意经济合作专委会和长三角品牌展示交流服务中

心的大力支持。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致敬百年，创新未

来”。本次论坛邀请到知名品牌专家探讨品牌建

设大计，围绕在“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中，品牌与高质量发展关系、“引领品牌时

代 ⋅赋能乡村振兴”等展开讨论。还举行了一系

列授牌仪式，为江苏品牌的高质量发展、创新发

展赋能，为江苏品牌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赋能。

中宣部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谢华平主任作

《引领品牌时代，赋能乡村振兴》主旨演讲，立

足全局，从做好品牌布局谋篇、坚持系统思维、

挖掘文化内涵、培育产业生态、健全品牌市场体

系、拓展传播维度、加强制度保障等六个方面为

乡村产业的品牌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顾炜宇，中国旅游协会智慧旅游分会副秘书

长、第一财经乡村振兴事业部执行总经理向红，

南京农业大学电子商务与品牌研究中心主任周曙

东教授，南京雨花台区农业局原局长钱扬才，省

品牌学会长三角品牌融合中心执行主任胡宗凯，

苏农黄健集团董事长黄健等嘉宾参加了高峰论坛

对话，就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五大振兴方向

进行了政策解读，并围绕乡村振兴中的经验和遇

到的问题进行研讨和分享。

会上举行了《长江品牌说》品牌故事全媒体

矩阵发布。长江品牌学院执行院长、南师大互联

网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洪海江，省品牌学会副秘书

长、孔雀城南京分公司品牌总经理郑冉主持了发

布，并主持主题为《致敬百年，创新未来》的高

峰对话环节，每个品牌代表都讲述了自己的品牌

故事。省品牌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商学院成志

明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子龙教授，省品牌

学会会长助理、品牌专家杨言乐等的精彩点评，

给与会的品牌企业家们带来了新的思考。

作为省品牌学会年度重点工作的《长三角知

名品牌》《江苏省著名品牌》《江苏省行业名牌》

社会团体标准制定也在大会上举行了启动仪式。

（省品牌学会）

省现代金融学会开展

“拒绝跨境赌博”宣传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

神，大力推进“拒绝跨境赌博”社会宣传教育进

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工厂、进校园，切实

营造全社会拒赌反赌的浓厚氛围，5月 11日，

省现代金融学会联合徐州市现代金融学会组成宣

传小组，配合徐州市人民银行、徐州市公安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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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铜山区棠张镇开展“拒绝跨境赌博”主题宣

传活动。宣传人员身披绶带，向广大群众发放

《金融业务安全知识》《反诈业务知识》《警惕诈

骗陷阱 保护财产安全》 等宣传资料 1000余

份，接受客户咨询500余人次。在现场详细讲

解电信诈骗的主要特征、惯用手法和防范措

施，零距离与群众互动，在宣传的同时，引导

广大群众不断提升拒赌反赌意识和能力。本次

主题宣传活动，提升了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省现代金融学会）

省外国文学学会举办

第二届云端系列学术讲座

5月15日，省外国文学学会组织省内著名

专家学者，面向西藏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内蒙

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师生，举办了专场云端

系列学术讲座。这是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第二

次与西部高校进行外国文学学术交流活动。讲

座通过腾讯会议、网络直播及西部高校的线下

会场同步进行。

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杨金才教授代表学会致辞，介绍了举办本次

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并对参与本次公益讲座的

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来自省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7位专家学者

分上、下半场进行公益讲座。南师大文学院汪

介之教授、南大外国语学院刘成富教授、江苏

科技大学吾文泉教授、南京邮电大学王玉括教

授、南大外国语学院陈兵教授、江苏理工学院

王维倩教授、南师大外国语学院杨靖教授分别

作了题为 《外国文学经典研究与话语体系建

设》《文学镜像中的文化冲突》《英国文学的圈

地叙事》《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哈格

德、男子气概与林纾的翻译》《科马克 ⋅麦卡锡

的后启示录书写》《富兰克林在 1748——兼论

文史的畛域与融通》的讲座,学会常务副会长姚

君伟教授、学会秘书长吕洪灵教授分别主持了

上、下半场的讲座，并在专家发言后进行了精

彩点评。

(省外国文学学会)

省翻译协会举办学术研讨会

5月21日至23日，由省翻译协会主办，江

苏师大承办的2021年省翻译协会年会暨新文科

背景下的翻译研究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在徐

州举行。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业界的

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开幕式上，江苏师大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广登，省翻译协会名誉会

长许钧、省社科联学会部负责人分别致辞。

许钧在致辞中表示，江苏的翻译研究在全

国具有重要的地位，翻译研究和翻译成果对整

个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翻译工作必须坚持对传统的传承，实现理

论创新。不论是跨学科的交流还是学科内的沟

通都要树立一种开放的心态，思想碰撞、兼容

并包。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翻译学者更需要

关心国家最根本的战略需求，翻译同仁要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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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需求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广西师大谢世坚教授、扬州大学俞洪亮教

授、南京师大张杰教授和南理工赵雪琴教授分

别就“翻译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MTI专

业学位教育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及其发展路

径”“超越与使命：文学翻译引领时代发展”

“新文科背景下翻译跨学科研究”等进行大会主

旨发言。同济大学吴赟教授、江苏师大张蓊荟

副教授、南京师大许多副教授、苏州大学孟祥

春副教授分别就“中国文化的视觉翻译：概

念、策略与应用”“基于语料库的优秀汉英交传

译员的转换操作研究”“罗慕士的文化立场与跨

语际言说特质”“翻译动理学构建与阐释”作主

题报告。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外翻译理论与翻译多

维研究、文学与文化翻译与接受研究、翻译人

才培养与服务国家战略研究等主题进行小组讨

论。

刘成富会长在闭幕式上对研讨会进行总

结，向与会代表以及参与此次会议服务的工作

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我国翻译学研究和

翻译学科建设未来发展表达了美好愿景。

(省翻译协会)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讨会

在镇江举行

5月26日，“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新时

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镇江召

开。会议由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镇江市历史文

化名城研究会、扬子晚报社联合主办。

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荣誉顾问、原南京军区

副政委兰保景，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荣誉顾问、

省政协原副主席沙人麟出席会议。省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省政协原副主席陈宝田出席会议

并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讲话。镇江市副市长胡

宗元、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荣誉会长钱

永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分两阶段进行，分

别由《扬子晚报》总编辑王文坚、省炎黄文化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杰主持。

陈宝田在讲话中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

市时代特色风貌，是城市更新的题中应有之

义。这次研讨会收获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在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开始之年做出的成绩，也是进

一步深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的新起点。要

切实增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使命责任意

识，认真遵循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目标导向，

着力加强社团组织的智库功能建设，努力打造

充满活力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互鉴平台。陈宝田

强调，组织开展这次专题研讨活动，是我们在

党的百年华诞和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之

年，以做出更多更好的新成绩迎接建党100周

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贯彻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决策部署的一个重要举措。

会上钱永波、张鑑、朱光亚、童本勤、杨

涛、范朝礼、高福民、黄鹤群、金志庚、王玉

国等10位同志作的学术报告和提交会议的60篇

论文，提出了许多有助于正确处理城市更新与

文化传承关系的思路和办法；会议发出的“镇

江倡议”，提出了共同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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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美好文化名城贡献力量的建议；会议表彰了

“根和魂——新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

研讨会优秀论文，向优秀论文作者颁发荣誉证

书。

（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省国际金融学会举办

金融服务产业系列大讲堂

6月3日，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省国际金

融学会共同举办“服务产业 对话金融”系列大

讲堂之“同‘芯’共赢”专题活动，省银保监

局、省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代表，以及中国银

行苏州分行、宁波市分行、江苏省分行代表参

会。活动分专家演讲和金融服务方案分享两个环

节。

专家演讲环节，东南大学国家专用集成电路

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授、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凌明就集成电路行业的产业政策、发展情

况及展望等方面作报告，对集成电路产业的生态

与分工、国内外发展情况、战略性产品、技术创

新链与产业投资，以及面临的机遇、困难和挑战

等进行了详细介绍。

金融服务方案分享环节，中银国际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俞露，中国

银行江苏省分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蒯海涛分别

就集成电路上市公司观察及资本运作、中银集成

电路综合金融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分享交流。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

性和先导性产业。芯片“卡脖子”问题也是近期

大家关注的焦点。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持续

加大对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方向的支持力度，随

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产业的发

展推动，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将走上一轮自力更

生为主的投资景气期。本次活动，旨在为科研、

生产、金融之间搭建连接的“桥梁”，发挥学会

智库功能，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区域

金融服务水平，同“芯”共赢，共创辉煌！

(省国际金融学会)

省逻辑学会召开

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

6月5日至6日，“纪念江苏省逻辑学会成立

4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

区召开。本次大会由省逻辑学会和南大哲学系主

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

本次大会学术研讨主题为“逻辑学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期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同时交流会员关于逻辑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最新成

果，并颁发第五届江苏省逻辑与思维科学优秀成

果奖。

省逻辑学会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南

大逻辑所所长张建军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

幕辞，南大哲学系主任王恒教授和省社科联学会

部的同志分别致辞。

王恒教授回顾了自江苏省逻辑学会在南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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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以来，南大哲学系及逻辑学科与学会风雨同

舟、休戚与共的发展历程，对莫绍揆、李廉、

李志才、郁慕镛先生等已故前辈表达深切缅

怀，对江苏逻辑事业的长足发展给予高度赞

誉，并特别强调了学会跨学科建设所提供的宝

贵经验。

张建军会长全面回顾了学会40年波澜壮阔

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着重回顾了近年来省逻

辑学会主办的“逻辑应用系列论坛”取得良好

成效和广泛影响。他认为，江苏逻辑事业发展

的经验彰显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真

谛，逻辑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大家在

基础逻辑、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以及逻辑教

育、普及等多层面的扎实工作。他还特别强调

了江苏省逻辑学会在推动国民教育体系中逻辑

教育发展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各市级

逻辑学会建设的历史贡献。

根据论文选题和议程设置，会议安排了1场

大会主题报告和4场大会学术报告。东南大学陈

爱华教授、南京大学陈新仁教授、盐城市逻辑

学会裴彦贵教授、苏州大学杨渝玲教授分别作

题为“论逻辑悖论与伦理悖论的异同”“元语用

否定说略”“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逻辑学的

几点思考”“波普尔的情境逻辑：经济学的一种

解释进路”的大会主题报告。

省逻辑学会百余名老中青代表参加了此次

会议。大会印发了收入 57篇论文的《论文选

集》，以及反映省逻辑学会40年发展全程的《资

料汇编》。

（省逻辑学会）

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举行庆祝建党100周年座谈会

6月16日，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

究会庆祝建党100周年座谈会在宁举行。会长

杨新力主持座谈会。

新四军老战士 95岁的原 28军副政委李剑

锋、96岁的南京市卫生局原副局长丁位西、94

岁的原海军军医学校训练部部长朱达应，82岁

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烈士之子、原海军

指挥学院教授袁振威，82岁的新四军副参谋长

周子昆烈士之女、原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医师

周民等出席会议并畅谈自己的感想体会。此

外，郑竹波、王敬群、陈瑛等3位革命前辈委托

各自的后代代表宣读了发言。

杨新力传达了6月7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对省

新研会和广大老战士的批示。他指出，在欢庆

建党百年之际，娄书记作出批示具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我们倍受关爱和支持。我们一定要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更加深入地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认清“铁军精神”在江

苏的特殊地位和极高价值；深化对新四军史料

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解释，讲好党的奋斗故事、

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让“铁军精神”在江苏大

地薪火相传，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建设“强富美

高”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不懈奋斗。

（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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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

召开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

6月16日，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第十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学会原会长吴镕、黄

玉生，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省社科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周瑞峰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来自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的专家学者和会员代

表参加会议。

吴镕、黄玉生两位老会长先后发表讲话，

祝贺新一届理事会及其领导班子,勉励学会专家

学者保持“求真”学风，讲好中国故事，用更

多更好的学术成果服务社会。

周瑞峰在讲话中指出，省中国近现代史学

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开展学

术研究和交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断

强化学会自身建设，工作成绩在省社科联业务

主管的103个社团中一直居于第一方阵。他希

望新一届理事牢牢把好办会方向，聚焦主责主

业，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努力把学会事业做大

做强，为江苏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争当

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使命任务，开创

“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第九

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及新修订的

《章程》，选举丁三青等89人为新一届理事会理

事、王卫等29人为常务理事、张连红为新一届

理事会会长，叶扬兵为秘书长（兼）。会议还通

过了学术委员会成员人选，并向学术委员会名

誉主任吴镕、黄玉生和主任孙宅巍颁发聘书。

新任会长张连红代表新一届理事会作表态发言。

（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

省宏观经济学会等与镇江经济学会

开展共建活动

6月29日，省宏观经济学会、省现代金融

商会、省市场管理协会、镇江市经济学会共同

举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库平台服务”交流活

动。活动中，省宏观经济学会与镇江市经济学

会举行了“共建单位”揭牌仪式。

省宏观经济学会、省现代金融商会、省市

场管理协会、镇江市经济学会围绕“加强党建

引领，发挥智库作用”“深入开展党的建设，深

化宏观经济研究”“以项目化推进商会党建，以

立体化提升金融服务”“强化党建引领，优化市

场管理”等议题做深入交流讨论。

交流期间，省宏观经济学会等赴镇江亚夫

兴农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调研座谈，分别就“践行‘亚夫精神’——帮

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高质量实施交通强市

战略，助推镇江跑的更快更稳”等情况做介

绍，就“发展定位、政策把握、融资助力、市

场开拓、科技兴业”，提出意见建议等。

（省宏观经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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