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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科联2021年5—6月份大事记

5月8日上午 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联

合主办的省社科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高层论坛

在南京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

员、省社科联主席曲福田出席会议。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赵金松宣读了《关于表彰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优秀组织奖的决

定》。论坛以“担当‘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重大使命 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为主题，邀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

一鸣， 上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

衡，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唐亚林，南京大学商

学院教授沈坤荣4位专家作主旨演讲。省社科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主持论坛并作总结。

5月12日至14日 省社科联主办，扬州市

社科联承办的2021年度全省市县（区）社科联

工作培训班在扬州市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

院开班。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

科作开班动员讲话，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徐之顺，周瑞峰，张振，扬州市社科联党组

书记、主席房学明出席开班式。培训主要包括

专家辅导、业务培训、经验交流以及实地教学

等环节，省社科联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和来自全

省市县（区）社科联分管负责人、业务骨干100

余人参加培训。周瑞峰主持培训各环节。

5月19日 公示省社科联2021年度重大应

用研究课题公开招标项目拟立项 20项名单和

2020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结

项名单及项目终止名单。

5月 21日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张新科参加中国徐州红色文化学术交流会。

会议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促

进高质量发展”开展学术交流研讨。开幕式

上，徐州市委书记周铁根致辞，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赵金松讲话，张新科为新成立的中国红色

文化研究会徐州研究基地揭牌。

5月21日 2021年度全省社科研究协作论

坛在南京工业大学举行。省社科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徐之顺、张振，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芮鸿岩、党委副书记吴胜红、副校长邢卫红等

出席会议，省社科联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以

及全省各高校社科处处长、科研单位科研管理

部门负责人共约 80人参加会议，张振主持会

议。论坛围绕学科交叉、科研管理创新、智库

发展、高校社科联建设等前沿问题进行交流。

5月 26日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第九次代表

大会在宁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韩立明出

席大会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到会并讲话。南京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勇主持开幕式，200余名大

会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审议通过了南京市社会

科学界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南

京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委员会，曹劲松同志当

选为委员会主席，王嵬等18位同志当选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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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席。

5月 27日上午 省社科联举办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辅导报告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努力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这一主题，为机关党员干部作辅导授

课，党组班子一同参加学习。党组成员、机关

党委书记周瑞峰主持会议，省委党史学习教育

第十五巡回指导组成员王子龙到会指导。

5月 27日 由省社科联主办，省金融学会

承办的“江苏经济社会热点观察系列学术沙龙

2021年第 1期”在南京举行。会议以“‘30 ⋅
60’目标下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

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的专家围

绕主题展开深入研讨，为统筹推进金融支持江

苏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建言献策。

5月 27日至 28日 省社科联“十四五”规

划起草组成员刘西忠、朱建波、白璐一行3人赴

北京市社科联、天津市社科联两地开展学习调

研。调研组着重了解两地社科联在社科数字化

建设、智库建设、社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机构

改革等方面的相关情况，并就“十四五”期间

高起点高标准谋划好社科联工作进行了充分交流。

5月 28日下午 省社科联、南京林业大学

主办的“生态文明引领下的乡村振兴”国际研

讨会暨南京林业大学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智库揭

牌仪式在南京举行。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徐之顺，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蒋建清、南

京林业大学副校长缪子梅，以及国内外专家学

者、师生代表等100余人，以线上线下互动的

方式，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同乡村振兴如何实现

有效衔接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5月31日下午 2021年度省社科联社科应

用研究重大课题开题会在南京举行。省社科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省委研究室副

主任仲红岩，省规划办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各课题组负责人就课题研究核心问题、方法路

径以及创新点和预期目标作了汇报发言，专家

逐一点评并提出完善意见建议。

5月31日 公布2021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

研究精品工程(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课题重点

资助项目8项、一般资助项目15项，立项不资

助项目21项名单。

6月2日下午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张新科，党组成员、副主席周瑞峰，南京

市社科联副主席石奎共同带领省社科联和南京

市社科联机关党员干部前往南京江宁横山县抗

日民主政府旧址、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部旧址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6月3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社科联

主席曲福田，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

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教育厅党

组成员、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徐子敏，省社科

联研究室主任刘西忠等一行6人赴苏州专题调研

“十四五”时期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情况。

6月 4号下午 省社科联联合省历史学会、

省中共党史学会、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省哲

学学会、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省科学社

会主义学会、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省经济学

会、省城市经济学会、省保险学会等10家社团

在南京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

术研讨会”。会议分开幕式、大会交流、分论坛

研讨 3个单元进行。开幕式由省社科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张振主持，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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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副主席张新科讲话，10家联办社团负责人和

论文作者近150人参加会议。

6月 5日至 7日 由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江苏当代文学学会共同

主办的“数字化时代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高

峰论坛在南京举行。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张振，南京晓庄学院纪委书记顾勤，南京大

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省当代文学学会会

长张光芒，省社科联二级巡视员、江苏社会科

学杂志社主编李静等出席会议开幕式。来自全

国各地8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就数字化时代下

的文学创作、数字化时代下的文学批评、数字

化时代下的文学传播、数字化时代下的影视改

编、数字化时代下的文学文献等话题展开广泛

研讨交流。

6月8日 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

议第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副省长、联席会议

召集人马欣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主持会议，联席会议各

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联络员参加会议。会

议听取了全省社科联系统、省联席会议各成员

单位2018-2020年贯彻实施《江苏省社会科学

普及促进条例》情况，省卫健委、省广电总台

分别作交流发言，审议通过 《关于通报表扬

2019-2020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

例>实施工作成绩显著单位和个人的决定》《江

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十四五”发展规划》《贯彻

实施〈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十四五”发展规

划〉2021年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等文件。

6月9日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张新科应中共扬州市广陵区委邀请，赴该区考

察调研基层社科工作。

6月10日 公布2021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

研究精品工程人才发展专项课题拟立项名单，

其中重点资助项目 6项，一般资助项目 17项，

立项不资助项目19项。

6月 11日上午 省社科联召开“十四五”

规划专家论证会，听取社科专家对省社科联

“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省社科联主席曲福田主持会议，省社

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作省社科联

“十四五”发展规划初稿起草说明。南京大学原

党委书记洪银兴，东南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广

银，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省区域发展研究会

会长张颢瀚，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刘德海，南

京农业大学教授钟甫宁，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孙志高等专家对省社科

联”十四五”规划初稿进行评估论证。

6月 18日上午 由周新国、张慎欣共同主

编，近 40位张謇研究专家和学者参与编撰的

《张謇辞典》在扬州大学进行首发，张謇研究院

揭牌仪式和张謇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也一并

举行。全国政协原常委、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

委员会原副主任、张謇嫡孙张绪武，中国史学

会副会长王建朗，省历史学会会长、扬州大学

原副校长周新国等领导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

省社科院、省档案馆、南京大学等省内外科研

单位和高校的4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省社

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出席并致辞。

6月 18日下午 省社科联与江苏理工学院

共建的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藏中心

在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进行揭牌仪式。省社科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常州市社科联主

席朱明辉，江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朱林生，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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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谢忠秋，省社科联及江苏理工学院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代表

等出席仪式。

6月 19日 由省社科联、南京师范大学主

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创新”

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研讨会分开幕式、主题

报告、学术研讨、会议总结四个阶段。省社科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胡敏强先后致开幕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院长许开轶教授主持开幕式，省社科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张振作总结发言。来自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

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主义研究》《学

术界》《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华日报》的期刊报

刊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6月21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社科

联主席曲福田率调研组赴淮安，围绕省社科联

“十四五”发展规划编制及淮安社科工作情况开

展调研。调研组考察了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社科研究基地、淮阴

师范学院社科研究基地，实地了解淮安社科阵地

建设情况。

6月24日至25日 由省社科联主办、淮阴

师范学院承办的2021年度提升社科应用研究科

研能力培训班在淮安举行。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张新科，淮阴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朱汉

清出席开班动员会并致辞。培训班围绕青年社科

学者成长成才路径、高水平论文写作、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社科项目申报策略、调查研究和报告

撰写、文献检索利用等主题邀请专家作业务辅

导。来自省内高校、研究机构、社科联系统、协

同创新基地、党政实务工作部门等 350多位青

年社科骨干参加培训。

6月 25日 省社科联九届一次常务理事会

议在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社科联主

席曲福田做九届理事会半年工作报告。省社科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主持会议并做省社

科联“十四五”发展规划起草说明。省社科联九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机关处以上干部近70人参

加会议。

6月 28日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张新科带领班子成员专程登门慰问，为5名老

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把党中央

的关怀送到老党员们的心坎上。老党员们感谢党

的关心、关怀，表示将继续不忘初心、不忘本

色，爱党护党为党，主动发挥余热，为社科事业

发展贡献力量。

6月 29日上午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省社科联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张新科，党组成员、副主席徐

之顺，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梁惠娥等

领导以及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教职工代表等

7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了《无锡

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章程》并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常务理事。梁惠

娥当选为理事会主席。

6月 30日下午 省社科联组织开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省社科

联党组班子和全体党员参加了活动。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题，为与会党员上了一

堂生动的党课。各党支部遴选推荐 6名参赛选

手，围绕“红心献给党 ⋅建功新时代”主题进行

演讲比赛。 （省社科联科研中心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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