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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区社科联召开
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会

2017年11月1日下午，淮阴区社科联召开

社科月例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就十

九大精神宣讲工作进行布置。

社科联秘书长带领社科理事会全体成员，共

同学习了十九大文件。各协会（学会）成员结合

自身行业实际，谈了各自学习十九大报告的感

受。区社科联负责人就十九大精神宣讲工作提了

三点要求：一是要求各协会（学会）成员，认真

读报告、学报告，把党的十九大报告学懂弄通做

实。二是要求各协会开展一次活动，紧扣报告内

容，展现各行业特点。三是要求每协会（学会）

推荐2—3名成员，参与到淮阴区组织的十九大

宣讲活动中来。 （淮阴区社科联）

通州社科理论界代表
交流学习十九大精神体会

2017年11月2日下午，通州社科理论界举

行专题座谈会，交流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体会。

会上，十多位社科理论界代表紧紧围绕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部

署、新举措等内容，结合通州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以及自身工作内容，进行交流研讨，畅谈学习体

会。

区委常委吴永飞强调，学习贯彻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是当前全区社科理论战线的首要任务，

社科理论界作为理论先行的“排头兵”，理应

“先行一步、高人一筹”，当好研究阐释、宣传引

导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表率。要带头加

强自身学习，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大精神，为通州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贡献力量。

（通州区社科联 陈泉江）

无锡市社科界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会

2017年11月14日上午，无锡市社科界举

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会。市委党校尹清亮教授

应邀作了十九大报告专题辅导。尹教授理论联系

实际，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原文，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线，深入浅出

地从“新成就、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部

署、新要求”六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来自社科学

会、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的100多位社科工作者参

加了学习会。

会上，市社科联领导要求全市社科界紧密结

合社科工作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确

保十九大精神在无锡社科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落

实。要以十九大精神的学习贯彻为统领，谋划好

2018年的工作，推动全市社科工作再上新台阶。

（无锡市社科联）

无锡市社科联召开
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工作交流会

2017年11月14日下午，无锡市社科联召

开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工作交流会。

会议对进入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

(2017-2019 年)名录的 11 家单位进行了授

牌，总结了各单位开展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创

建和复评的有关工作，并就制订《无锡市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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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普及示范基地创建与管理办法 》和《无锡市

社科普及示范基地信息联络制度》征求了意见。

会上，江阴市图书馆、百草园书店两家单位

重点作了经验介绍。各基地负责人就如何进行社

科普及工作谋划，如何创新社科普及活动载体，

如何创建社科普及活动品牌等进行了交流。

市社科联副主席王铭涛参加会议，对下阶段

加强基地科普工作创新、提高工作实效、交流互

动等提出了要求。 （无锡市社科联）

《“一带一路”交汇点连云港现代化建设研究丛书》
编撰出版工作启动

2017年11月27日，由连云港市社科联牵

头组织的9卷本《“一带一路”交汇点连云港现

代化建设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

工作会议在市行政中心举行，来自全市社科界的

23位担任《丛书》编撰任务的专家与会。市社

联党组书记、主席杨东升主持会议并部署编撰出

版工作任务。

会议讨论确定了《丛书》编撰出版工作方

案，明确了《丛书》编撰出版的目的意义、选题

内容、编写体例和时间安排等，研究部署并正式

启动了丛书编撰出版工作。

为确保《丛书》编撰工作有序推进，连云港

市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和编撰办公

室。编委会负责领导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滕雯同志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专家委员会负责

评估指导工作；编撰办公室设在市社联科研中

心，负责《丛书》编撰出版工作的日常业务联络

和组织协调。

《丛书》编撰的选题内容分为连云港“现代

化建设总论”“工业化建设”“城市化建设”“农

业现代化建设”“治理现代化建设”“文化现代化

建设”“科教现代化建设”“社会现代化建设”

“生态现代化建设”共9个方面，计划于2019年

8月前正式出版。

（连云港市社科联）

南通市社科联召开学会工作座谈会

2017年12月5日下午，南通市社科联召开

学会规范化建设工作座谈会，来自市级37家学

会38位会长、秘书长参加了会议，市社科联党

组书记、副主席周锦南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处处长曹建分

别从学会登记、变更、兼职、章程、会议制度、

收费、年检、财务等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作了讲

解，并给大家发放了《南通市社会组织行为规

范》宣传手册。部分学会代表分别交流了2017
年学会工作，以及在学术活动、课题研究、教学

科研、人才培养、自身建设上等方面取得的进

步。

在听取了学会工作交流后，周锦南从政治建

设、理论建设、载体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

设、制度建设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强

调，学会要加强政治意识，把政治建设摆在学会

建设的首位，始终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课题研究中要坚持应用研究

和基础研究并重，组织重要理论学术研讨活动应

制定具体方案主动报告。在载体建设中，要发挥

主观能动性，以调研、沙龙、研讨等形式，因地

制宜，开展灵活多样的活动，通过多出成果、多

开展活动提升学会的存在感，增强会员的归属

感，可以吸收对学科有兴趣和研究能力的新社会

阶层人士作为学会会员。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

要善于发现并吸收年轻会员，使会员结构更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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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以利于学会的可持续发展。要以章程作为学

会开展活动的依据，不得从事营利活动，到期及

时换届，按时参加年检。要建立严格的财务收支

管理办法，过程留痕，经得起审计、纪检、财政

检查，自觉接受会员监督，实行离任、换届审

计。 （南通市社科联）

张家港市社科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2017年12月22日，张家港市哲学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回顾总结

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社科工作成果，部署了

今后五年全市社科界的主要任务。苏州市社科联

主席刘伯高，张家港市委书记朱立凡，张家港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芳以及来自各机关单位、

学会（协会、研究会）、社科普及基地的85名正

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朱立凡书记代表市委充分肯定了全市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市社科

联紧密团结全市广大社科工作者，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扎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理论

阵地建得牢，课题研究价值高，社科普及效果

好。朱立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地位不可替代，

必须高度重视、把握方向；社科工作者作用不可

替代，必须勇于担当、不负众望；社科联重要职

能不可替代，必须履职尽责、保障到位。

刘伯高主席表示，张家港市社科联紧密团结

各类社科组织，在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

流、社科普及、阵地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苏州乃至全省哲学社

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他希望张家港市新一届

社科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张家港在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为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

业发展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杨芳部长希望市社科联要抓好头等大事，着

力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认清根本属

性，着力把牢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围绕

中心大局，着力提升社科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服

务实效；勇于创新突破，着力培育有特色有亮点

有影响的工作品牌，奋力开创张家港哲学社会科

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社科联第二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和《张家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章程

（修改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社科联领导

班子。钱晓东当选市社科联新一届主席，俞鞠敏

当选副主席。

（张家港市社科联）

涟水县举办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

2017年12月20日，涟水县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系列主题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次系

列主题活动分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的十

九大精神知识竞赛、“学习十九大 奋勇争先进”

主题演讲比赛、“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主题

征文大赛。活动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

传部主办，县社科联承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的十九大精神知

识竞赛全县共有39支代表队参加，经过5场预

赛，2场复赛，决出8支代表队进入决赛，经过

角逐，最终交通局代表队获得了一等奖，东胡集

镇、水利局代表队获二等奖，地税局、公安局、

朱码镇、南集镇、大东镇代表队获三等奖。

“学习十九大 奋勇争先进”主题演讲比赛共

有 71名选手参赛，各参赛选手以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想，热情讴歌“新时代”“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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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16名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最终，陈

琼获一等奖，刘洋冶、王会莉、尤卉卉获二等

奖，刘军、宋大权、纪平平、周兰兰、徐璐获三

等奖。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主题征文大赛，

主要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活动期间，全县副

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应征稿件 120篇。优秀稿件

每天一篇在《涟水日报》“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

为”专栏刊发，后期还将结集出版。

通过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主题

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知、以知践行，在全县

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

潮，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基本方略，准确把握新时代、新使命、新战

略、新作为的要求，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

营、进网络，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涟水落地生

根。 （涟水县社科联 段宗科）

常州市召开全市社科界第七届学术大会

2017年12月21日，常州市社科界第七届

学术大会在常州大学举行。常州大学党委书记程

纯在开幕式上致辞，常州大学副校长王卫星宣读

了优秀论文表彰决定。

本次学术大会的主题是“奋力建设强富美高

新常州”。征稿通知发出后，得到全市社科界的

广泛响应，共收到社会各界提交学术论文 173
篇。经学术委员会评审，共评出 70篇优秀论

文。会上，常州大学石运达、江苏理工学院田真

平、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严波、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金根等六位获奖作者上台交流发言。常州工学院

副院长、社科联主席汤正华、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副书记潘洪林作学术点评。

会上，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朱明辉就如

何加强社科研究、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强化问题意识，确保重大理论研究有贡

献、有作为；二是强化实践意识，不断提高社科

研究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要强化创新意识，推

出更多真正管用的精品力作。

常州市社科联副主席叶英姿主持开幕式，并

对本次学术大会进行总结。来自全市各高校、社

科团体、机关以及有关单位的 200余名社科理

论工作者参加会议。

（常州市社科联）

无锡市举办第八届社科学术大会

2017年12月26日下午，无锡市第八届社

科学术大会在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本届

学术大会以“产业强市与无锡‘两聚一高’新实

践”为主题。来自全市各高校、党校科研处负责

人，各科研机构及社科学会负责人和有关课题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无锡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袁飞向大会发来了贺信。无锡市社科联党组书

记、主席许麟秋在会上作了讲话。

会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波涛作了题为

《伟大时代的伟大宣言》的宣讲报告。市委党校

副校长谭军作了《聚力创新添动能，唱响产业强

市“新锡剧”》的主旨报告。与会代表在会上进

行交流发言并在会后参观了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文化中心。

本届学术大会共收到征文 197篇，会上表

彰了70篇优秀论文。

（无锡市社科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