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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科联2017年9—10月份大事记

8月 31日-9月 1日 省社科联办公室、机

关党委根据《省社科联“走基层察实情促发展”

活动方案》要求，赴连云港市灌南县、灌云县、

赣榆区、东海县调研，并走访慰问了部分贫困学

龄儿童。

9月2日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黄莉新

连续对省社科联上报的《借鉴世界流域管理经

验 构筑江淮生态大走廊》《江苏民营企业参与精

准扶贫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两篇《决策参阅》

作出重要批示。

9月4日 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公示。经

江苏省社科联党组审定，共评定重点资助项目

10项，一般资助项目 40项，立项不资助项目

40项。

9月4日 省社科联印发《关于举办省第十

四届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主题指示有奖竞答活动

的通知》，该项活动设立鼓励奖、超级幸运奖和

活动组织奖。

9月5日 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

课题立项评审会在南京召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社长孙玉教授、南京大学外语部主任王海啸教

授等 9名评审专家参加会议。省社科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徐之顺研究员主持会议并讲话。

9月6日 省宏观经济学会五届一次会员大

会暨第五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在南京召开。来自我

省政府部门、高校院所、学会商会、重点企业的

130余位代表参加会议，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建

军、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出席会议并致辞。省

委原副秘书长、研究室原主任黄健当选新一届会

长，东南大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袁健红当选副会长兼秘书长。

9月7日 江苏省社科界第十一届学术大会

学会专场发出征文通知。会议主题为社会智库建

设与“两聚一高”新实践。

9月7日 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和

研发基地（2017-2019年）名录公布。经省社

科联分管领导审核和党组研究，审批认定金陵图

书馆等150个单位为2017-2019年“江苏省社

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援

助中心等6个单位为2017-2019年“江苏省社

会科学普及研发基地”。

9月7日 省社科联下发关于省级社科普及

基地建设与管理专项经费资助的通知。对设区市

社科联给予委托管理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专项经费

资助，每个市10000元；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

给予专项建设经费资助，其中2017年通过复评

的金陵图书馆等 13个品牌示范基地 （序号 1-

13）每个基地30000元，南京税收博物馆等82

个示范基地 （序号 14-95） 每个基地 15000

元，新认定命名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等55个示范基地（序号96-150）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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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中心等6个研发基地（序

号151-156）每个基地10000元。

9月11日 省社科联组织4名新党员面对党

旗庄严宣誓，新党员代表作了表态发言，全体

党员一并重温了入党誓词。省社科联领导刘德

海、汪兴国、徐之顺及机关党员参加活动。

9月 12日 《江苏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项目

资助实施办法》向社会公开。

9月12日 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立项公示。立项82项，其

中重点项目5项，每项资助20000元；一般项

目40项，每项资助10000元；立项不资助项目

37项。项目资助经费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提供。

9月12日 2016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奖”评审会在南京举行。省社科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徐之顺主持会议并讲话。

9月14日 2017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

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立项

名单公示。

9月 16日至 10月 31日 由省社科联主办、

各设区市社科联协办，江苏科技报社承办，重

点围绕宣传《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

和《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以及“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等内容，举办主

题知识有奖竞答活动。

9月 19日至 20日 由江苏省社科联主办，

江苏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江苏区域协调发展

决策咨询基地、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承办的江苏青年智库学者“两聚一高”系

列沙龙“区域发展新格局”专场，在江苏师范

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大连海事大学

等 70余名省内外专家和青年智库学者参加会

议，围绕“江苏 1+3功能区与现代海洋经济”

这一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开幕式上，省

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江苏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华桂宏分别致辞。省社科联汪

兴国副书记作会议总结。

9月 20日 省中共党史学会和省新四军研

究会在省委党校共同举办“隆重纪念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0周年暨新四军组建80周年”学术

研讨会，省委原书记、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陈

焕友作了讲话。近百位省内外党史、军史研究

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新四

军研究会会长杨新力主持研讨会。

9月 20日上午 由连云港市社科联主办的

连云港市社科界第二届学术大会和第十四届社

科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市行政中心举行。连云

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滕雯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省社科联副巡视员金晓瑜以及各县区社

联、高校社联、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市各社科

类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社科工作者代表等300余

人参加了活动。

9月 22日 江苏地方文化史 （无锡卷） 编

撰工作调研推进会在无锡召开。省社科联副主

席、党组成员徐之顺出席会议。省指导委员会

专家陈书录，无锡市社科联主席许麟秋及分管

负责人，无锡卷首席专家庄若江及课题组骨干

成员，省编撰办公室成员等参加会议。

9月 23日 “新兴地产发展”高峰论坛暨

江苏东方地产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在江苏省会

议中心举行。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房地产业

协会会长刘志峰，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顾云昌、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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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胡志刚、江苏东方地产

研究院执行院长郭井立、东南大学建设与房地产

系主任李德智教授等，以及来自江苏省有关部门

领导及江、沪、皖、鲁等省房协、省市商会主要

负责人、房地产企业代表近 300余人参加会

议。会议就“新形势下地产转型升级策略与运营

模式”专题展开深入讨论。

9月 24日 由常州市社科联举办的“喜迎

党的十九大，种好常州幸福树——百场社会科学

普及进社区”启动仪式举行。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徐光辉和常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朱明辉

以及钟楼区等区委领导出席。刘德海书记等为常

州市方志馆、常州市家谱馆等5家2017年省级

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和16家市级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授牌。

9月 25日 以“服务‘两聚一高’新实

践，建设‘强富美高’ 新南通”为主题的南通

市第十四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在港闸区探险王国广

场前拉开序幕。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

兴国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

浩宣布宣传周活动开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葛

玉琴、市政协副主席金元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9月25日至29日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徐之顺和学会部党支部一行8人赴延安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考察活动，先后到宝塔山、延

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

和梁家河等地开展现场学习活动，并参观了延安

市“十八大以来辉煌成就图片展”，与延安市社

科联进行“延安精神与时代理论”交流座谈。

9月 26日 省委李强书记在省社科联上报

的“沿海与现代海洋经济”系列《决策参阅》

（第一批5篇）上作出重要批示。

9月 27日 宁夏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祎一行来江苏调研。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刘德海陪同调研组成员参观了江苏社科工

作成果展览，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主持座

谈会并介绍了省社科联总体工作和决策咨询服

务、新型智库建设情况。

9月 27日 省粮食经济学会第五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南京双门楼宾馆召开，省粮食局党组书

记、局长夏春胜，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汪兴国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粮食局副局长、第四

届理事会秘书长张生彬代表第四届理事会作工作

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省粮食经济学会第

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江苏省粮食经济学会

章程》（审议稿），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理事

67名、常务理事21名、监事1名，韩峰当选为

理事长，濮兴生、曹宝明、李炳义、叶如生当选

为副理事长，李彦光当选为秘书长。

9月 28日 以“服务‘两聚一高’新实

践，建设‘强富美高新泰州’”为主题的泰州市

第十四届社科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南理工泰州科

技学院举行。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

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各市 （区）、高校社科

联，市级社科类学会，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地代

表及师生代表150多人参加。同日上午，市社

科联举办2017年度社科类学会会长、秘书长培

训班，南通大学成长春教授作专题辅导报告。

9月 28日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汪兴国带队，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赴南京国际博览

中心参观“砥砺奋进的江苏”大型主题图片展。

9月 29日 以“服务‘两聚一高’新实

践、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为主题的南京市

第十四届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拉开帷幕。省社科

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南京市政府副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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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吴秀亮，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社科

院院长叶南客，新华社江苏分社原副社长、南

京市机关作风监督员徐机玲，省社科联科普部

主任吴颖文，市社科联副主席、社科院副院长

石奎，市社科联副巡视员张佳利等领导到各活

动现场进行了巡视。

9月 30日 发布江苏省社科界第十一届学

术大会“特色小镇与苏南创新发展路径”学术

聚焦征文启事。

10月 11日 2017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财经发展专项课题评审会在南京举行，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财

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沈益锋出席评审会并讲

话，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主持会

议。

10月13日上午 镇江市第十四届社科普及

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赛珍珠文化公园隆重举行。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童国祥出席启动仪式，市委党校

等10家镇江市社科普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新

区及辖市区宣传部、社科普及专家代表参加了

启动仪式。

10月16日 扬州市台办、扬州市社科联共

同举办了扬州市社科院扬州台湾经济文化交流

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专家研讨会。省台办副主

任王鲁宁，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到会祝贺，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龙出席讲话。市委、

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县（市、区）台办

分管领导，市内外专家学者等参加了会议。

10月 16日 省财政厅、省社科联制定的

《关于印发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在“江苏社科网”上

公布。

10月 17日 2016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

研究精品工程奖”拟获奖项目公示。共评出一

等奖项目50项，二等奖项目150项。

10月17日至20日 为进一步落实江苏地方

文化史样稿审读会意见要求，促进课题组高质

量完成样稿调整和整体编撰工作任务，省社科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带领地方文化史编

撰办公室同志，赴南京、泰州、盐城、连云港

四市开展专题调研。

10月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省社科联领导刘德海、

汪兴国、徐之顺及全体人员集中收看了十九大

开幕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10月19日至25日 2016年度江苏省社科

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奖一等奖项目50项，二等奖

项目150项向社会公示。

10月21日 “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学

术研讨会——2017PNJCCS论坛”在南京农业

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省社科联、普渡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新华报业集团主办，南京

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中国农

史》 杂志社、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

会、江苏爱能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办。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副会长、中国古迹遗址保

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住建厅副厅长唐世

海，新华报业集团副社长庄传伟，北京光华设

计基金会理事长张琦，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董

维春等嘉宾出席大会开幕式。来自美国普渡大

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以及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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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4日 江苏省农村经济学会 2017年

学术沙龙在南京市江宁区举办，来自省农委、省

社科联、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

农业企业的农业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与省农村经济

学会会员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做好新时代

“三农”工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等热点话题建言献策。省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农经学会会长胥爱

贵，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出席

会议并讲话，省农委副主任、省农经学会常务副

会长祝保平主持会议并作精彩点评，省社科联党

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及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米

永强出席会议。

10月26日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

程（市县专项）课题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在

“江苏社科网”公布。

10月 26日 《关于申报 2017年度“江苏

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市县专项课题的通

知》印发。

10月 26日 省社科联公布关于 2016年度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获奖成果的决

定。《江苏省企业跟踪监测及诊断反馈系统》等

50项成果为一等奖，《江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思路与政策研究》等 150

项成果为二等奖。

10月27日 “为转型而设计”系列国际会

议在江南大学开始举办。本次会议由省社科联、

江南大学主办，江南大学设计学院、中国轻工业

工业设计重点实验室承办，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

术学院联合承办。省社科联副主席徐之顺、江南

大学党委副书记戴月波、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

长应放天以及省社科联组联中心、江南大学社科

处、设计学院等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开幕式。来自

荷兰、意大利、美国、英国、丹麦、新西兰、日

本、芬兰、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设计领域的

知名专家，以及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

学、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10月 30日 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

研究精品工程”调研点课题申报工作启动。

10月31日 为期一个半月的江苏省第十四

届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主题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圆

满结束，活动参与人数和参与人次分别超过21

万和43万，均创造了江苏历年来社科普及单项

活动新高，产生很大社会反响，有力促进了全社

会关心、支持社科普及。

（省社科联研究室 李启旺）

（上接第39页）建设过程中得不到所在城市的有

效支撑，其效果就不甚理想。此外，规模较

大、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城市的围填海区域，比

如天津、广州、大连等发展较好；而烟台、秦

皇岛等，由于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存在“小马

拉大车”的弊端，其在围填海区域建设的开发

园区发展就比较慢。因此，基于土地管理制度

日益严格以及江苏沿海城市整体规模较小以及

港口、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较薄弱的状

况，应当严格执行围填海计划管理制度，做好

项目科学论证，谨慎加以推进，确保围填海规

模控制在有序适度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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