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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

法》（苏政办发〔2019〕 88号）规定和省委省

政府领导指示精神，受省政府委托，省社科联组

织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

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评奖工作领导

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评审专家委员会和全体评

审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社科工作者的积极

参与下，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经

申报、审核、评审及公示等环节，省政府于

2020年12月29日正式下发《省政府关于公布

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决

定》（苏政发〔2020〕 106号），授予748个项

目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

中，一等奖 119项、二等奖 299项、三等奖

330项。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导向要求

根据2019年新修订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规定，并参照往届做法，

省社科联于 3月下旬启动第十六届社科评奖工

作，向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请示并获同意，成立

评奖工作领导小组和评审专家委员会，制定评奖

实施细则，并对评奖工作时序作出安排。按照实

施细则，本届社科奖评审不仅对所有申报成果政

治导向提出整体要求，而且对外文成果要求申报

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中文翻译准确性

予以提前审核，并就申报成果的政治方向提供证

明材料。此外，在评审中突出向马克思主义和决

策咨询成果倾斜。4月底至8月初，经申报和审

核，本届评奖全省申报成果总数7484项。经形

式资格审核和公示，符合省级申报评审条件的成

果为2986项（其余为各设区市评审成果）。

二、完善工作机制，提升评审质量

一是进一步增强评奖公开透明度。在往届申

报成果评审前公示和评审结束后拟获奖公示的基

础上，本届社科奖申报要求申报人所在单位要加

强对申报材料审核，并在本单位范围内对申报成

果集中公示7天，提供公示证明材料，进一步加

强了社科奖申报的社会监督。二是针对著作论

文、研究报告和普及成果的不同特点，对评分标

准的审读元素进行细化和完善，改进和增强了审

读评分的针对性，有利于评审专家更加科学规范

地对参评成果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三是强化社

科评奖纪律监督。配合纪检监察组对初评、复评

以及终评等重要环节工作进行“嵌入式”监察，

及时向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汇报

相关工作情况。在纪检监察组的指导下，进一步

完善了工作机制，压缩专家评委通知时间。在省

内评委遴选中，初评候选评委人数超过实际需要

评委人数的 200%，复评超过 150%，累计筛选

评委达500多人。

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评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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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评审程序，保障客观公正

本届评审工作按初评、复评、终评三个阶

段组织实施。初评正式启动前，组织召开评奖

工作联络员动员培训会，对评审业务工作和纪

律问题进行培训和强调。初评在8月下旬至9月

上旬完成，242位省内外专家，依据著作论文、

研究报告、普及成果的具体评分标准，从学术

价值、创新程度、研究规范、学术影响及社会

反响等方面，对申报成果进行“背靠背”审读

评分。特别是省外专家评审环节，受新冠疫情

防控影响，外省专家无法来南京参加评审，评

奖办将申报成果材料运到外省完成了相关评

审工作。9月27日下午召开评奖工作会议，省

社科联主要领导就复评工作具体规则提出要

求。90位专家分成17个学科评审组和1个设区

市成果组开展评审，对进入复评的成果逐项审

议、共同讨论、共同评审，最后以无记名投票

推荐拟获奖成果和奖励等级，并按得票多少进

行排序，共向评审专家委员会推荐获奖候选成

果905项，为本届获奖指标的120.6%。

10月 21日，评审专家委员会召开终评会

议，22名专家委员参加。会议听取了各复评组

召集人复评有关情况特别是一等奖推荐成果情

况的汇报，并经过无记名投票，提出获奖成果

及奖励等级建议。11月16日，经省评奖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审定拟获奖成果后，在中国江苏

网、江苏社科网和交汇点向社会进行公示。经

公示，向省政府上报拟获奖成果748项，其中

一等奖 119项，二等奖 299页，三等奖 330

项。省政府于2020年12月底正式印发获奖文

件，其后获奖成果证书和奖金也陆续发放到位。

经统计，本届获奖成果申报人单位数达160

多个，比上届增加28.5%。获奖成果总项数超

过20项的单位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苏州大学、扬州大学、东南大学、江苏师范大

学、江南大学、南京财经大学。

获奖成果申报人年龄跨度较大，年龄最大

者82岁，年龄最小者29岁。一等奖中40岁以

下的获奖者有10人，占比8.3%，与上届（第十

五届）8.6%基本持平；二等奖中40岁以下的有

48人，占比 16%，比上届 13%小幅提升。而

一、二、三等奖中45岁以下获奖者236人，50

岁 以 下 351 人 ， 获 奖 比 例 分 别 达 37% 和

54.8%，上届分别为 36%和 53.8%，显示中青

年获奖成果数量有所增加。

（省社科联评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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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创新勇创新 出实招出实招 谋成效谋成效
举办风采大赛助力社科普及基地建设举办风采大赛助力社科普及基地建设

如东县社科联 王 军 桑乃霞

2020年，如东县社科联在省、市社科联指

导下，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全面贯彻落实《江苏

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勇于探索、创新手

段，创造性组织开展全县社科普及示范基地讲解

员风采大赛，以比赛的导向性助推社科普及实体

化，以过程的精致化追求社科普及高质量，以基

地的惠民性谋求社科普及满意度，抓细落实社科

普及基地建设，让社科知识与大众“零距离”，

受到基层群众欢迎。

一、深化制度建设，推动社科普及示范基地

高质量发展

修订管理办法，明确行动指南。社科普及示

范基地作为社科普及阵地，是开展群众性、社会

性、经常性社科普及活动的重要载体，为加强和

完善社科普及示范基地设施与社科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县社科联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健全体制机

制，完善建管制度、宣讲制度和巡展制度，及时

修订《如东县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建设与管理

办法》，使社科普及基地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有了

新的政策指引和行动指南。

策划风采大赛，助推基地成长。为推动社科

普及基地充分发挥自身示范辐射作用，助推人文

社科知识普及，县社科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正式下发社科普及示范基地讲解员风采大赛活动

通知，得到全县所有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的积极响

应，经层层选拔，17家基地的讲解员参加了初

赛，其中10名选手进入了决赛。县社科联聘任

所有参赛选手为如东县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宣讲团

成员，并颁发聘书，打造一支致力于人文社科知

识普及宣传的生力军。本次比赛不仅是如东县第

十届社科普及宣传周系列活动的亮点和创举，更

是南通市社科界的一次尝试和创新。

展示基地成果，普及社科知识。为强化各参

赛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的主人翁意识，促使各基地

对近年来的社科普及工作进行及时总结与回顾，

县社科联利用多种场合展示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的

成果展板，并将展板进行巡回展出，20多块图

文并茂的展板走进县图书馆、县实验中学、县实

验小学、掘港小学等单位，让社会大众、中小学

生走近并了解各社科普及示范基地风采，普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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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知识，并对新评定的社科普及基地起到很

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二、优化队伍建设，锤炼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讲解员业务能力

心贴心服务，提振基地发展信心。县社科

联组织了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的申报评审和原有

基地的复评工作，县评审组走进各个基地进行

调研指导，并做好相关服务工作。在调研指导

过程中，与基地负责人交流，重点指导各基地

注重加强讲解员的培养、培训及锻炼，强调讲

解员事关基地对外宣传的形象展示，要求基地

负责人将淬炼讲解员业务能力列为工作重点，

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基地发展信心。

面对面改稿，提高讲解文稿质量。为充分

展示基地社科普及风采，讲解内容必须是基地

的解说词，包括基地的介绍、人文历史、有关

故事、主要特色活动、取得的成效和荣誉等内

容，同时紧扣社科普及，注重面向公众宣传推

介。起初不少基地的讲解稿，有的是工作性汇

报稿，有的是多年前形成的文稿，乏陈、简

单、吸引力不足、普及性不强。县社科联两次

召开改稿专题会，逐一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多

轮打磨，最终形成的讲解稿，主题健康向上、

用词精炼准确、具有基地特色、地方内涵深

厚，听后有身临其境之感。

手把手指点，提升讲解人员水平。参加风

采大赛的17位讲解员，既有专职讲解员，也有

兼职讲解员，讲解水平参差不齐，提高选手的

讲解能力，亟需专业人士指导。县社科联聘请

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员、中国口才与演讲学

会会员、首届如东“文化名家”符美法、南通

市理论宣讲名师、首届如东“社科名家”吴金

明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南通市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主席沈阳等专业人士，对选手们进

行现场指点、培训辅导。经过专业指导，选手

们参赛时做到了口齿清楚、节奏恰当、声情并

茂，富有感染力和亲和力，符合基地讲解规

范。专业人士实打实的指点，让选手们受益匪

浅，有效提升了他们的业务素养和讲解水平，

为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

社科普及示范基地讲解员队伍夯实了基础。

三、强化宣传推介，扩大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社会影响

领会上情，主动赢得上级领导的认可与支

持。这次大赛充分展示了各级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的风采，提高了讲解员的社科普及能力，也

促使全县社科普及基地互学共进、奋勇争先，

创造更多特色品牌。南通市社科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曹小龙莅临指导，对本次大赛给予高度

评价，他认为这样的竞技展示活动内容生动、

形式新颖、创意十足、受众面广，具有先行探

路、示范引领作用，为深化基层人文社科知识

普及宣传做出了很好的探索。

面向受众，切实提升社科普及覆盖面。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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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现场，10位参赛选手通过路演 PPT、微视

频、微电影等形式进行讲解、演绎和分享，呈现

出洋口港规划展示馆、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

争资料陈列馆、丰利悟园等10个社科普及示范

基地的特色。11万多名中小学生和网民通过

“如东新媒体”微信平台观看直播，一场丰盛的

人文社会科学“大餐”拉近了大众和知识的距

离，获得广大网友的热烈好评。在活动微信直播

过程中，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寒冬大雪盼

春来，社科普及暖人心。如东儿女加油干，‘十

四五'如东更美好！”

加强宣传，有效扩大社科普及影响力。风采

大赛活动稿件《江苏如东：人文社科“大餐”让

知识与大众“零距离”》相继被“学习强国”省

级平台和全国平台首页“推荐”频道推送，后陆

续被人民网、新华网、南通日报、南通发布、如

东电视台、如东日报等国家、省、市、县级媒体

推送报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辐射作用，进一步

扩大了社科普及影响。

如东县社科联立足基层、面向大众，既坚守

传统阵地，又创新活动平台，做强全县社科普及

示范基地建设，更好地发挥基地的公共文化服务

功能，动员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做实做优社科普及

活动，奋力谱写具有如东特色的新时代社科普及

工作新篇章。

           














 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部工作点评：

在社科普及工作中，基层一线的社科普及“宣传员”需要直面社会公众，承担着普

及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他们不仅需要了解掌握公众对社科知识的多样化需求，更需要

对自身业务知识深入钻研，才能真正实现社科普及的社会效益。如东县举办的社科普及

示范基地讲解员风采大赛，充分展示了近年来全县社科普及载体建设和队伍建设成绩。

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社会参与度高、覆盖面广。通过活动参与、参赛培训，进一

步提升了基地建设质量和讲解员业务水平，同时通过媒体宣传报道也推出了如东基层社

科普及工作品牌，有效扩大了社科普及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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