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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

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

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

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我

国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明显放缓。2017年杠杆

率增幅比 2012年至 2016年杠杆率年均增幅低

1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杠杆率增幅比去年同

期又收窄 1.1个百分点。这显示出我国结构性去

杠杆稳步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成效初显。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不是速度，而是

质量。要解决问题首要任务是去杠杆，防风

险，调结构。要增加流动性货币投放，让金融

市场资金流动很充裕。因此在不追求速度的背

景下，我国流动风险也会逐步上升。7月 2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经济政策有新的解读，首先

是要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我国企业的负

担，让优秀的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国际竞争；其

次是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把保证

流动性的充裕和现金流的稳健作为当下的主要

任务。当下，只要是坚持去杠杆、严监管、高

质量的发展，同时掌握流动性的适度，中国经

济一定能渡过这次难关。

（本观点根据专家在省生产力学会“新时代

江苏生产力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省社科联2018年11—12月份大事记

12月3日至4日 省社科联在南京召开全省

社科普及工作年度例会。省社科联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汪兴国出席会议并讲话；13个设区

市社科联分管领导和有关处室负责人；部分县

（市、区）级社科联主席和省级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代表；江苏科学传播中心、江苏人民出版

社、人民网等合作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例

会。

12月4日 省政协理论研究会第五届会员

代表大会在宁召开，省政协主席黄莉新出席并

讲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刘德海、省民政厅巡

视员刘亚军分别致辞。省政协原副主席徐鸣当

选会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津荣等当选副会长。

12月 4日 省社科联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邀请省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杨光围绕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了题

为《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的专题辅导，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刘德海主持学习会并提出明确要求，省

社科联全体党员参加。

12月 4日下午 南京晓庄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徐之顺，南京市社科联主席叶南客，南京晓

庄学院党委书记陈华，党委副书记华春等领导

以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关代表共110余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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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了《南京晓庄学院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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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当选为理事会主

席，华春、秦林芳、杨种学、赵国乾、周红当

选为副主席，王延光、张相学当选为秘书长。

12月5日 2018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

工程人才发展专项课题立项公示，其中重点资

助项目10项、一般资助项目29项。

12月 6日 由省社科联和省邓小平理论研

究会共同举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

改革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南京举行。省社

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省邓小平理论研

究会会长刘德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社科联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

长汪兴国主持会议。

12月 8日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文

学与历史学专场在江苏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围

绕“传承江苏文脉，弘扬大运河文化”议题展

开交流研讨。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

江苏师范大学校长周汝光，校党委副书记岑红

以及来自省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和江苏师范大

学师生代表共约80人参加会议。

12月 9日 省社科联确定授予省保险学会

等20个学会第二届省哲学社会科学模范学术社

团称号，授予省国际金融学会等 20 个学会

2015-2017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先进学术社团

称号。

12月10日下南京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联

合会召开成立大会。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

之顺，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芮鸿岩、校长乔

旭等领导以及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关代表共 140

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了《南京工

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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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鸿岩当选

为理事会主席，邢卫红、吴胜红为副主席，刘

碧云当选为秘书长。

12月 10日 省社科联召开 《江苏社会科

学》原杂志社社长刘若雷同志追思会。省社科

联党组成员、离退休老同志参加会议。刘若雷

同志曾任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办公

室主任、学会部主任等职，他因病于2018年11

月24日逝世。

12月11日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学

术聚焦在常州大学举行，会议围绕“新时代增

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议题展开

交流研讨。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

德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常

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群，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戴

国洪，副校长张宏如，常州市社科联主席朱明

辉以及来自省内外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常州师生

代表共约100余人参加会议。

12月12日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汪兴国率带队赴上海市社联调研社科评奖工

作。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解超主持

座谈会。上海市社联副巡视员莫剑平，评审专

家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干春晖、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郝宇春，以及市社联科研处全体同

志和评奖系统研发人员参加会议。

12月 12日 2018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市县专项、调研点立项项目公示，

市县专项课题立项项目76项，调研点课题立项

项目12项。

12月 12日 省社科联对 20个哲学社会科

学模范学术社团和20个哲学社会科学先进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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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进行公示。

12月14日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政

治学与法学专场在东南大学举行，会议围绕“理

论创新与社会治理变革”主题展开交流研讨。省

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省社科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江苏社科名家、东南

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广银，东南大学副校长周佑勇

等领导以及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

者和东南大学师生代表共约110人参加会议。

12月15日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教

育学与社会学专场在淮阴师范学院举行，会议围

绕“深化教育改革，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主题

展开交流研讨。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淮

阴师范学院校长焦富民等领导以及来自省内外高

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淮阴师范学院师生代

表共约130人参加会议。

12月16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与吴江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的

“新时代创新社会发展之路——改革开放40年中

国乡村振兴与城乡一体化暨费孝通乡村发展思

想”学术研讨会在吴江举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社会政法学部主任李培林等学术专家，全国各地

社科院专家，各高校社会学系教授、学者等200

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吴江区委书记王庆华，省社

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和中国社科院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12月17日 省社科联、南通市社科联、通

州湾示范区联合举办构建现代海洋经济新高地发

展论坛，来自省内高校、业界学者专家，相关研

究机构及单位代表120余人齐聚南通，共话现

代海洋经济发展。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刘德海，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陆卫东，通

州湾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顾淑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来自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省发改委、省自

然资源厅等7位专家出席论坛并做主旨发言。省

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主持会议。

12月 18日 由省社科联、南京图书馆主

办，省徐悲鸿研究会、省甲骨文学会承办的“砥

砺前行 谱写时代华章——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书画展”开幕式在南京图书馆举行。省社科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南京图书馆副馆长、

省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心主任许建业，南京图书

馆副馆长、省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勤，省

徐悲鸿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毕宝祥教授，

省甲骨文学会会长、国家一级美术师王道云以及

来自南京书画界的专家学者近100人参加了开

幕式。

12月19日 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

之顺带领江苏地方文化史编撰办公室工作人员赴

镇江调研江苏地方文化史（镇江卷）编撰工作。

镇江市社科联主席潘法强、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

究会副会长范然分别汇报了镇江卷在省审稿会后

的统稿修订组织工作和推进进度具体安排。

12月22日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经

济学与管理学专场在南京审计大学举行，会议围

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江苏高质量发

展”主题展开交流研讨。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刘德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

之顺，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裴育等领导以及来自

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南京审计大

学师生代表约100人参加会议。裴育、刘德海

先后致辞，南京审计大学科研部部长汪自成主持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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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

研究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工办、省社科

联和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淮海战役

精神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研讨会在徐州举

行，来自全国党史、军史、社科界和高校的专

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200余人参加会议。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原中央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

七研究部主任王均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焦建俊，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邢光龙，省

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徐州市委

书记周铁根以及徐州市有关领导冯其谱、陈新

生、李燕、孙光永等出席上午的会议。下午的

研讨会上，王伟、徐放鸣、李峻、杨颖奇、宋

思运、宋孝和、左用章、丁三青、蒋越锋等9位

专家作大会交流发言。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刘德海最后作会议总结。

12月25日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苏

北区域专场在淮阴工学院举行，会议围绕“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主题展开交流

研讨。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

海，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淮安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毅，淮阴工学院校长

孙爱武等领导以及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

的专家学者和淮阴工学院师生代表约120人参

加会议。

12月 25日 2017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财经发展专项）奖公示，共评定省社

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财经发展专项）奖一等

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7项。

12月 25日 2017年度省社科应用研究精

品工程财经发展专项课题结项公示，共有45项

课题通过结项评审。

12月26日 省社科界第十二届学术大会青

年学者专场在南京工业大学举行，会议围绕

“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与青年学者使命担当”主

题展开交流研讨。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徐之顺，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吴胜红等领导以

及来自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南

京工业大学师生代表约100人参加会议。

12月 27日 江苏青年智库学者系列沙龙

“文化建设高质量”专场在南京举行。省社科联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和南京大学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刘鸿健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本次智库沙龙由省社科联、南京大学主办，省

智库研究与交流中心和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具体承办，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省社科

院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青年师生代表参

加。

12月28日 全省社科理论界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南京召开。省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焦建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社科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及胡福明、洪

银兴、夏锦文等 9 位宣传系统领导专家作交流

发言。省委宣传部部务委员赵金松主持会议。

12月28日 省社科联副主席、原党组副书

记汪兴国赴任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

记、副主席。

12月29日 第十二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

坛在同济大学举行，论坛围绕“改革开放40年

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回顾与新时代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使命”主题开展交流研讨。省社科

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参会并主持专

家发言环节。

（省社科联研究室 李启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