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科要闻

聚焦“十三五”发展建言献策谋新招

江苏发展高层论坛举行第34次会议

罗志军李学勇张连珍到会听取意见

2015 年 6 月 25 日，以江苏“十三五”发展战略思路为

主题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 34 次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

勇，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到会听取专家学者意见。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十三五”时期江苏发展畅所欲言。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提出，江苏要将服

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张军认为，制定“十三五”规划要强化规划的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建议，谋划未来

五年发展要立足省情，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南京大学长三角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建议保持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结

构迈向中高端。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提出要将稳增长放

在重要位置，重视解决“短板”、难点，防范结构性产能过

剩可能带来的风险。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钟甫宁建议

努力降低农业劳动力成本。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鸿雁认

为要积极推进“社会精准治理”。省社科院副院长吴先满建

议要以改善民生来挖掘和拓展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南京



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提出要制定合理的环境保护目标。南

京大学教授洪银兴认为，江苏要充分利用国家战略提供的重

大机遇，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积极开创“两个率先”新

局面。张颢瀚、钱志新、胡福明等专家学者，也分别对江苏

“十三五”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了建议。

罗志军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发言后说，谋划“十三五”

发展，必须明大势、看大局，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

势，把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分析透，把我们前

进的方向和目标理清楚，把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搞明白。

“十三五”期间,虽然难和险在增多，但时与势对江苏总体

有利。

罗志军指出，“十三五”时期既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

窗口期，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期。我们要全面贯

彻落实好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在“迈上新台阶、

建设新江苏”上取得重大进展，要如期实现“第一个率先”

目标、为“第二个率先”打下坚实基础，未来五年至关重要。

要把握“十三五”发展的特殊性要求，突出四个关键词：一

是“总领”；二是“全面”；三是“应势”；四是“底线”。

罗志军强调，加强对重大战略、重大问题、重大工程和

项目的研究，是系统谋划“十三五”发展的重中之重。重大

战略应保持相对连贯性、延续性，同时要在与时俱进中不断

丰富、拓展和提升其内涵。



罗志军强调，规划未来五年发展要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

的关切和期待，必须坚持“开放编规划”。我省将在前一阶

段征求各地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开辟专门渠道

征集广大民众和社会各方面对“十三五”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他希望大家积极为江苏“十三五”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共同编制出一个符合中央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契合江苏实

际的好规划，引领江苏未来五年的发展实践。

李学勇强调,我们谋划“十三五”发展，关键要贯彻好

总书记对江苏发展的明确要求，把“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

苏”的实践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

省领导弘强、李云峰、樊金龙、蒋宏坤、徐南平，老同

志陈焕友、胡福明，省政府秘书长张敬华，南京大学校长陈

骏等出席会议。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主持论坛。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参加了会议。

省级机关纪工委书记周庆祝一行

到省社科联开展专项督查

2015 年 6 月 8 日，省级机关纪工委书记周庆祝带领省纪

委作风建设情况专项督查组一行三人到省社科联开展专项

督查，召开了座谈会并听取了相关汇报。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代表党组从贯彻

落实“两个责任”情况、落实“五个严禁”和五一端午期间



廉洁自律情况、执行公务接待和查处违纪问题情况等三个方

面作了专题汇报。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党组成员、

副主席徐之顺和机关党委副书记周志强参加情况汇报。

周庆祝书记对省社科联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情况

予以充分肯定，他要求省社科联党组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

要求，继续加强对机关党员干部及业务主管学会的监督，经

常提提领子、扯扯袖子；党组班子成员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近期召开的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深入纠正“四风”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狠抓

作风建设，严格自律，做好表率。

（省社科联研究室陈朝斌）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召开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

暨第一次代表大会

2015 年 6 月 24 日，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召开哲学社会科

学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汪兴国，常州市社科联主席陈满林，常州校区党委书记

吴继敏、管委会主任范新南、党委副书记潘洪林等出席会议。

省社科联组织联络中心、常州市社科联、学校社科处有关负

责人，以及全体代表共 6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常州校

区管委会主任范新南主持。

吴继敏书记对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他说，常州校区依托学校学科优势，结合自身发展特色，

围绕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在低碳经济、水文化、地方文化、

区域经济等领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申报成功多项国家、

省社科基金，获得多项省、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常

州校区社科联的成立，是常州校区哲学社会科学勇担社会责

任，着力推进常州校区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

常州市社科联主席陈满林致贺辞，对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社科联的成立及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

出，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社科联作为在常高校系统成立的首家

校级社科联，意义重大，填补了常州市社科联组织建设上高

校没有社科联的空白，标志着河海大学常州校区社会科学工

作有了新的拓展和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常州市社科联工作

在高校系统有了新的延伸。

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在讲话中指出，河

海大学常州校区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积极推

动人文社科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不断加强人文社会科

学与学校其他学科间的协同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汪书

记就做好高校社科联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把握自身定

位，勇于责任担当；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智库建设；三

是发挥服务功能，注重自身建设。汪书记表示省社科联将不

断加强与各高校社科联的联系，在课题研究、学术探讨、社



科普及、学会管理、社会服务等领域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服务，

为高校社科联发挥作用提供更加宽广的舞台。

大会全体代表审议通过了《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哲学社会

科学联合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

事。吴继敏当选为理事会主席，潘洪林、刘丹平、刘兴平、

朱灯林、吴凤平、纪玲妹当选为理事会副主席，梁伟任理事

会秘书长。

常州校区党委书记、常州校区社科联首届理事会主席吴

继敏代表新当选理事会领导班子发言。他说，常州校区社科

联是校区党委联系校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纽带，也是校

区哲学社会科学与省、市、校社科联之间的重要桥梁，有助

于进一步加强常州校区学术性群团的组织建设，对推动常州

校区社科事业发展、学科交叉融合和社科人才培养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吴书记表示将带领首届理事会在省、市、校社

科联的指导下，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

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

信，自觉肩负起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紧密联系

常州校区广大社科工作者，大力开展理论研究、学术交流、

成果转化、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社科普及工作，为学校社

会科学的教学科研服务，为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服务。



省社科联部署动员“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

2015 年 5 月 29 日，省社科联部署动员“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工作，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主持会议，机关全体同志参

加。汪兴国副书记传达了省委办公厅《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精神，

传达了省委书记罗志军关于学习践行“三严三实”专题党课的主

要内容。

汪兴国副书记还围绕“三严三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为

机关全体同志上了一堂专题党课，并对省社科联开展专题教育提

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三严三实”蕴含着中华优秀文化从政修

养的精华，传承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时代价值。开展好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突出教育主题，强化问题导向，贯彻

从严要求，坚持以上率下，注重讲究实效，确保专题教育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果。他要求机关处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把“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在日常工作中对照要求、剖析自我，

狠抓一言一行，确保抓出成效。

目前，省社科联已经成立了由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

任组长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协调小组，并制定了具体的工作

方案。

（省社科联研究室）



省社科联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第一次学习研讨

2015 年 6 月 26 日，省社科联以“严以修身”为主题，

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刘德海，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党组成员、

副主席徐之顺和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参加。

刘德海书记主持学习研讨并讲话，他说，本次严以修身

专题交流研讨，重点是查一查“修身严不严”，看一看是否

做到信念坚定、党性坚强、道德高尚，着力整治理想信念动

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宗旨意识淡薄、借为民办事搞个

人政绩、侵害群众利益、党性修养缺失、不讲党的原则等问

题。研讨发言要按照省委组织部“四个摆进去”、“四个谈”、

“两个联系”等要求，做到见人见事、触及问题。

随后，汪兴国副书记、徐之顺副主席分别作了发言，赵

宁乐、赵尤文、李鸣、刘西忠、夏东荣等 5位同志也先后进

行了交流讨论。大家敞开思想、触及灵魂、联系实际，从不

同角度谈了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

刘德海书记作会议小结，他说，严以修身是做到“三严

三实”的基础和首要，通过本次专题学习研讨，大家交流了

思想、深化了认识，取得了较好成效。大家的发言思想认识

有高度，触及灵魂有深度，查摆问题有态度，对未来改进提



高明确了向度。在今后的专题学习研讨中，大家思想上要更

加重视，使学习研讨更加深入、更有质量；要按照省委的部

署，逐项抓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各项任务的落实；要着

眼于推动工作，将问题导向、从严要求、以上率下、注重实

效贯穿始终。

（省社科联研究室陈朝斌）

湖北省社科联周庆章巡视员一行来江苏调研

2015 年 5 月 14 日，湖北省社科联巡视员周庆章带领学

术部的同志一行 4人到我省调研，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汪兴国和办公室、评奖办、组联中心、学会部的同志参

加座谈交流，双方围绕社科成果评奖、学术活动组织、课题

研究等议题分别介绍了两省的工作情况和具体做法。大家一

致认为，加强省际工作交流、相互学习借鉴，对于推动两省

社科工作开拓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省社科联办公室）

省社科联赴南通、盐城开展决策咨询工作调研

2015 年 5 月 29—30 日，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

之顺带领研究室人员，围绕“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开展决策咨

询工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如何向智库转型”等问题，



赴南通、盐城开展工作调研。

29 日下午，调研组一行首先赴南通大学进行调研座谈。

学校党委书记成长春认为，高校智库建设要注重问题研究与

引领性研究并重，既要促进研究成果“落地”，又要加强平

台建设，还要拓展国际化视野等。江苏沿海沿江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周威平简要介绍了学校依托研究院打造高校新

型智库的基础条件和优势。人文社科处、地理科学学院、商

学院等部门的专家代表围绕提升决策咨询工作水平、打造新

型智库作了交流发言。最后，徐之顺作总结讲话，他对江苏

沿海沿江发展研究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建议研究院一要

注重打造研究高地，突出研究的专业化、系统性；二要注重

应用问题中的理论研究，让智库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三要注重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吸纳校外人才，改革智

库用人制度，形成科学的人才流动机制；四要注重加强与地

方政府的合作联系，争取成为地方高端核心智库，并以此为

依托，面向全省、辐射全国。

30 日上午，调研组赴盐城师范学院“江苏沿海发展研究

基地”开展调研。学校副校长崔刚就研究基地发展现状、学

校新平台建设及下一步发展思路作了介绍。江苏沿海开发研

究院院长郝宏桂就研究基地的工作经验、基地向智库转型的

工作思考，以及对省社科联江苏智库发展中心建设的工作建

议作了汇报。科研处、商学院、城市与资源环境学院、经济



法政学院的专家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围绕新型智库建设的战

略定位、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成果评价与转化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在听取专家发言后，徐之顺作了总结发言。他

充分肯定了盐城师范学院的基地建设工作，建议基地在向现

代智库转型过程中，要注重把国家前瞻性问题与江苏沿海问

题研究结合起来，实现研究工作的与时俱进；要加强研究院

的品牌宣传工作，完善研究基地内部治理，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汇聚新兴力量，推出标志性成果，努力成为江苏新型智

库的一支重要力量。

（省社科联研究室 李启旺）

省社科联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化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学术讲座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省社科联组织省级社科类学会的一批知名专家面

向在校学生、社会公众、部队官兵和基层党员干部举办以“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的系列学术讲座。2015 年 6 月 17 日下午，首场讲座由省中

华成语研究会会长莫彭龄教授在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报告

厅隆重举行，700 余名高一年级师生聆听了讲座。

莫彭龄教授在讲座中指出，汉语成语不仅是语言的精

华，而且是文化的精华，具体说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即：



成语是汉语和汉文化的精华，是汉语和汉文化的“活化石”，

成语是汉语和汉文化的“全息元”，成语是一种巨大的可以

开发利用的语言文化资源。他的这些观点引领学生深入认识

成语的文化本质，激发了大家的兴趣。莫教授又引导同学们

进一步探究“成语是什么”的课题。接着，莫教授重点围绕

本次讲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主题，以成语为切入口，谈中华成语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实质

上就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吸收和转化，是对中华文明的

传承。中华成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和标志性文化现象，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成语中的爱国、诚信、友善、和谐等

精神内涵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相融相通，可以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基础。他列举成语“精

忠报国”，讲述成语背后的故事，阐释爱国的内涵与实质；

列举成语“季札挂剑”，讲述诚信的故事，勉励同学们继承

家乡先贤的美德；列举成语“鞠躬尽瘁”，引导师生敬业勤

学；列举成语“高山流水”，与学校景观、历史传说结合，

传播珍惜友谊的佳话；列举成语“举案齐眉”“伯埙仲篪”，

倡导夫妻和睦，社会和谐的风尚。

最后，莫教授倡议师生们学好中华成语，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观。他说，学习成语要“品”。一品成语的“形



音义”；二品成语的“文化味”；三品成语的“启示性”。

他希望母校师生学好中华成语，讲好中国故事；身体力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各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莫教授在师生们的热情期待中，还高歌了一段他亲

自作词的《中华成语歌》，掀起全场的高潮。

（省社科联学会部）

徐之顺副主席一行

赴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调研

2015 年 5 月 26 日，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之顺带领

研究室人员赴苏州大学东吴智库，围绕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如何向

现代智库转型开展工作调研。苏州大学副校长田晓明，人文社会

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母小勇，副院长林萍、余敏江，相关学院专家

学者和东吴智库部分研究人员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田晓明副校长着重介绍了东吴智库的成立过程、

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功能定位、队伍建设、硬件建设、初步成

效和未来努力方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叶继红教授从课题研

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数据库建设等方面，对新形势下研究

基地如何向智库转型作了汇报。来自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凤凰传媒学院和东吴智库的专家学者交流了高校智库建设和

决策咨询研究的经验及体会。

徐之顺副主席充分肯定了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的工作及取得



的成绩。他说，东吴智库定位准确，注重整合资源、夯实基础，

推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在全省智库发展格局中占得了先机。今

后，东吴智库要进一步凝练方向，形成特色；要把政策研究和政

策宣传相结合，打造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宣传信息中心；智库发

展要和学科创新相辅相成，智库成果要积极反哺学科建设。省社

科联也将加大对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的支持力度，共同为江苏社科

强省建设和新型智库建设贡献力量。

（省社科联研究室陈朝斌）

新疆社科联郗健副主席一行来江苏调研

2015 年 5 月 18 日，新疆自治区社科联副主席郗健和秘

书长刘环玉及《新疆社科论坛》杂志社负责人等一行 4人到

江苏调研。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和金晓瑜副

巡视员及科普部、组联中心、《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等部

门负责人向新疆同行介绍了江苏省社科联在决策咨询服务、

县级社科联和高校社科联建设、社科普及、社科评奖、学会

管理、学术活动和学术期刊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双方还

探讨了合作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对口援疆工作理论

研讨活动的有关设想。

（省社科联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