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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工作的角色定位，突出了弘扬“中国梦”、

南京市出台《南京市社会科学普及
规划纲要（2016-2020 年）》
2016 年 11 月 7 日，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了 《南 京 市 社 会 科 学 普 及 规 划 纲 要 （20162020 年）》（以下简称 《纲要》），明确了十三

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提升全民科学素养等
社科普及工作内涵。

（南京市社科联）

扬州市社科理论界座谈学习贯彻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五时期南京社科普及工作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
务。该 《纲要》 是由南京市社科联具体推动、在

2016 年 11 月 10 日，扬州市社科理论界召

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完成的，旨在贯彻落实

开座谈会，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将中央和江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姜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

省关于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宣传和普及的重要政策

扬州大学、市委党校、市级社科学会以及有关部

措施用规划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南京社科普及

门的 6 位专家学者作了发言交流。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了做好 《纲要》 的编制工作，2015 年 12

姜龙在讲话中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市社科理论界首要的重大政

月南京市社科联牵头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市有

治任务。一是要增强政治意识，带头深入学习。

关部门共同参与。课题组首先对近 10 年来南京

不仅要自身学习贯彻好，还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理

市开展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分

论研究阐释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析和总结，对社科普及工作与城市文明素养的提

觉，引领全社会的学习热潮。二是要增强担当意

升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做了广泛的调研和理论研

识，带头发出声音。要系统梳理全会的理论创新

究。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了中央和地方已经颁

点、政策结合点和群众关注点，深入研究阐释党

布的社科普及法律法规和条例，并积极与浙江、

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阐释全面从严治

福建、广东、山东、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及湖

党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研究阐释

南等省份的相关部门沟通咨询。今年 5 月形成初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历史经验、时代

稿后，外出到社科普及工作开展较出色的浙江进

要求和创新举措，研究阐释加强党内监督的指导

行了实地学习考察，与杭州、温州、乐清、绍

原则、目标任务和方法途径。三是要增强责任意

兴、玉环等市的社科联进行了社科普及经验交

识，带头开展宣讲。利用好社科学会、社科普及

流。在充分吸收借鉴各地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今

基地等平台，发挥社科理论工作者等宣讲队伍的

年 6 月底形成了 《纲要》 征求意见稿，7 月底联

作用，推动宣讲不断向基层延伸。紧密联系扬州

合市委宣传部对社科普及工作中涉及到的市有关

市改革发展实际、党的建设实际和人们思想实

部门，发出征求意见函，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

际，增强宣讲的感染力吸引力，做好宣讲活动、

议，并进行修改完善。

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切实提高宣讲效果。

《纲要》 明确了市社科联协调指导全市社科

（扬州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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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社科理论界举办学习贯彻
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
2016 年 11 月 11 日，泰州市委宣传部和泰
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市级机关工委、
市委党校、市廉政学会及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参
加会议。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
（院） 党组书记黄林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
市社科联主席倪郭明主持。
黄林华对宣传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了三点意
见：一是要强化政治自觉，全面准确把握六中全
会精神。做到深刻认识六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意
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极端重要性，深
刻理解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
求，深刻把握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的
重大意义。二是要紧密结合实际，切实加强研究
阐释与宣传普及。加强理论研究阐释和宣传宣讲
普及，把准方向，把牢导向。三是要求真务实、
敢于担当，着力加强社科队伍建设。学习贯彻会
议精神要严守纪律，把握尺度，要原原本本读文
件，对照自身找问题，做好表率和先锋。

无锡社科联党支部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2016 年 11 月 15 日，无锡市社科联、江南
论坛联合党支部召开专题学习会，邀请无锡市委
党校教务处处长尹清亮教授作辅导，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学习会上，尹清亮教授做了题为“全面从严
治党开启新征程”的专题辅导，详细分析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各届全会的历史贡献和鲜明特征，深
刻阐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内涵和主要内
容，重点讲解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 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提
出了如何践行“学全会精神，做合格党员”的具
体要求。
无锡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祖坤在学习
会上强调，市社科联全体党员干部要准确把握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无锡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牢牢
把握正确导向，加强理论研究，广泛开展宣传，
营造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浓厚氛围。充分发挥社
科理论工作的“智库”作用，切实服务无锡经济
社会发展。

（无锡市社科联）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问题导向从
严治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

无锡市社科联举办社科学会秘书长培训班

强化政治意识等方面，结合各自的思想实际、工
作实际和研究领域，畅谈学习体会，展开热烈讨

2016 年 11 月 15 日，无锡市社科联举办了
全市社科学会秘书长培训班，市社科联党组书

论。
（泰州市社科联）

记、主席李祖坤出席并讲话。培训班对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了专题辅导，传达学
习了无锡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对社会组织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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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管理最新的有关政策法规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陈满林围绕如何加强

和深入的交流，并对进一步加强学会建设作出

社科研究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讲了话，市互联网

了具体的部署，无锡市教育学会等四家学会代

信息中心主任蒋志文就 “常州发布”作为社科

表在培训班上作了交流发言。

研究成果展示与转化的平台进行了推介，来自
（无锡市社科联）

全市各高校、社科团体、机关以及有关单位的
180 余名社科理论研究人员参加会议。
本次学术大会的主题是“奋力建设强富美

扬州市第八届学术年会
县（市、区）专场在宝应召开
2016 年 11 月 11 日，扬州市第八届哲学社

高新常州”,共收到学术论文 218 篇。经市社科
界第六届学术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共评出 75
篇优秀论文，其中一等奖 10 篇，二等奖 20 篇，
三等奖 45 篇。会上，常州市委党校行管教研室
主任王睿倩教授，江苏理工学院洪燕云教授等 8

会科学学术年会县 （市、区） 专场在宝应县召

位获奖作者上台交流发言。常州大学副校长、

开，宝应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顾长荣出席会议

社科联副主席王卫星，常州工学院副院长、社

并致辞，各县 （市、区） 社科联主席、优秀论

科联主席汤正，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副书记潘洪

文作者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林等专家分别做了精彩点评。

6 位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围绕旅游开发、供给

（常州市社科联）

侧结构性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教育资源均
衡、依法治国等热点问题结合地方特色、工作
实践进行交流发言。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钱学
平教授对专场论文进行了点评。
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张雷主持会议，并在
年会上从新型智库建设、课题研究、学术活
动、社科评奖等方面，对 2016 年以来的学术研
究工作进行了总结。

（扬州市社科联）

常州市社科类社团积极参与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
2016 年 12 月 6 日下午，常州市社科联组织
30 余名社科类社团代表参加常州市 2017 年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推介会。推介会上，

常州市社科联召开全市社科界
第六届学术大会

常州市政府公布了 2017 年将全面实施的 389 个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总额达 7500 余万元，
内容涉及文化体育、综治司法、居家养老、青
少年事务等多个领域。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

2016 年 12 月 16 日，常州市社科界第六届

创新社会治理、增强民生保障的重要抓手。近

学术大会在江苏理工学院举行。江苏理工学院

年来，常州市社科联作为全市社科类社会组织

院长、社科联主席曹雨平在开幕式上致辞，市

的业务主管部门，扎实推进所属社团规范化管

社科副主席叶英姿宣读了优秀论文表彰决定，

理，要求下属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坚持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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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
2016
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
2016 年 12 月 17 日，由南京大学、光明日
报社主办的 2016 中国智库治理论坛在南京大学

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光明日报智库研
究与发布中心联合研发。

仙林校区举办。来自中央及各省市智库管理部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骏在致辞

门、中国智库索引 （CTTI） 首批来源智库、智

中介绍了南京大学在推进高校新型智库建设方面

库研究界的专家学者等近 700 人参加会议。会

的探索：一是整合校内力量，重点打造有基础、

上发布了我国首个智库垂直搜索引擎和数据管理

有条件、有特色的高校智库，强化机构支撑；二

平台——中国智库索引 （CTTI）。该索引由南京

是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推出前瞻性、针对性、可



建会、从严治会，立足主业、强化内功，创新

议并发表讲话。来自市内外领导专家和各界代

思路，打响品牌。一批社科类社团积极发挥自

表共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身在民生保障领域、社会治理领域、行业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社会 （连云港） 研究

领域的专业优势，主动参与地方政府购买社会

基地及“一带一路”（连云港） 研究基地，由中

组织服务项目，受到政府与群众的一致好评。

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

（常州市社科联）

政治研究所与连云港市社科联、淮海工学院三
方共建。基地将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一
带一路”等相关领域，以联合攻关等形式开展

中国社科院两个研究基地在连成立

重大课题研究，推出相关研究成果，通过中国
社科院内参等渠道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

2016 年 12 月 8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知
识社会 （连云港） 研究基地暨“一带一路”（连

有关部委。
成立大会结束后，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

云港） 研究基地成立大会在淮海工学院召开。

务副主席刘德海作了题为“宏观视野下的哲学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

社会科学工作”专题报告，并分别召开了中国

和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为知

社科院知识社会 （连云港） 研究基地管理委员

识社会 （连云港） 研究基地揭牌，中国社科院

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社科院“一带一路”（连云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邹治波先生和淮

港） 研究基地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海工学院党委书记赵炳起为“一带一路”（连云
港） 研究基地揭牌。连云港市领导滕雯出席会

（连云港市社联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