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h{tl/psh/do

妭墕壈
蛼＝蟨叧翨
鎽諦＝

墡慘妘謀

Hvboh{ipv!Bttpdjbujpo!Pg!
Tpdjbm!Tdjfodf!Tpdjfujft

BOOVBM!SFQPSU

妭墕壈
蛼＝蟨叧翨
鎽諦＝

墡慘妘謀

Hvboh{ipv!Bttpdjbujpo!Pg!
Tpdjbm!Tdjfodf!Tpdjfujft

BOOVBM!SFQPSU

灭炽棣懶樸
] ! ! 跋侊桪©籾

壤!!!!!疯侊椂!!!馧!!!䅘©炓!!!㳟㫚謦
!!!!!!!!!!!!!!!!䧫䀅呏!!!媑筧秐!!!䙧©昦

带 ] 跋侊㜳朥郹!!!㯺孭磝!!!棜!!!©

阮舁棣懶侊䅖!!!縰!!!鈵碽䆗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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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咏红到我会调研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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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与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广州社科理论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 与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广州社科骨干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修班”

2/ 鄩鄬扢誤妭墕蛼蟨翨叧雳

咅™㠵嬏雳㫝妕昦暚魍跤蹺竑

頥蛼＝踽躏屒嶎嶗倫艊鴛謦

俋赗蜶、市社科联始终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

事，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

早做部署、迅速行动，兴起广州

社科界学习热潮，引导广大社

科工作者开展深入学习、把握

精神实质、领会核心要义，做到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围绕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举

办广州社科理论界专题学习活

动 10 多场，组织举办广州社科

骨干“文化传承与创新”专题研

修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研修班。通过学习，推动社科

界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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褃熱屒嶎媆䎘䯖媰誼絔㛀澓⺸䯖雳㫝妕昦暚魍跤蹺竑頥蛼
＝踽躏屒嶎嶗倫艊鴛謦俋赗蜶艊叧雳咅™㠵嬏蠻㡽硰痐

3/ 鄩鄬俋㓇浧咅㚸扢誤倫艊

鴛謦俋赗蜶獿駱鳏宆、坚持带

头宣讲，市社科联两位班子成员

作为市委宣讲团成员，深入到各

区各部门各系统，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开展理论宣

讲 20 多场。邀请 40 多位思想

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理论功底强

的专家学者，组建广州社科专家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半

数以上是博士生导师，涵盖了中

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

重点高校专家学者。宣讲团深入

城乡基层、深入企业一线，直面

干部群众开展宣传宣讲 224 场，

不断增进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有力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扎根广州、

深入人心。



4/ 詇陝攝窩＃妭墕叧雳煛䫀￥、

着眼于打造集理论学习、课题

研究、学术研讨、成果传播等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平台，创办“广州学习沙

龙”，以“突出主题主线、思想引

领、理论建设、人才培育、资源

整合、立体传播”为着力点，构

建广州地区学习研究宣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学术共同体。学习沙龙第一

季活动由市社科联与广州地区

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

办，以“‘四个伟大’：开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从严

治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支撑”、

“中国智慧：治国理政思想的国

际贡献”、“改革开放：中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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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由市委宣传部和我社主办，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广州学习沙龙系列活动（第一 场）举行

展的根本动力”、“生态文明：永续发展的中国探索”

和“文化自信：复兴发展的中国力量”为主题组织 6

场活动，每场活动以广州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优

秀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博士生、硕士生为主体，极

大带动了广州地区高校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学习与领会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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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专版刊登了我会举办的部分学术研讨会专家座谈发言。



与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共同主办“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广州实践”理论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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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獿駱婩嗴䖂陸屒踽躏跤蹺誼攝昦絔㛀蔠裮、!

推进 2017 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课题

研究，组织广州地区中青年社科理论工作者深

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共立项课题 110

项，资助研究经费 330 万元，提升马克思主义

理论对广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指引力和影响力，凝聚和

培养一支政治过硬、研究能力较强的社科

理论人才队伍，为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

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支撑作用。



与暨南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粤港澳大湾区与自贸区联动发展”学术圆桌会议

2/ 鎢媰屨叧蛼＝蟨叧䎘╪嶯

㛌嫮尓婠㛄、!牢牢掌握哲学社

会科学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与主动权，确保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意识形态绝对安全。强化

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研判，

组织社科专家加强对当前社会

思想动态和意识形态的针对性

研究，为党委政府把握意识形

态工作规律、防范意识形态风

险提供决策参考。认真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成立市社

科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

加强对社科类学术团体、重点

研究基地、社科普及基地的指

导与管理，切实把好年内组织

举办的 200 多场学术研讨、科

普讲座、文化活动的政治关、导

向关。强化网络平台建设，加强

对广州社科网和“广府新语”、

“城市观察杂志”微信公号等网

络信息平台的管理。

3/ 壽呯妭墕壈屨叧蛼＝蟨叧

＃鴛醑鲕￥僨嗴㓇陝、!市社科联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重要讲话精

神，牵头编制《广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十三五”发展规划》，推动

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名义发布该规划，凝聚推动广

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的整体合力。规划明确“十三

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全市社

科工作的整体布局，提出了建

设优势学科群和创新型人才队

伍、建设广州社科创新之城、打

造国际学术交往中心的目标，明

确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与建设工程、完善广州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布局、构建广州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推

动广州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改革

创新、推进《广州大典》文献典

籍编纂出版工程、锻造高素质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等六方

面的主要任务，着力建设与国

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相称、与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匹配的哲

学社会科学。

4/ 呺昻賶珜癛俋瑌嶼僨嗴蔠

裮㚧陝䯒3128Ⅹ3131䯓、贯彻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部署要求，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自贸

区建设的战略契机和历史机遇，制定实施“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计划（2017—2020）”，着

力凝聚广大社科工作者，打造对接国家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战略需求的“广州团队”。计划重点

围绕建立湾区发展社科合作机制、开展湾区发

展研究、组织湾区研究系列学术研讨、策划出

版湾区建设研究成果、加强学术传播和人才队

伍培养等五大方面来谋划工作，着力发挥广州

知识密集、智库集中的优势，以国家使命、全球

视野、战略眼光深入推进湾区发展研究。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褃熱瑪嗁㜑陝䯖媰誼㡊瑧斾諦䯖酛誈扢㫧妭墕屨叧蛼
＝蟨叧逫駥僨嗴艊頠偡樴嗁桖鎢擾朄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5/ 扢㫧訅鲕㩺䯒3129Ⅹ3131䯓壈鳏旝蛼蟨

㳛砎蔠裮▕鰱婠㛄、!坚持从服务广州建设国

际一流城市的大局出发，高水平谋划第五轮

（2018—2020）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通

过对第四轮重点基地考核验收、第五轮申报单位

初审和入围单位复审，产生新一轮 50 家重点研

究基地，覆盖广州地区重点高校、研究机构。基

地主动对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对

接新时代广州乃至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诉求，以

创新引领、社会认可、国内知名为标准，突出专业

特长和学科优势，着力布局和建设服务市委、市

政府和职能部门科学决策的专业化特色智库群。

61咲㳛砎蔠裮▕鰱謖雜

组织召开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考核验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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攢昷語蟨俋叧

妭趼墡趵俋叧

妭墕蹺䅕縟㠾跤宆蔠裮▕鰱

妭墕蹺䅕╙壈攝昦™摙蔠裮跤宆

妭墕雲攢㠨哱諎絔跤宆蔠裮▕鰱

妭墕壈醠頥鄽牨醮粶乵镾瑧熴蔠裮跤宆

) 邁婠 *

妭趼侳㛳侳㠾
俋叧

妭墕壈駡邁呏瑪蔠裮▕鰱妭趼㙬呭叧䅳

妭墕跤語駳證諍旝誼蔠裮▕鰱妭墕跤語駳俋叧

妭墕壈語叧愛絔叧蔠裮▕鰱妭墕語蟨俋叧

妭墕壈䗮恖梮恖镾鳏忴鄖讜▔

門蔠裮▕鰱䯒邁婠䯓
妭墕耡蟅鎲趵恖梮叧䅳

妭墕蹺咲跤宆╙壈蔠裮▕鰱

妭墕跫翨旝誼謖╙婠㛄醮旝誼鲲

趵蔠裮▕鰱
妭墕壈蛼＝蟨叧䅳

妭墕壈蛼＝墡慘蔠裮跤宆

妭墕娞敤婠㛄蔠裮跤宆

妭姛旝誼蔠裮▕鰱

妭墕鴛醑ǹ蔠裮▕鰱

妭墕熴熎婠㛄蔠裮跤宆

妭墕壈杶幋熎絔蔠裮跤宆

妭墕俋叧

妭墕壈蓜㛌鲲棈桽烏蔠裮跤宆妭趼恖梮壎餱叧䅳

妭墕壈倫婠蔠裮▕鰱妭墕壈僡倫樍妭墕粷魍窹牐醮翄厸縟烏僨嗴蔠裮

▕鰱 ) 邁婠 *

妭墕㰊壈旝叧醮㰊壈旝誼蔠裮▕鰱

䯒邁婠䯓

妭墕嶼╪㳟@敤詇蔠裮▕鰱妭趼㠨鄽俋叧 妭趼㳟@叧䅳

雲攢絔墡俋叧

雲攢壎餱俋叧



2/ 媰誼㜄䎪㓇陝䯖鏅磍鄽牨蛼

＝僨嗴俋嗁婩嗴蔠裮、贯彻新

发展理念，以强烈的问题意识

推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

究，紧紧围绕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的战略部署和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哲学社科规划课题

全年立项课题 414 项（含共建

课题），资助研究经费近 1800

万元，创历年新高。组织实施

第 28 次市委书记、市长圈题

课题招标活动，发动广州地区

一流科研团队深入研究“广州

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与提升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研究”、“广

州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和经

验研究”、“广州特大城市社会

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和“提

高广州发展质量效益研究”等招标课题，形成

调研深入、数据翔实、分析透彻的研究报告报

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阅。组织开展“广州

改革开放40 周年历史与基本经验研究（1+10）”

课题研究，资助研究经费 110 万元，从经济体

制改革、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

城市建设、科技创新、文化建设、民生发展、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回顾广州

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深入总结广州改革开放

的基本经验。

3/ 媰誼叧梮鲮牐䯖醭昢抲緣妭墕叧梮鲮嬔跤宆

嬁閼撾、!坚持融通理论舆论，活跃高端学术交

流研讨，通过“广州新观察”、“城市观察”、

“城市智库论坛”等学术交流平台举办研讨活

动 100 多场，建设学术交往中心良好氛围更加

浓郁。高水平组织“迈向全球城市——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系列学术活动”12 场，聚焦广州

与湾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凝聚共识、建言献策。组织举办“广州新观

察”学术圆桌会议 9 场，组织邀请学界名家和

业界精英深入探讨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广州

新观察”在学界和社会上影响日深。以“全球

城市：集聚•枢纽•辐射”、“粤港澳大湾区与

一带一路”为主题，举办第四、五届“城市观

察”圆桌会议，凝聚城市研究专家智慧和成果

服务广州国际一流城市建设。

4/ 媰誼彾楇㩸誼䯖槪宺屟彾楇婠㛄設朄彾敱、

加大优秀社科研究成果的选编报送力度，全年

共选编印发 25 期《广州社科成果要报》和 6

期《城市智库内参》，市社科联各项工作获得省

市领导批示 60 多份。推动重点研究基地紧紧

围绕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中心工作开展针对

性决策咨询研究，广州市舆情与社会管理研究

基地、广州大数据与公共传播研究基地、广州

市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广州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等提交的多份报告，被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和

省市有关部门吸收采纳。探索建立智库成果发

布平台，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设“广州智库研

究”专栏，发布 12 期社科专报，深入宣传展示

广州社科研究重大成果、重要学术活动，取得

良好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益。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褃熱䃾䎪啂謭䯖媰誼叧梮攝昦䯖倫僡敤姛屒嶎姈。杶頷
筧慘羮桹撾僨慽

与番禺区委、区政府联合举办“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与番禺创新发展”学术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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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番禺区委、区政府联合举办“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与番禺创新发展”学术圆桌会议

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