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褃熱赗閔怇㬬䯖媰誼踽牐™摙䯖妭墕叧梮屒嶎㳛䁗艊
嬁閼撾慁醁抲緣

2/ 撽鲻＃妭墕叧梮叝￥閔窅、!整合学界

资源，高水平组织策划第三、四届“广州

学术季”。上半年以“世界舞台·广州魅

力”为主题组织举办第三届“广州学术

季”，策划举办五大系列 102 场活动，彰

显了广州的文化魅力和城市活力。下半

年举办“世界广州 筑梦未来”——第

四届学术季，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主线，精心推出八大系列 103

场活动，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宣

讲，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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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椨婠妭墕屒嶎叧梮㳛䁗嬁閼撾、
历时一年多，圆满完成“大学与城

市——广州地区大学校长访谈活

动”，中山大学罗俊校长、华南理

工大学王迎军校长等18位重点高

校校长，为大学发展、学科建设和

广州城市发展提出富有创见性的

对策建言。系列访谈活动通过广州

日报和南风窗的深度访谈文章、广

州电视台和大洋网的访谈节目等

立体化的宣传报道，形成强大的宣

传舆论声势。举办“我和广州”创

意传播大赛，征集真实生动的中国

故事、广州故事，挖掘广州城市精

神和文化魅力，展现充满活力魅力

的广州城市形象，向世界传递广州

声音、中国价值。与中国社科文献

出版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强

《羊城学术文库》的品牌推广，在

搭建科研大数据平台、学术成果

发布平台、智库服务平台等方面开

展深层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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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ꅾ挿넞吥吥
刘鸣

华南师范大学

陈晓阳

华南农业大学

王迎军

华南理工大学

胡军

暨南大学

于海峰

广东财经大学

郭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雍和明

广东金融学院

张文彪

广东警官学院

郭姣

广东药科大学

蔡乔中

广东金融学院

邹采荣

广州航海学院

黎明

广州美术学院

王新华

广州医科大学

余艳红

南方医科大学

陈新

广东工业大学

魏明海

广州大学

隋广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7 28

罗俊

中山大学



5/ 抲緣︹╙壈㓅唒︺梕騷叧梮
嬁閼撾、!秉持“出精品、创品

牌”的办刊宗旨，继续办好《城

市观察》杂志，完成 6 期杂志

出版发行任务，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和省级社科规划项目论文

投稿量显著增加。探索采用特

约栏目主持人开辟专题专栏的

办刊形式，借力知名专家学者

和研究领域大咖，围绕特色专

题开展针对性组稿，有效提高

杂志的论文质量与学术影响

力。《城市观察》杂志已成功列

为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

库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

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复

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

刊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

年报》统计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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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怇㬬犦醢趺醕躐㣵旝誼赗
閔、!以市社科联出品的 8 集大

型纪录片《穿越海上丝绸之

路》为抓手，积极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推动《穿越海上

丝绸之路》纪录片于“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两

次在央视纪录频道重播，以其

解说词为主要内容的同名书籍

被翻译成英、法、俄等 10 个语

种，成为高峰论坛官方指定用

书，在国内外引起特别关注，

为“一带一路”宣传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策划创作《寻味羊

城：海上丝绸之路今昔》手绘

图书，用漫画对广州城市海上

丝绸之路相关的典型文化和

经典场景进行创意设计，以生

动活泼的形式提升广州海丝文

化传播力，得到了多位市领导

的肯定性批示。

②

29 30

《穿越海上丝绸之路》多语种图书



2/ 媉怷妭姛〓蟐™酛旝誼䯖™

恔╙壈旝閗、!围绕《广州大典》

这一文献巨典，开展广州历史文

化学术与文化活动。组织“传承

城市文脉——广州历史文化传

播系列活动”，以广州大典切入

中药产业史、岭南农业史、广府

文化、岭南家风文化、民国华侨

文化的研究研讨，不断扩大广

州历史文化在学界和海内外的

影响。策划推出“名人与广州”、

“南粤先贤”系列文化讲座，解

读广州历史名人，解码其背后广

府文化的精神与价值。加强与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商务印书

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华

书局、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

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等国家级文

化平台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

广州大典开发利用、数字化建

设和民国文献编纂整理工作，

完成《广州大典》一期收录的

80%文献授权数字化工作。
①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褃熱蛼蟨竑頥䯖媰誼™恔攝昦䯖箏錨竑頥。哱桹䙜撾艊
╙壈旝誼獿姪嫿朄

与广州中医药大学联合举办“广州中药产业史与品牌传承”学术交流会 与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举办第五届广府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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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大咖有约——企业家进高校访谈”系列活动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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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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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恔娞燳旝誼䯖▔鑇玜澐咲

䏣、!举办“清风传万家——廉

洁文化教育系列活动”，通过组

织系列廉洁文化课题研究、岭

南家书家风家训研讨会、系列

家风文化讲座、青少年孝廉文

化书法活动、孝廉文化书法展、

廉洁文化展览等活动，传播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的理念，发扬光大中华民

族传统家庭美德，深入挖掘广

府廉政文化，讲好岭南家风家

训故事，努力在全社会培育清

正廉洁的价值理念。

4/ 鞏啂攝昦旝誼䯖発僨攝㬬牆

撾、上半年，以“创响广州”为

主题成功举办 24 场企业家演

讲，覆盖广州地区 12 所高校的

16 个校区，为大学生创新创

业指明方向和路径。下半年，

创办“大咖有约”创新企业家

访谈活动，通过采访视频、情

景剧、现场辩论、互动问答等

活泼多样的形式，围绕创新创

业热点和青年学生思想困惑，

邀请创新企业家和文化名人

与青年学子深度对话，联合广

州市广播电视台进行节目录

播和互联网传播，打响市社科

联的创新文化品牌。

5/ ™摙䄕㜁旝誼䯖猔門霎䒮銆

╙、!打造“开卷广州”市民阅读

活动品牌，联合市作协、广州都

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

广州购书中心、从化图书馆等单

位，策划推出“悦读新广州”、

“悦读经典”、“悦读美丽乡村

行”三大系列读书活动 22 场，

与市民一起“读经典”、“读广

州”，品味广州风物人情，着力

推动全民阅读，涵养书香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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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举办的科普惠民部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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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举办“清风传万家——廉洁文化教育系列活动”

举办“开卷广州，魅力悦读乡村行”系列活动

 举办“开卷广州”系列阅读活动



①

鸣莽眉饣稗怿赖旺躲笺魂返鼎!佨27厘佪
!䯒戹謖醭鰓魯謚䯓

旝骺旝誼贜窹橭橉䒛蛼蟨杚倀▕鰱9

妭墕鰱㿐贜窹䒛蛼蟨杚倀▕鰱10

妭趼跤語駳贜窹䒛蛼蟨杚倀▕鰱11

妭墕跤語駳俋叧訅酽䅔嘄語䅳蛼蟨杚倀▕鰱12

妭趼荎跤語駳蟨杚咅™斊鑇▕鰱13

②
轄踔斶叄旝誼鲒誤鉢䖢▕鰱14

妭墕壈眔爳啢叧™酛旝誼杚倀▕鰱15

妭墕䗮鰱旝誼裶䄄蛼蟨杚倀▕鰱16

妭墕蹕霎䒛蛼蟨杚倀▕鰱1

妭墕啨妘簍覎蹕霎䒛蛼蟨杚倀▕鰱2

妭墕壈㢐蟐嶼蹕霎䒛蛼蟨杚倀▕鰱3

妭墕壈犦紒嶼蹕霎䒛蛼蟨杚倀▕鰱4

妭墕壈䧫╟嶼蹕霎䒛蛼蟨杚倀▕鰱5

妭墕壈鞲誼嶼蹕霎䒛蛼蟨杚倀▕鰱6

妭墕贜窹䒛蛼蟨杚倀▕鰱7

妭趼炓䄄墡頯贜窹䒛蛼蟨杚倀▕鰱8

2/ 鎢媰叧＝壽姪誼㓇餱誼婠
㛄、!坚持以学会为基，推动学

会健康发展。与市社会组织管

理局密切合作，进一步完善社

科类社会组织主管单位前置

审批、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

盖、社科类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等制度。坚持学术立会、活动

兴会，年内资助支持学会组织

各种主题学术研讨活动近 30

场，取得了一批有理论价值与

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在全国

大中城市社科联第 28 次工作

会议上，广州市青年研究会、

广州市孝道文化研究会、广州

秘书学研究会获得“全国先进

社科组织”荣誉称号。

3/ 聪挠眉饣怿旺躲笺魂ν!根
据《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修订）》的规定和要求，通过

申报评审工作，确定广州少年

儿童图书馆等 16 家单位为

2017—2019 年度广州市社会

科学普及基地，每年分别给予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等 5 家重

点基地 10 万元经费资助、广

东中医药博物馆等 11 家一般

基地 5 万元经费资助。召开市

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工作座谈

会，推进社科普及基地建设、

创新社科普及方法、打造社科

普及活动品牌、构建社科普及

工作联盟。

4/ 植碘饣怿挨蠕蘚爸挠麈ν!
以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为平台，不断加大对基地学

术梯队的培养力度特别是青年

科研人才的扶持力度。以课题

项目为抓手扶持青年科研骨

干 , 在定向委托和重点委托课

题方面有意识地推出一批中青

年学者，在社科规划课题、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课题等项

目中向中青年学者倾斜。持续

加大“羊城青年学人”计划的

实施力度，2017 年立项课题 51

项，资助经费共 153 万元，深入

探索构建广州地区青年学人学

术共同体机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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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学堂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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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策划组织“首届‘我和广州’创意传播大赛”正式启动 与省社科联联合主办的“2017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开幕式



召开市社科联机关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参观“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中国共产党早期正风反腐图片展”学习教育活动

2/ 鎢媰鄩鄬䎘啂䯖瑪䉳僨慽倫鄩樮宆慘羮、市

社科联着力加强党组的核心领导能力建设，始

终坚持把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

位，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机关党员干部和广

大社科工作者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

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出台《党组

会议制度》、《主席办公会议制度》，提高党组工

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持之以恒抓作

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政治生

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纳入本单位整体

工作。扎实推进基层正风反腐

专项治理，形成更加严格的工

作制度和监督机制。

3/ 鎢媰倫蘚妔㯵䄯鼢婠㛄䯖䁊

㬬䗮踃㠮豕趵誼鳏忴、切实把

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好干部标准

落到实处，坚持民主、公开、竞

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按照干

部选拔任用规定要求提拔干

部，通过借调、军转招录、人才

招聘等多渠道引进优秀人才，

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

高强的机关干部队伍。深入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推动机关干部保持忠

诚、担当、干净本色。强化干部

考核工作，促进优秀干部脱颖

而出。

4/ 鎢媰桽烏矇梽饅婠㛄䯖抲緣

諎絔㓇餱誼烐妕、!强化服务意

识，打造服务型机关。成立市

社科联内部控制建设领导小组

和办公室，提升单位内部治理

水平、规范内部权力运行。严控

“三公”经费及会议费支出，完

成市财局 2016 年度部门预算

执行审计。加强信息工作，向市

委办公厅信息平台上报工作信

息、专家约稿 26 篇。对标机关

绩效考核的工作要求，提高机

关服务能力，机关党风廉政建

设、依法治市、预算执行、保密

等多项工作考核居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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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爹淘杂泫傍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一致，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贯穿于社科工作全过程；自觉

树立为人民述学立论的人民立场，立时代潮

头、发思想先声，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贡献广州力量；自觉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市委、市

政府科学决策发挥重要的

智库作用。

蛋尿枰滢丁綳
坚持优势互补、合力共赢，

密切与党政机关研究部门、高

校、党校、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等

社科五路大军的联系合作，整合广州

地区社科学术资源，构建统筹推

进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

展的“大社科”工作格

局。

传赍@厘蘚爸
把握社科联小单位大系统

的特点，密切联系广大社科理论

工作者，在工作推进中团结凝聚了一

批政治坚定、学术精湛、业务精干的重大

课题研究团队、重点基地建设团队和

学会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队伍，推

动社科联各项工作向高水平、

专业化、规范化迈进。

聪艇酮霓酮脏
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平

台化”的理念，创新方式方法，

找准工作重点特点，以新载体开拓

工作新路径、新平台拓展新效果，促

进一项项工作机制趋于完善、一

个个社科品牌走向成熟，进

而推动社科事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

螻䎐岄酁酽
妘棾艊墡慘䯖
彿髦艊踽㒄
鉢＝曧䯤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43 44



45 46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妭墕壈
蛼＝蟨叧翨鎽諦＝
3128妘俋鲇㚶



47 48

4柂  

△召开市社科联七届二

次委员（扩大）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深入学习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广州市委

第十一次党代会各项战

略部署，推动广州哲学

社会科学事业再上新台

阶。广东省社科联党组

成员、专职副主席林有

能，市社科联七届二次

委员，学会、人文社科

基地等代表近200多人

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发布“第28次书记、市

长社科 招标 课 题”、

“ 第 三 届 广 州 学 术

季”、“羊 城 青 年 学

人”、“羊 城 学 术 文

库”、“羊城科普丛书”

等多项重点项目的申报

工作。

△组织召开党支部书记

述职大会，市纪委派驻

市委宣传部纪检组成

员、会机关及杂志社全

体人员参加会议。会领

导、市纪委派驻市委宣

传部纪检组成员等分

别对2016年度各党支部

书记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履行“一岗双责”情况

进行了点评。党组书记、

主席曾伟玉作总结讲

话。

5柂
△市委宣传部、市社科

联联合举办广州市社科

理论界学习贯彻市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座谈

会，来自广州地区高校

和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

学者、市宣传系统负责

人以及区县党委宣传部

的负责人等60余人参加

会议。党组书记、主席

鲈
桸
麋

鲈
桸
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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酽
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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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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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

:柂 

△市社科规划办发布《广州

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

三五”规划2017年度课题

指南》。

△召开“庆新春 话家风”新

春座谈会，会机关及杂志社

全体干部职工30余人参加座

谈。大家结合家乡春节习俗

和传统文化，畅谈新时代以

优良的家风建设开创党风、

政风、学风建设崭新局面，

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再上新水平。

曾伟玉讲话，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江永忠主持

会议。

:柂
△浙江省嘉兴市社科联

副主席黄允钰一行来我

会调研，双方就市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新型智库建设等进

行交流。党组成员、专

职副主席郭德焱，办公

室主任王文琦、科研规

划部部长谢天祯、学会

工作部部长金迎九参加

了座谈。

23柂
△ 组 织“ 大 学 与 城

市——广州地区大学校

长访谈”活动第五场，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

带队广州地区媒体访谈

中山大学校长罗俊教

授，与罗俊校长就大学

与城市的内在联系、哲

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对

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

29柂
△《舆情每日快报信

息：央媒报道<广州大

典>“寻到了广州的源与

流”》获市人大常委会

主 任 陈 建 华 批 示 ：

“《广州大典》研究中

心成立以来，开展卓有

成效的工作。二期编纂

有序开展，在编委会的

组织领导下，朝着目标

迈进，为文化名城建设

添砖加瓦，贡献智慧和

力量。请咏虹、志强、伟

玉同志阅示。”

          

2:柂
△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

KB
O
V
B
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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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研究

了市社科规划2016年工

作报告和2017年工作思

路,审议通过了《广州市

支持人文社科学术会议

实施办法（送审稿）》和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三 五”发 展规 划

2017年课题指南》。

31柂
△召开2016年度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主持会

议，代表领导班子作对

照检查并作总结讲话。

领导班子成员逐一作对

照检查。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江永忠、市纪委派

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正

处级纪检员林奕冰、市

委宣传部干部处副处长

龚立云等到会指导。

41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建华在我会呈报的《关

于纪录片<穿越海上丝

绸之路>工作情况的报

告》上批示：“以纪录片

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广

州故事，这是宣传、文化

工作的创新。要在此基

础上，充分发挥纪录片

节这个重大平台，策划

系列作品，厚植历史人

文传统优势，提升和展

示广州软实力。”

△市委副书记欧阳卫民

在我会呈报的《广州成

为带领全省创新发展引

擎的策略与对策》上批

示：“请科创委阅研。”

△副市长王东在我会呈

报的《关于纪录片<穿越

海上丝绸之 

路>工作情况的报告》上

批示：“非常好！广州确

应有更多的展现自己独

特文化、历史及魅力的

影视作品。建议扩大播

出面。”在《广州成为带

领全省创新发展引擎的

策略与对策》上批示：

“转科创委研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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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柂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

一行到天河区调研，与天

河区委书记林道平等各

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听

取对“天河现象”课题研

究初稿的意见建议。

27柂
△召开广州大典研究中

心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广州大典》主

编陈建华，市社科联党

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郭

德焱等出席会议。市社

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广州大典》副主编、编

纂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曾

伟玉主持会议。

31柂
△《城市观察》2017年第

1期出版，推出了“特约·

城市物流空间”栏目。

33柂
△发布第28次社会科学

研究课题招标公告。本

次课题招标共有4个题

目，即广州建设枢纽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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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广州发展质量

效益研究。

 

4柂
△召开2017年市社科联

党风 廉 政建设 工作会

议。会机关、杂志社全体

党员干部出席会议，市

纪委派驻市委宣传部纪

检组组长邵国明和正处

级纪检员林奕冰到会指

导。

8柂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

一行到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调研，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郭壮狮等座

谈交流南粤古驿道保护

利用和宣传研究事宜。党

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郭

德焱等参加座谈。

21柂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

年度课题申报结束。共

收 到广州地区7 6家高

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

以及企事业单位申报课

题共1363项，涉及哲学、

管理学、法学、经济学、

教育学、社会学等17个

学科类别。

24柂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

一行赴市教育局调研，与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

长樊群等座谈交流。党

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谭

晓红，副巡视员杨长明

等参加调研。

32柂
△组织召开广州社科界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知识分子工作重要

讲话精神座谈会，广州地

区社科界专家学者共20

余人参加座谈会。

33.36柂
△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

第28次工作会议在柳州

召开。党组书记、主席曾

伟玉出席大会并作《凝

聚社科智慧力量 发挥咨

政建言作用》主题发言。

广州市青年研究会、广州

市孝道文化研究会、广州

秘书学研究会在会上获

评“全国先进社科组织”

荣誉称号；学会部主任科

员戴卫春、广州市孝道

文化 研究会 会 长 陈 永

华、广州秘书学研究会

秘书长陆璐获评“全国

社科工作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广州市青年研究会

谢素军提交的论文《城

市生态竞争力提升路径

分析》获评“改革与城市

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

一等奖。

39柂
△召开市社科联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

检查情况反馈意见座谈

会。市纪委派驻宣传部

纪检组组长邵国明、正

处级纪检员林奕冰，会

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及相

关同志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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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柂
△召开“世界舞台·广州

魅力——第三届广州学

术季”新闻发布会，广州

地区高校、市属社科类

学术团体、市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市社科

普及基地和学术季合作

单位代表，以及广州地

区媒体记者等70余人参

加了会 议 。学 术 季 从

2017年4月1日到6月30日

期间在全市铺开，由智

汇广州——系列学术活

动、创响广州——企业

家进高校系列讲座、思

享广州——羊城学堂系

列讲座、映像广州——

纪录片公益展映活动、

我和广州——创意传播

大赛等五大系列10 3场

活动组成。党组书记、主

席曾伟玉讲话并回答媒

体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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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柂
△召开专题工作会议，

研究研究部署保密、安

全、意识形态和党建等

工作。市纪委派驻市委

宣传部纪检组组长邵国

明、正处级纪检员林弈

冰参加会议、会机关及

杂志社全体人员参加会

议。党组书记、主席曾

伟玉作总结讲话。

7柂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

主席王晓在我会呈报的

《广州市社科联2016年

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

要 点 》上 作 出 批 示 ：

“2016年广州市社科联

工作成效显著，其中许

多好做法好经验值得全

省社科联学习推广。”

27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建华在我会资助出版的

《寻味羊城：海上丝绸

之路今昔》上作出批示：

“很有意义。”

28柂
△副市长王东在我会资

助出版的《寻味羊城：

海上丝绸之路今昔》上

作出批示：“很好！请旅

游局参考、宣传并可与

相关单位联合组织策划

推出我市系列旅游丛书

（此类漫画形式的读本

通俗易懂、喜闻乐见、

形式清新，较易得到游

客、市民欢迎）。拿出系

列丛书目录找我议一

次。”

△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专题会

议，会机关和杂志社全

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

4柂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

记任学锋在《城市智库

内参》2017年第2期刊发

的《走向全球城市必须

重视功能培育》上作出

批示：“请建国同志阅，

社科院、社科联的研究

都 很 好，你 组 织听 一

次，形成一些共识后，

我主持专题研究。”

5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建 华 在《城 市智库内

参》2017年第2期刊发的

《走向全球城市必须重

视功能培育》上作出批

示：“珠三角含粤港澳

的广州、深圳、香港三

大城市的形成与各自特

点、优势是什么？联合则

三赢多赢，恶性竞争则

三败俱伤。而不竞争何

来进步？这些都要认真

研究、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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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郭德

焱，副巡视员杨长明、办公

室主任王文琦等作了专题

学习发言。党组书记、主席

曾伟玉作总结讲话。

29柂
△市委宣传部与我会联合组

织召开广州社科理论界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江永忠、副巡视员贺忠；

我会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

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谭晓

红、郭德焱，以及广州地区社

科理论界专家学者代表共20

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35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建

华在我会呈送的《“天河现

象”对广州创新发展的启

示》上作出批示：“天河建

区32年，从郊区和城乡结

合部起步，崛起为千年商

都新中轴和‘城市客厅’，

增长极带动力强，成绩斐

然。按照核心功能区的高标

准，对照标杆找差距，补齐

短 板 ，在 人 类 发 展 指 数

（HDI）方面争创第一。”

38柂
△由我会和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日报、羊城地铁报等单

位联合策划举办的“我和

广州”——创意传播大赛启

动仪式在华南师范大学举

行，主办方领导以及广州地

区媒体记者等共200多人参

加了活动。创意传播大赛分

为文学作品、平面作品、视

频作品3个组别，从即日起

至2017年7月31日面向社会

征集稿件。

9柂
△组织召开党组中心组

理 论 学习暨“ 两学一

做”动员部署会议，专题

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

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

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传达市保密工作会

议等会议精神。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作专题

学习辅导报告。

25.31柂
△与市社科规划办联合

主办，上海市宣传系统

人才交流（研修）中心承

办的广州社科骨干“文

化传承与创新”专题研

修班在上海复旦大学举

行，来自市委宣传部、市

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市属社科类学术团

体和广州地区高校、科

研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学

者 近7 0人参加了研修

班。

28.2:柂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

玉带队 到上海复 旦大

学、上海市社科联等单

位开展工作交流。先后

与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

院士、上海市社科联任

小文副主席等部门相关

同志开展座谈交流。党

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谭

晓红，办公室主任王文

琦等参加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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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市社科联机关学

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专题会议。党组

书记、主席曾伟玉作《在

新起点上再创新局》专

题辅导报告。

8柂
△召开广州市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工作座谈会。党

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党

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郭

德焱，以及市社科普及

基地的负责人、科普部

相关干部参加了会议。

:柂
△召开广州社科界学习

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座谈会。市委宣传部

副巡视员贺忠；会党组

书记、主席曾伟玉，党组

成员、专职副主席谭晓

红和郭德焱，以及广州

地区社科界专家学者代

表20多人参加座谈会。

24柂
△召开“广州改革开放

40年基本经验总结系列

课题方案”座谈会。来自

广州地区的专家学者围

绕广州自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体制改革、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构建、城市

发展、科技创新、民主

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

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

的成就与经验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党组书记、主

席曾伟玉主持会议并作

总结讲话。

27柂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

记任学锋在我会呈送的

《从“天河现象”看广州

创新发展研究报告》上

作出批示：“建国并建富

同志研。”

2:柂
△市社科联召开推进基

层正风反腐专项治理工

作会议，会机关、杂志社

全体党员干部参加。党

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谭

晓红介绍了我会推进基

层正风反腐专项治理的

工作情况，各部门（支

部）和杂志社汇报了本

部的自查自纠情况。党组

书记、主席曾伟玉作总

结讲话。

33柂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与

社科文献出版社战略合

作座谈会召开。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广州大典

主编陈建华，社科文献

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会

党组书记、主席，广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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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柂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慎海雄在我会呈送的

《关于纪录片<穿越海

上丝绸之路>重播情况

的报告》上作出批示：

“好！请黄斌、邓鸿同

志阅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建华在我会呈送的《关

于纪录片<穿越海上丝

绸之路>重播情况的报

告》上作出批示：“该纪

录片可作为宣传城市的

赠品，包括反映十三行

的《帝国商行》、《毛泽

东在广州》等，重新审

定之后再版！”

2:柂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

记任学锋在我会呈送的

《关于纪录片<穿越海

上丝绸之路>重播情况

的报告》上作出批示：

“很好。社联大会后，

社联工作站位更高了，

效果开始显现。望再接

再厉，为全市哲学社会

科学发展上水平多作贡

献。”

△市长温国辉在我会呈

送的《城市智库内参》

2 0 1 7年第 3 期刊发的

《设计城市：广州迈向

枢纽型网络城市》上作

出批示：“请文田、高峰

同志阅，认真吸纳到我

市城市总体规划研究

中。”

△副市长王东在我会呈

送的《关于纪录片<穿

越海上丝绸之路>重播

情况的报告》上作出批

示：“很好！既站在历史

和国家战略的高度，同

时又 展 现 和 宣传了广

州。”

32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建华在我会呈送的《城

市智库内参》2017年第

3 期 刊 发 的《 设 计 城

市：广州迈向枢纽型网

络城市》上作出批示：

“建设现代化商都 和

创新型城市，2030迈入

全球城市20强。增创新

的辉煌。”

37柂
△召开广州社科界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讲话

精神座谈会，来自广州地

区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

30多人参加座谈会。市

委宣传 部副部长江 永

忠；会党组书记、主席曾

伟玉，党组成员、专职副

主席郭德焱出席会议。

38柂
△市委副书记欧阳卫民

在我会呈送的《关于纪

录片<穿越海上丝绸之

路>重播情况的报告》上

作出批示：“好！”

42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建华在我会呈送的《城

市智库内参》2017年第4

期 刊 发 的《 广州 对 接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综述》和第5期刊发的

《广州建设全球资源配

置中心研究综述》上作

出批示：“‘一带一路’

和枢纽城市密切相关。

广州乃千年商都和国际

大港，要充分发挥区位

优势，加强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转型升级，建

设现代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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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柂
△市推进正风反腐专项

治理第五督导组祁森林

组长一行到我会开展基

层正风反腐第一次督导

工作。党组书记、主席

曾伟玉从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制度建设、强

化意识形态管理等5个

方面全面介绍了我会正

风反腐自查自纠情况。

23柂
△组织召开广州市人文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座谈会。

25柂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咏虹在我会呈送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

究计划（2017-2020）》

上作出批示：“请呈报

学锋书记。”

28.31柂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

玉带队前往中宣部、中

国社科院、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中央电

视台、中央新影集团、

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

位，就改革开放40年专

题纪录片合作、粤港澳

大湾区专题研究等事项

进行工作调研。

36柂
△党总支会同各党支

部、工会、妇委会共同

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七

一”党日主题活动，深

入广州市创新科技企业

和社区，调研学习广州

人的创新创业精神、思

2柂
△举办“两学一做”常

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暨

纪律教育学习月系列专

题党课（第一讲），并

围绕“我是共产党员”

主题实践活动和“做到

政治合格”开展学习研

讨。党组书记、主席曾

伟玉以“全球化信息化

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

为主题为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上党课。会议对

我会2016年度党支部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典副主编曾伟玉等相关

领导出席会议。

41柂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建华在《广州社科成果

要报》（2017年第11期）

上对市新媒体与文化创

意产业重点研究基地课

题组撰写的《“一带一

路”战略下公众对广州

城市形象的认知调研》

作出批示：“这份调研报

告样本量较少，但反映

的情况和揭示的问题有

一定代表性，建议比较

中肯。杭州在城市形象

塑造方面做得比较成

功，硬件、软件与素质提

升三管齐下，久久为功

才能见效。”

路、做法，以改进提升

我会工作。

42柂
△与市委宣传部联合

组织召开专题片《将改

革进行到底》学习座谈

会，来自广州地区高

校、社科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近30人参加座

谈会。党组书记、主席

曾伟玉，党组成员、专

职副主席郭德焱出席

会议。

目标管理考 评 优秀党支

部、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

共产党员进行了表彰。

5柂
△组织召开广州社科界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

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精

神。来自广州地区社科界专

家学者代表20多人参加座

谈会。党组书记、主席曾伟

玉，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

谭晓红出席会议。

27柂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体

参观“不忘初心 砥砺奋

进——中国共产党早期正

风 反腐图片展（1 9 2 1—

1935年）”。

29柂
△城市观察杂志社党支部

召开组织生活会暨正风反

腐工作会议，党员干部围绕

“两学一做”学习活动和

“正风反腐”工作谈感想

和体会。党组书记、主席曾

伟玉，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谭晓红、郭德焱，秘书长

李伟参加会议。

34柂
△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王福

军一行到我会调研。双方

就进一步完善社科类社会

组织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工

作、推进社科类社会组织



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建工

作有效覆盖等工作进行

了交流，并就今后开展

和加强合作达成了共

识。党组书记、主席曾

伟玉，党组成员、专职

副主席郭德焱，秘书长

李伟和学会部全体人员

参加了座谈。

39柂
△市委副书记欧阳卫民

在我会呈送的《市社科

联关于“企业家进高校

系列讲座”活动总结的

报告》上批示：“虚实结

合，经世致用。”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咏虹在我会呈送的

《市社科联关于“企业

家进高校系列讲座”活

动总结的报告》上批示：

“通过社科平台，联通

学界和企业界，大力宣

传广州创新文化。这个

做法好，成效好，值得

肯定。”

39柂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咏虹在我会呈送的

《市社科联关于“大学

与城市——广州地区大

学校长访谈活动”的总

结报告》上批示：“伟玉

同志：广州地区大学校

长访谈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祝贺！这次活动不

仅密切了广州地区高

校、社科界的交流，还

促进了校地更深层次的

互动，对推动广州人才

建设、科技创新、文化

发展有积极作用。对校

长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

方面的建议，请宣传文

化部门在工作中参考、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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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柂
△举办“两学一做”常

态化制度化学习教育暨

纪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

课第二讲，围绕“我是

共产党员”主题实践活

动和“做到执行纪律合

格”开展学习交流活

动。市纪委派驻宣传部

纪检组组长、市纪律教

育学习月讲师团成员邵

国明以“加强我市宣传

系统和社科界党风廉政

建设的几点思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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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市社科联全体党

员干部上党课。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作总结

讲话。      

5柂
△广州广播电视台崔颂

东台长一行5人前来我

会调研，双方就市社科

联系列学术活动的策划

组织与推广传播工作进

行了交流与磋商，并就

下一阶段双方建立联席

工作机制、包装活动品

牌产品、携手重大节点

的宣传报道与项目联合

策划等方面开展深度合

作达成了共识。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党组

成员、专职副主席郭德

焱，秘书长李伟及学会

部、科普部相关工作人

员参加了座谈。

7柂!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咏虹到我会调研，

听取我会近期重点工作

情况汇报和补短板、强

弱项工作思路。会领导

班 子成 员参加了座谈

会。

23柂
△召开市社科联专题工

作会议，通报市社科联

近期重点工作并对下一

步工作进行部署。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赵冀韬，

我会党组书记、主席曾

伟玉，副主席谭晓红和

郭德焱，市社会组织管

理局副局长胡凌，以及

广州各区委宣传部、广州

地区高校科研处、市人文

社会 科 学重 点研究 基

地、学会研究会、科普基

地等有关单位的220名社

科工作者参加会议。

2:柂
△市推进正风反腐专项

治理第五督导组祁森林

组长一行到我会开展第

二次实地督导工作。党组

成员、专职副主席谭晓

红介绍了我会整改工作

的情况。

39柂
△举办“两学一做”常态

化制度化学习教育暨纪

律教育学习月专题党课

第三讲，党组成员、专职

副主席谭晓红以“着力

营造创新生态环境，推

进广州创新中心城市建

设”为题上党课。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作总结讲

话。会上，党员干部集中

观看了教育警示片《走向

牢狱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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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柂
△副市长王东在我会呈

送的《广州市社科联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工作方案》上作出

批示：“很好。”

4柂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慎海雄对我会呈送的

第四届广州学术季有关

工作报告上作出批示：

“咏虹同志：有关题材

很丰富，值得肯定。但党

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的

研讨，请严格把关，要

与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

要求一致起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咏虹在我会呈送的

《广州市社科联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工作方案》上作出批示：

“冀韬同志：可把社科

联好的做法纳入全市系

统宣传方案中。”

5柂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

记任学锋在我会呈 送

《广州市社科联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工作方案》上作出批示：

“社联可以在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多做工作。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

记任学锋对对我会呈送

的第四届广州学术季有

关工作报告上作出批

示：“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宣传内容 再 丰富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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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柂
△举办市社科联机关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题会议，全体党员干

部 参加 会 议。党 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传达了

任学锋书记在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部署宣传

思想文化单位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专题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

33柂
△南京市社科联（院）

副主席（副院长）石奎

一行到我会调研交流。

双方就社科规划管理、

学术研究创新、成果转

化应用等开展了深入的

交流。党组书记、主席

曾伟玉，秘书长李伟以

及科研规划部、科普部

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39.41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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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广州地区和贵州毕

节宣传理论系统的干

部，广州社科专家宣讲

团 代 表，广州地区高

校、社科研究机构科研

骨干，以及市属社科类

学术团体、市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市社科

普及基地代表等近200

名学员作了专题辅导。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

作了开班动员讲话。

:柂
△组织举办习近平总书

记"9•29”重要讲话精

神专题学习会暨专题党

课。党组成员、专职副

主席郭德焱以“不忘初

心 做品德合格党员”

为题，为全体党员干部

上党课。党组书记、主

席曾伟玉作总结讲话。

29柂
△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

中全程收看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会。开幕会结束

后，根据会党组要求，

以各支部为单位召开学

习会，进一步 开展学

习，先学一步，学深一

层。各支部与会同志纷

纷发言，畅谈了各自的

学习心得。

34柂
△举办市社科联机关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座谈会，党组成员、专

职副主席谭晓红和郭

德焱，秘书长李伟分别

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畅谈了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心得体会。党组

书记、主席曾伟玉作总

结讲话。

37柂
△组织举行第四届广州

学术季新闻通气会，正

式启动“世界广州 筑

梦未来——第四届广州

学术季”。党组书记、

主席曾伟玉，党组成

员、专职副主席谭晓

红、郭德焱，广州地区

高校、市属社科类学术

团体、市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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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基地和学术季

合作单位代表，以及广州

地区媒体记者等70余人

参加了会议。曾伟玉介绍

了第四届广州学术季情

况，并回答了媒体提问。

38柂
△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与社科

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

代表双方单位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3:柂
△与省社科联联合主办

2017广东社会科学普及

周主题日活动。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省社科院党组

书记蒋斌省社科联党组

书记、主席王晓，市委宣

传部副巡视员贺忠，会党

组书记、主席曾伟玉等领

导出席了活动开幕式。我

会被授予“2017年度社会

科学普及工作创新先进

单位”荣誉称号。

42柂
△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

办的广州社科理论界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座谈会在市委召开。

来自全市宣传理论界的

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

70多人参加座谈。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作总结讲

话，并就我市社科理论界

如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动

员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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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柂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咏虹对我会呈送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

课题研究”等工作的报

告上作出批示：“这个

方案很好，可以以部和

社科联名义联合实施，

请伟玉同志牵头，理论

处、研 究 室 参 与，共

同推进。”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徐咏虹对我会获省社

科联授予“2017 年度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创新

先进单位”作出批示： 

“祝贺社科联获得创新

先进单位称号！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

24柂
△与市委宣传部联合组

织召开广州社科理论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学习座谈会。来

自广州地区社科专家代

表、市宣传理论系统干

3128墡慘妘謀妭墕壈蛼＝蟨叧翨鎽諦＝3128妘墡慘岄酁

部 40 多人参加座谈会。

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

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谭晓红和郭德焱出席

会议。

32柂
△与齐齐哈尔市社科联

在广州举行了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党组书

记、主席曾伟玉与齐齐

哈尔市社科联党组书

记、主席王宏镝代表

双方单位签署合作协

议。

3:柂
△市基层正风反腐专项

治理工作第五督导组祁

森林组长一行到我会开

展督导检查。党组 成

员、专职副主席谭晓红

向督导组汇报了我会上

一轮基层正风反腐专项

治理整改工作以及新一

轮治理工作推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