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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年工作年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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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思想旗帜，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凝聚人心力量，
办好“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
系列主题活动

培育时代新人，
培养造就怀抱崇高理想、
充满奋斗精神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兴盛城市文化，
推动广州文化综合
实力出新出彩

  展示学界形象，
  积极发挥“思想库”
“智囊团”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完善和加强党对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



12月13日，由上海市社科联、广州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的首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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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上，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咏虹同志（左二）为广州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岭南
文化研究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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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
市社科联、华南理工大学与光明日报社
联合举办“抢抓大机遇焕发新活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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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广州市社科联组队参加2019粤港澳大湾区知识竞赛城际邀请赛勇夺桂冠

11月19日，“广州新观察”学术圆桌会议项目参加省市直机关第七届“先锋
杯”工作技能大赛，获“工作创优类项目”全省第17名，广州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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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社科联2019年工作总结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之年。市社科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
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广东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扎实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推进理论研
究、智库建设、学会管理、社科普及、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机关建设等各方面工作，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
力、“四个出新出彩”贡献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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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思想旗帜，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壹

一是理论学习更加自觉。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年共组织
党组会议38次、理论中心组学习会15次，切实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真功夫、硬功夫，不断增强政治自觉、理论自信、
情感融入，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用好“学习强国”平
台，抓紧抓实干部常态化学习，在职干部“学习强国”平均
积分超过14000分。召开广州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等座谈会6场，举办广州社科骨干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修班、广州市宣传思想战线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班，推动广州社科界
学习更深入、领会更深刻、贯彻更自觉。围绕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策划举办12场广
州学习沙龙活动，超过100位专家学者和300人次高校研
究生深入参与到学习研讨中，有效增强广州地区高校和社
科界对总书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学习把握。

01

5月15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联
合举办广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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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思想旗帜，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壹

01

6月27日，广州学习沙龙第30期举行

12月3～5日，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
联合举办广州市宣传思想战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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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思想旗帜，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壹

01

二是转化深化更加有力。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联合社科文献出
版社出版《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5本专著）、《文化自信研究丛书》（4本专
著）等重大理论成果。邀请陈广汉、章熙春、李善民等一批知名专家，在光明日
报上发表系列专家访谈和理论文章4篇，深入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的重大意义和战略部署，展示广东、广州建设国际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
群的生动实践。从广州地区高校、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党史机构、各类
智库挑选100名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宣讲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创建
“新时代广州理论专家宣讲团”，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理论宣讲240多场，不断
增进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配合市委宣传部
持续办好“新时代红色文化讲堂”，贴近主题主线创新红色文化展演方式与内
容，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等红色文化场馆举办理论宣讲778场、文化展演
117场，直接受众近7万人次。

三是社科阵地更加巩固。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
靠前指挥、周密部署、紧盯谨防，妥善应对大庆之年、敏感之年的意识形态风
险挑战。全年召开市社科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会议6次，组织涉意识形态
理论学习20多次，在社科骨干研修班中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项培训。严格社
科阵地和活动管理，重点抓好第七、八届广州学术季近200场活动的项目策划
关、上报审批关、专家邀请关、活动组织关和宣传报道关。打通理论与舆论阵
地，发挥理论引导作用，在光明日报、中国社科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主流
媒体上刊发理论专版30余个。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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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媒体报道版面

“羊城学术文库·岭南研究专题”丛书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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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人心力量，办好“礼赞新中
国、奋进新时代”系列主题活动贰

02

一是突出时代性，精心策划“广州学术季”活动。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着眼营造共庆祖国华诞、共享伟大荣光、共筑复兴伟业的浓厚氛围，于3—6月
以“千年羊城 活力广州”为主题举办第七届广州学术季8大系列99场活动，于9—
12月举办“礼赞新中国⸺第八届广州学术季”七大系列95场活动，用生动的广州
故事、鲜活的广州实践，讲好70年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
梦的故事。学术季活动突出把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对祖国70华诞的最好纪念，着力充分激发爱国热情、广泛凝聚奋斗力量，得到市
委书记张硕辅同志“总结好经验，打造出品牌”的肯定性批示，获得社科界和干部
群众的广泛参与与赞誉好评。其中广州学习沙龙、“广州新观察”学术圆桌会议、
“大咖有约”校园访谈、“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的70年”文化展演等20多场学
术与文化活动情况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刊发。

9月11日，第八届广州学术季新闻通气会举行

3月18日，第七届广州学术季新闻通气会举行



BOOVBM!!BMCVN312:墡慘妘謀

17

妭墕壈
蛼＝蟨叧翨鎽諦＝
312:妘
墡慘岄酁

H[BTTT

18
H[
BT
TT

凝聚人心力量，办好“礼赞新中
国、奋进新时代”系列主题活动贰

02

二是唱响主旋律，办好系列主题纪念活
动。精心策划4场“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
的70年”文化展演，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代
表性歌曲为引，走近基层、走入社区、走进校
园，用红歌演唱、楷模宣讲和群众参与相结
合的方式，引领观众回顾奋斗历程、唱响时代
乐章、展望美好未来，在互动中激发干部群
众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联合广州塔、
广州民间工艺博物馆举办“致敬70年⸺中
国国庆庆典资料展”和“英雄礼赞⸺馆藏民
间工艺所见的英雄模范主题展览”，与中国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组委会联合策划12场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纪录片展映活动，以
生动纪实的图片与影像，向广大市民深入展
示70年来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奋进进程，激发
市民热爱祖国、奋斗追梦的情感。

展演现场氛围高涨，观众挥动小国旗呼应

11月13日，省市社科联共同举办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启动仪式

展演活动中的歌唱、诗朗诵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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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人心力量，办好“礼赞新中
国、奋进新时代”系列主题活动贰

02

三是壮大正能量，讲好新中国的成长
故事。围绕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祖
国观、文化观，联合市委宣传部和中山大
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举办4场广州学习沙龙
活动，结合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组织
广州地区理论专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
的硕士生、博士生进行深入学习交流，在历
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对比中，讲清楚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坚
持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根脉，联动社科
普及基地在基层社区和校园组织17场红色
文化讲座，讲好中共三大、农讲所等红色标
志以及叶剑英、张太雷、杨匏安等革命先烈
的感人故事，引导市民群众牢记红色政权
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9月19日，红色文化讲座中，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姜帆主讲 《农讲所的时代意义》

6月18日，在广东财经大学举行的青年学习沙龙中融入学生互动答题环节

9月17日，青年学习沙龙在华工举行
“树立远大理想：与时代同步伐 与人民
共命运” 主题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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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时代新人，培养造就怀抱崇高理想、
充满奋斗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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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设青年理论人才队伍。联合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育
局，出台《广州市深化“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三年行动计
划》，完善培养体系、工作体系、保障体系，全力提升青年理论人才培
养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水平。联动广州地区12家高校共建16家市
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组织基地理论专家和优
秀在校博士生、硕士生组建导师团、讲师团，全面对接广州6个新时代
红色文化讲堂、11个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教学科研、理论宣
讲、挂点锻炼中培养一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的青年理
论人才。推动“羊城青年学人”计划与社科规划青年课题融合提升，面
向青年社科工作者立项52项、资助156万，持续发现、培养、集聚一批
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青年学术菁英，加快学术成长步伐，打造广州
地区青年学人学术共同体。

6月24日，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座谈会举行6月24日，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授牌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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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时代新人，培养造就怀抱崇高理想、
充满奋斗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叁

03

二是培育青年学习品牌。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以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精心策划11场“青年学习沙龙”研讨活动，
既坚持学术底色、用先进思想引领青年，又创新性地融入演讲、朗诵、微视频、
故事会等接地气的活泼形式，触动灵魂、引发共鸣、形成共振，在广州地区高
校引起强烈反响。组织“青年学习沙龙”第二届理论征文活动，联动发动全国
近100所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收到来自25个省区市高校（单位）的青年教
师、在读学生投稿300篇，对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影响力持续扩散。携手华南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成功举办“时代使命与青年担
当”⸺第二届“青年学习沙龙”理论征文学术研讨活动，策划推出“黄埔军校
与共产党人”现场教学，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7所
外地高校及广州地区高校、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研究重点基地的
青年学者代表参会，极大提升理论征文活动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12月25日，第二届青年学习沙龙理论征文研讨活动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

12月25日，第二届青年学习沙龙理论征文研讨活动

青年学习沙龙第二届理论征文获奖论文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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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时代新人，培养造就怀抱崇高理想、
充满奋斗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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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创新青年思政课。致力构筑有意义、有意思、
有点潮的青年对话交流平台，推动“大咖有约”校园访
谈活动升级改版，把演讲嘉宾的范围从创新企业家群
体向社会各界大咖延伸，全年共举办8场活动，邀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锐丰科技董事长王锐祥，
超级工程铸造者、中铁广州工程局董事长唐云，专注援
外医疗、人称“最美中国医生”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副院长陈伟蓉，与时间赛跑的国家超算广州中心主
任卢宇彤，中国第一位体育建筑博士、全球华人青年建
筑师奖获得者孙一民，“中国二十四节气”申遗漫画创
作者林帝浣，用古典音乐改变一座城市气质的广交团
长陈擎，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创新创业经历的洁特生
物董事长袁建华等广州地区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嘉
宾走进高校。着眼打造有思想、有温度的青年思政课，
“大咖有约”访谈活动除了邀请主讲嘉宾与青年学生一
起讲奋斗、讲奉献、讲追梦，活动中穿插微视频、情景
剧、现场辩论、互动问答等有趣环节，着力让时代精神
点亮青年人生、激扬青春激情，激励青年学生奋斗建功
新时代。进一步构筑全媒体传播格局，通过线下活动覆
盖广州地区12所高校16个校区的学生，联动广州市广
播电视台及其网络渠道进行广泛传播，在“学习强国”
频道刊发活动视频推动更广泛讨论，成功获第十届全
市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入围作品奖。

5月9日，青年学习沙龙系列活动之“爱国：五四精神·青春力量”主题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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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中铁广
州局董事长 唐云 做客
“大咖有约”

9月5日，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做客“大咖有约”
9月17日，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主任卢宇彤做客“大咖有约”

6月20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
中心副院长陈伟蓉教授与白内障
小患者讲述“追求光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