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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文件 
苏社科普及联发〔2021〕1 号 

 

 

关于通报表扬 2019-2020 年度 
《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实施工作 

成绩显著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设区市、县（市、区）

社科联，高校社科联，全省性社科类社会组织，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各有关单位： 

自 2019 年省社科普及工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以来，在省

委、省政府正确领导和各地各部门及广大社科工作者共同努力

下，《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贯

彻实施取得明显成效，全省社科普及工作水平不断提升，涌现出

一批成绩显著的单位（部门）和个人。 

为表扬先进，激励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投入社科普及

事业，根据《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

会议决定，对实施《条例》工作成绩显著的南京市秦淮区社科联

等 135 个单位（部门）和方曼等 134 名同志予以通报表扬，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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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部门）和个人再接再厉，为推动我省

社科普及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及广大社科工作者

要以先进为榜样，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积极承担社科普及责任，不断开拓创新、甘于奉献，深入贯

彻落实《条例》，促进公民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

升，为担当“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使命、谱写

“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新篇章作出积极努力和更多贡

献。 

 

附件：1. 2019-2020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

实施工作成绩显著单位名单 

         2. 2019-2020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条例》

实施工作成绩显著个人名单 

 

  

 

     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 

2021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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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 
条例》实施工作成绩显著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南京市秦淮区社科联 

2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3 江宁织造博物馆公共服务部 

4 南京中共党史学会 

5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6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7 无锡市社科联 

8 无锡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9 无锡博物院 

10 无锡开放大学（无锡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11 冯其庸学术馆 

12 江阴市香山书屋 

13 徐州市社科联 

14 徐州市档案学会 

15 徐州市淮海战役暨区域红色文化研究会 

16 徐州市铜山区彭城民间艺术馆 

17 徐州市彭城书院 

18 徐州市手工艺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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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常州工学院团委 

20 西太湖美术馆（常州市花博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1 常州市图书馆 

22 常州市运河五号历史文化街区 

23 常州市金坛区建昌圩文化研究会 

24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 

25 苏州市相城区社科联 

26 张家港市档案馆 

27 苏州革命博物馆 

28 苏州市地方志学会 

29 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协会 

30 苏州市冯梦龙研究会 

31 南通市社科联 

32 如东县社科联 

33 启东市社科联 

34 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街道盘香沟社区 

35 如皋市文化馆 

36 南通市海门区张謇纪念馆 

37 连云港市革命纪念馆 

38 连云港市图书馆   

39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社科联 

40 连云港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41 连云港市企业文化学会孔子学院 

42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43 淮安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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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淮安市清江浦区社科联 

45 淮安市洪泽区社科联 

46 涟水县社科联 

47 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48 张纯如纪念馆 

49 盐城市社科联 

50 阜宁县社科联 

51 东台市社科联 

52 盐城市逻辑学会 

53 盐城市华泽书社 

54 响水县新四军研究会 

55 扬州市社科联 

56 扬州市总工会 

57 扬州市图书馆 

58 扬州市广陵区社科联 

59 高邮市社科联 

60 仪征市图书馆 

61 镇江市社科联 

62 镇江市教育局 

63 镇江文广集团新媒体管理中心 

64 镇江市图书馆 

65 镇江市民政局 

66 镇江市急救科教体验馆 

67 靖江市社科联 

68 兴化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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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靖江市图书馆 

70 泰兴市延令街道府前社区 

71 兴化市博物馆 

72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心理发展研究与指导中心

73 宿迁市社科联 

74 宿迁市司法局 

75 宿迁市彭雪枫纪念馆 

76 宿迁市现代金融学会 

77 宿迁市宿城区社科联 

78 泗阳县社科联 

79 省保险学会 

80 省金融学会 

81 省钱币学会 

82 省宏观经济学会 

83 省中共党史学会  

84 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85 省中华诗学研究会 

86 省瞿秋白研究会  

87 省图书馆学会 

88 省地方志学会 

89 省中华成语研究会 

90 省红楼梦学会 

91 省档案学会 

92 省周恩来研究会   

93 省家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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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省社会心理学学会 

95 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96 省老年学学会 

97 省少年儿童研究会 

98 省生态学会 

99 南京师范大学社科联 

100 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 

101 南京财经大学科研处 

10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社科联 

10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社科联 

104 江南大学社科联 

105 江苏大学社科联 

106 南京邮电大学社科联 

107 南京工程学院社科联 

10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社科联 

109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社科联 

110 江苏理工学院社科联 

111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 

112 省台办交流处 

113 省委党校科研处 

114 省档案馆档案资源开发处 

115 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处（宣传处）

116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117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人才与合作处 

118 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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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 

120 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121 省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122 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所 

123 省外办外事管理处 

124 省广电局宣传处（对外交流与合作处） 

125 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126 省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区域现代化研究院） 

127 省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 

128 团省委宣传部 

129 省妇联宣传部 

130 省科学传播中心 

131 省作协联络部 

132 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评论理论部 

133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134 江苏公共·新闻频道节目部 

135 江苏人民出版社理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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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2020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促进 

条例》实施工作成绩显著个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 方  曼 南京市社科联 

2 李  舟 六朝博物馆 

3 马  骥 金陵图书馆 

4 马千里 龙虎网 

5 陈旭鹏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 江晓彤 南京税收博物馆 

7 卞雨江 无锡市社科联 

8 肖根荣 无锡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9 冯树洋 无锡市委讲师团 

10 陶纯怡 无锡博物院 

11 方宜才 海澜美术馆 

12 方  欣 宜兴陶瓷博物馆 

13 郭  琪 中国矿业大学 

14 刘  洁 江苏师范大学 

15 杜发云 徐州市区域文化研究会 

16 夏志刚 徐州市微电影学会 

17 刘照建 徐州博物馆 

18 王本强 徐州万通酱园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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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朱玉川 常州市社科联 

20 杭国金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21 卢颖妮 常州广播电视台 

22 童方云 常州市民俗学会 

23 王  奕 常州市法学会 

24 钱  海 苏州市社科联 

25 俞婷婷 苏州市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 

26 沈伟荣 苏州市吴江区社科联 

27 席与翀 苏州市吴中区委宣传部 

28 俞鞠敏 张家港市社科联 

29 温  宇 常熟市图书馆 

30 曹小龙 南通市社科联 

31 林  潭 南通市硬笔书法家协会 

32 涂祖凤 海安市社科联 

33 陈泉江 南通市通州区社科联 

34 周  燕 南通博物苑 

35 袁金华 如东县丰利镇悟园 

36 徐习军 连云港市镜花缘研究会 

37 王绪益 连云港市王尽美研究会 

38 王澜瑾 连云港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 

39 徐冬雷 连云港市赣榆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40 霍中向 灌云县博物馆 

41 夏绍梅 连云港市民俗学会 

42 肖 蓉 淮安市淮安区委宣传部 

43 沈  莹 淮安市淮阴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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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黄鼎程 金湖县委宣传部 

45 叶科选 盱眙县社科联 

46 陈晓波 淮阴市淮阴区八十二烈士陵园 

47 王  青 淮安市金融学会 

48 金海阳 射阳县宣传部 

49 王  平 阜宁县社科联 

50 施芬芬 东台市社科联 

51 朱昌云 盐城市国际税收研究会 

52 李  霞 盐城市图书馆 

53 王登佐 盐城市盐都区图书馆 

54 戴红兵 扬州市广陵区委宣传部 

55 王未来 扬州市社科院 

56 许卫林 扬州市江都区委党校 

57 乔永华 宝应县社科联 

58 邵兴华 高邮市社科联 

59 张  辉 仪征市委宣传部 

60 陈皓洲 镇江团市委 

61 裴  伟 镇江市教育局 

62 蒋周健 镇江周艺公益服务中心 

63 曲云进 江苏大学 

64 张  玲 镇江博物馆 

65 王  芳 润茗园茶道美学培训学校 

66 陈  燕 省社科院泰州分院 

67 吴红锁 兴化市社科联 

68 卜用庆 泰兴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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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陈亚峰 靖江市图书馆 

70 沙小燕 泰兴市延令街道府前社区 

71 汪友谊 兴化市博物馆 

72 陈升山 宿迁市社科联 

73 翟  浩 宿迁市宿城区委宣传部 

74 王  丽 泗阳县委宣传部 

75 程  刚 宿迁市宿豫区教育局 

76 徐双双 沭阳县委宣传部 

77 陈经山 江苏省淮北中学 

78 黄振凝 省保险学会 

79 刘  念 省金融学会 

80 义小明 省钱币学会 

81 刘晓东 省委党史工办 

82 刘凯军 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83 蒋迎雷 省中华诗学研究会 

84 唐茹玉  常州三杰纪念馆 

85 李  浩 省图书馆学会 

86 邬  进 省地方志学会 

87 翟建刚 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88 丁  原 省档案学会 

89 陶炳才 省周恩来研究会 

90 赵  媛 省家政学会 

91 陈昌凯 省社会心理学 

92 马向真 省家庭教育研究会 

93 张  俊 省老年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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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徐美华 省少年儿童研究会 

95 李  文 省妇女学研究会 

96 张  媛 南京师范大学 

97 葛之葳 南京林业大学 

98 杜修立 南京财经大学 

99 杨武生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0 李海菊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01 万  超 江苏大学 

102 刘庆科 南京邮电大学 

103 王雅囡 南京工程学院 

104 李  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05 俞  林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06 赵贤德 江苏理工学院 

107 王宇翔 南京工业大学 

108 冯保善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09 李向阳 省委宣传部 

110 吴长征 省台办 

111 肖  平 省委党校 

112 朱芳芳 省档案馆 

113 陈靖远 省教育厅 

114 朱广宇 省科技厅 

115 周静文 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 

116 徐  旭 省司法厅 

117 丁  进 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 

118 王丹丹 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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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吴  洁 省农业农村厅 

120 张梦园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1 周晓兰 省外办 

122 张  淅 省广电局 

123 赵  斐 省体育局 

124 王  欣 省社科院 

125 孟  明 省总工会 

126 朱延伟 团省委 

127 汪  燕 省妇联 

128 邓  铸 省心理学会 

129 潘  剑 省作协 

130 郑天竹 省社科联 

131 杨  丽 新华日报社 

132 秦宇阳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33 黄路莹 省广电总台 

134 强  薇 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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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