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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常社联发〔2018〕27 号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社科类社会组织考核评比 

和申报 2019 年主要成果及活动的通知 

市社科联所属社会组织： 

为切实推进我市社科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进一步培育和扶持优秀学术社团，经研究，将于 11 月下旬起在

市社科联所属社会组织中全面开展 2018 年度社团考核评比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评目的 

开展社科类社会组织年度考核评比工作，旨在进一步推动广

大社会组织强化自身建设、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内部治理、规范

组织行为、提升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社科学术社团传承文明、

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作用；旨在通过考核评比，推

出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真正在社科类社会组织内部形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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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榜样、追有标兵的良好氛围，打造科学有效、公平公正的竞争

激励机制，促进全市社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考评对象 

常州市社科联所属社会组织（含挂靠单位） 

三、考评办法 

1. 采取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方式，以小组为单位，总结交

流 2018 年度主要工作和 2019 年主要思路，评选年度“标兵社团”

“先进社团”和“优秀社团工作者”。 

2.“标兵社团”评选条件： 

（1）按时参加年检、交纳会费； 

（2）完成社科类社团信息库的基础录入和资料更新； 

（3）积极参加社科联组织的各项活动； 

（4）学会建设特色突出，社会口碑好； 

（5） 学术科研或学术活动能力强，在2017年12月1日-2018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积极参加省市两级学术成果评比，或承办省

级（含）以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学术活动。 

3. “先进社团”评选条件： 

（1）按时参加年检、交纳会费；  

（2）完成社科类社团信息库的基础录入和资料更新； 

（3）参加社科联组织的重大活动； 

（4）学会建设规范有序，无违规、违纪现象； 

（5）有一定的学术科研或专业活动能力，在 2017 年 12 月

1 日-2018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完成至少 1 项学术成果，或组织

开展至少 1 次有影响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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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秀社团工作者”评选条件： 

（1）热爱本职，熟悉社团工作的组织要求和基本流程； 

（2）热心为会员服务，在会员中有较高威信； 

（3）在本社团工作中有突出成绩或作出特殊贡献。 

四、流程安排 

本次考评分七个流程：组织准备、材料申报、小组交流、分

组票选、汇总统计、综合评估、大会表彰。 

1．12 月 7 日前，将《2018 年度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度工作

要点（条目版）》电子版（格式见附件 2）发送至市社科联邮箱：

czsklxx@126.com； 

2. 12 月 16 日前，登录常州社科网“社团管理”栏目“系统入

口”http://www.czskl.org/index.php?m=admin&c=index&a=login，

完成网上信息库资料的更新，同时网上报送以下材料电子版； 

（1）《2018 年度工作报告和 2019 年度工作思路（完整版）》 

（2）《2018 年度重大活动情况登记表》（详见附件 3） 

（已完成网上信息库更新的，无需重复报送） 

（3）《2018 年度发表论文（著作）等成果汇总表》（详见

附件 4）（已完成网上信息库更新的，无需重复报送） 

（4）《2019 年度拟完成主要项目登记表》（详见附件 5） 

（5）《2019 年度拟开展主要活动登记表》（详见附件 6） 

3. 12 月 17 日前，各组长单位牵头协调，及时向市社科联报

备本组集中开展总结交流和考核评比的日程安排，联系人：许健，

电话：85683850，手机：13961125998； 

4．12 月 30 日前，各组完成小组交流和组内考核评比。 

mailto:czsklxx@126.com
http://www.czskl.org/index.php?m=admin&c=index&a=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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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组交流环节：重点介绍年度工作亮点、工作经验体

会、下一步努力方向以及 2019 年度拟完成的重要成果和拟开展

的重大活动。 

（2）考核评比环节：各小组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荐“标兵

社团”1 个、“先进社团”1 个、“优秀社团工作者”2 名。每

张选票少于等于推荐名额为有效票，否则为无效票。同一社团原

则上不重复获奖。 

（3）各组长单位负责协调沟通，每组至少推荐 2 个参加成

果汇报会的节目。 

（4）社科联全程参与各组交流评比。 

5．2019 年 1 月，市社科联对各小组投票结果进行汇总统计，

综合考核意见，确定表彰名单，并筹备召开 2018 年度社团成果

汇报会，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6．2019 年 3 月，对 2018 年度“标兵社团” “先进社团”和“优

秀社团工作者”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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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会考评分组表 

2. 2018 年度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度工作要点（条目版） 

3. 2018 年度重大活动情况登记表 

4. 2018 年度发表论文（著作）等成果汇总表 

5. 2019 年度拟完成主要项目申报表 

6. 2019 年度拟开展主要活动申报表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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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会考评分组表 
（附“学会信息库”系统网上登录名） 

分组 组长单位（登录名） 成员单位（登录名） 

第一组 

（12 个） 

常州市供销 

合作经济学会 

（gxhzjjxh） 

常州市人大工作研究会（rdgzyjh） 

常州市政协工作理论研究会（zxllyjh） 

常州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tzllyjh） 

常州市纪检监察学会（jjjcxh） 

常州市党的建设学会（djxh） 

常州市行政管理学会（xzglxh） 

常州市检察官协会（jcgxh） 

常州市地方志年鉴学会（dfznjxh） 

常州市交通运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jtzyh） 

常州市建设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jszyh） 

常州市卫生计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wszyh） 

第二组 

（12 个） 

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 

研究会 

（sjyjh） 

常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xsjlsyjh） 

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tjcyjh） 

常州市吴稚晖研究会（wzhyjh） 

盛宣怀研究会（sxhyjh） 

常州市档案学会（daxh） 

常州市名人研究会（mryjh） 

常州市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会（krzzlsyjh） 

常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xwgzzxh） 

常州发展研究中心（fzyjzx） 

常州市口述史研究院（kssyjy） 

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研究院（qgxyjy） 

第三组 

（12 个） 

常州市古代管理思想 

研究会（gyh） 

常州中共党史学会（zgdsxh） 

常州市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fzzyh） 

常州市电信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dxzyh） 

常州市企业党委书记工作研究会（syh） 

常州市儒商研究会（rsyjh） 

常州市浙商研究会（zsy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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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行政与经济法研究会（xzyjjfyjh） 

常州市长三角经济发展研究会（csjyjh） 

常州市兰陵经济研究所（lljjyjs） 

常州市中小企业研究院（zxqyyjy） 

常州民营经济研究所（myjjyjs） 

第四组 

（12 个） 

常州市城市金融学会 

（csjrxh） 

常州市金融学会（jrxh） 

常州市财政会计学会（czkjxh） 

常州市农村财政研究会（ncczyjh） 

常州市地方金融企业会计学会（dfjrqykjxh） 

常州市农村金融学会（ncjrxh） 

常州市工贸行业会计学会（gmhykjxh） 

常州市经济学会（jjxh） 

常州市现代企业发展研究会（xdqyfzyjh） 

常州市农村经济学会（ncjjxh） 

常州市卫生经济学会（wsjjxh） 

常州市产城融合经济研究会（ccrhyjh） 

第五组 

（13 个） 

常州市王诤信息化 

战略研究会 

（wzyjh） 

常州市民俗学会（msxh） 

常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yhwhyjh） 

常州市博客文化研究会（bkwhyjh） 

常州市成语文化研究会（cywhyjh） 

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pdyctwhyjh） 

常州市高晓声文学研究会（gxswxyjh） 

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wwhyjh） 

常州市文博鉴赏学会（wbjsxh） 

常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xswhyjh） 

常州市语言学会（yyxh） 

常州市孟河文化研究会（mhwhyjh） 

常州市曼生壶文化研究院（mshwhyjy） 

第六组

（12 个） 

常州市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会（tgyjh） 

常州市税务学会（swxh） 

常州市统计学会（tjxh） 

常州市卫生统计学会（wstjxh） 

常州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ldbzxh） 

常州市法学会（fxh） 

常州市价格学会（jgxh） 

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学会（scjdglxh） 

常州市场营销协会（scyyxh） 

常州市品牌协会（pp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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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创新企业发展中心（cxqyfwzx） 

常州新希望勤工助学发展研究中心（xxwfzyjzx） 

第七组 

（12 个） 

常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xlzxsxh） 

常州市钱币学会（qbxh） 

常州市世界语协会（sjyxh） 

常州市艺术品鉴赏学会（yspjsxh） 

常州市家庭指导促进会（jtzdcjh） 

常州市保险学会（bxxh） 

常州市社会学学会（shxxh） 

常州市心理卫生协会（xlwsxh） 

常州市青少年心理协会（qsnxlxh） 

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lzsxyjh） 

常州市卓雅青少年素养交流中心（zyqsnsy） 

常州市益行心理健康指导服务中心（yxxljk） 

第八组 

（14 个） 
常州市教育学会 

常州市交通运输与物流协会 

常州市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常州市医学会 

常州市企业信息化协会 

常州市企业法制工作协会 

常州市武进区李公朴研究会 

常州市审计学会 

常州市图书馆学会 

常州市国际税收研究会 

常州市地学与人居环境学会 

常州建筑设计研究会 

常州市新北区巢文化研究会 

常州市装饰材料行业协会 

备注： 

1、“学会信息库”系统网上登录原始密码为 123456； 

2、如自行修改过密码的，请用新密码登录； 

3、如密码丢失或遗忘，可致电 85683850 申请密码重置，联系人：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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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度工作总结及 2019 年度工作要点 
（条目版） 

2018 年度工作总结 

一、年内所获荣誉 

1、 

2、 

…… 

二、完成重大成果 

1、 

2、 

…… 

三、开展重大活动 

1、 

2、 

…… 

四、主要社会影响 

1、 

2、 

…… 

2019 年度工作思路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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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度重大活动情况登记表 

单位全称（盖章）                                  

类型 序号 时间 地点 内容 人数（次） 论文数 

研讨会 

      

      

      

讲座（报

告会） 

      

      

      

培训班 

      

      

      

咨询 

活动 

      

      

      

外出 

考察 

      

      

      

课题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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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年度发表论文（著作）等成果汇总表 

学会全称（盖章）                                    

序号 论文（著作）名称 作者 刊载刊物/期数(出版社/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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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 年度拟完成主要项目申报表 
学会全称（盖章）                                    

项目形式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200字以内） 

著作 

（含系列丛书） 
 

主创团队： 

主要框架： 

主要内容： 

刊物  

发行范围： 

刊发期数： 

发行量： 

栏目设置： 

课题  
课题主持人：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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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9 年度拟开展主要活动申报表 
学会全称（盖章）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简介（200字以内） 主办单位 活动规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