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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省作协副主席刘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
江华和市作协部分会员、文学评论家、高等院校教
师、文学爱好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席张保增主持。

［概述］一年来，市社联以体制创新为动力，以瓷都
【成立市女陶艺家协会】8月 26日上午，全市女性
陶艺家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共100余人在景德镇陶
瓷学院国际陶艺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景德镇市女陶艺
家协会成立大会。该协会现有会员70余人，集中了
一批思想活跃、陶瓷技艺精湛的女性陶艺家。
【旅日著名摄影家冯学敏“景德镇印象”摄影展在市
展出】9月 日，千年华诞系列活动之一旅日著名
摄影家冯学敏“景德镇印象”摄影作品展在景德镇美
术馆隆重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
市文联主办，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市美术馆、
市摄影家协会协办。展出了冯学敏先生十几年来，
14次到景德镇创作的精品51幅。

［新移民作家考察团来景考察】9月 19日，受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文联的邀请，赴昌参加“首届新
移民作家（江西）国际旅游笔会”的60多名新移民作
家来市进行考察，代市长虞国庆、市委常委、副市长
汪天行等市领导会见并宴请了考察团一行。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江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张保增陪同考察。

［举办首届根艺作品展】9月 24日上午，由市文联
和省根雕学会主办的市首届根艺作品展览在省陶瓷
工艺美术学院揭幕。王建鑫、刘戴初、方明等6位业
余根艺作者向观众展示了他们多年来潜心创作的
200多件根艺作品。

【全市美术、书法大赛作品开展】在景德镇千年华
诞的喜庆日子里，“景德镇市‘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
美好新江西，共塑瓷都新形象’美术、书法大赛”作品
展于9月8日开展。共展出美术作品60件、书法
作品60件。
（江同茂撰稿）

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社科研究
主攻方向，以制定并实施好社科课题规划，加强社科
队伍建设、学会管理及科普工作为重点。认真贯彻
“双百”、“二为”方针，积极探索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服
务、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新途径。树立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共塑瓷都新形象。加快瓷都在江西率
先崛起步伐，促进全市社科事业繁荣与发展。
学术工作成绩显著。市社联始终把立足市情、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学术工作重点，把注意力集
中放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上。一年来全市社科界
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会86次，报告会32次，座谈会
71次，其它活动90余次。全市社科界在国家级报刊
上发表论文80余篇，在省级报刊上发表论文150余
篇，在地方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350余篇，在各种研
讨会上交流论文近千余篇。2004年社科课题分三大
类共46个，其中经济类29个，重点10个；政治、马
列类8个，重点2个：文史哲类9个，重点1个。至
年底已申报完成市级科研项目12项。 自办《决策内
参》出刊7期，刊登极有价值的调研文章18篇近10
万余字，编辑《社联动态》1期近3万余字。
认真完成上级交办的调研任务。一是参与并协
助浮梁县承办了“瓷都千年华诞·
绿色财富论坛”大
型研讨活动。协助《绿色中国杂志社》完成了对市委
书记许爱民的专访以及浮梁县情况简介和德宇生态
园的宣传报道：二是与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了一部

《御窑春秋》电视片，并组织召开了有多名专家学者
参加的该片评审会：三是参与了市委组织部和市直
机关工委联合组织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的前期调研工作，为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在陶瓷企业摸清底数，提供了建议和对策：四是与
市委政研室联合就“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进行了调
研，并形成报告：五是圆满完成了市委宣传部下达的
"2004年宣传思想工作总体评价和2005年工作形势
分析”专题调研报告；六是承担了省纪委下达的关于
“公正清廉”三万余字的科研课题，特别是对加强纪
检干部队伍建设和素质提高有重要作用。
切实抓好学会建设。一年来，市社联以学会活
动化、管理规范化抓实学会建设。一是完善学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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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狠抓制度的执行，尤其是在考核考评制度上
下功夫。对于考评不合格，多年来不开展活动的“纸
上学会”、“架子学会”分别与挂靠单位协商，下决心
调整和注销；二是激发学会活力，增加活动频率，加
强在活动上的引导和服务，使学会的活动质量进一
步提高；三是指导和协助学会健全领导机构，市教育
学会因领导变动，原秘书长又工作调离，学会及时进
行了换届。市新闻学会因原秘书长工作调动，很快
就作了调整。
围绕四个结合实现机关作风好转。一是结合学
习状况，检查在思想作风上存在的不足并进行整改，
以提升自身理论素质：二是结合个人的工作状况，查
找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整改，以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三是结合遵守纪律的状况，查摆存在的问题并进行
整改，以提升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四是结合建章立制
状况，查摆影响作风和制度的漏洞并进行整改，以提
升机关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度。

【召开市社联三届五次理事（扩大）会】4月30日上
午，市社联在市广播电视局一楼会议厅召开三届五
次理事（扩大）会。市社联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和
市社联特约研究员50余人参加。会议审议了《市社
联第三届五次理事会工作报告》，总结了市社联2003
年度的工作，布置了2004年的社科工作任务和课题
指南。会议对市社联首次特约的28名研究员颁发
了聘书，同时对乐平市社联巧个先进团体和吴黎明
等1名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召开全市社科界“共塑瓷都新形象”研讨会】5月
28日上午，全市社科界“共塑瓷都新形象”研讨会在

市委宣传部五楼会议室召开。市部分专家学者和市
社联学会（协会、研究会）秘书长及县（市、区）社联主
席30余人参加。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市委书记、市
长许爱民元旦致市民的一封信，紧密联系各自工作
和思想实际，找准影响城市形象、不利团结稳定的突

出问题，扣住瓷都在加快经济建设、弘扬先进文化、
【开展中共中央3号文件的学习与宣传】1月 日，
中共中央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意见》指明了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
地位，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导
思想、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这个文件是今后相当

长一个时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市
社联就中共中央3号文件的学习与宣传，向全市所
属学会（协会、研究会）县（市）区社联发出通知，作为
2004年社科工作重点。乐平市社联、珠山区社联、金
融、财政、农业经济等学会先后认真组织了学习与宣

实现文明生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广泛深人地开展了
研讨。

【举办全市社科理论骨干培训班】9月10- 18日，
市社联举办了为期8天的全市社科理论骨干培训
班。重点学习研究“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观”。学习期间还组织培训班36名学员
赴西北部内蒙、西安等地的社联学习考察。
【全市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政府奖评奖活动拉开序

传，制定了学习方案。同时市社联就此项工作进行 幕】9月 24日，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以景府字［2004]
了检查，从而使中共中央3号文件的学习与宣传贯 66号文件发出《关于开展全市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
彻落到实处。

【主办“甲申春季瓷都发展论坛”14月 日上午，
由市社联主办的“甲申春季瓷都发展论坛”在景德镇
宾馆会议厅隆重举行。市委讲师团、市委政研室、市
委党校、市经贸委、市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有关负
·
责人和市社联特约研究员及社科工作者近百余人就
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新瓷都”这一主题
开展了研讨论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积极为
瓷都的发展出谋献策。论坛发表了《大力开展科学
发展观教育》、《坚持三个不动摇，落实科学发展观》
等17篇论文，并在《景德镇日报》专版刊登。

成果评奖活动的通知》，凡景市作者在2002年1月
日一2003年2月1日期间发表出版的社会科学研
究成果，符合评奖活动办法规定要求的，均可申报参
加评奖。

【《树立科学发展，共塑瓷都新形象》一书编辑出版I
9月底，由市社联与市委宣传部、市科协联合编辑
的《树立科学发展观，共塑瓷都新形象》（主题教育读
本）一书于9月底出版，这是献给景德镇千年华诞的

一份厚礼。该书分为总论篇、专题篇、政策篇，共21
万字，邀请了市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学者及长期从
事一线工作的同志，从多角度多层面阐述“共塑瓷都
新形象”的背景、内涵、意义以及景市在这方面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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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措施，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该书紧扣景市的发展实际，针对性和可读性强，是广
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了解景市发展现状及发展
思路的学习辅导读本。

级刊物发表文章100余篇，比上年上升5%，浮梁县
检察院梅启荣撰写的《关于检察队伍管理的几点思
考》，在2004年度全省检察机关优秀调研成果评比

【召开全市创建“江南旅游都市”理论研讨会】12

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中获三等奖；市检察院曹莉芳撰写的《未成年人犯罪

的刑事政策探析》等获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第八次
月13日下午，市社联与市旅游局在开门子酒店三楼
会议厅联合召开全市创建“江南旅游都市”理论研讨
会，市有关专家学者和资深导游围绕如何进一步做
大做强做优我市旅游产业，创建“江南旅游都市”踊
跃发言，并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研讨会发
表有关旅游理论研讨文章12篇，取得较好的效果。

【乐平举办首次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宣传周活动】
乐平市社联以8个宣传版面在乐平市剧院门前向
群众展示乐平市党建、哲学、历代名人、金融、会计、
司法、文艺等学会近年来的丰硕社科成果的大型图
片。展出时间，向现场观众发出宣传单400余份，回
答观众提出的问题达60余人次，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金融学会调研活动有新招】市金融学会制定了
《人行景德镇中支调研课题招标办法》，详细规定了
中支调研课题的立项、实施、评审及操作方式，成立
了以中支一把手为组长的课题招标领导小组，金融
学会为承办部门，全面协调、管理中支的课题研究工
作。据统计，一年来全中支立项调研课题34项，其
中上级下达课题16项，自选课题18项，有2项被武
汉分行批复立项。
【老年体育科学学会参与编印出版《瓷都夕阳红》第
二卷一书】 该书是十年前编印出版《瓷都夕阳红》
的续集，充分展现市老年人体协二十年来和老年体
育科学学会四年来变化及其辉煌成就。同时还将首

届学会领导成员名单、学会章程、获奖论文、经验选
［税务学会开展能级管理专题调研活动］ 推行能级
管理既是市税务学会2004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
省税务学会下达的一项重要调研课题。为完成好这

编、光荣名册都编人书中。

【新闻学会加强新闻工作者的业务培训】 ，为加强新

一调研任务，市税务学会及时进行了课题分解，并将 闻工作者的业务培训，市新闻学会组织新闻中层以
调研课题落实各基层单位，充分调动了各级抓税收
调研工作的积极性。据统计，一年来共征集能级管
理调研论文34篇，评出优秀论文12篇，并推荐3篇
到省局交流，同时还得到了省国税局领导的充分肯
定和好评。

上干部到井冈山学习，并在全市新闻工作者进行“三
项教育”测试。同时还对10名“十佳”新闻工作者和
13名优秀新闻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统计学会注重学习外地经验1市统计学会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方法，注重学习外地经验，共组织

【地税研究会与市社联联办《决策内参》］为繁荣地 20余名会员赴河南、云南、贵州、海南等地的统计学
税学术交流，促进调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扩大
市地税研究会在瓷都的影响，市地方税务研究会借
助市社联刊物《决策内参》开展调研成果交流活动，
先后两次与市社联联办。 《决策内参》刊登调研文章
数十余篇，取得较好效果。

会学习考察。同时还聘请市委党校教授到学会讲解
行政许可法，效果良好。

［财政学会完成全省财政协作课题】由市财政局牵
头，与九江、南昌、鹰潭等市财政局协作，省财政厅科

研所布置的“完善县乡财政体制，促进基层财政发
［检察官协会积极调动干警撰写理论研讨文章】一 展”这一重要课题已由市财政学会协作完成，为进一
年来，市检察官协会组织全市干警撰写理论研讨文 步理顺上下级财政分配关系，缓解基层财政困难提
章200余篇，比去年上升11；撰写疑难案例12例， 出了合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理论文章13篇，比上年上升44.
4%：省级刊物发表44篇，比上年上升33.3%；地市

【农业经济学会为发展农村经济献计献策1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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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会积极组织会员深人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撰
写理论文章，为农村经济献计献策。王德芳撰写的
《从农村“三大件”升级看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许旭
升撰写的《浮梁建设生态农业思路与对策》等论文均
［概述】2004年，市残联充分发挥“代表、服务、管
理”职能，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按十
【教育学会坚持科研兴教】市教育学会从本学科的 六大提出的“发展残疾人事业”的要求，切实做好全
特点出发，坚持科研兴教，经常组织会员开展形式多 市残疾人工作，圆满地完成残联各项工作任务。
康复工作进展加快，残疾人康复领域面广，康复
样的学术研究，举办学术讲座，组织撰写论文，编印
教学刊物。一年来，各类学校申报立项的省级课题 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实施“视觉第一中国行
68项，市级课题100余项。近500名教师参与了课 动”项目以来，邀请省医疗队来市免费为65名白内
题研究和实验，现已结题的省级课题6项，市级课题 障患者实施白内障摘除手术，聘请省假肢厂专家来
市免费为13名下肢残疾人装配普及型假肢。以“助
20余项。
明、助行、助听”为重点，带动整个康复工作的开展。
【物资经济学会加强对外联网】市物资经济学会加 30名聋哑儿童经过听力语言训练，走出了无声世
强与全国各地县、市学会的对外联络，主动加盟国家 界；651名因白内障致盲的残疾人通过手术走出黑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正式成为其理事成员单位，不仅 暗重见光明；32名低视力者通过配用助视器能够正
积极参加华东地区物资经济理论研讨会，而且主动 常学习、工作；13名假肢残疾人的功能通过装配普
融人全国物流讨论研讨讲座，与更高层次的专家学 及型假肢和训练，得到了改善；乐平市开展精神病防
者和同仁共同探讨国家现代物流发展的新情况、新 治康复试点工作，正有条不紊的开展。
扶残助学力度加强，特殊教育成效显著。全市
趋势和新对策。
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已经纳人普及义务教育总
［粮食经济学会加强队伍建设］市粮食经济学会由 体规划，同步实施。通过实施香港李嘉诚先生资助
于人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学会的领导机构和组 的《长江新里程计划》和中央精神文明办实施的“扶
成人员均及时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稳定了队伍，完 残助学项目”,2004年有128名接受义务教育的贫困
善了组织机构，搞好了学会工作的衔接，使学会工作 残疾人得到资助，金额达25720元；下半年开始启动
不因人员的变动而停滞，使粮食经济学术研讨活动 的中国残联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和“扶残助学
不因人事变动而终止。在完善机构的基础上，进一 春雨行动”项目，有26名残疾儿童得到资助，金额
步加强了粮食经济理论研究人员队伍建设。同时还 2.62万元；临时救助特困残疾学生7名，每人资助
注意吸收粮食行业各种经济成分的理论研究人员加 300元，市残联为5名贫困家庭残疾学生申请了中国
人学会，特聘请一批有一定专业素质和基层工作经 残联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项目（高等教育） ，每人一
验、爱好理论研究、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从事粮食经济 次性补助2000元。同时，对残疾人子女考上大学的
的学术研究工作，大力培养青年理论研究队伍，从而 家庭，也给予补助，每户200 - 300元。
市特殊教育学校由五年前只招收听力语言残疾
较好地保证了学会工作的正常运转。
人的聋哑学校，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教学设备功能
［档案学会积极开展学会活动】 一是积极参与建立 齐全，校园环境优美的聋生部和盲生部。乐平市、浮
“景德镇市陶瓷名人档案库”工作，共征集陶瓷名人 梁县也开办了特教学校。至年底，全市已基本形成
11人的文书档案和实物档案3件；二是认真组织会 了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教学校为骨干的残疾人
员参加省档案学会组织的研讨会，共组织撰写论文 义务教育格局。同时还积极协助高招部门做好达到
11篇，推荐上报省学会参选2篇；三是参与建立“景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残疾考生高招录取工作。
提高就业服务水平，拓宽就业渠道。市残联采
德镇市档案管理办法”的研讨活动，为市档案局草拟
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自谋职业与组织推荐就业
“景德镇市档案管理办法”提供了一手资料。
（洪先杜撰稿） 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逐年加大贯彻市人民政府
在各种报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