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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参加自治

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汇报区委会 2013 年的工作安

排。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三刚主持会议。 

1月 6日，民进宁夏七届委员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召开第

一次全体会议。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参加

会议。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金忠杰主持会议。 

1月 8日，民进宁夏七届委员会妇女、儿童、老龄工作

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委杨瑞生、秘书长张卫平

出席会议。区委会妇女、儿童、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罗莉主

持会议。 

1 月 15 日，区委会相关同志参加自治区卫生厅召开的

社区卫生服务建设征求意见会。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人

社厅、医改办的相关同志参加了会议。社情民意 2012 年第 

54期《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建议》中，民革、

民进、农工党宁夏区委会对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建设提

出了很好的建议，姚爱兴副主席作出批示。自治区卫生厅党

组高度重视。 

1 月，民进宁夏区委会提案《关于大力发展我区学前教

育的建议》（537 号）荣获自治区政协九届四次优秀提案奖。

民进宁夏区委会提案《关于加强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基地环



境保护的建议》（21 号）荣获自治区政协九届五次优秀提案

奖。民进宁夏区委会荣获自治区政协 2011—2012 年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1 月 29 日，区委会联合银川市委会在宁夏民主党派大

楼多功能厅举行新春联谊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

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老领导曹维新、高文华，副主委杨

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参加联谊会。 

1 月，区委会领导姚爱兴、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

张卫平在春节前夕看望老领导高文华、曹维新。 

3月 5日，民进宁夏七届委员会文化出版工作委员会召

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委杨瑞生、秘书长张卫平参加会议。 

3 月 11 日，在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公告中，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民进宁夏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 

3 月 23 日，民进宁夏七届五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参加，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

议。会议研究民进中央十三届三次中常会在银召开方案；审

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常委会会议议程；确定召开七届二



次全委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及议程；确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活动表彰决定及先进个人名单；批准新会员入会。 

3 月 23 日，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梅廷彦、王春秀、杨瑞生及各位常委参加。各专门委

员会负责人及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中心组学习习近

平在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内容，听取区委会各专门委员会 

2012年工作总结及 2013年工作计划；听取各市委会及直属

总支 2012 年工作总结及 2013 年工作计划；审议民进七届

二次全委会会议议程；讨论《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2 年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提交七届二次全委会审议；审议通过

《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3年工作计划要点（草案）》。 

3 月 27 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小河带领自治区政协

提案委和自治区政府的相关同志，就进一步加强政协提案办

理工作到民主党派机关调研。副主委杨瑞生代表区委会作发

言。 

3 月 31 日，民进宁夏七届八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梅廷彦、王春秀、杨瑞生及各位常委参加，机关各处

室负责人列席。会议审议《民进宁夏七届二次全委会决议

（草案）》，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拟提名名单和



《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增补委员、常委选举办法（草案）》。 

3 月 31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表彰会在银川召开。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

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

出席表彰会并为获奖的先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民进银川市委员会等 17 个集体荣获“民进学习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集体”称号，丁树国等 42 人荣获“民

进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个人”称号。表彰会

还为荣获民进中央“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奖。区委会委员、监督委员会委员、各

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各市委会专干及获奖的先进集体代表、

先进个人代表参加会议。 

3 月 31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次全体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

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及区委会委员出

席，监督委员会委员和民进宁夏六代会部分代表列席会议。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董文应邀莅会指导。会议传达

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全国“两会”

精神和民进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听取并审议姚爱兴主委代表

七届常委会作的《2012 年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王春秀副

主委代表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作的《民进宁夏区委会

监督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民进宁夏七届二次全



委会决议》《民进宁夏全委会会议工作规则》。同意陈玉琪、

张春娟辞去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职务；选举增

补黄华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选举增补杨玉洲、黄华为第七

届委员会常委。 

4月 7日，民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地启动仪式在石嘴

山市惠农区金岸红柳湾生态园区举行。民进中央副主席、自

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应邀出席启动仪式并为基地

揭牌。仪式由民进石嘴山市委会主委李耀宗主持。副主委杨

瑞生，各专门委员会主任，机关干部，民进银川、石嘴山市

委会负责人，宁夏为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部分员工共百余人

参加启动仪式。 

4 月，在自治区党委机关效能目标管理考核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的《关于 2012 年度自治区党委部门人民团体机关

效能目标管理考核结果的通报》（宁党效〔2013〕2 号）中，

民进宁夏区委会荣获 2012 年度自治区党委机关效能目标管

理考核优秀等次一等奖，这是继 2009年以来，区委会连续 4

年获此殊荣。 

4 月 25 日，区委会召开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65周年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

会主委姚爱兴出席会议，副主委杨瑞生主持，老领导曹维新、

高文华、杨少青，副主委梅廷彦、各位常委、在银委员及全



体机关干部参加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

区委会主委姚爱兴接受宁夏电视台采访。 

4 月 26 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纪念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65周年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

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会议并代表区委会作交流发言。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三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5月 7日，西夏王陵管理处主任沈自龙一行 4人到机关

就《关于加快推进西夏王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提案》

办理情况与区委会座谈交流征求意见。 

5 月 29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一行赴隆德县张程乡张

程村调研对口帮扶工作。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

2013 年 5 月区委会的定点帮扶村确定为隆德县张程乡张程

村。 

6月 6日，民进宁夏七届六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民

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副

主委梅廷彦、王春秀、杨瑞生参加，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列席。

会议通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协调会的有关情况；向民进中央

请示民进十三届三次中常会的工作安排；通过民进宁夏区委

会扶贫工作方案。 

6 月 21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开幕。会议学习《中共

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

听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专题报告；报告民进中央 

2013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等。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主持开幕式

并讲话，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崔

波，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慧芳，民进中央副主席、自

治区副主席姚爱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田成江出席开幕式。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贺旻、刘新成、蔡达峰、朱永新、

张帆、卫小春、张雨东出席会议，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常委参

加会议。民进中央秘书长高友东、副秘书长王建国，中共中

央统战部一局有关同志、民进部分省级组织负责人、民进中

央监督委员会委员和民进中央机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严

隽琪代表民进中央向自治区和银川市的各级领导同志表示

衷心的感谢，向为此次会议付出辛勤劳动的民进区委会、市

委会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崔波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对会议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6 月 21 日，民进中央在银川召开十三届三次中常会期

间，邀请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刘海涛教授，

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题，在银川悦海

宾馆为与会人员作专题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

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罗富和，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贺旻、蔡达峰、朱永新、



张帆、姚爱兴、卫小春、张雨东，以及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常

委和列席常委会的同志聆听报告。朱永新主持报告会。区委

会在银委员、民进银川市委会、民进宁夏大学委员会的 60

多位会员聆听报告。 

6 月 22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出席会议，民

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副主席王佐书、贺旻、蔡达峰、

朱永新、姚爱兴、卫小春、张雨东出席会议。会议由王佐书

主持。严隽琪主席讲话。罗富和报告了民进中央 2013 年上

半年工作情况，朱永新报告了民进中央本年度工作重点宣传

思想工作情况。会议听取了与会常委对加强民进宣传思想工

作的思考与体会，书面通报了庆祝民进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

动总体方案。民进中央秘书长高友东、副秘书长王建国，中

共中央统战部一局有关同志，民进部分省级组织负责人、民

进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会

议。 

6 月 23 日，民进中央十三届三次中常会在宁夏闭幕后，

民进中央两个调研组分别对中卫防沙治沙、石嘴山湿地生态

保护区、银川市西夏王陵遗址进行考察调研。民进中央副主

席蔡达峰、卫小春参加调研。 

7 月 12 日，民进宁夏七届七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参加，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审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九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和时间；民进宁

夏人才队伍建设座谈会事宜；通过民进宁夏关于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的实施方案；研究确定 2013 年暑期学习班方案，并

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确定 2013 年调研课题；批准梁英、

冯丽、杨丽波、陈雷 4人入会。 

7 月 15 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田成江一行到民进宁夏

区委会调研并座谈。秘书长张卫平发言，机关干部参加座谈。 

7 月 20 日，区委会召开人才队伍建设座谈会。民进中

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议并讲

话。 

7 月 20 日，民进宁夏七届九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及各位常委出席，监

督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和机关全体同志列席会

议。中心组学习自治区党委《关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副主委、自治区统计

局局长梅廷彦关于上半年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通报。会

议传达民进中央十三届三次中常会精神；通报《民进宁夏区



委会关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方案》；通过《民进宁夏

区委会调研课题管理办法》。 

7 月 29 日，自治区政协召开全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

情况通报会，区委会副主委、自治区统计局局长梅廷彦通报

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8 月 3 日，区委会 2013 年思想建设暑期学习班在宁夏

党校举行开班仪式。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

会主委姚爱兴，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沈凡，宁夏党

校副校长、宁夏行政学院副院长王海如应邀出席开班仪式。

副主委梅廷彦主持开班仪式。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秘书

长张卫平，区委会委员，监督委员会委员，各市委会委员及

各级组织专职干部近百人参加开班式。 

8 月 22 日，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专职

副主任利爱国，自治区综治办督导室主任马旭阳一行到区委

会机关，就办理我会提交自治区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 161号

《关于加大力度整治农村治安问题的建议》提案进行协商沟

通。副主委杨瑞生参加座谈会。 

8 月 28 日，民进第二十七届东北、华北、西北省（区、

市）社会服务工作研讨会在长春市召开。副主委杨瑞生和社

会服务处处长王明杰等参加会议。 

9月 6日，民进宁夏七届八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民



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副

主委杨瑞生、王春秀参加，秘书长和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

议审议《民进宁夏区委会市级组织年度考核办法（征求意见

稿）》；研究成立民进宁夏区委会直属工作委员会事宜；通报

扶贫工作情况，2013年调研工作进展情况；批准刘卫宁、王

莲喜入会。 

9月 8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

委姚爱兴，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一行在中

共中卫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世军，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

副部长、中卫市政府副市长（挂职）姚立迎陪同下，在第二

十九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慰问参加民进中卫市教师节座谈会

的教师会员代表。 

10 月 30 日，民进宁夏七届九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参加，秘书长和各处室负责人列席。

会议审议《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加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案

（草案）》；《民进宁夏七届十次常委会会议议程》；研究 

2013 年民进省级组织专项工作先进单位申报事宜，《民进宁

夏区委会直属工作委员会成立方案》《区委会参政议政工作

座谈会实施方案》，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任职情况；通报

拟成立民进北方民族大学支部情况，2013年扶贫工作情况。 



11 月 2 日，民进宁夏七届十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及各位常委出席。秘书长和

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传达民进十三届四次中常会精神，

民进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

会年度考核办法（暂行）》《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开展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加强新形势下宣传

思想工作的方案》；通报《宁夏民进》会刊、网页改版方案。 

11 月 2 日，区委会召开参政议政工作座谈会。副主委

梅廷彦通报区委会 2013 年度参政议政重点工作。民进中央

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座谈会并作

了总结讲话。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各位

常委，各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及机关全体同志参加会议。 

11月 20日，副主委杨瑞生、秘书长张卫平及机关全体

同志参加区直统战系统干部职工大会，学习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三刚主持会议并

讲话。 

11月 23日，区委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会”

在银川召开。区委会在银委员及机关全体人员 30 多人参加

会议。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

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上的两次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 

11月 2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科技医卫工作委员会召开

工作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

姚爱兴，副主委杨瑞生、秘书长张卫平参加会议。科技医卫

工作委员会主任贾维东主持会议。 

11 月 29 日，区委会召开各专门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

委杨瑞生，秘书长张卫平，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参加

会议。 

12月 11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荣获民进省级组织电子信

息化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