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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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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参加，秘书长及机关

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审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十九次常

委会会议议程、《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6 年工作要点》《民进

宁夏区委会 2016 年学习实践活动工作安排》《民进宁夏区

委会关于 2015年表彰专项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审议七届

七次全委会会议议程、日程（草案），《民进宁夏七届常委会 

2015 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全

委会决议（草案）》；通报常委“五个一”和委员“三个一”

完成情况，对各市委会、区直工委 2015年工作考核情况。 

1月 5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副主委杨瑞生出席民进会员、

宁夏博睿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仇建军向银川二十一小

捐赠 3D打印实验室仪式。捐赠的实验室，包括 6台小型桌

面打印机、1 台中型桌面打印机、扫描仪、拉丝设备、耗材

等，共计 23 万多元。这是我区中小学建立的首个 3D 打印

实验室。区委会议政调研处处长童文胜、教育厅原副厅长王

世福、银川二十一小校长马恒燕及部分师生参加了捐赠仪式。 

1月 9日，民进宁夏七届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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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李斌、杨玉洲及各位常委

参加，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及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自治区

党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李明珍应邀莅会指导。会议学习中共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等。审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全委会

会议议程、日程（草案）；审议《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全委会

决议（草案）》《民进宁夏七届常务委员会 2015 年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提交七届七次全委会会议通过；推举姚爱

兴代表常委会向全委会作工作报告；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6 年工作要点、《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6 年学习实践活动

工作安排》《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表彰 2015 年专项工作先

进单位的决定》、以区委会名义提交自治区政协十届四次会

议的大会发言及提案情况，常委“五个一”和委员“三个一”

完成情况。会议还研究了人事及其他事项。 

1月 9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民进出席自治区“两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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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

李斌、杨玉洲，秘书长张卫平出席会议。 

1 月 14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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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及各位

常委参加，秘书长和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会议免去张卫



平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秘书长职务；任命王明杰为民进宁

夏第七届委员会秘书长，免去其民进宁夏区委会办公室主任

职务；任命应学雄为民进宁夏区委会办公室主任，免去其社

会服务处处长职务。 

1 月 14 日，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全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并

讲话。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魏莉应邀莅会。副主委梅廷

彦、王春秀、李斌、杨玉洲，副巡视员张卫平及全体委员参

加。副主委杨瑞生主持。区委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各专委会

负责人、部分六代会代表、各市委会专干及机关全体干部列

席会议。会议学习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十

一届七次全会、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和自治区“两会”精神。

传达民进中央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会议听取并审议姚爱兴

作的《民进宁夏七届常务委员会 2015 年工作报告》，听取

《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5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

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全委会决议》。同意张卫平辞去

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职务；选举增补王明杰、赵惠娥、

柳萍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对 2015 年专项工作先进单位进

行表彰。为受民进中央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颁发奖牌、

证书。 

1 月 14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一届五次会议

在银川召开。区委会监督委员会主任梅廷彦，副主任王春秀，



委员刘敏、金忠杰、苟俊杰、张丽出席会议。会议学习民进

中央监督委员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以及 2016 年的工作部

署，研究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6年工作计划。 

1 月 21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宁夏民进开明书画院

开展“春联万家”活动，邀请宋鸣、乔华、宋琰、刘志骋等 

10 名书法家为银川市前进街办事处银华社区的居民送去新

春祝福。副主委杨瑞生参加活动并致辞。 

1月 28日，民进 2016年迎春联谊会在银川举行。民进

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区委会原

主委曹维新、高文华，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李

斌，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王明杰与来自区直属组织和银

川市的 100多名新老会员参加联谊会。 

2月 1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

委姚爱兴一行来到对口联系点、区委会定点帮扶村隆德县张

程乡张程村，开展“宁夏民进定点帮扶张程村捐赠活动”，

姚爱兴主委用自己的稿费给张程乡幼儿园捐赠价值 3.6 万

元的玩具、图书；区委会联系协调山东出版集团给张程村中、

小学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图书；联系协调自治区侨联，由澳

大利亚杰出华人企业家魏基成夫妇给张程村捐赠价值 8 万

元的棉衣 200 件；民进固原市委会联系固原市民政局捐赠 

2500 斤面粉。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崔晓华，副主委杨瑞生，



秘书长王明杰，社会服务处处长童文胜，固原市委会主委高

云海等参加。 

2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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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副巡视员张卫平，

秘书长王明杰一行看望区委会老领导曹维新、高文华等。 

2 月 29 日，副主委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

王明杰及机关干部与统战系统其他单位干部一起参加宁夏

统一战线“和声大讲堂”专题报告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马廷礼出席报告会，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沈凡主

持。 

3 月 16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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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李斌参加，巡视员张卫平、秘

书长和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审议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一次

常委会会议议程；修改《民进宁夏区委会年度考核暂行办

法》；研究《民进宁夏七届七次全委会分组讨论建议梳理及

改进方法》；讨论成立统战理论研究暨会史专委会；推荐报

送政协重点督办自治区党委阅示的重点提案目录；《民进宁

夏区委会 2016 年参政议政工作（主题年）实施方案（征求

意见稿）》；推荐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研究人事事项；批准新会员入会。 



3 月 16 日，民进中央召开全国视频会议，传达学习全

国“两会”精神。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在宁夏分会场参加会议。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

李斌，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王明杰，在银部分区委会常

委、委员，区直基层组织负责人及机关全体干部在宁夏分会

场参加。 

3 月 21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主持召开上海宁夏统一战线课题《宁夏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协调会议。自治区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崔晓华、自治区社科院院长张廉、自治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郝留虎，区委会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

王明杰、社会服务处处长童文胜，以及自治区财政厅、自治

区社科院、宁夏大学的专家、学者和调研组的主要负责同志

出席。 

4月 1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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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及各位常委出席。巡视

员张卫平，秘书长和各处室负责人列席。姚爱兴传达全国“两

会”精神和民进十三届十四次中常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

《民进宁夏区委会年度考核暂行办法》《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6 年参政议政工作（主题年活动）实施方案》；通报民进

宁夏七届七次全委会委员意见建议落实情况。 



4 月，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 2015 年度市县 (区 )和自治区机关效能目标管理考

核结果的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荣获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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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会第五次获此殊荣。 

5月 8—12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

会主委姚爱兴带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体制机制创

新研究》课题组部分成员及有关专家赴上海自贸区考察。该

课题是沪宁两地党委统战部确定的统一战线合作项目，分别

由民进宁夏区委会和民建上海市委会承担。中共上海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民进上海市主委蔡达峰，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

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主委周汉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严军、秘书长吴金城等参加有关活动。自治区党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沈凡，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试验区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郝留虎，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区委会副

主委杨瑞生，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段庆林以及宁夏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和银川党校的专家参加考察调研。 

5 月 24 日，宁夏大学副校长、副主委王春秀带领《宁

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课题组部分成

员及有关专家到银川综合保税区、惠农陆路口岸调研。 



6 月 14 日，由宁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宁夏教育厅

主办，宁夏硬笔书法家协会、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民进中央开明画院作为支持单位的 2016 年宁夏全区书法教

师培训班在银川举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常务副院长朱永新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6 月 26 日，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

建上海市主委周汉民，到银川调研宁夏试验区建设。 

6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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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学习会，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

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主委周汉民在自治区领导干部专题

学习会上给五市党委、政府的分管负责同志，区直有关部门

（单位）、中央驻宁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各民主党

派宁夏区委会领导，自治区发改委、经信委、商务厅、银川

综合保税区管委会部分副处级以上干部进行辅导讲座。自治

区领导马廷礼、孙贵宝、安纯人出席。 

6 月 28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

海市委主委周汉民，共同主持召开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

区机制体制研究座谈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崔晓华以

及上海专家组一行参加本次会议。自治区经信委、教育厅、

五市、宁东基地管委会、阅海湾中央商务区管委会、民进等



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宁夏调研课题专家组成员出席会议。 

7月 1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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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生、李斌出席，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

长王明杰及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研究确定《民进宁夏七

届二十二次常委会会议议程》《2016 年民进宁夏区委会参政

议政能力建设培训班方案》《民进宁夏区委会参政党理论及

会史研究专委会成立方案》，听取《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6年

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审议《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

治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及代表产生办法（草案）》和

《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做好区、市两级组织换届工作的方案

（草案）》，决定提交常委会审议通过。审议区直工委《基层

组织调整、成立、换届情况的报告》。批准 15名同志入会。 

7月 1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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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及各位常委出席，副巡视

员张卫平、秘书长及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传达民进中央

十三届十五次中常会精神和民进中央参政议政工作会议精

神；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6年上半年工作的情况，民进各市委会 2016年上半年工

作情况及基层组织换届进展情况；审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

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及代表产生办



法》《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做好区、市两级组织换届工作的

方案》。通报 2016年民进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能力建设培训

班有关情况和《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成立参政党理论及会史

研究委员会方案》。 

7 月 14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首次新闻宣传通讯员培训

班在宁夏社会主义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区的民进通讯员及

区委会机关干部约 50人参加培训。 

7 月 26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出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来宁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自治区党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传达讲话精神。 

8 月 5—7 日，2016 年民进宁夏区委会参政议政能力培

训班在中卫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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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副巡视员张卫

平，秘书长王明杰，中共中卫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统

战部部长马世军，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冯玉森出席开班式。

区委会常委、新会员代表、各市县委会专职干部及区委会机

关干部共 100多人参加学习。 

8月 5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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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及各位常委出席，副巡视



员张卫平、秘书长及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学习习近平同

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并交流

心得体会，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十三五”期间

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意见》。 

8月 5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中心学习组学习会，座

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来宁视察重要讲话

精神。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

主持。杨瑞生、王春秀、李斌、陈艳菊交流心得体会。 

8月 6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中卫举办“我身边的先进”

宣讲报告会。马青、马辉、韩春玲三位会员作报告。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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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王明杰，组宣处处长史

中华一行就民进银川市委会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学习实践活动情况进行调研。姚爱兴一行在银川市委会

主委陈艳菊的陪同下，到老会员马玉英、周光旦和段庆昇家

中看望。 

8 月 29 日，自治区档案局副局长李亚文一行到民进宁

夏区委会检查指导工作，副主委杨瑞生及机关各处室负责人

陪同调研并座谈。 

9月 6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

委姚爱兴一行赴隆德县张程乡张程村调研对口帮扶工作，并



慰问优秀教师和困难教师，与村民代表等座谈。张程乡中心

幼儿园是区委会帮助协调的重要帮扶项目之一。姚爱兴来到

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和后续的设施配备中

存在的困难。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崔晓华、副主委杨瑞生，

秘书长张卫平等参加调研。 

10月 14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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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参加，副巡视员张卫平、

秘书长及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传达民进中央省级组织座

谈会精神；审议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四次常委会会议议程、

《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

作方案》《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工作方案》，研究确定申报“民进中央关于表彰省级

组织专项工作”相关事宜；研究区委会定点帮扶张程村相关

事项；批准新会员入会。 

10月 14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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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及各位常委出席，副巡

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及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学习《各民

主党派区委会关于做好换届工作座谈会纪要》，审议《中国

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工作方

案》《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工作方案》，听取各市委会区直工委换届情况汇报。 

10月 25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主持召开上海宁夏统一战线课题《宁夏内陆开放

型经济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汇报会议。 

10月 26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赴民进中央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民进银川市委

会调研参政议政工作，副主委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

书长王明杰和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有关活动，银川市委会

主委陈艳菊主持座谈会。 

11 月 2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机关召开专题会议，传达

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副主委杨瑞生、副巡视员张

卫平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11 月 4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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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李斌、杨玉洲参加，机关全体人员

列席。会议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民进十三届十六次中

常会精神；研究确定召开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五次常委会会议

时间及议程（草案）；审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委员会领导

班子人选民主推荐办法（征求意见稿）》和《民进宁夏七届

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民主推荐办法》；审议《领导班子五年

述职报告》；通报“五个一”活动完成情况；批准新会员入



会；研究机关人事事宜。 

11 月 4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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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参加，机关全

体列席。会议专题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姚爱兴传

达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和民进十三届十六次中常会精

神，传达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精神。 

11月 20日，上海宁夏统一战线合作课题《宁夏内陆开

放型经济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在银川召开。民进中

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议。 

12 月 5 日，副主委杨瑞生带领区委会调研组联合自治

区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赴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宁夏隆湖扶贫

经济开发区 (星海镇 )，就我区移民区农村学前教育师资、

农村幼儿园发展等方面开展调研。 

12月，民进宁夏区委会向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提交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的

建议》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主席批示。 

12月 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咸辉，自治区党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自治区副主席王和山一行来到宁夏

民主党派大楼，看望党派机关干部。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

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陪同，咸辉认真察看了民进宁



夏区委会的办公环境，并与机关干部亲切交谈。咸辉表示，

很高兴看到民主党派机关办公设施完善，干部精神状态良好。

她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做好党派工作，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参

政议政。 

12月 30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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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李斌、杨玉洲参加，区委会机

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传达学习民进中央常委会、全

委会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及自治区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会议研究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六次常委会会议召

开时间及议程（草案）、民进宁夏区委会七届九次全委会会

议有关事宜（召开时间、主持人、报告人），讨论确定区委

会提交自治区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大会发言、发言人、提案

及社情民意；审议《关于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治

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民进宁夏第七届常务委

员会 2016 年工作报告》和《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工作

要点（草案）》；研究区委会 2016 年年度考核有关事宜；批

准新会员入会。会议还研究其他事项。 

12月 30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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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及各常委参加，

区委会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传达学习民进中央常



委会、全委会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及自治

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研究确定《民进宁夏区委会七届

九次全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及召开时间，确定全委会召

集人及分组名单；审议《关于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

自治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和《民进宁夏区委

会七届九次全委会大会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全委会通过；

审议《民进宁夏第七届常务委员会 2016 年工作报告（征求

意见稿）》，确定姚爱兴为报告人；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工作要点》、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6 年年度考核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