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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2 日，民进宁夏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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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参加，巡视员杨瑞生、副巡

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和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审议

通过民进宁夏八届五次常委会会议议程，研究民进宁夏八届

五次常委会会议和民进八届二次全委会会议召开的时间；研

究确定以区委会名义提交自治区政协的大会发言和提案；批

准新会员入会。 

1 月 12 日，民进宁夏八届委员会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

活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

主持，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秘书长史中华参加。

姚爱兴就民主生活会的内容、形式等作简短说明，指出发言

既要有争论，唱红脸，又有沟通，讲和谐，并要求民主生活

会要制度化常态化，每年要保证至少举办一次。他带头做自

我剖析发言，其他班子成员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 月 24 日，民进宁夏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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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巡视员

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和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

席。会议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八届五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



案），审议民进宁夏八届二次全委会会议议程、日程（草案）、

《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 2017 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民进宁夏八届二次全委会决议（草案）》，审议通过《民进

宁夏区委会 2018年工作要点（征求意见稿）》、《民进宁夏区

委会关于表彰 2017年度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草案）》、《民

进宁夏区委会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听取常委“五个一”和委员“三个一”完成情况汇报。 

1 月 24 日，民进宁夏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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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和常委参

加会议，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华和

机关全体列席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民进十二大

会议精神。审议民进宁夏八届二次全委会会议议程、日程

（草案），研究确定会议召开时间、小组召集人及分组名单；

审议《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务委员会 2017 年工作报告（征求

意见稿）》和《民进宁夏八届二次全委会决议（草案）》，决

定提交全委会审议；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8 年工作要点》《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工作先进单位

的决定》，区委会拟向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交的提

案和大会发言情况，常委“五个一”和委员“三个一”完成

情况。 



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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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

柳萍、杨立华，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

中华出席会议。 

1 月 31 日，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姚爱兴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1 月 31 日下午，民进宁夏八届二次全委会会议在银川

召开。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出席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

杨立华，机关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

华及全体委员参加。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有关同志到会

指导。区委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区直工委及各市委会副主委

和秘书长、各专委会负责人、部分七代会代表、机关全体干

部列席会议。李斌、杨玉洲、杨立华分别主持会议各阶段。

会议学习中共十九大、民进十二大、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两会”精神。听取并审议姚爱兴作

的《民进宁夏八届常务委员会 2017年工作报告》。听取王春

秀代表区委会监督委员会作的《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7 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八届二次全

委会决议》。通报常委“五个一”和委员“三个一”完成情



况。对 2017年度工作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2月 5日，受澳大利亚魏基成慈善机构委托，民进宁夏

区委会和自治区文化厅联合民进固原市委会、固原博物馆，

向固原市寨科乡北淌村贫困群众捐赠价值 6 万元的 150 件

爱心棉衣。区委会副主委、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柳萍，自治

区政协副秘书长、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民进固原市委主委

高云海，固原博物馆副馆长王泽华等参加活动。 

2 月 9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8 年迎春团拜会在银川

举行。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原主委高文华，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立华，

原副主委梅廷彦，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

史中华与来自区直属组织和银川市的 100 多名新老会员一

起参加活动。 

2 月 11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银川市委会在银川市

永宁县李俊镇开展戊戌年“春联万家”活动。自治区政协副

秘书长、副主委杨立华，银川市政协副主席、民进银川市委

会主委陈艳菊，区委会秘书长史中华参加活动。 

2 月，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立华，秘书长史

中华一行分别看望区委会离退休老同志曹维新、高文华。副

主委杨立华、秘书长史中华带领机关干部分别看望梅廷彦、



胡云飞、熊成富、孟昭才、马学恭等老领导和老会员。副主

委杨立华、秘书长史中华一行先后赴 5市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副主委、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柳萍参加固原市的慰问活动。 

4月 1日，民进宁夏八届八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民

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

兴主持。副主委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副巡视员张卫

平、秘书长史中华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审议通

过民进宁夏八届六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研究确定开

明画院、企业家联谊会和参政党理论研究专委会人事事项，

审议《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常委、委员履行职责的若干规定

（草案）》，研究确定《2018 年民进宁夏区委会调研课题方

案》，批准新会员入会。 

4 月 1 日，民进宁夏八届六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

爱兴主持。副主委杨玉洲、杨立华及部分常委参加。副巡视

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华，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各市委会

负责人及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学习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会章》。姚

爱兴等 11人先后发言，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4 月 10—11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带队调研银川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与开发利用情况。姚爱兴一行实地调研兴庆区玉皇阁及宁

园文化特色街区、金凤区银新铁路专线、西夏区长城机床厂、

将军楼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听取相关情况

介绍。 

4 月 17 日，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委杨立华带队

落实“水十条”情况调研组，召开我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及

污水处理厂中水投运情况座谈会，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和自治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邀参加会议。 

4 月 20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会成立会

议在银川召开。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并讲话。 

4 月 20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

口号”70周年座谈会在银川举行，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巡视员杨瑞生，部

分常委，区委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会成员，专委会代表及区委

会机关干部出席座谈会。 

4 月 27 日，民进宁夏开明画院第二届理事会在银川召

开。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

委姚爱兴，副主委杨立华、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

秘书长史中华及会内外知名书画家参加会议。会议审议民进



宁夏开明画院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宋琰为院长，席

恒为常务副院长，乔华、刘志骋、李晓春、周建设、徐秀丽、

屈子强、左立宁为副院长，马莉为秘书长，杜宁旭、屈子强、

陈昊、李文峰为副秘书长。聘任宋鸣、黄智为名誉院长。 

4 月 27 日，民进宁夏企业家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换届

大会在银川召开。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杨立华、巡视员杨瑞生、副

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华和宁夏民进的企业家会员参加

会议。会议审议宁夏民进企业家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聘任吴方鑫、朱彦华为民进宁夏企业家联谊会第二届理

事会名誉会长；选举申剑钢为会长，宫波为常务副会长，刁

荣辉、马占元、马燕蓉、王伏华、刘碧芳、孙忠胜、孙莉荣、

李娟、郝运清、景俊为副会长；根据理事会会长提名，任命

马燕蓉为民进宁夏企业家联谊会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兼）。 

4 月 27 日，宁夏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会议，党委组织部

副部长刘成孝出席会议并宣读自治区党委干部任免决定：姚

爱兴兼任宁夏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安纯人不再兼任宁夏社会

主义学院院长。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尚成出席会

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陆军主持会议。 

5 月 16—17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宁夏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姚爱兴带领民



进宁夏区委会调研组赴西吉县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

自治区人大办公厅副主任金玉武、机关副巡视员张卫平、秘

书长史中华及部分民进会内专家，社会服务处、固原市委会

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西吉县新营乡

硷滩村、红耀乡张白湾村、兴平乡杨坪村等地实地调研。 

5 月 17 日，调研组召开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座谈会。西

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杨生俊，副县长谢国玉先后汇报西吉

县脱贫攻坚工作整体推进情况和存在的主要短板问题。张卫

平代表民进宁夏区委会作调研情况反馈。 

5 月 18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一行赴隆德县张程乡张程村看望区委

会驻村帮扶干部，与张程乡、张程村主要领导、驻村帮扶工

作队干部及群众代表座谈，向张程村计生户捐赠价值 1万余

元的生活用品和科技图书。 

5 月 19 日，2018 年民进宁夏区委会学习中共十九大精

神培训班在宁夏社会主义学院正式开班。自治区政协副秘书

长、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副巡视员张卫平出席开班式。部

分常委，各市、县委会专职干部，骨干会员代表，部分机关

干部共 30多人参加学习。 

5 月 19—25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广州市社会主义学

院举办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培训班。本次培训班共安排 6场



专题报告、2 次小组讨论、2 次现场教学和 1 次结业交流。

区委会部分常委，各市、县委会专职干部，骨干会员代表，

区委会部分机关干部共 30多人参加学习。 

6 月 28 日，民进宁夏八届九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

爱兴主持，副主委王春秀、柳萍、杨立华参加，巡视员杨瑞

生，秘书长史中华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传达学

习汪洋同志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自治区党委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

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精神。会议审议通过《民

进宁夏八届七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8

年暑期学习班方案》，以及《“在正道上行——纪念中共中

央‘五一口号’发布 70 周年，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庆

祝自治区成立 60周年书画展”活动方案》；通报区委会优秀

年轻干部和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重点培养对象

初步人选推荐情况和八届委员会常委 2018 年“五个一”活

动进度情况；听取《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

结及下半年工作要点》《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财务预算

执行情况》《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8 年财务预算及上半年预

算执行情况汇报》和民进宁夏区委会制度修订进展情况。会

议研究报民进中央的民进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进集体及先

进个人建议名单和新会员入会事宜。 



6 月 29 日，民进宁夏八届七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

爱兴主持，副主委王春秀、柳萍、杨立华及各位常委参加。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

的讲话精神。王春秀、柳萍、戴红霞、刘明、黄华、高云海

先后发言，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会议传达学习民进十四届三

次中常会精神和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讲话要求，传达《自治

区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

和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宁党发〔2018〕

49 号）文件精神；审议《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8 年上半年工

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要点》；通报民进宁夏八届委员会常委

“五个一”活动进度和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8 年暑期学习班

方案。 

7 月 11—14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率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就年度重

点调研课题“如何同步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在宁夏

开展调研。 

7 月 30 日，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区委会副主委杨立

华一行赴隆德县张程乡张程村，与张程村两委班子、驻村帮

扶工作队干部座谈。 

8月 1日，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



一行赴固原市，就固原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调研。 

8月 3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杨立华，社会服务处长童文胜，

组宣处副处长张丽以及中卫市委会副主委韩春玲到会观摩

民进中宁一中支部活动。中宁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正甫

介绍中宁县统战工作的基本情况，民进中宁县委会汇报思想

政治教育主题年活动开展情况。 

8 月 2—3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就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年活动开展情

况在中卫调研。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

参加调研。民进中卫市委会、中宁县委会、中卫总支委员，

基层支部负责人，骨干会员共 30多人参加座谈会。 

8月 8—10日，民进宁夏区委会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班在

银川开班。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委会主委、宁夏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姚爱兴，自治区党委统战

部副部长杨继宏，宁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焦登相，区委会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立华，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

卫平出席开班式。民进基层组织骨干会员、新会员，区委会

机关全体干部近 70 人参加培训。培训期间邀请民进中央主

题教育活动理论宣讲报告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



研部副主任孙信教授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

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专题宣讲。 

8 月 8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暨自

治区成立 60 年座谈会在银川举行，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王春秀、

杨立华，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出席座谈会。思想

政治教育培训班全体学员，机关干部及会员代表等 70 多人

参加座谈会。 

8月 8日，“在正道上行——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

口号’7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暨庆祝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书画展”在宁夏图书馆西部美术馆开展。自治区党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白尚成，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陆军，宁夏文联副主席、美术家协会主席王雪峰，区委会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立华，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

卫平等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书画作品。书画展共征集书画作

品 107 件，经过民进宁夏开明画院专家评选展出书法作品 

45件，美术作品 36件。 

10月 25日，民进宁夏区委会、民进石嘴山市委会、民

进惠农总支在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海燕村简泉小学举

办了“同心·彩虹”携手助力脱贫攻坚捐赠活动。自治区政



协副秘书长、副主委杨立华，中共石嘴山市委统战部常务副

部长贾赞信等领导出席活动。共捐赠 255件价值 10万元的

爱心棉衣和价值 36万元的儿童游乐设备。 

10 月 26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民进宁夏区医院支部、

民进吴忠市委会联合会内外专家赴民进吴忠市委会社会服

务基地——同利村开展“同心·彩虹”送医药送法律下乡活

动，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副主委杨玉洲、杨立华等领

导参加活动。义诊 100余人次，免费发放 4000多元的药品。 

10月 22—26日，区委会巡视员杨瑞生带队赴上海，就

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年工作以及监督委员会工作进行调研。在

上海民主党派大厦召开调研座谈会，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

委黄山明，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蒋碧艳等出席。 

11 月 2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一行看望刚出院的老领导曹维新。 

11 月 2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

爱兴主持。副主委李斌、柳萍、杨立华参加。巡视员杨瑞生，

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华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

姚爱兴传达民进中央十四届四次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审议

通过民进宁夏八届八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区委

会重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研究区委会规章制度和人事事项；



批准新会员入会。 

11月 15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就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年活动开展情况

在银川调研。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

秘书长史中华等参加调研。民进银川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

基层组织负责人，骨干会员 20多人参加座谈会。 

11月 16日，民进宁夏八届八次常委会会议和中心组学

习会在银川召开。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立华

及常委参加。中心组学习会上，传达全国宣传思想会议、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宣部有关文件和自治区党委十二届五次

全会精神。王春秀、李斌、陈艳菊、刘明、姚爱兴 5位常委

围绕学习主题分别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收获。常委会传达

学习民进中央十四届四次常委会精神和蔡达峰主席在民进

中常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民进宁

夏区委会常委会会议制度、中心组学习制度、专门委员会工

作通则、参政议政工作表彰办法、监督委员会工作条例（试

行）等 13 项制度。民进宁夏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度、委员联

系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等 2项制度将提请全委会审议。会议通

报区委会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情况和重点调研课题完成

情况；通报 2018年常委“五个一”、委员“三个一”完成情

况；讨论《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 2018年工作报告》提纲。 



11月 26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就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年活动开展情况

在宁夏大学调研。副主委、区直工委主委、自治区教育厅副

厅长王春秀，副主委杨立华，区直工委副主委、秘书长史中

华等参加调研。宁夏大学委员会委员、各支部会员代表参加

座谈会。 

12 月 6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获得民进中央参政议政工

作先进单位、社会服务工作先进单位、会刊（报）工作先进

单位。 

12月 2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处级以上干部及骨干会员

代表座谈会在银川召开。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杨

立华，机关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和全体干部参加

会议。 

12月 2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专门委员会主任会议，

传达学习民进中央 2018 年专门委员会主任会议精神。民进

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

副主委王春秀、杨立华，机关副巡视员张卫平出席会议。各

专委会主任、参政党理论研究会主任、开明画院院长、企业

家联谊会会长分别汇报了 2018 年工作、经验体会以及意见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