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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明确机构改革后自治区政府部门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对口

联系单位的通知》（宁政办函〔2019〕2 号），因自治区机构

改革，一些单位名称、职能等进行了调整变化，为确保工作

的延续性，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将自治区政府各部门与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对口联系单位作调整。自治区教育厅、

自然资源厅、文化和旅游厅对口联系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区

委员会。 

1 月 11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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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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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学习《民进宁夏区委会主委会议制度》；

审议《民进宁夏八届九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民进宁

夏八届三次全委会会议议程、日程（草案）》《民进宁夏第八

届常务委员会 2018 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民进宁夏

八届三次全委会决议（草案）》；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 年工作要点》《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表彰 2018 年度工

作先进单位的决定》《民进宁夏区委会基层组织建设主题年

工作方案》《民进宁夏区委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方案》和

提交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二次大会的提案及发言；听取区委会 



2018年度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和 2019年财务预算情况；批准

新会员入会。 

1 月 11 日，民进宁夏八届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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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杨立华及区委会

常委参加。中心组学习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民进十四届二中全会精神，自治区

党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治

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制度》。会议审议《民进宁夏八届

三次全委会会议议程、日程（草案）》《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务

委员会 2018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民进宁夏八届

三次全委会决议（草案）》；研究《民进宁夏八届三次全委会

小组召集人及分组人员名单》，推举全委会主持人和报告人；

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工作要点》《民进宁夏区委会

关于表彰 2018 年度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和提交自治区政

协十一届二次大会的提案及发言情况。 

1 月 16 日，由民进宁夏区委会主办，民进宁夏开明画

院、民进石嘴山市委会承办的己亥年“春联万家”宁夏分会

场活动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城街道办事处鸣沙社区举行。

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出席活动并讲话。石嘴山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金花，民进石嘴山市委会主委、宁夏理工学院院长赵

惠娥等相关负责同志及社区群众参加活动。 



1 月 26 日，民进出席自治区“两会”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座谈会在银川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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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

洲、杨立华出席会议。会议由王春秀主持。 

1 月，春节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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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史中华一行分别看望区委会离退休老领导曹维新、高

文华、杨少青、孟昭才。 

2 月 1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 年迎春联谊会在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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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史中华，原主委高文华与来自区直工委

各级组织和银川市的 150多名新老会员一起参加活动。 

2月 15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 2018年度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民进中央副主席、宁夏区委会主委、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姚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

洲、杨立华和机关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华出席会议。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杨继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

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党委统战部纪检组相关负责同志应邀莅

会指导。 

2 月 26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前往石嘴山调研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副主委杨立华，秘书长史中华等参加调研。 

3 月 10 日，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代

表民进中央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作《用优秀文化产

品提升文化自信》的发言。 

3 月 18 日，民进中央召开学习贯彻“两会”精神座谈

会（视频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区委会副主委

杨立华，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华及机关全体干部在

宁夏分会场参加视频会议。 

3 月 23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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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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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学习《民进宁夏区委会主委办公会议制

度》，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八届十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

审议民进宁夏八届三次全委会会议方案、议程和日程（草

案），《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 2018 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民进宁夏八届三次全委会决议（草案）》，研究区委

会 2019年重点调研课题。 

3 月 23 日，民进宁夏八届三次全委（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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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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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史中华及全体委员参加。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杨继宏

应邀莅会指导。区委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负责

同志，各市委会及区直工委副主委、秘书长、专职干部，部

分七代会代表，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学习中共十九大、

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第十二届

六次全会精神；传达全国和自治区“两会”、民进十四届二

中全会精神。姚爱兴代表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会议听取王春秀作的《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8 年

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民进宁夏八届三次全委会

决议》《民进宁夏区委会全体会议制度》《民进宁夏区委会

委员联系基层组织工作制度》；通报常委“五个一”和委员“三

个一”完成情况。姚爱兴要求：一是抓学习，二是抓调研，

三是抓基层组织建设。会议对 2018 年度工作先进单位进行

表彰。 

3月 25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参政党理论研究培

训班在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开班。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院长毛大立出席开班式并致辞。区委会巡视员杨

瑞生作开班动员讲话。秘书长史中华主持。区委会理论研究

会成员，各市、县委会专干，部分理论研究方向骨干会员，

副巡视员张卫平及部分机关干部共 46人参加学习。 



3月 29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参政党理论研究培

训班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顺利结业。培训班安排 5场专题

报告、2次小组讨论、3次现场教学和 1次结业交流。 

4月 2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委会主委姚爱兴赴民进中央“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主题教育活动第二批联系点民进固原市调研，参加原州

区支部组织生活。 

4月 2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就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在固原调研。副主委

杨立华等参加调研。姚爱兴一行拜访了自治区党委常委、固

原市委书记张柱，自治区副主席、固原市市长马汉成，固原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正儒，听取对民进市级组织领导班

子建设方面的意见建议，交流有关工作。其间，姚爱兴一行

看望固原市委会原主委张居智。 

4月，《自然资源厅、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印发〈对口联

系协作机制〉的通知》（宁自然资发〔2019〕127 号），民进

宁夏区委会杨瑞生巡视员任对口联系工作责任领导，社会服

务处童文胜处长任对口联系工作联络员；自然资源厅韦晓龙

副厅长负责对口联系工作，综合法规处承办具体工作，艾红

兵处长作为对口联系联络员。 

4月 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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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区委会调研组赴西吉县开展脱

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副主委杨立华，部分会内专家，区委

会社会服务处、固原市委会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调研组

召开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座谈会。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

记王学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聪，县委副书记潘存国，县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保师，以及县扶贫办、农业农村等相

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4月 22—26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思想政治教育

培训班在吴忠市举行。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出席并讲话。中

共吴忠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马光锋应邀莅临指导。副巡视员张

卫平主持开班式。民进基层组织负责人，骨干会员，专职干

部共 50多人参加培训。 

4 月 23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开明讲堂”在吴忠市正

式开讲，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徐德安应邀作《在正道上行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的专题辅导讲座。 

5月 8—10日，民进中央副秘书长左延珠率调研组来宁，

就组织生活等 8个条例的起草工作开展调研。民进中央副主

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接见了调

研组一行。调研组一行实地考察民进吴忠市委会直属支部活

动中心会员之家。区委会副主委、吴忠市委会主委杨玉洲，

民进宁夏区委会专职副主委杨立华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5 月 22 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区委会联合赴石嘴山

市调研民进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副主委杨立华、自治区党委

统战部党派处相关同志参加调研。民进石嘴山市委会副主委

文军等同志参加座谈会。 

5 月 29 日，民进宁夏大学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

会议听取并审议民进宁夏大学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民进宁夏大学第二届委员会，通过大会决议。刘明当选

为主委，马青、金忠杰、李晓春、王桂琴当选为副主委，马

冬雅当选为秘书长。 

5 月 30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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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

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

会议学习《民进宁夏区委会主委办公会议制度》，审议通过

《民进宁夏八届十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民进宁夏区委会联

系基层组织分工方案》《民进宁夏区委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演讲比赛方案》

和《2019 年民进宁夏区委会基层组织建设培训班方案》；审

议《民进宁夏区委会基层组织星级评定工作方案（草案）》；

听取区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基层组织情况、2019年民进宁

夏区委会重点调研课题进展情况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书画展活动情况；批



准新会员入会。通报区委会部分干部档案认定情况。 

5 月 30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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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及区委会

常委参加。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部分专门委员

会负责人及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中心组学习《民进宁夏区委

会常委会会议制度》、《人民日报》文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9 年 5 月 15 日第 13 版）和习近

平主席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动力》。会议传达学习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和常务副主席

刘新成在民进省级组织副主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审议

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基层组织星级评定工作方案》，听取

民进各市委会、区直工委基层组织建设主题年活动开展情况

和区委会 2019年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6月 11—14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参政议政能力

建设培训班在福州举行。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出席培训班并

分别在开班式和结业式讲话，民进宁夏区委会各专门委员会

负责人、参政议政骨干及专职干部近 50 人参加培训。组织

学员赴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6 月 21 日，由民进宁夏区委会、宁夏西部研究与发展

促进会、宁夏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宁夏

绿色学校建设研讨会在银川市举行。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 

7 月 12—13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高友东赴宁

夏调研区委会机关建设及基层组织建设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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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

会。副主委杨立华、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银川

市委会主委、银川市政府副市长陈艳菊等陪同调研或座谈。 

7月 23—27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组织建设培训

班在银川开班。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开班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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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珍，副主委王春秀、李

斌、杨玉洲、杨立华出席开班式。副主委杨立华、巡视员杨

瑞生出席结业式，副巡视员张卫平主持结业式。区委会委员，

民进基层组织负责人，区、市机关干部 50人参加培训。 

7 月 23 日，“砥砺奋进·共庆辉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书画展”在银

川美术馆开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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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力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书画作品。书画展



由民进宁夏区委会主办，宁夏书法家协会等承办，共征集书

画作品 180件，经过评选展出书法作品 67件，美术作品 47

件。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有关领导和同志，区委会老领导，

自治区知名书画家，民进宁夏开明书画院的艺术家，区委会

组织建设培训班全体学员，民进银川市委会、区直工委等各

级组织会员共 200多人参加开幕式并观看展览。 

7 月 26 日，民进中央“开明讲堂”宣讲活动在宁夏银

川举行。民进中央副秘书长、民进中央主题教育活动宣讲报

告人左延珠作题为《学习践行新会章…自觉承担起新时代参

政党的历史职责》的专题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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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巡视员张卫平聆听报告会。 

7 月 31 日，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自治

区党委书记石泰峰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领导崔波、张超

超、赵永清参加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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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自治区党委十二届七次全

体会议审议的《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建议。他指出《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立足宁

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着眼加快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

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提出了一系列务实具体的举措，目标

清晰、任务明确、体系完善，针对性和操作性很强。围绕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加大人才培育



引进、补齐民生短板等提出意见建议。 

8 月 21 日，副主委杨立华一行对银川市保健品市场进

行专题调研。银川市副市长、民进银川市委会主委陈艳菊参

加调研。 

8 月 23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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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一

级巡视员杨瑞生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学习区委

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及谈心会制度；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八

届十一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传达学习中央统战部、民进中央、

自治区常委统战部关于主题教育有关精神；审议《民进宁夏

区委会关于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

活动实施方案》；研究民进宁夏区委会组织发展中有关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的问题、《区委会会史陈列室布展方案》《报

民进中央先进基层组织、先进基层组织负责人、先进地方组

织名单》和人事事项。 

8 月 23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一次常委会会议暨主题教

育活动动员部署会在银川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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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及区委会常委参加。一级巡视员

杨瑞生，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各专委会负责人及机关全体



干部列席。中心组学习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会

议上的讲话、自治区党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和《民进宁夏

区委会中心组学习制度》。传达学习《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建设规划

（2018—2027）》文件精神，民进基层组织建设主题年工作

中期推进会精神和蔡达峰主席在推进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民进十四届七次中常会精神，中央统战部、民进中央、自治

区党委统战部关于主题教育活动有关精神。常委会审议通过

《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通报民进宁夏八届委员会常委“五

个一”活动进度。 

9月 6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教师节座谈会暨教育专

委会工作会议。副主委杨立华主持并讲话。区直工委教师会

员代表、教育专委会委员和区委会机关干部共 20 余人参加

会议。 

9月 9—12日，根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调研

工作的意见》和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 年参政议政年度调研

计划，区委会参加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我区矿业

权管理改革、推进矿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调研》的活动。 

9 月 16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赴主题教育活动联系点民进固原市委



会调研指导工作，听取固原市委会“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主题年开展情况，为

会员作主题教育活动专题讲座。副主委杨立华，议政调研处、

组宣处负责同志，固原市委会委员、会员代表共 40 余人参

加座谈会和讲座。 

9 月 17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一行赴隆德县张程乡张程村调研扶贫

工作，与张程乡和张程村主要领导、驻村帮扶工作队干部及

群众代表座谈，深入农户家中走访。 

9 月 20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二次中心组学习会议在银

川召开，会议全文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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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爱兴、杨立

华、戴红霞、陈艳菊、刘明、张卫平先后发言，交流学习体

会。 

9 月 20 日，区委会选送屈连英秦腔《辕门二帐》和宁

大音乐学院古筝曲《黄河》两个节目，在宁夏统一战线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 70 周年，“同心梦更圆·携手新时代”

文艺晚会上演出。 

9 月 27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演讲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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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萍、杨立华，二级巡视员张卫平，民进各市

委会和区直工委的会员代表及机关干部共 50 多人现场观看

演讲比赛。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贾毅出席并担任演

讲比赛评委。姚爱兴等参会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9月 27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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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讲

话。副主委王春秀、柳萍、杨立华，二级巡视员张卫平出席

会议。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贾毅莅会指导。各市委

会和区直工委会员代表及机关干部共 50 余人参加了座谈。

王春秀、柳萍、申剑钢、李娜、汤莹丽、许军、周建强、罗

莉、姚爱兴先后发言。 

10月 23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座谈会，与来宁调研

的民进黑龙江省委监委会就如何发挥好监委会作用进行交

流。 

民进宁夏区委会原主委高文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 10月 24日 0时 45分在银川逝世，享年 90岁。10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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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区委会原主委曹维



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陆军，自治区政协副秘书

长、办公厅主任魏峰，宁夏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马林，党委副

书记牛阳、朱建华，副校长刘志宏，纪委书记谢波，区委会

副主委王春秀、杨立华，原副主委梅廷彦，一级巡视员杨瑞

生、二级巡视员张卫平，民进银川市委会主委陈艳菊及区委

会机关工作人员前往银川殡仪馆送别。 

10月 25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五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区委会副主委王春秀、柳萍、杨立华，机关一级巡视员杨瑞

生、二级巡视员张卫平出席会议。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

有关会议议程。会议通报高文华讣告，通报区委会机关公务

员职级套转及职级晋升人员情况，研究人事事项（区委会机

关公务员职务晋升事项），批准新会员入会。 

11月 4—7日，区委会申报的课题《民进代表人士的“代

表性”界定及其成长规律研究》，在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

究会上从 168份课题中脱颖而出，成为 23个中标课题之一。

区委会自 2010 年民进中央向民进全国省级组织开展参政党

理论研究课题招标以来，第一次成功申报中标参政党理论研

究课题。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等参加在兰州召开的民进中央参

政党理论研究会年会。 

11 月 8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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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杨立华参加会议。一级

巡视员杨瑞生、二级巡视员张卫平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

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民进十四届八

次中常会精神。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八届十二次常委会会议议

程；听取区委会机关筹备民进中央来宁调研主题教育活动情

况和区委会“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情况；研究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 2019 年工作报告提

纲和人事事项。 

11 月 8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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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姚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及区委

会常委参加。区委会中心组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和民进十四届八次中常会精神。会议传达民进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精神和宁党办（2019〔133〕号）文件精神；听取

区委会关于民进中央来宁调研主题教育活动筹备情况和区

委会“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

况；审定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 2019 年工作报告提纲和有

关人事事项。 

11月 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蔡达峰来宁，就民进宁夏区委会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情况进行调研。其间，到自治区中

医研究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原主委曹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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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陪同调研。 

11月 21日，调研组在民进宁夏区委会机关召开座谈会。

姚爱兴主持会议，汇报了民进宁夏区委会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情况。蔡达峰代表民进中央向自治区党委对多党合作和民进

工作的重视、支持表示感谢，对民进宁夏区委会近年来的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民进宁夏区委会按照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要求，努力开展工作，体现出思想

共识的新提高、履职尽责的新作为、自身建设的新面貌，作

出了积极贡献。蔡达峰指出，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是统一战线工作和多党合作事业发

展的要求。要在学习教育、履职尽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找

不足、整改提高，过好民主生活会。要做好总结，把握好活

动的长远意义，深化对活动主题的认识，民主党派开展的主

题教育活动，基本和中共开展的主题教育同步进行，体现了

执政党、参政党自身教育的同步推进，这也是多党合作的重

要体现。蔡达峰强调，当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以新认

识和新作为巩固多党合作制度，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参



政党作用。希望民进宁夏区委会全体会员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宁夏发展大局，振奋精神，

群策群力，聚焦宁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在各领域积极

建言献策，充分发挥好团结各方、凝心聚力的作用，为宁夏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2 月 19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 2019 年参政议政年

会暨重大调研成果交流会。副主委杨立华、一级巡视员杨瑞

生、二级巡视员张卫平出席会议。民进各专门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各市委会、区直工委负责人、重点调研课题负责人、

区委会机关干部及部分特邀会员参加会议。民进各市委会负

责同志分别汇报 2019 年参政议政工作、重点调研开展情况，

交流了为即将召开的市县“两会”提交议案、提案和发言素

材情况。 

12 月 19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 2019 年各专门委员

会主任会议。副主委杨立华、一级巡视员杨瑞生、二级巡视

员张卫平出席会议。民进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参加了

会议，各市委会、区直工委负责人、区委会机关干部及部分

会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民进中央 2019 年专门委

员会主任会议精神；各专门委员会、开明画院、企联会、理

论研究会负责同志分别汇报 2019 年工作开展情况及 2020

年工作计划，并交流为即将召开的自治区“两会”提交议案、

提案和发言素材情况。 



12月 20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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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一级

巡视员杨瑞生、二级巡视员张卫平列席。会议传达贯彻民进

十四届三次全会精神，传达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全会

精神，研究人事事项（吴忠市委会届中调整副主委、委员、

秘书长事项；机关拟提拔、晋升人员）。 

12月 20日，民进宁夏第八届委员会领导班子主题教育

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在银川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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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李

斌、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

部长杨继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贾毅、自治区纪

委监委驻党委统战部纪检组副组长解金虎应邀莅会指导。民

进中央监督委员会委员、一级巡视员杨瑞生，二级巡视员张

卫平，监督委员会委员、组宣处副处长张丽列席会议。会议

通报区委会领导班子 2018 年民主生活会查找问题的整改情

况，书面通报了年度征求意见情况及整改措施。 

12月 30日，民进宁夏八届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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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参加。一级巡视

员杨瑞生、二级巡视员张卫平及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

学习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自



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精神和区委会领导班子民主

生活会及谈心会制度。会议审议区委会拟报送自治区政协十

一届三次会议党派提案、大会发言和社情民意，确定发言人；

研究确定区委会对各市委会、区直工委 2019 年度工作考核

情况和表彰事项；通报区委会常委、委员“五个一”“三个

一”完成情况和区委会机关处室 2019年度考核情况。 

12月 30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三次常委会会议暨主题教

育活动总结会在银川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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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

洲、杨立华，常委刘明、陈艳菊、赵惠娥、戴红霞参加。会

议学习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精神，自治区党委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宣传思想工作条例》。会议

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领导班子主题教育活动专题民主生活

会情况，拟报送自治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党派提案、大会

发言、社情民意情况和区委会对各市委会、区直工委 2019

年度工作考核情况及常委、委员“五个一”“三个一”完成

情况。各市委会和区直工委汇报主题教育活动成果及基层组

织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