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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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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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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报区委会向自治区政

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提案和大会发言情况。姚爱兴对与会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两会”所做的充分准备工作表示

满意，从讲政治、讲奉献、讲作风、讲纪律四个方面对各位

会员提出要求。民进列席政协会议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1 月 15 日，由民进宁夏区委会、民进银川市委会和民

进灵武市总支联合举办，民进宁夏开明画院承办的“庚子

（2020）年民进全国‘春联万家·迈上小康’活动——宁

夏·灵武”在灵武市东塔镇镇河塔社区举行。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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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一行看望老领导曹维

新。春节前夕，区委会分别慰问杨少青、梅廷彦、胡云飞、

熊成富、马学恭等老领导老会员及机关退休同志。 

1月 22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20年迎春联谊会在银川

举行。区委会副主委王春秀、二级巡视员张卫平、自治区党

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贾毅与来自区直属组织和银川市的 

150多名新老会员一起参加活动。 



1 月 26 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区委会向广大会员

发出倡议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严格遵守自治区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 

1 月 31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向广大会员发出抗击疫情

捐款倡议书。 

3 月，民进宁夏区委会课题组完成的《民进代表性人士

“代表性”界定及成长规律研究》荣获全区统战理论政策研

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创新基层组织工作，深化参政党自身

建设》荣获全区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奖。 

4 月 17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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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

华参加会议，一级巡视员杨瑞生及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

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新时代组织发展

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国民主促进会 2020 年会员发展规划》，

研究《民进宁夏区委会 2020 年会员发展规划》；审议通过

《民进宁夏区委会 2020 年工作要点》和《民进宁夏区委会

履职能力建设主题年工作方案》；研究 2020年重点调研、理

论研究课题及时间安排；研究“我身边的战‘疫’模范”推

选工作；研究区委会电子会议系统硬件采购计划和人事事项；

通报区委会及各市委会疫情防控期间捐赠及履职工作开展



情况；听取并审议区委会 2019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批新

会员入会。 

4 月 17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四次常委会在银川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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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

华，常委刘明、陈艳菊、赵惠娥、高云海、黄华、戴红霞参

加会议。一级巡视员杨瑞生，部分市委会负责人及机关全体

干部列席会议。中心组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陈润儿书记和咸辉

主席在自治区党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项目建设等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常委会研究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 2020

年会员发展规划》。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20年工作要点》

《民进宁夏区委会履职能力建设主题年工作方案》、区委会 

2020年重点调研、理论研究课题及安排、区委会及各市委会

疫情防控期间捐赠及履职工作开展情况、“我身边的战‘疫’

模范”推选工作情况和区委会 2019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经

主委会议提名，会议任命童文胜为区委会秘书长，通报其他

人事事项。 

4 月 17—19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民进宁夏医科大学

总支、民进吴忠市委会联合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助力

健康关注基层”走进吴忠活动。 



5 月 10—14 日，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带领民进宁夏区

委会调研组赴西吉县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西吉县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保师等陪同调研。 

5 月 15 日，民进宁夏八届二十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柳萍、杨立华参加，一级巡视员杨瑞

生及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列席。受姚爱兴主委委托，王春秀副

主委主持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人事等事项。 

6月 5日，民进宁夏八届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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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

华参加会议。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童文胜及机关处室

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审议《民进宁夏八届十五次常委会会

议议程（草案）》《民进宁夏八届四次全委会会议议程、日程

（草案）》《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务委员会 2019 年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民进宁夏八届四次全委会决议（草案）》

和民进宁夏各专门委员会 2019 年工作总结；听取区委会 

2020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

基层组织星级评定情况等。 

6月 5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五次常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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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



柳萍、杨立华及常委参加会议。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

童文胜及机关干部列席会议。中心组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两会”精神、

民进中央十四届十次常委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次

全会精神。会议审议《民进宁夏八届四次全委会会议议程、

日程（草案）》《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务委员会 2019 年工作报

告（征求意见稿）》和《民进宁夏八届四次全委会决议（草

案）》。通过《民进宁夏八届四次全委会小组召集人及分组人

员名单》，推举了全委会主持人和报告人。通报民进宁夏区

委会 2019 年基层组织星级评定结果、民进宁夏各专门委员

会 2019 年工作总结和民进宁夏区委会 2020 年上半年工作

情况。 

6 月 6 日，民进宁夏八届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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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区委

会委员参加会议。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童文胜、区委

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及机关干部列席会议。自治区党委统战部

党派处负责同志应邀莅会指导。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两会”精神、

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民进中央十四届十次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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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工



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八届四次全委会决议》；

通报常委“五个一”、委员“三个一”完成情况和民进宁夏

区委会 2019 年基层组织星级评定结果。会议为我区荣获民

进中央表彰的全国组织建设先进组织、先进个人颁奖，对民

进宁夏区委会 2019年度工作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6 月 12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座谈会，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民进中央副主席、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议。副

主委王春秀、杨立华，区委会部分常委和委员刘明、陈艳菊、

戴红霞、马青，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童文胜和机关干

部等参加学习。姚爱兴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的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在自治区党

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与会人员围绕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言。 

6 月 12—16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带领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和民进

宁夏区委会联合调研组赴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就

“加强社区治理，促进社区管理服务精准高效”开展调研。

先后到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办长城花园社区，西夏区

贺兰山西路街道办盈北社区，永宁县李俊镇许桥中心村和丰

登村，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办建设社区调研，召开座谈会，

听取街道办和居委会意见，走访社区群众，发放调查问卷。 



7月 14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20年履职能力建设培训

班在宁夏社会主义学院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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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姚

爱兴，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宁夏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

记杜秀岚，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杨继宏，副主委王春秀、

柳萍、杨立华出席开班仪式。王春秀主持。姚爱兴作题为

《关于履职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的开班动员专题辅导。 

7 月 28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民进福建省委会赴贵

州省黔西南州，就对口帮扶安龙县进行调研，达成了向安龙

县笃山镇民族中学捐赠初步协议。民进银川市委会副主委李

海宁和民进黔西南州主委廖静在贵州省兴义市共同签订了

结对共建友好委员会协议。区委会秘书长童文胜，民进福建

省委会办公室二级调研员林华东，民进中央挂任安龙县副县

长杨振敏等参加了相关活动。 

8月 7日，民进宁夏八届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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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八届十六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和《民进

宁夏区委会机关公务员平时考核方案（试行）》。审议《民进

宁夏区委会成立 40 周年系列活动方案》《2020 年度民进宁

夏区委会代表人士培养方案》以及新修订的《民进宁夏区委

会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研



究批准新会员入会。 

8月 7日，民进宁夏八届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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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及区委会常

委参加会议。区委会中心组传达学习 7月 30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自

治区党委第十二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王春秀、杨玉洲、刘明、

赵惠娥、黄华 5名常委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

讲话精神发言，交流学习体会。会议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

委会成立 40 周年系列活动方案》《2020 年度民进宁夏区委

会代表人士培养方案》和新修订的《民进宁夏区委会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制度》。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机关公务员平

时考核方案（试行）》。 

8 月 17—21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宁东干部教育基地

举办了 2020 年新会员思想政治建设培训班。区委会副主委

杨立华、一级巡视员杨瑞生，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

贾毅，秘书长童文胜出席开班式。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作《民进会史与优良

传统》的专题报告，区直工委和各市委会新会员代表及区委

会机关干部 40余人参加学习。 

8 月 20—21 日，民进全国会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民



进宁夏区委会荣获“民进全国会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区

委会组宣处处长张丽荣获“民进全国会史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 

8 月 24—26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与自治区政协民宗委

联合赴同心、盐池，就“推进我区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开展调研。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宁夏文史研究馆原副

馆长胡迅雷，自治区政协民宗委办公室主任张霞，自治区政

协委员刘明、钱明秀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赴同心红军西

征纪念馆、西征纪念园、预旺堡、盐池县革命纪念馆、长城

关、张家场长城博物馆等地调研，分别与同心县和盐池县主

要领导及文化旅游、文物保护、县史志办、博物馆等单位负

责人和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座谈。 

9月 1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发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倡议书。 

9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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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就“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调研。姚爱兴走访中共石嘴山市

委统战部和中共惠农区委统战部，并与市、区党委书记，组

织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交换意见。调研惠农春晖社区“民

进·同心服务站”，参观市委会会史陈列展。石嘴山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王正儒，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鲁鹏飞，惠农区



委书记梁福祥陪同调研。副主委杨立华，秘书长童文胜等参

加调研。民进石嘴山市委会主委、宁夏理工学院院长赵惠娥，

副主委文军、辛东、刘伟于，秘书长刘克山等参加调研和座

谈。 

9 月 11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机关支部联合区委会机关

中共党支部及民进银川市委会在宁夏民主党派大楼举办教

师节健康专题讲座。 

9 月 21—25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六盘山干部学院举

办 2020 年组织建设培训班。固原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副

校（院）长马东升作开班致辞，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作开班

动员讲话。区直工委和各市委会基层组织负责人、骨干会员、

专干及区委会机关干部近 50人参加学习。 

9 月 24 日，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一行赴定点帮扶村隆

德县张程乡张程村开展“支教助农”捐赠活动。民进宁夏企

业家联谊会会长、宁夏知通集团董事长申剑钢，会内法律、

电商等方面的专家及部分机关干部参加了活动。 

10月 13日，宁夏水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灵

带领公司骨干到宁夏区委会机关走访，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

秘书长童文胜及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交流。 

10月 23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到石嘴山市为会员作专题讲座，慰问



老会员。姚爱兴作《关于履职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的专题

讲座，从民主党派职能的历史沿革、履职能力建设的内涵及

内容、加强履职能力建设的途径等 3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

论述。副主委杨立华、组宣处处长张丽，民进石嘴山市委会

主委赵惠娥，副主委文军、辛东，秘书长刘克山及会员近 70

人参加学习。姚爱兴还与石嘴山市委书记王文宇，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苏保伟进行座谈，并就市民进组织建设和领导班

子等问题交换意见。 

10 月 23 日，民进宁夏企业家联谊会 2020 年工作会议

在吴忠召开。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

统战工作的意见》。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民进宁夏企

业家联谊会会长、宁夏知通集团董事长申剑钢作企联会 

2020年工作汇报。会议传达民进中央 2020年民进企业家联

谊会会长联席会议精神；讨论 2020 年企联会脱贫攻坚帮扶

项目具体实施方案。一级巡视员杨瑞生，民进宁夏企业家联

谊会会长马燕蓉、副会长李娟、部分理事及企业界会员，议

政调研处、吴忠市委会机关等 30余人参加会议。 

10月 29—30日，民进宁夏区委会申报的课题《新时代

民进作风建设研究》成功中标参政党理论研究课题，顺利结

题。 

11 月 2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宁夏大学召开我区奶产



业发展专家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会委员、宁

夏大学农学院教授吴心华主持会议。会上，姚爱兴通报我区

奶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吴心华教授介绍民进宁夏大学委员会

第三支部多年来开展支教助农、服务我区及周边省区畜牧养

殖业发展情况，与会专家教授就我区打造亿元奶产业提出意

见建议。副主委杨立华、秘书长童文胜参加。 

11月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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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卫市、吴忠市调研我区奶

产业发展情况。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生林，区委会副

主委杨立华、秘书长童文胜，会内专家、学者刘明、吴心华、

裴占君、王桂琴等一同参加调研。中卫市长李晓波，沙坡头

区区长郭爱迪，中宁县委书记陈宏，青铜峡市市长林永灵等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1 月 6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议。会议全文传达学

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7 月 28 日和……8 月 25 日召开

的党外人士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杨立华、戴红霞、刘明、

韩玉红、文军、申剑钢、李小荣、赵惠娥、姚爱兴交流学习

心得。姚爱兴对学习提出具体要求。 



11月 27日，区委会签订三方协议，通过贵州省安龙县

红十字会，向安龙县笃山镇民族中学捐赠 4.8万元，用于资

助该校 60 名家庭困难学生和 60 名品学兼优学生。民进银

川市委会向笃山镇民族中学捐赠 2 万元用于购置和安装窗

帘。 

11 月 27—29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西吉县举办 2020

年“同心·彩虹行动”助力挂牌督战乡村教师培训班。秘书

长童文胜，中共西吉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保师出席开班

仪式。西吉县教育局局长王自元主持开班仪式。来自西吉县 

40所乡村中小学的 60名音乐和美术教师参加培训。 

12月 2日，民进十四届四中全会对 2020年民进省级组

织专项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民进宁夏区委会荣获参政

议政工作先进单位。会议增补宋琰为民进中央委员。 

12 月 6 日，民进宁夏八届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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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柳萍、杨立华参加会议。

会议分别由姚爱兴和王春秀主持。机关一级巡视员杨瑞生，

秘书长童文胜及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民进

宁夏八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庆祝民进成立 75 周年

座谈会方案》和 2020 年基层组织星级评定情况，通报《民

进宁夏简史》起草进展情况，审议《民进宁夏区委会会史资



料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 2020

年工作报告（提纲）》。会议同意高云海、史中华辞去区委会

委员，高云海辞去区委会常委的请求，提交民进宁夏八届十

七次常委会审议；任命杨立华为民进宁夏区委会参政党理论

研究会会长。会议研究新会员入会事宜，批准马迁等 10 人

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通报区委会干部档案认定情况。 

12 月 6 日，民进宁夏八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

开。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柳萍、杨立华出席会议，常委马

瑞霞、刘明、赵惠娥、黄华、戴红霞参加会议。会议由王春

秀主持。机关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童文胜，市委会、

专委会负责同志及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中心组传达学习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民进中央十四届四次全会精神。

常委会同意高云海、史中华辞去区委会委员，高云海辞去区

委会常委；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会会长调整

和基层组织星级评定情况，各市委会、区直工委发展会员情

况，2020 年重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常委、委员“五个

一”“三个一”完成情况。审议《民进宁夏第八届常委会 2020

年工作报告（提纲）》。 

12月 10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

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议。副主委

杨立华、机关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童文胜、银川市委



会负责同志、部分专委会主任及区委会机关干部参加学习。

会议学习《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

二次全体会议决议》、自治区党委陈润儿书记在全会闭幕会

上的讲话精神。 

12月 21—22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吴忠市全区奶产业高质量发

展培训班开班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尚成出席

开班式并讲话，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刚、首席兽医师罗

晓瑜，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等参加开班式。全区奶产业主产

市、县（区）畜牧中心负责人，全区各规模养殖场负责人、

技术骨干，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产业组干部等 357人参

加为期 2天的全封闭培训。 

12月 28日，民进宁夏八届二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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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杨立华参加会议。

姚爱兴主持会议。机关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童文胜及

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区委会拟报送自治

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研究确定区委会对各市委

会、区直工委 2020 年度工作考核情况和表彰事项；研究通

过 2020 年会员发展情况及 2021 年组织发展规划；批准王

思旭等 3人入会。 



12月 2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庆祝中国民主促进会

成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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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

力，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柴建国和党派处有关负责同志

应邀参会。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杨立华，区委会

机关一级巡视员杨瑞生、秘书长童文胜，区委会部分在银常

委、委员、政协委员，市委会、专委会负责同志，新、老会

员代表及区委会机关全体同志共 50 多人参加会议。座谈会

上，与会同志一同观看了民进中央录制的专题片《献礼 75

周年华诞》，参观了民进会史陈列室。王春秀、马玉英、宋

琰、何志聆、李维桐等会员代表分别发言。 

12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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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治区教育厅座谈调研我区基

础教育发展情况。副主委杨立华、秘书长童文胜、议政调研

处处长马莉及自治区政协委员韩玉红、钱明秀等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