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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区委会召开会议对各市委会 2014 年度工作

进行集中考核。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杨玉洲，秘书长张

卫平及各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1 月 14 日，民进宁夏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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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李斌出席，秘书长张卫平和机关副

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审议《民进宁夏七届常委会 2014

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召开民进宁夏七届十五次常委

会会议、民进宁夏七届六次全委会会议有关事宜，通报 2014

年对各市委会的考核结果，讨论修改《民进宁夏区委会年度

考核暂行办法》，研究组织建设表彰大会有关事宜，审议提

交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提案和大会发言。 

1 月 18 日，民进宁夏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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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杨瑞生、杨玉洲、李斌参加。秘书长张卫平和机关副

处级以上干部列席。 

1 月 18 日，民进宁夏七届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在银川召开。副主委、监委会主任梅廷彦主持并讲话。

监委会委员朱彦华、陈正强、金忠杰等参加。 

1 月 18 日，民进宁夏七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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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李斌、杨玉洲及各位常委参加。

会议学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民进中央十三届九次中常会

精神；通报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5 年工作要点，审议《民进

宁夏七届常务委员会 2014 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

交全委会审议，推举全委会主持人；推举代表常委会向全委

会作工作报告的报告人，报告人：姚爱兴，主持人：梅廷彦；

审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六次全委会（扩大）会议议程（草

案）、日程（草案），确定召开全委会会议的时间 2015 年 1

月 23 日全天。审议《民进宁夏七届六次全委会决议（草

案）》，通报 2015 年提案准备情况，讨论修改《民进宁夏区

委会年度考核暂行办法》。 

1 月 23 日，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第六次全委会（扩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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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

区委会委员参加。监督委员会委员，民进宁夏六代会部分代

表，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列席。

会议学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民进中央十三届三次全会精

神，审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六次全委会（扩大）会议议

程》，听取并审议通过姚爱兴主委代表七届常委会所作的《民

进宁夏七届常务委员会 2014年工作报告》，听取《民进宁夏

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4 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



《民进宁夏七届六次全委会决议（草案）》。 

1月 23日，区委会召开 2014年度表彰大会，对 2014

年度工作先进单位进行表彰。 

1 月 30 日，区委会“书香·彩虹”捐赠图书装车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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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张卫平等出席起运仪式。 

2月 6日，区委会召开七届十八次主委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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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

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李斌、杨玉洲参加，秘书长张

卫平列席。会议研究落实民进宁夏七届六次全委会（扩大）

会议分组讨论中梳理到的意见、建议，研究确定区委会 2015

年度重点调研课题（草案）。 

2月 6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

委姚爱兴，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李斌、杨玉洲，

秘书长张卫平一行看望曹维新、高文华等区委会老领导。 

2 月 11 日，自治区主席刘慧走访民进宁夏区委会，看

望机关干部。 

2月 13日，民进宁夏区委会举办“迎新春…送春联——

书画家进社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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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张



卫平等区委会领导出席活动。 

2 月 13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银川市委会、宁夏大

学委员会举办“迎春联谊会”，新老会员欢聚一堂，共庆佳

节。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

区委会老领导曹维新、高文华，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李

斌，秘书长张卫平参加联谊活动。 

4 月 3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七届十九次主委会议。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

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杨玉洲参加。秘书长和机关各处室

负责人列席。会议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5 年社会

服务主题年活动实施方案》，研究区委会报送自治区政协十

届三次会议拟督办的重点提案，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的骨干会员名单，2015年学习实践活动有关工作安排，批准

新会员入会。 

4月 3日，民进宁夏区委会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会议在银川召开。全国政协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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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秘书长张卫平，在银委员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会议。 

4 月 23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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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和各处室负

责人列席。会议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民进中央

关于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审议民进宁夏

七届十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议程，听取 2015 年上半年

工作情况汇报（草案），确定汇报人；庆祝民进成立 70周年

系列活动进展情况汇报；暑期学习班安排计划；研究干部个

人事项认定事宜；批准新会员入会。 

5 月 27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马廷礼走访区

委会机关并召开座谈会，姚爱兴主委介绍基本情况和主要工

作，提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5 月 30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就民进石嘴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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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之前，姚爱兴

副主席一行探望民进石嘴山市原主委王玉君。 

6 月 2—3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获“民进全国社会服务

工作优秀成果”。 

6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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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王春秀，调研民进中卫市委会工

作。 

6 月 19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一次主委（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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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及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学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民进中央关于学习贯彻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民进宁夏七届十六次常委会

（扩大）会议议程（草案）；2015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

提交民进宁夏七届十六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庆祝民

进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进展情况汇报和暑期学习班安排计

划；批准 4名同志入会。 

6 月 19 日，民进宁夏七届十六次常委会（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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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及各位

常委参加会议，秘书长和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传达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民进中央关于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民进中央十三届十一次中常会和民进省级组织专职副主

委工作会议精神；杨瑞生、陈艳菊、李耀宗、高云海交流学

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的体会。会议听取区委会、各市委

会和区直工委上半年工作。 

6 月 26 日，区委会机关召开会议，民进中央副主席、

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副主委杨瑞生主持，

机关全体参加。会议讨论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进一步

加强机关工作作风严肃各项工作纪律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6月 30—7月 8日，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委杨瑞

生带领民进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联合

调研组对我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调研。调研组一行

先后赴石嘴山、吴忠、固原市开展调研。 

7月 8日，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走访民进宁夏区委会

机关并与大家座谈。副主委杨瑞生、李斌、杨玉洲出席座谈

会。 

7 月 13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

民进石嘴山市委会暑期学习班开班式。 

8 月 7—9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中青年干部能力建设培

训班在宁夏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

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开班仪式并作动员讲话，宁夏

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倪立新应邀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本次

培训班邀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作了《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与思考》的辅导报告。 

8月 7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担任实职人员代表交流

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

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李斌，秘书长

张卫平参加会议。柳萍、刘明、戴红霞、虎久强、康俊杰、

汪秀琴、张盛林、章玉明、徐辉、付元先后发言。 

8月 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宁夏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



“我身边的先进”宣讲报告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

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报告会。 

8 月 21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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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和各处室负

责人列席。会议审议民进七届十七次常委会会议议程、申报

民进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研究社会服务工作座谈

会、企业家联谊会换届，2015年定点帮扶事宜、机关人事事

项等；批准新会员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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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

问优秀教师和困难教师，与村民代表等座谈。 

9 月 6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固原市召开庆祝第 31 个

教师节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

委姚爱兴出席座谈会。 

9月 6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

委姚爱兴到民进固原市委会调研学习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并

与会员座谈。固原市委会主委高云海、原主委张居智，会员

赵炳庭、周建设、武莉莉、景俊等先后发言。 

10月 10日，民进宁夏七届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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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生、王春秀及常委参加，秘书长和

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学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民进中央

学习实践活动经验交流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委

会（扩大）会议精神，通报庆祝民进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

进展情况及区委会机关人事安排情况。 

10月 10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社会服务工作座谈会。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出席。

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秘书长张卫平，区委会常

委，各市委会、区直工委、各专委会、民进企业家联谊会、

开明书画院负责人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 

10月 21日，区委会召开座谈会，邀请宁夏民进原主委

曹维新、高文华等老领导、老同志共庆重阳节。 

10月 22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到民进中央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民进石嘴山市

委进行调研。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以及石嘴山市委会主委

李耀宗，副主委戴红霞、陈正强参加调研活动。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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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张卫平到民进银川市委

会进行调研。 

11月 11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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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和

各处室负责人列席。会议审议民进宁夏七届十八次常委会会

议议程；审议通过了《关于表彰区委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的决定》《关于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通知》

《关于召开庆祝民进成立 70周年大会的通知》；研究庆祝民

进成立 70周年活动议程。 

11月 11日，民进宁夏七届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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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杨玉洲及各位常委参加，秘书长、

监委会委员、各专委会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专题学习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审

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及自治区党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通报庆祝中国

民主促进会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安排。 

11月 21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宁夏文化馆举办庆祝中

国民主促进会成立 70 周年书画摄影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民建宁夏区委会主委孙贵宝，民进中央副主席、自

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盟

宁夏区委会主委安纯人，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区委会原主

委曹维新，区委会原主委高文华，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魏莉，副主委梅廷彦、王春秀、李斌、杨玉洲，秘书长张卫

平等出席。 



11月 21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庆祝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 

70周年大会在银川隆重召开。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协领导

马廷礼、孙贵宝、安纯人到会祝贺。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

区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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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主委高文华，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

王春秀、李斌、杨玉洲，秘书长张卫平出席，梅廷彦主持。

大会对民进银川市机关直属支部等 12 个先进集体和丁爱辉

等 59 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先进个人代表陈玉琪发言。随

后在银川市秦腔剧院举行庆祝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 70 周年

文艺演出。 

11月 25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联系的意见》

（宁政发〔2015〕93 号），就做好和加强自治区人民政府及

各部门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联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并确定了联系单位。自治区教育厅、环境保护厅、文化厅、

新闻出版广电局对口联系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区委会。 

11 月 28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参政议政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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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杨瑞生、王春秀、李斌，秘书长张卫平，各市

委会、区直工委、各专委会主要负责人，部分委员，机关工

作人员参加会议。 



12月 6日，民进中央对 2015年省级组织专项工作先进

单位进行表彰。民进宁夏区委会获得参政议政工作先进单位、

参政党理论研究先进单位、电子信息化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3

项表彰。 

12月 16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带领民进宁夏区委会、自治区科技厅、环保厅、

气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环保厅和银川市调研我区空气

污染监测与防治工作，为即将召开的全区“两会”做准备。 

12月 18日，民进中央副主席、主委姚爱兴，副主委李

斌、秘书长张卫平及各处室负责人走访自治区扶贫办，召开

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