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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六次会议在银川

召开。区委会监督委员会主任梅廷彦主持，副主任王春秀，

委员刘敏、金忠杰、张丽等出席。会议学习民进中央监督委

员会 2016 年度工作开展情况以及 2017 年的工作部署，审

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6 年工作情况报告》

《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7年工作计划》。 

1 月 8 日，民进宁夏七届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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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

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李斌、杨玉洲，副巡视员张卫

平，秘书长王明杰，区委会委员、监督委员会委员、各市委

会负责人、各专委会负责人、部分六代会代表、各市委会专

干、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会

议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民进中央十三届五中

全会，自治区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听取并审议姚爱兴代表

民进宁夏第七届常务委员会所作的 2016 年工作报告，听取

民进宁夏区委会监督委员会 2016 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

过《关于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七次

代表大会的决定》。 

1 月 8 日，区委会召开 2016 年度工作先进单位表彰大

会。姚爱兴及各位领导为获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



的民进固原市委会、民进中卫市委会、民进宁夏区直工委和

获先进个人的汪晓、马青、罗莉颁奖。 

1 月 15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开展“春联万家”活动，

邀请宋鸣、宋琰、席恒、袁进龙、雷红、罗莉等书法家为镇

北堡昊苑村的居民送去新春祝福。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

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杨瑞生参加活动。 

3 月 18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机关建设座谈会。民

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

杨瑞生、王春秀、李斌、杨玉洲出席。区委会常委，各市委

会负责同志、专干，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会议通报《民

进宁夏区委会 2017年机关建设主题年工作方案》。 

3 月 18 日，民进宁夏七届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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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和自治区“两

会”精神，研究确定民进宁夏二十七次常委会会议召开时间

及议程（草案），研究《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年机关建设主

题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开张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审议民

进宁夏七代会有关事宜，研究童文胜同志正处试用期满转正

事宜。 



3 月 18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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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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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

和自治区“两会”精神，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机关建设主题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通报《民进宁

夏区委会关于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

意见稿）》，研究《2017年民进宁夏区委会调研题目（征求意

见稿）》，审议通过七代会相关事宜和人事组相关材料。 

3 月 24 日，区委会机关召开会议，专题学习民进中央

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在机关建设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秘书长王明杰主持，机关全体干部参会。 

3 月 31 日，在宁夏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年会上，区委

会《宁夏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荣获优

秀成果二等奖。 

4 月 28 日，民进宁夏七届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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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洲参加，

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研究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八次常委会

会议召开的时间及议程，审议七代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

议七代会文秘组、会务组和宣传组等事宜。 



4 月 28 日，民进宁夏七届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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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会议，副主委梅廷彦、杨瑞生、王春秀、李斌、杨玉洲

及各常委参加会议，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民进中央机关建设会议精神；审议通过民进宁夏第七次代表

大会相关事宜。确定民进宁夏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2017年 5

月 17—19日在银川召开。姚爱兴对各位常委 5年来的工作

表示感谢，希望民进宁夏七届委员会各位常委站好最后一班

岗，做好做细各项工作，聚精会神开好民进宁夏第七次代表

大会。会议还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国中央组织部

关于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中“换届工作的九严禁、九

个一律”文件精神。他强调，要严守换届纪律，开好民进宁

夏第七次代表大会，以良好精神风貌迎接中共十九大自治区

十二次党代会和民进十二大的胜利召开。 

5 月 17 日，民进宁夏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银川

召开，会议听取大会筹备工作报告，听取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通过议程、日程、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建议名单。召开民进

宁夏第七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主席团常务主

席、通过执行主席名单，通过大会代表分组名单和小组召集

人建议名单，通过各次全体代表大会主持人、致词人、报告

人名单，通过大会工作机构和负责人名单，通报收到的贺电、

贺信情况。 



5 月 18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次代

表大会在银川隆重开幕。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自治区党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分别代表民进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致贺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军、自治区副主席马力、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田成江应邀出席开幕式。自治区政协原副

主席、区委会原主委曹维新，原主委高文华，民进中央省级

组织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建国，自治区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社会主义学院及教育厅、环保厅、文化厅、新

闻出版广电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民进宁夏七届委员会副

主委杨瑞生、李斌、杨玉洲及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来自全

区各地的 110名代表参加会议。民建宁夏区委会副主委杨培

君代表宁夏各民主党派区委会、区工商联致贺词。区委会副

主委梅廷彦致开幕词。开幕式由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

主席、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主委、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姚

爱兴，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委、宁夏教育厅副厅长、

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王春秀分别主持。朱永新代表民进中央

对 5 年来民进宁夏区委会取得各项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马廷礼代表自治区党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姚

爱兴代表民进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的工作报

告。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民进宁夏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

作和基本经验，对新一届区委会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5 月 19 日，民进宁夏八届一次全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会议通过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程，听取关于对八届

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的说明；

讨论通过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候选

人名单；通过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通过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选

举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审议通过

民进宁夏第八届监督委员会产生办法，表决通过八届监委会

组成人员名单。民进宁夏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姚爱兴讲话。 

5 月 19 日，民进宁夏八届一次主委会议召开。会议讨

论八届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程（草案）；民进宁夏第八

届委员会秘书长名单（草案），提交八届一次常委会任命。 

5 月 19 日，民进宁夏八届一次常委会会议在银川召开。

通过八届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议程。 

5 月 19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次代

表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大会审议通过民进

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33 名委员组成的民

进宁夏第八届委员会和 13 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选举

姚爱兴为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华为副

主委。通过民进宁夏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还选举产生 

8 名出席民进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杨玉洲副主委



宣读给老同志的致敬信，李斌副主委致闭幕词。民进中央省

级组织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建国，大会主席团全

体成员出席会议。杨立华副主委主持闭幕会。 

6 月 16 日，民进宁夏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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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机关副

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审议《民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学习贯

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的通知》，

《民进宁夏第八届委员会领导分工（草案）》，《民进宁夏第

八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 

6 月 16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专题学习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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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传达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会议集体学习石泰峰书记所作的工作报告。

副主委王春秀、柳萍、杨立华及在银委员、机关全体干部参

加会议。 

7月 4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张程乡中心小学开展“同

心·彩虹”支教助农活动，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委杨

立华代表区委会向全校师生捐赠价值 16 万元的衣物并讲话。

副巡视员张卫平，组宣处处长史中华，社会服务处处长童文

胜，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环保厅科技标准处调研员罗莉，



民进固原市委会副主委、固原市供销社主任虎久强，民进企

业家会员申剑钢、王文军及隆德县副书记苏立强、副县长周

建设等相关领导与全校师生一起参加捐赠仪式。捐赠仪式结

束后，杨立华副主委一行看望区委会在张程村定点帮扶的两

位干部。 

7 月 4—6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一行赴固

原市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开展精准扶贫助农活动，以专

题授课和进村入户的方式，为农户送去了科学养殖的“组合

套餐”。 

7月 5日，在泾源县政协、扶贫办等相关部门领导的陪

同下，区委会一行走进泾源县大湾乡和泾河源乡，实地查看

肉牛养殖情况，调研“5·30”产业扶贫项目。吴心华教授

在养殖户的牛棚现场开起了养殖课堂。 

7月 7日，民进宁夏区委会机关建设调研座谈会在固原

市召开，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副主委杨立华主持会议并讲

话。组宣处处长史中华，社会服务处处长童文胜，民进企业

家会员王文军，固原市委会秘书长许军及区委会部分机关干

部、固原市委会基层组织负责人代表参加会议。 

7 月 18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机关全体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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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以及原副主委杨瑞生、副巡



视员张卫平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张朝

和统战部党派处调研员闫世宝及区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会议。姚爱兴传达民进中央十三届十九次中常会精神，杨立

华全文传达学习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人民论坛》发表的

文章《加强机关作风建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7 月 22 日，民进宁夏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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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杨立华参加，机关副处级以

上干部列席。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审

议《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

计划（征求意见稿）》和《民进宁夏区委会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工作管理办法》；审议通过《民进宁夏第八届委员会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讨论民进宁夏企业家联谊会换

届事宜。研究确定民进宁夏八届委员会领导班子分工；讨论

民进十四届中央委员建议人选；研究民进宁夏区委会八届委

员会秘书长等人事事项。 

7 月 22 日，民进宁夏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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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杨立华及部分常委参加，机

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传达学习民进中央十三届十九次中常会、自治区第十二次党

代会和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在统战部调研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会议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上半年工

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通报民进宁夏八届委员会领导

班子分工、《民进宁夏第八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

议名单》和暑期学习班筹备情况；推荐民进十四届中央委员

建议人选。会议任命史中华为民进宁夏区委会第八届委员会

秘书长，任命王明杰为民进宁夏区委会组宣处处长。 

7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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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市委会调

研学习实践活动，并召开座谈会。副主委、吴忠市委会主委、

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杨玉洲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秘书

长、副主委杨立华，秘书长史中华，副调研员张桂玲，吴忠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马建平，市委会副主委康俊杰、汪晓、刘

敏，秘书长杨晓娟，市委会委员、利通总支和直属支部委员、

基层支部负责人及会员代表参加座谈会。调研结束后，姚爱

兴一行专门看望市委会原主委张春娟，市委会原副主委、青

铜峡市委会原主委董克勤。 

7 月 20—21 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

委会主委姚爱兴率民进调研组赴盐池县开展脱贫攻坚民主

监督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高沙窝镇南梁村等地调研。听

取盐池县委书记滑志敏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汇报，副主

委杨立华作了盐池县脱贫攻坚调研情况的反馈。部分民进会

内专家、吴忠市委会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和座谈会。 



7 月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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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赴西吉县开展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西吉县偏城乡马

湾村等地调研。听取西吉县委副书记、县长武维东汇报了西

吉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副主委杨立华作了西吉县脱贫

攻坚调研情况的反馈。 

8 月 2—4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副主委杨立华带队，对

我区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研。 

8 月 7—9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在宁夏社会主义学院举

办各级组织新任负责人和新会员培训班。民进中央副主席、

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宁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焦登相，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立华，区委会原副主委

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出席开班式。姚爱兴为学员们作题

为《不忘合作初心…让民进优良传统薪火相传》的专题报告。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安纯人作《民主

党派成员的履职能力》的报告。学习班期间还举行“我身边

的先进”宣讲报告会。各级组织新任负责人和新会员代表及

区委会机关干部共 60余人参加培训。 

8 月  23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荣获自治区政协  

2013—2017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民进会员

罗莉、高云海和社会服务处王菁同志荣获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工作先进个人。 

9月 6日，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自治区副

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代表获得优秀提案奖的委员在政协

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表彰会上作

题为《不忘初心…敬终如始》的发言。姚爱兴发言中谈到的

“大学校”“大家庭”“大舞台”“大桥梁”4 点体会，积

极回应俞正声对委员们提案履职的要求，现场引发很多委员

共鸣。 

9月 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民进银川市委会召开教

师节座谈会。副主委杨立华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副巡视员张

卫平，区委会常委、宁夏大学委员会主委、宁夏音乐学院院

长刘明出席。 

9 月 15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副主委杨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 

9 月 29 日，区委会机关举办“庆国庆暨喜迎十九大机

关趣味运动会”。 

10月 13日，区委会机关开展“我为机关建一言献一策

活动”座谈会。 

10月 17日，副主委、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王春秀一行



到固原市调研学习实践活动，并召开座谈会。 

10月 18日，区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在会议室集中收看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0 月 24 日，民进宁夏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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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参加，机关副处级以

上干部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审议《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处室岗位职责》；研究推荐自治

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区委会报自治区党委的

调研报告；批准新会员入会。 

10月 24日，民进宁夏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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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及各位常委参加，机

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精神、民进第十三届二十次中常会精神和自治区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 2017 年工作报

告（征求意见稿）》；区委会报自治区党委的调研报告；研究

推荐自治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候选人名单；对有关人事事项

作出决定。 

10 月 24 日，民进宁夏八届五次主委会议在银川召开。



会议审议《民进宁夏八届四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民

进宁夏区委会关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精神的方案（征求意见稿）》，区委会 2017 年党派重点

调研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宁夏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存

在的问题与建议对策》调研报告，批准新会员入会。 

10月 25日，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

主委姚爱兴到民进中央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吴忠市委会，为

会员作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区委会副主委、吴忠

市委会主委杨玉洲主持。 

11月 17—18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

精神专题培训班在银川举行，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

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副主委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

巡视员杨瑞生，副巡视员张卫平，秘书长史中华出席开班式。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李明珍应邀莅临指导。区委会

委员，在银专委会主任及副主任，在银监督委员会委员，银

川市委会委员及区委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近 50 人参加培训。

王春秀主持开班式。姚爱兴作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要做到

组织落实、时间落实、任务落实，要求每位学员撰写一篇心

得体会，请假学员要做好“补课”，确保十九大精神学习宣

传在全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中实现全覆盖。自治区党校周

晓军教授作了题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十九大精神辅

导报告。 



11月 17日，民进宁夏八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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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委王春秀、李斌、杨玉洲、柳萍、杨立华及各位常委参

加，机关全体干部列席。会议审议通过《民进宁夏区委会关

于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方案》。

姚爱兴、王春秀、杨玉洲、杨立华等 11 人交流学习中共十

九大精神心得体会。 

11 月 27 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 2017 年度工作考核

会，对各市委会、区直属工委 2017 年度工作进行考核。副

主委杨立华主持。 

11月 29日，民进十二大宁夏代表团培训会在银川召开。

民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主持会

议并作行前动员讲话。 

12 月 4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民进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姚

爱兴、王春秀、李斌当选民进第十四届中央委员，杨瑞生当

选为监督委员会委员，姚爱兴再次当选民进第十四届中央委

员会常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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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日，民进宁夏区委会召开中心组学习会，交流



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的体会，传达学习民进十二大精神。民

进中央副主席、自治区副主席、区委会主委姚爱兴传达民进

十四届二次主席会议精神和民进省级组织负责人会议精神。

会议传达学习民进十二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汪洋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贺词和民进第十三届中

央主席严隽琪所作的工作报告的主要精神。介绍宁夏代表团

出席会议的情况。民进十二大代表刘明、黄华先后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