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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三名代表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2 月 1 日至 6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

京召开。大会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

见全体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致贺词。刘延

东、尤权、向巴平措、张庆黎以及许嘉璐、张怀西出席开幕会，罗富

和主持开幕会。 

大会听取和审议了由严隽琪代表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所作

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

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

举产生了由 199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举行的民进第

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44 人组成的第十

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蔡达峰当选主席，刘新成当选常务副主席，朱

永新、姚爱兴、卫小春、张雨东、王刚、陶凯元、庞丽娟、黄震、高

友东当选副主席。 

12月 6日，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刘新成主持闭幕会。

闭幕会上还宣读了民进十二大给光荣离任同志的致敬信。 

民进宁波市委会主委吴国平、专职副主委徐建成、宁波市职教中

心支部主委何丽波作为正式代表随同浙江省代表团参加会议。三名代

表以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圆满

完成使命。 

 

吴国平再次当选民进中央委员 

12 月 4 日下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199人组成的民进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

委员。 

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宁波市委会主委吴国平再次当选民进中

央委员。吴国平是民进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 2 - 

市委会组织学习民进十二大会议精神 

12 月 8 日下午，市委会机关举行会议学习传达中国民主促进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民进十二大代表、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

副主委徐建成主持学习会，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学习。 

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代表中共中

央向大会致的贺词和严隽琪主席代表民进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做的

工作报告《不忘合作初心 牢记历史使命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徐建成副主委传达了民进十二大会议各项议程、会议主要内容和

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有关要求，介绍了浙江省代表团参加会议分组讨

论有关情况。他强调，大家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中共十九大和民进

十二大精神，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发挥

民进特色优势，围绕建设教育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课题，广泛深入调研，并结合宁波实际，积

极建言献策，助推宁波“名城名都”建设，着力于党派事业和各项参政

履责工作开创新局面。 

 

我会参加省委会开明教育论坛 

为更好推动民进在教育领域的参政议政工作，12月 15日，民进

浙江省委会在浙江新世纪大酒店举办开明教育论坛。民进宁波市委会

副主委徐建成、陈国明及会员代表沈百军、何丽波、李江美参加论坛。 

此次论坛由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刘毅主持，民进中央参政议政

部副部长姜其和点评。来自全省 11 个地市的会员代表，立足界别优

势，在论坛上围绕学前教育发展、义务教育高水平均衡化发展、高考

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和学校德育教育等主题一一登台发言。 

省特级教师、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沈百军代表宁波作了“为

儿童的乐学而教”的论坛发言。此外，我会会员还向论坛递交了 20余

篇具有专业性和责任感的交流论文，其中入选《开明教育论坛论文集

（2017）》10篇，居全省各地民进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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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参加民进全省参政议政工作年会 

12月 16日，民进全省参政议政工作年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省

各市委会的分管副主委、参政议政负责人和省委会各专委会代表、省

委会机关等 40 余人参会。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姜其和、省委

会副主委鲍虎军、刘毅出席会议。我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调研处副

处长黄海燕参加会议。 

刘毅副主委在会议上宣读了民进中央、省委会关于 2017 年参政

议政优秀成果的表彰决定。我会《农村“三产整合”过程中的问题及建

议》（吴愉萍）荣获民进中央二等奖、省委会一等奖；《关于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能工巧匠培养的建议》（闵亨锋）荣获省委会一等奖；《关

于推进“钱塘江—杭州湾”海岸线建设的建议》（徐建成）荣获省委会

二等奖；《关于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的建议》《新三板股票转让

涉税政策盲点亟待明确》（周海杰）荣获民进中央三等奖、省委会二

等奖。 

各市委会围绕“开创新时代参政议政工作新局面”主题，交流参政

议政履职做法和经验。我会副主委徐建成作了题为《民进之智 走向

自信 为名城名都建设贡献良策》的发言，从科学组建团队做有话语

权的课题调研、注重全局思维做有成长性的课题调研，探索专委会建

设提出良策的民进解法等三方面介绍了宁波民进一年来的参政情况

和经验做法。 

姜其和副部长在听取各地交流后，作了参政议政工作辅导报告。

刘毅副主委从参政人才建设、参政制度完善、制度执行环节和发挥集

体智慧等方面高度概括了今后更好地开展参政工作的指导意见。 

 

陈国明副主委走访民进江北区基层支部 

12月 12日下午，民进宁波市委会副主委陈国明赴江北区基层支

部走访调研，了解会员工作情况，听取大家对市委会工作的意见建议。

民进宁波市委会常委、江北区总支部主任委员吴易凝陪同走访。 

陈国明先后走访了江北区综合支部、宁波市惠贞书院支部和江北

区新城外国语学校支部。在江北区旅游局会议室，江北区综合支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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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员吴苗苗汇报了一年来的支部工作，在座会员围绕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畅谈了感想，并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

议。在惠贞书院，支部主委、惠贞书院副校长潘宏伟座谈汇报了支部

工作情况，交流了开展明年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北区慈城镇的新城

外国语学校支部，陈国明与支部主委、副校长贺亚敏以及相关会员开

展座谈，听取支部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和对市委会工作的意见建议，并

参观了校园。 

陈国明肯定了江北区基层会员在岗爱岗、双岗建功的良好状态，

勉励大家自觉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感谢大家对做好市委会工作的建

议和支持，希望基层会员总结好今年工作，为明年取得更好成绩而努

力。 

 

民进宁波市教育工作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 

12月 13日，民进宁波市委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在镇海龙

赛中学召开。民进宁波市委会副主委陈国明，教育工作委员会名誉主

任庄开刚、主任陈杰等出席会议，专委会成员共 14人参加会议。 

与会成员首先集中学习了中共十九大和民进十二大精神，陈杰总

结了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7 年工作情况。大家就如何落实市委会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七个一”工作要求和专委会明年工作思路展开了

热烈讨论，对明年专委会课题研究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初

步方案。 

会上，陈国明指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民进十

二大精神，结合市委会重点工作，突出教育这个主题，发挥专委会集

体力量，为我会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履职工作贡献力量。 

 

宁波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赵惠峰来我会走访调研 

12月 21日上午，宁波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赵惠峰、副主任何

琪得一行来民进宁波市委会机关走访调研。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

委徐建成陪同。 

座谈会上，徐建成对市政协、市政协教文卫体委长期以来对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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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详细介绍了民进宁波市委会的基本发

展情况、近年重点工作和下步工作计划。并从“幼有所育”师资不足和

待遇公平问题、“共享教育”与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问题、奉化江畔文化

设施布点规划问题、遗产保护控制性规划和建设性规划的“并规”问题

等方面提出了 2018年市委会重点调研课题选题方向。 

赵惠峰与与会人员交流了市政协教文卫体委 2018 年调研课题方

向、政协月谈会主题及民主监督工作重点，认为市委会提出的调研选

题方向切中要害，或是民生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或是在教育、文化、

卫生事业发展中需要认真解决好的具体问题，为教文卫体委工作提供

了很好的思路，希望市委会能够集中力量做好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

意见建议，在政协这个平台中充分发挥界别特色，施展才华，为改革

发展寻求最大公约数。 

宁波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办公室王勇，民进宁波市委会机关全体人

员参加座谈。 

 

市委会召开参政议政专题座谈会 

12月 26日，民进宁波市委会在机关会议室召开参政议政专题座

谈会，就 2017 年宁波市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研

讨。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信息调研处副处长黄海燕及

7名来自各领域的专家会员参加会议。 

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

见稿）积极建言献策。大家充分肯定了《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并从界别特色和工作领域出发提出了意见

建议。同时，还就强化高中段教育的职业观培养问题、推进产业升级

提升人才发展空间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徐建成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感谢，指出民主协商工作考验着参

政党的参政议政能力，此次座谈凝聚了共识，也充分体现了民进人的

情怀。会后相关处室要尽快汇总整理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力争形成

高质量高水平的政治协商材料，真正做到建诤言、献良策、出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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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促进会宁波杭州湾支部委员会成立 

12月 27日下午，中国民主促进会宁波杭州湾支部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杭州湾新区召开。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民进宁波市委主委吴

国平，中共宁波杭州湾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陶尧土，中共宁

波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钱锋出席会议并讲话。民进兄弟基层组织和

区内兄弟民主党派代表、杭州湾新区全体会员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支部委员会，金宏雁当选为第一届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雪儿、郑炜、易伟林当选为支部委员。 

吴国平、陶尧土、钱锋分别在会上讲话，对民进杭州湾支部支部

的成立表示祝贺。金宏雁在会上作表态发言。会议期间，全体会员还

深入学习了中共十九大和民进十二大精神。 

 

民进安徽淮南市企业家联谊会来甬交流 

12 月 2 日至 3 日，民进淮南市企联会在会长余子勇的带领下来

甬调研，与宁波民进企业家联谊会进行交流开展交流活动。民进宁波

市委会办公室主任张曙光,宁波民进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沈炜、副秘

书长周昌达、理事杜恒峰和江东支部会员李祖晟参加活动。 

交流会后，淮南民进企联会一行参观了和丰创意广场和丰纱厂旧

址，考察了会员单位丽景环保科技公司、香橙洗衣公司等。 

 

基层动态 

宁波民进企业家联谊会举办《睡眠保健大讲堂》 

12 月 3 日，由宁波公益培训师联盟、宁波民进企业家联谊会主

办，宁波之心理工作室协办的《睡眠保健大讲堂》在宁波三联书店举

行，民进会员李祖晟医生作了“睡眠保健”有关知识讲座。李祖晟是一

位资深的脑外科医生，国内睡眠身心保健方面的专家，国内最大专业

助眠 CBTI 技术团队创始人。李医生给大家科学系统的分析了导致睡

眠不正常的各类原因，介绍了针对这些睡眠问题的针对性治疗措施，

并现场解答了听众提出的各类问题。本次活动嘉宾，国家二级心理咨



 

 - 7 - 

询师、法官杨魁及结合本职工作，向听众介绍了女性朋友在现代快节

奏的都市生活中如何调节心理健康的方法。活动由宁波民进企业家联

谊会秘书长沈炜主持。 

 

民进海曙区中心一支部 

赴章水镇开展师徒结对教研活动 

12月 15日，民进海曙区中心一支部组织会员，前往中共海曙区

委统战部同心服务基地——章水镇中心小学开展师徒结对教研活动。 

支教活动中，在海曙区教研员李世喜会员指导下，徒弟龚钱林老

师上了一堂信息技术学科汇报课，支教组的老师就课堂教学情况进行

了深度研讨。研讨活动结束后，支部主委陈少华给章水镇中心小学部

分老师做了“基于 STEAM理念的机器人课程研发”的专题讲座，跟大家

分享课程开发的经验。 

本次支教活动是民进海曙区中心一支部成立以来第一次社会服

务实践活动，也是今年 10 月海曙区委统战部在章水镇成立同心实践

基地后，由民主党派基层支部开展的首次活动。民进海曙区基层委员

会和各基层支部将继续在民进宁波市委会和海曙区委统战部的指导

下，坚持不懈办实事，传播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育理念，共同推进海

曙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 

 

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参与主编《余姚运河史话》出版 

12月 20日，由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余姚市政协教文卫体文

史委、马渚镇政府联合主编的《余姚运河史话》首发座谈会在马渚镇

举行。座谈会由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主委朱初雷主持，余姚市政协

副主席朱卫东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民进会员、编委会负责人诸焕灿老

师对《余姚运河史话》的编撰过程及内容进行讲解。该书编写组成员、

部分民进会员，运河流经有关乡镇（街道）、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交流

发言。会上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余姚运河史话》由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余姚市政协教文卫

体文史委组稿编辑，自去年 11 月正式启动，历时一年多编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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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描述了京杭大运河在余姚境内

的概况、两岸古镇商埠、山川桥渡坝闸、运河两岸名人等，总计 17.5

万余字。 

 

宁海县支部召开十九大学习会暨年度总结大会 

12月 22日，民进宁海县支部在宁海县桑洲镇南山章村召开十九

大学习会暨年度总结大会。支部主委赵秀萍出席会议并讲话，支部全

体会员参加会议。 

赵秀萍结合自身体会作了十九大精神学习报告，对民进宁海县支

部 2017年度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 2018年工作作了部署。她指出，

民进宁海县支部全体会员要不忘初心，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要牢记参政党使命，以“服务大局话同心，凝心聚力谱新篇”为主旨，

在各自岗位上勤恳工作、兢业奉献，不断为发展寻求最大公约数。要

不断加强队伍建设，通过开展专题学习、课题调研及社会服务等活动，

增强组织凝聚力。要全力塑造精英品牌，充分发挥支部会员的精英群

体效应，建立一个宁海民进特色精英品牌。要切实强化参政议政和社

会服务活动，结合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开展针对性强的参政议政以

及社会服务活动。 

新入会的会员们进行了自我介绍和畅谈了入会认识，支部副主委

胡寿南代表老会员谈入会感想，并和大家交流了入会后的工作历程。

会后，支部会员进行了分组讨论交流，并就宁海民宿的发展问题进行

了研究探讨。 

 

会员风采 

会员黄伟健老师《教数学，在路上》一书出版 

近日，我会会员、宁波艺术实验学校（第十九中学）数学教师黄

伟健独立编著的《教数学，在路上》一书由东北师范大学出本社出版。

该书主要阅读对象是初中数学教师，主要从课堂教学、解题方法、问

题研究和命题技巧等四个方面向读者介绍如何教数学，如何成为一名

优秀的初中数学教师。第一章中介绍课堂教学的策略、理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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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如何关注学生思维，细谈听新课、听例题讲课、练习、自行阅读

等环节的思维。第二章介绍解题的方法，具有很强的个人经验。第三

章介绍数学研究的渠道，尤其谈到解题后反思，是研究解题的重要渠

道和方法。第四章介绍命题的理念、原则和方法。 

 

会员陈少华校本课程建设出佳绩 

日前，我会会员、镇明中心小学教师陈少华研发的机器人课程“物

联网+STEAM”未来教育在浙江省第六届义务教育精品课程评比中荣获

“浙江省义务教育精品课程”的奖项，并在宁波市教育局举办的“科技

类拓展课程”评比中荣获一等奖的好成绩。此前，该课程在海曙区教

育局举办的教育研究成果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与开发，“物联网+STEAM未来教育”课程已经拥

有公开出版的系列校本教材四册，每册教材都自研了配套的实验器

材，形成了了套比较完整的教材体系。 

 

简讯 

12 月 7 日-9 日，吴国平主委应邀赴贵阳参加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7 年科教结合协同育人会议，并代表镇海中学接受“中国科学院

大学 2017 年科教结合协同育人突出贡献奖”表彰。 

12 月 8 日下午，市委会机关召开办公会议，对 11 月份工作情

况进行回顾，布置了 12 月份工作任务。 

12 月 11 日-13 日，徐建成、汤黎明副主委参加市委党校第六期

县局级干部十九大集中学习轮训。 

12月 13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宁波大学教育学院教

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孙玉丽带领的教育管理专业研究生十余人，

就学校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交流，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详细解答。 

12月 14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浙江大学季正泉教授

带领的汕头地区高中校长教育考察团、武汉 26和 29中教育考察团成

员约 100人，从教育思想、办学理念、队伍建设、学校管理、新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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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等方面向他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情况。 

12月 15日，吴国平主委受邀赴江西上饶参加由教育部中学校长

培训中心和上饶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新时代教育论坛，并作主题报告。 

12 月 16 日-17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出席“深化高考综合

改革背景下高水平大学与中学交流研讨活动”，并面向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18 所高水平大学和

宁波中学、龙游中学、庆元中学、黄岩中学等中学作了题为《新高考 

新变化 新策略 新成果》的交流报告。 

12月 19日上午，吴国平主委在镇海区行政会议中心参加了镇海

区委十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同日，徐建成副主委赴杭州参加江浙沪民进企业家联席会议和浙

江省民进企业家联谊会年会。 

12月 20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仙居教育局局长罗敏，

仙居中学校长郭连清一行 4人，双方就教育合作、教育帮扶事项进行

了深入交流。 

12月 25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由江苏宿迁市泗洪县

教育局张家明副局长带领的该县高中副校长、教学主任、年级主任一

行 30人，并以新高考方案实施为重点，向客人介绍了经验。 

12月 27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12月 28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政协十五届十一次主席会

议。 

同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座谈会，并发言。 

12月 29日。徐建成、钱国英、陈国明副主委参加市政协十五届

四次常委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