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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协主席杨戌标新春慰问会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 

2月 11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戌标来到市委会机关，

与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亲切交谈，并向全市民进会员致以

新春祝福和诚挚问候。市政协副主席林静国、郁伟年、陈安平，市政

协秘书长陈文祥等参加走访活动。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吴国平、徐建

成、汤黎明、王安静、陈国明和老领导李太武参加慰问活动。 

杨戌标说，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全市上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状态和干劲推进“六争攻坚”行动，交出了一份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漂亮成绩单。市政协积极投身全市大发展、大提升的浪潮

之中，履职尽责有担当、建言出力有作为、服务民生有温情，为推动

宁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名城名都”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与市

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分不开的，对此表示衷

心感谢。 

 

市委统战部部长胡军走访市委会机关 

2 月 11 日上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军在市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叶苗陪同下来到我会机关，慰问市委会机关干部。我会主委吴

国平，副主委徐建成参加会见。 

在机关，胡军部长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询问工作情况，互致新

春问候。 

 

市两会召开 民进代表委员为宁波发展谋策建言 

2月 12日至 2月 16日，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宁波市政

协十五届三次会议召开。“两会”期间，我会 4 名人大代表、35 名

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履行职责，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

分展现了奋发有为的民进风采。 

会议期间，吴愉萍代表市委会在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

体会议中作了题为《以生态理念建设农村公路 促进乡村振兴 》的大

会发言，指出宁波现有农村公路与生态公路建设要求相比存在的差

距，并从设计理念、督查机制、公路护养、路域整治等方面提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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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议。许颖、陈国明、沈百军委员分别围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

治理、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城区就近读书难等问题作即席发

言。在分组讨论及联组讨论中，代表委员们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结合

自己关注的行业领域，开展热烈讨论，发言精准又精彩。吴国平、庄

开刚、叶辉、胡冰谷、赵夏娟、吴愉萍等代表委员的发言内容被大会

简报刊登。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联组专题协商交流活动中，政协民

进界别组与民盟界别组等就“文化名城建设”议题展开讨论，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万亚伟参加联组讨论，徐建成、杨文鸽委员在会上发

言。同时，在“基层治理”议题组和“乡村振兴”议题组中，我会会

员、市政协委员陈海英、王雯、黎丽和许颖、李江美也分别发言。 

今年两会上，4位人大代表提交建议案 6件，35位政协委员提交

个人提案 51 件。这些提案建议顺应民生关切，包括教育、文化、交

通、旅游、医疗等诸多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领域的事项，尤其是

关于四点钟学校、教育减负、县域医共体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受到了主

流媒体的跟踪采访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代表委员在两会期间共接受

各类媒体采访近 40 人次，接受宁波新闻、浙江日报等视讯传媒采访

近 10 人。政协民进界别组向大会提交了 7 件集体提案，分别涉及生

态交通建设、强化 VR 技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升农村学前教育发

展质量、推动宁波汽车产业更高质量发展、重视港澳台侨胞捐建设施

合理改变用途等建议。 

 

市教育局局长朱达一行走访市委会机关 

2 月 11 日上午，宁波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朱达一行在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叶苗的陪同下走访市委会机关。民进浙江省委会副

主委、市委会主委吴国平，专职副主委徐建成热情接待了朱达书记一

行，并召开了对口联系座谈会。  

会上，朱达局长对我会积极参与和推动宁波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

表示感谢，向全体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民进会员表示慰问，真诚希望市

委会继续发挥教育界别优势，开展深入调研，为教育事业发展提出宝

贵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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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平主委指出，教育始终是民进关注的重点领域，服务教育事

业发展是民进应尽的义务。过去一年民进教育界会员立足本职，双岗

建功，努力奉献，取得了许多成绩，为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这离不开教育局的关心和指导。新的一年，民进将继续发挥

教育界别优势，围绕教育事业发展积极献计献策，发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参政党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希望与教育局继续密切联系，携手

前进，更加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让民进与教育部门的传统

友谊在新时代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刘文胜一行来甬调研 

2月 27日至 28日，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调研组在刘文胜副部长

的带领下来甬调研。吴国平主委对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调研组一行到

甬调研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吴国平与调研组成员进行了座谈，并

陪同参观镇海中学，向调研组介绍了学校办学成绩和对外展开教育帮

扶工作情况。 

调研组一行在甬期间，先后走访了市委会机关，听取了宁波民进

社会服务工作情况汇报，考察了民进宁波市委会和余姚基层委员会结

对学校——余姚市大隐镇中心小学，听取了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对

支教帮扶结对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与大隐镇相关人员进行了座

谈，详细了解帮扶结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参观考察了宁波如是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等会员企业，出席了宁波民进社会服务基地揭牌仪式，

并与余姚市基层委员会、海曙区基层委员会、镇海区支部、企业家会

员代表等进行了交流座谈。 

民进河南省委会、民进甘肃省委会有关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调

研。民进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吴国平，民进浙江省委会秘

书长姜红雨、社会服务部部长韩依群，民进宁波市委会副主委徐建成、

王安静，秘书长梅旭东，黔西南州安龙县副县长（挂职）蒋建峰等陪

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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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会专题学习传达全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2 月 27 日上午，专职副主委徐建成主持召开会议，专题学习全

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市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参加学习。 

徐建成在会上传达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军在全市统战部长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结合 2019 年全市统战系统“七个聚焦、七个

提升”工作要点对市委会全年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部署。徐建成指

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 70周

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全会上下要以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对

民主党派各项工作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结合民进中央组

织建设年工作要求，不断凝心聚力、提质增效。下一阶段重点要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的研究和探讨，着力解决基层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

增强基层组织的活力；要质量并重做好会员发展工作，加快建立一支

政治素质高、代表性强、结构合理、数量充足、体现民进特色的后备

干部队伍，为各项工作提供人才保障；要持续强化机关建设，全体机

关干部要认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四新”“三好”要求，提振精神，

奋发有为，要不断强化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要关注即将召开的全国

“两会”，将会议精神入脑入心，要围绕“五种能力”建设要求，当

好桥梁纽带，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履职能力，努力开创机关建设的新

局面。 

 

会领导赴余姚朗霞街道调研 

2 月 21 日下午，专职副主委徐建成、秘书长梅旭东一行，在民

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主委朱初雷、副主委吴建平的陪同下赴宁波伟立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考察调研，余姚市朗霞街道宣统委员李真龙参加

调研。民进会员、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玉方女士

等接待了调研组一行。 

在参观了公司厂区和生产车间后，调研组一行和企业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和探讨。徐建成副主委说，此次调研是贯彻落实省委、市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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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动的积极行动，是常态化、制度化

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的具体实践。针对座谈中谈到的

校企合作不能长久合作，焊接工人等高危技术工人老龄化亟待传承替

代等问题，徐建成副主委对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不以牺牲员工

健康、不以牺牲环境”的发展理念表示赞赏，指出将会问题带回去好

好梳理，并以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调研组来甬考察为契机再做进一步

调查研究，将会员企业推到更高平台，切切实实为会员企业服务。 

 

宁波民进社会服务基地揭牌 

2 月 28 日下午，宁波民进社会服务基地揭牌仪式在海曙区柳锦

社区举行，徐建成副主委主持揭牌仪式，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

刘文胜出席。海曙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伟，海曙区南门街道副主任陈

小意，民进海曙区基层委员会主委叶辉、副主委陈少华、李江美、谢

飞红，民进东恩中学支部主委朱芸蔚、副主委史霄等参加仪式。 

在柳锦社区建设社会服务基地是民进市委会推进社会服务工作

的一项新尝试，旨在通过结对共建的形式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将民进

会员、退休教师王亚萍建设“社区图书室”的奉献精神发扬光大，并

以社会服务进社区为切入点，探索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工作的深度融

合，以协商式社会服务、民主监督的方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

升履职能力。 

刘文胜副部长对民进社会服务基地建设表示肯定。他指出，王亚

萍老师公益建设社区图书室的大爱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民进会员学

习。在社区建设社会服务基地正是新时代民进社会服务工作四个方面

特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新型政党制度优越性在基层的有力实践。今年

是基层组织建设主题年，我们要注重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组织建设、

宣传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要以社会服务工作为载体，把王亚萍老师等

一大批令人温暖和感动的会员事迹宣传出去，彰显民进以及新型政党

制度的优越性，扩大民进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要在具体的实

践工作中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参政议政工作提供素材积累，发挥基层

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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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民进江北区总支捐款帮扶黔西南州册亨县 

2018 年底，江北区委统战部发起对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的扶贫

捐赠工作，民进江北区总支积极响应，汇聚点滴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至 2019年 2月，据统计，在此次捐赠活动中，民进江北区总支部

共有 61名会员参与，捐款 2.5万元为册亨县贫困户购臵 10台织布机，

帮助册亨县贫困户脱贫致富。 

 

民进海曙区中心二支部召开 2019 年度务虚会 

2月 18日下午，民进海曙区中心二支部在月湖天一荟召开了 2019

年度支部务虚会。民进市委会秘书长梅旭东、海曙区基层委员会主委叶

辉等参加会议。民进海曙区基层委员会副主委、中心二支部主委李江美

主持会议。 

会议回顾了二支部 2018年工作开展情况，并部署安排了 2019年主

要工作。会议结合市委会会议精神，在巩固思想教育、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帮扶结对、撰写社情民意、建言献策、各类专题活动等方面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期望。针对撰写社情民意和建言献策，会员们展开了热烈的

讨论，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在发挥基层组织“新活力”方面，会议

指出，二支部要立足队伍建设优化元多的优势，在年度各项工作中要积

极创新，奋发有为。这为 2019年支部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会员们对新的一年作了美好展望，更加坚定了信心、增强了

决心。 

 

简讯 

2月 1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中共宁波市委、宁波市人民政

府举行的新春团拜会。 

2 月 18 日上午，吴国平主委出席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推进大

会，并接受由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颁发的 2018年度“社会

事业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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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9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城市展览馆试开放活动。 

2 月 20 日上午，吴国平主委在杭州三江饭店参加民进浙江省委会

主委会议。 

同日下午，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余潇

潇一行。 

同日，徐建成副主委在杭州参加民进省委会十届八次常委会议。 

2 月 21 日下午，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陪同莅临考察的宁波市委

副书记、市长裘东耀一行参观校园并介绍了学校的历史足迹、校园文化

和办学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中还汇报了镇海中学各项工作的发展情况。 

同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政协十五届三十次主席会议暨政

协机关年度工作总结交流会。 

2月 25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全市统战工作会议。 

2月 26日，吴国平主委赴台州出席镇海中学台州分校第一届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暨学校挂牌仪式并为分校揭牌。 

2月 27日上午，吴国平主委在市民进机关接待了民进中央社会服

务部副部长刘文胜一行，并就民进宁波市委的一些基本情况向刘部长

一行作了汇报。 

2月 28日上午，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民进中央社会服务

部副部长刘文胜一行，陪同参观校园并在学校“开明嘉苑”会议室举

行了座谈。 

同日下午，吴国平主委参加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