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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民革示范支部名单
（共 200个）

1.北京市（4个）

民革北京市东城区第四支部

民革北京市丰台区工委第六支部

民革北京市石景山区工委第一支部

民革北京市海淀区工委第十支部

2.天津市（3个）

民革天津市滨海新区直属开发区保税区支部

民革天津市南开区经济支部

民革天津市河西区文卫支部

3.河北省（5个）

民革石家庄市桥西一支部

民革保定市涿州支部

民革唐山市路北三支部

民革承德市双桥支部

民革廊坊市第四支部

4.山西省（5个）

民革太原市迎泽五支部

民革山西省直属经济总支部三支部

民革运城市临猗县支部

民革吕梁市孝义支部

民革太原市医卫一支部

5.内蒙古自治区（2个）

民革包头市青山区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通辽市总支部科尔沁区支部

6.辽宁省（10个）

民革沈阳市浑南区支部

民革沈阳市大东区工委第二支部

民革大连市综合二支部

民革大连市金州区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鞍山市铁西区支部

民革辽阳市白塔区第二支部

民革丹东市振兴区总支部机关二支部

民革盘锦市双台子二支部

民革辽宁省直工委卫生支部

民革辽宁省直属营口支部

7.吉林省（8个）

民革吉林市龙潭区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吉林省直属二总支部五支部

民革吉林省直属哈佛支部

民革吉林省直属四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吉林省直属文艺支部

民革长春市朝阳区基层委员会五支部

民革吉林省直属诚信总支部四支部

民革吉林省直属文教一支部

8.黑龙江省（4个）

民革黑龙江省直综合一支部

民革哈尔滨市香坊一支部

民革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基层委员会一支部

民革大庆市直机关支部

9.上海市（9个）

民革上海市金山区第四支部

民革上海市宝山区第六支部

民革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党员支部

民革上海市奉贤区第三支部

民革上海市静安区机关支部

民革上海市闵行区第五支部

民革上海市长宁区第五支部

民革上海市杨浦区直属支部

民革上海市嘉定区第一支部

10.江苏省（13个）

民革南京市溧水区综合支部

民革苏州市姑苏区基层委员会第十二支部

民革江苏省直属南京师范大学总支部文科支部

民革无锡市太湖新城基层委员会一支部

民革淮安市洪泽区支部

民革泰州市姜堰区总支部综合支部

民革徐州市泉山区基层委员会一支部

民革连云港市教育支部

民革南京市江宁区总支部经贸一支部

民革镇江市京口支部

民革常州市直属支部

民革张家港市基层委员会第一支部

民革江苏省直属科技支部

11.浙江省（15个）

民革浙江省直属七支部

民革杭州市余杭区基层委员会二支部

民革宁波市余姚综合支部

民革温州市龙湾区基层委员会第一支部

民革嘉兴市嘉善县支部

民革湖州市长兴县基层委员会三支部

民革绍兴市柯桥区基层委员会三支部

民革金华市浦江县支部

民革衢州市龙游县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舟山市定海区总支部第二支部

民革台州市直属三支部

民革丽水市松阳县支部

民革江山市祖统支部

民革杭州市江干区基层委员会二支部

民革温州市直机关支部

12.安徽省（8个）

民革合肥市包河总支部四支部

民革马鞍山市机关支部

民革六安市市直二支部

民革宣城市第七支部

民革黄山市祁门县支部

民革芜湖市芜湖县支部

民革蚌埠市淮上区支部

民革铜陵市有色支部

13.福建省（10个）

民革厦门市湖里总支部第一支部

民革福建省直属福州大学总支部教工第二支部

民革泉州市直属法律支部

民革厦门市集美总支部第一支部

民革福州市社会法律第一支部

民革南平市邵武支部

民革福建省直属财税金融支部

民革莆田市直属湄洲岛支部

民革泉州市石狮总支部第二支部

民革龙岩市市区教育支部

14.江西省（9个）

民革南昌市青山湖区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赣州市南芳法律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吉安市青原区总支部二支部

民革江西省省直交通支部

民革宜春市万载县总支部综合支部

民革萍乡市芦溪支部

民革景德镇市综合一支部

民革新余市城北四支部

民革九江市瑞昌市总支部综合支部

15.山东省（11个）

民革济南市历城企业支部

民革青岛市市南区基层委员会七支部

民革滕州市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新泰市基层委员会青云支部

民革日照市东港区支部

民革淄博市临淄区基层委员会二支部

民革山东省直属综合支部

民革潍坊市寒亭支部

民革东营市河口区支部

民革临沂市临沂大学支部

民革滨州市青年支部

16.河南省（7个）

民革河南省直属工委十一支部

民革南阳市市直八支部

民革河南省直属工委第三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焦作市焦南支部

民革郑州市郑东一支部

民革洛阳市老城支部

民革新乡市凤泉支部

17.湖北省（8个）

民革襄阳市襄州区支部

民革武汉市洪山区工委第四支部

民革黄石市黄石港区总支部第二支部

民革荆州市沙市区总支部经济支部

民革孝感市孝南区支部

民革宜昌市点军区支部

民革武汉市蔡甸区工委第一支部

民革武汉市武昌区工委第三支部

18.湖南省（7个）

民革湖南省直属省质监局支部

民革长沙市雨花区工委四支部

民革湖南省直属省政协机关支部

民革湘潭市机关支部

民革株洲市天元区一支部

民革永州市市直一支部

民革常德市德山行政支部

19.广东省（11个）

民革佛山市直属总支部第二支部

民革广州市直属第四总支部第二支部

民革广州市天河区基层委员会第五支部

民革深圳市南山区基层委员会深圳大学支部

民革珠海市香洲区基层委员会第三支部

民革湛江市赤坎区基层委员会第一支部

民革东莞市莞城支部

民革江门市综合总支部第二支部

民革深圳市福田区总支部第十八支部

民革广州市花都区基层委员会第一支部

民革肇庆市四会支部

20.广西壮族自治区（4个）

民革百色市百色学院支部

民革河池市直属经济支部

民革贵港市覃塘支部

民革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工交二支部

21.海南省（3个）

民革海口市秀英区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海南省直属第六总支部第三支部

民革海南省直属第二总支部第二支部

22.重庆市（8个）

民革重庆市江津区综合二支部

民革重庆市万州区法律支部

民革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支部

民革重庆市合川区工委综合一支部

民革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一支部

民革重庆市忠县工委综合二支部

民革重庆市九龙坡区综合五支部

民革重庆市綦江区第八支部

23.四川省（9个）

民革成都市双流区总支部东升支部

民革南充市顺庆区基层委员会综合支部

民革资阳市乐至县总支部文化支部

民革四川省直属眉山总支部东坡区支部

民革自贡市荣县总支部一支部

民革泸州市江阳区支部

民革成都市锦江区支部

民革雅安市雨城区社会服务支部

民革宜宾市南溪区支部

24.贵州省（5个）

民革遵义市第三支部

民革贵州省直属医卫支部

民革贵阳市市直二支部

民革贵州省纳雍县工委第三支部

民革铜仁市思南县支部

25.云南省（4个）

民革曲靖市第三支部

民革云南省直属科技第三支部

民革大理州第一支部

民革保山市总支部第一支部

26.陕西省（9个）

民革汉中市汉台区机关支部

民革宝鸡市凤翔县总支部第二支部

民革西安市曲江新区总支部曲江池支部

民革陕西省直属长安大学基层委员会第二支部

民革咸阳市兴平市支部

民革榆林市一支部

民革陕西省直属财税支部

民革西安市未央区工委辛家庙支部

民革铜川市第一支部

27.甘肃省（4个）

民 革 甘 肃 省 直 属 兰 州 大 学 基 层 委 员 会 兰 州 大

学支部

民革张掖市直属第二支部

民革天水市秦州区基层委员会直属支部

民革兰州市直属第七支部

28.青海省（2个）

民革青海省直属民和支部

民革西宁市城东支部

29.宁夏回族自治区（2个）

民革宁夏回族自治区直属工委一支部

民革银川市永宁支部

3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个）

民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直属二支部

为规范基层组织生活，激发基层组织活力，民革
中央自 2018 年启动民革示范支部创建活动，用两年
时间完成了第一轮创建任务。截至 11 月，已经有
5722 个 支 部 开 展 了 创 建 活 动 ，占 全 党 支 部 总 数
98.3%。通过创建活动，支部工作制度不断健全，基本
实现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此基
础上，各支部结合自身特色，创新工作形式，丰富活动
内容，基层组织凝聚力不断提升，民革组织建设基础
进一步夯实。

以示范支部为抓手，全面提高基层组织建设水
平。民革各级组织要把支部“争达标”“创示范”作为
常态化工作来抓。充分发挥第一批示范支部带动引
领作用，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如上海浦东新区新党员

支部侧重培养新党员的履职能力，每年结业一批新党
员，向其它支部输送新鲜血液；安徽六安市委会制定
支部年度量化考核办法，激发了党员履职热情，还为
支委班子换届发现了新生力量等等，都是能够提升基
层组织活力和履职能力的好制度。要继续加强分类
指导，将示范支部创建推向深入。示范支部要继续保
持；完成达标的要打造亮点；未完成达标或尚未开展
创建活动的，要给予指导和帮助；对基础较差、老化严
重的支部，要重点研究解决办法，天津、福建、四川等
省市在创建活动中对部分支部作了拆分整合，收到了
不错的成效。

——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12月2日在民革
榜样人物、示范支部、优秀党员之家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民革中央表彰第一批民革示范支部（200个）

把支部“争达标”“创示范”作为常态化工作来抓

中共十九大以来，民革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对参政党建设的要求，不断提高自身建设水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民革各级组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新”“三好”要求，始终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建设的基

础性工作抓实抓好。2018年，为探索基层组织工作有效模式、增强基层组织活力、提升基层组织凝聚力和战斗

力，民革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示范支部创建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各地方组织积极指导基层组织参与创建活

动，有效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各参创支部积极行动，不断完善、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取得明显成效，全党基层组织

思想政治更加坚定、组织结构更加优化、履职能力进一步提高、制度建设更加完善，支部工作正逐步走向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支部。

为表彰先进，总结经验，在民革全党树立示范标杆，经民革中央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授予民革北京市

东城区第四支部等 200 个支部“民革示范支部”荣誉称号，予以表彰。希望获奖支部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以更

饱满的热情和更有力的措施，不断提高支部工作水平，为把民革建设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

风优良、制度健全的高水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贡献力量。

民革中央
2019年 11月 29日

民革中央关于表彰第一批民革示范支部的决定

图为民革示范支部获奖代表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