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十九大以来，民革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这个根

本，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建设，民革各级组织大力推进民革党员之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

展和成绩。

为全面总结民革党员之家建设工作，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充分发挥优秀民革党员之家的模

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推动民革思想政治建设再上新台阶，经民革中央主席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对

民革北京市昌平总支党员之家等 200 个民革党员之家予以表彰，授予“优秀民革党员之家”荣誉

称号。

民革中央希望，受表彰的民革党员之家要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切实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再

接再厉，继续建好用好党员之家。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向这些受表彰的集体学习，加大建

家用家力度，继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职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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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革中央关于表彰优秀民革党员之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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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表彰优秀民革党员之家（200 个）

建好用好党员之家 不断提升组织凝聚力

民革中央高度重视党员之家建设，先后下发通
知，召开现场推动会、中期推进会，加以部署。主席
班子成员多次走进各地的党员之家，进行座谈、调
研、揭牌。在各级组织精心组织下，党员之家建设取
得了显著成绩。这次表彰的 200个优秀党员之家有
一个共性，就是用“家”效果十分突出：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的阵地，定期组织学习，夯实“家”的基础；作为
履行职能的基地，积极开展参政议政、社会服务，提
升“家”的影响；作为组织党员活动的园地，凝聚人
心，增强活力，营造“家”的氛围。

建好用好党员之家，不断提升组织凝聚力。建
家不是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家”把党员拢在一起，把
党员的心聚在一起。目前，党员之家建设还存在着

认识不够到位、利用不太充分、少数党员不积极、发
展不太平衡等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在“五个注
重”上下功夫。注重发挥领导班子示范引领作用，各
级领导亲自抓，多过问，勤参与；注重争取当地中共
党委、政府，特别是统战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借锅下
米”，挖掘资源；注重建立管理运行长效机制，用制度
管“家”，提升管理服务水平；注重发挥党员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关心党员的生活、工作和精神需求，引导
党员发扬主人翁精神；注重党员之家间的横向交流，
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建小家聚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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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民革党员之家名单

（共200个）

1. 北京市(4个)
民革北京市昌平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北京市通州区工委筹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北京市大兴区工委党员之家

民革北京市石景山区工委党员之家

2. 天津市(3个)

民革天津市西青区工委党员之家

民革天津市河北区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天津市和平区委会党员之家

3. 河北省(9个)

民革石家庄市桥西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秦皇岛市法律经济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保定市科技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沧州市经济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承德市高新区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唐山市路北一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邯郸市复兴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邢台市一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廊坊市第一支部党员之家

4. 山西省(8个)

民革山西省直属经济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吕梁市离石区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太原市小店区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长治市沁县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朔州市山阴县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太原市尖草坪区一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晋中市直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临汾市襄汾总支党员之家

5. 内蒙古自治区(4个)

民革包头市青山区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赤峰市直属一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呼和浩特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内蒙古区委会党员之家

6. 辽宁省(9个)

民革辽宁省委会机关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沈阳市党员之家

民革大连市党员之家

民革沈阳市浑南区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大连市中山区工委党员之家

民革鞍山市直五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葫芦岛市兴城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本溪市平山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辽宁省直工委民生支部党员之家

7. 吉林省(13个)

民革吉林省暨长春市党员之家

民革吉林市龙潭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吉林省直中兴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长春市长春建筑学院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吉林省直二总支九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吉林省直中医药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白城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吉林省委会长白山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吉林市丰满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吉林市法律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通化市东昌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辽源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公主岭市传统文化支部党员之家

8. 黑龙江省(7个)

民革黑龙江省中山画院摄影艺术院党员之家

民革黑龙江省直脱贫攻坚民主监督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基层委员会党员之家

民革哈尔滨市道里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大庆市乘风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黑龙江省直综合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黑龙江省直综合三支部党员之家

9. 上海市(6个)

民革上海市宝山区逸仙画院党员之家

民革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地区综合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上海市奉贤区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上海市联一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上海市嘉定区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上海市联三总支部（心灵家园）党员之家

10. 江苏省(12个)

民革江苏省直工委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苏州市吴中区基层委员会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南京市溧水综合支部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无锡市委会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淮安市委会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南京市江宁区总支部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连云港市委会中山博爱春辉之家

民革常州市委会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泰州市姜堰区总支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镇江市文教支部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常州市武进区基层委员会中山博爱之家

民革连云港市委会中山博爱公益使者之家

11. 浙江省(10个)

民革杭州市建德党员之家

民革宁波市海曙区基层委员会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温州市龙湾党员之家（同心阁）

民革嘉兴市党员之家

民革湖州市党员之家

民革绍兴市党员之家

民革金华市东阳基层委员会党员之家

民革衢州市龙游县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台州市临海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丽水市青田县委会党员之家

12. 安徽省(5个)

民革芜湖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蚌埠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亳州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黄山市黄山区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宣城市第七支部党员之家

13. 福建省(6个)

民革厦门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泉州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厦门市湖里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福州市委会党员之家（瑞来春堂）

民革福州市委会党员之家（陈绍宽故居）

民革泉州市委会直属第一综合支部党员之家

14. 江西省(7个)

民革南昌市青山湖区总支部党员之家“鹿鸣居”

民革南昌市红谷滩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萍乡市开发区支部与市直支部共建党员之家

民革吉安市直机关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赣州市市直第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宜春市上高县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景德镇市综合一支部党员之家

15. 山东省(10个)

民革新泰市基层委员会党员之家

民革济南市高新科教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青岛市平度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淄博市博山区基层委员会党员之家

民革枣庄市市中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烟台市委会第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潍坊市潍城区党员之家

民革临沂市临沂大学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聊城市直十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东营市直四支部党员之家

16. 河南省(7个)

民革河南省委会直属金融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焦作市解放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新乡市卫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郑州市惠济党员之家

民革洛阳市涧西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许昌市文化艺术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河南省委会直属十五支部党员之家

23. 四川省(9个)

民革都江堰市总支第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资阳市乐至县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南充市顺庆区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广安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达州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泸州市直属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雅安市直属机关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宜宾市临港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成都市大邑县支部党员之家

24. 贵州省(4个)

民革毕节市工委党员之家

民革贵州省直属大专院校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安顺市镇宁县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黔南州荔波县支部党员之家

25. 云南省(4个)

民革云南省委会机关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保山市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大理州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云南省直属文体总支部党员之家

26. 陕西省(7个)

民革西安市曲江新区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榆林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宝鸡市渭滨区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西安市曲江新区总支启夏门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汉中市洋县总支综合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咸阳市三原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铜川市耀州支部党员之家

27. 甘肃省(5个)

民革甘肃省委会直属综合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兰州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武威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敦煌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嘉峪关市委会党员之家

28. 青海省(3个)

民革青海省委会直属第七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青海省委会直属民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西宁市大通支部党员之家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4个)

民革吴忠市青铜峡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银川市西夏区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宁夏区委会直属工委一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银川市永宁支部党员之家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个)

民革石河子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新疆区委会直属四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新疆区委会直属三支部党员之家

17. 湖北省(8个)

民革武汉市青山区工委会一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武汉大学委员会党员之家

民革荆州市市直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湖北省直综合六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襄阳市樊城区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黄石市大冶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湖北省直综合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恩施州中心医院支部党员之家

18. 湖南省(7个)

民革湖南省直属农林水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邵阳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株洲市天元区三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永州市零陵区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岳阳市第四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益阳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长沙市二轻系统支部党员之家

19. 广东省(12个)

民革广州市天河区基层委员会党员之家

民革肇庆市四会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惠州市大亚湾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江门市委会杜阮芝山花园党员之家

民革广东省委会机关党员之家

民革广东省直八总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中山市综合四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梅州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珠海市香洲基层委员会党员之家

民革深圳市龙华区直属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佛山市禅城总支部第四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东莞市都市丽人支部党员之家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5个)

民革南宁市青秀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桂林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北海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防城港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靖西市支部党员之家

21. 海南省(3个)

民革海南省委会直属第三总支党员之家

民革三亚市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儋州市委会筹备委员会党员之家

22. 重庆市(6个)

民革重庆市忠县工委综合二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重庆市江津区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重庆市石柱县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重庆市九龙坡区综合五支部党员之家

民革重庆市江北区委会党员之家

民革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一支部党员之家

优秀民革党员之家代表领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