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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无锡市委员会文件 
 

锡革发〔2022〕6 号 

 

 

民革无锡市委关于表彰 
2021 年度“创建争优”优秀成果的决定 

 

各基层组织： 

一年来，无锡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践行“四新”“三好”要求，以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为契机，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民革作风建设年活动，围绕中共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涌现出一批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现经各基层组织和有关处室推荐申报，报市委全委会讨论审

议，评选出锡山区一支部等 16个支部为“2021年度示范支部”、

梁溪区十二支部等 4 个中山博爱之家为“创建达标中山博爱之

家”、邵巧雲等 76 名党员为“2021 年度优秀博爱志愿者”、吕蕾

等 40 名党员为“2021年度优秀宣传员”、郭建伟等 44 名党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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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优秀信息员”、《集聚资源  协同推进  做优做强太

湖湾科创带创新链》等 150项调研报告、统战信息和社情民意为

“2021 年度优秀参政议政成果”、隆基硅电子劳动纠纷法律援助

案等 6例法援案例为“2021年度优秀法律援助和优秀法律服务

案例”，并予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的成绩。各级民革组

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扎实工作，锐意

进取，为推动无锡民革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2021年度“创建争优”优秀成果名单 

 

 

民革无锡市委 

2022 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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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创建争优”优秀成果名单 
 

示范支部（16 个） 

锡山区一支部            梁溪区八支部 

惠山区支部              新吴区二支部 

滨湖区三支部            太湖新城三支部 

直属综合支部            太湖新城二支部 

滨湖区一支部            梁溪区十二支部 

梁溪区十支部            滨湖区四支部 

滨湖区二支部            城职院支部 

职业技术学院支部        梁溪区三支部 

 

中山博爱之家（4 个） 

梁溪区十二支部      梁溪区十三支部 

梁溪区十四支部      经开区总支部 

 

优秀博爱志愿者（76人） 

邵巧雲、朱晓东、刘  密、孔令鑫、蒋莉萍、马峻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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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敏霞、王鑫鑫、过婵珺、周  勇、张大峰、周颖川 

华  佳、黄柯淇、徐晓明、王春明、杨小娟、陈  静 

郑娜莉、梅一舟、秦激扬、蒋荣力、秦  莹、薛湘白 

励佳麟、王  政、杜   赟、鲁瀚文、江凌云、葛晓锋 

孙  泉、熊水忠、张锦露、王栋宇、宋颂康、王莉芬 

潘剑霞、陶永栩、经  红、苏钦珊、金灵珠、周亚红 

周  栋、张建桥、吴  瑶、蒋洁誉、耿  宇、张海洋 

强亚玲、倪伟中、俞知明、李  风、陆浩昱、孙  滟 

周闰芳、张安红、姚  琦、胡宇珂、朱蕴宇、肖虹晔 

仝  浩、言  言、祁琳琳、方网所、陶碧舸、丁 磊 

高慧婷、冯  茹、单亚晶、曹久庆、杨  勇、徐  荣 

王  刚、吕   安、朱宗明、顾  飚 

 

优秀宣传员（40人） 

吕  蕾、周  桢、陶凌飞、张  虹、张  轶、赵  雪 

梁政远、梅一舟、石  杨、万一鸣、高  妍、周  雁 

王晓燕、苏文俊、黄  伟、杭海山、陈慧超、陆  隽 

丁薇薇、华锡君、胡坚波、刘  华、唐  鹏、俞知明 

周闰芳、蒋敏协、杨  颖、赵王莹、言  言、李菁莹 

保海燕、张如丹、李若瑜、王  怡、陈  栋、陶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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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亮、徐  荣、陈  曦、唐淑敏 

 

优秀信息员（44人） 

郭建伟、邹  炜、尤  丹、牛文冉、任凭之、王  涛 

陆荣忠、陆  方、曹  岩、杨玉馨、尤燕芳、杨志钢 

徐丹琪、姚  琦、唐剑芳、花锡君、唐  鹏、刘  见 

华维敏、范  军、保海燕、周梓盈、张如丹、陈  栋 

陈  伟、陈慧超、梁政远、张  婷、吴俊晓、汤国良 

胡  懿、葛  欣、吴  臻、刘贵锋、汤丹琦、杨  颖 

张大峰、李  华、黄  丽、朱  燕、张  婷、尚学伟 

黄容芳、金灵珠 

 

优秀参政议政成果（150项） 

一、获得市政协表彰的参政议政成果（13 项） 

优秀调研成果： 

1.集聚资源  协同推进 做优做强太湖湾科创带创新链（民革无

锡市委） 

优秀提案； 

1.当前推进太湖湾科创带建设中亟需重视的若干问题（民革无锡

市委） 

2.关于加强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的建议（民革无锡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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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十四五”期间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民革无

锡市委） 

4.关于加快推进制定《无锡市全民健身条例》的建议（孙明） 

5.关于加强绿化景观长效管理的建议（王晋） 

6.关于加强对路边划线停车位进行科学管理的建议（张健） 

优秀社情民意： 

1.关于进一步发挥好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中作用

的建议（张丽霞） 

2.严肃整顿国内越野跑赛事乱象刻不容缓（温明） 

3.关于校外培训机构设立资金监管账户的建议（李卫家） 

4.关于促进本地水产养殖业稳定发展的建议（吴臻） 

5.社区工作负担不堪重负  基层治理水平亟待提高（张大峰） 

6.关于推进为“快递小哥”等新业态从业人员购买保险的建议 

（孙明） 

7.关注“四情”做好当前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建议 

（孙明） 

8.关于“十四五”期间我市全面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 

（姚琦） 

二、优秀立项调研课题（43 项） 

1.太湖湾科创带建设中深化政产学研合作的思考（花锡君） 

2.关于加快推进太湖湾科创带引领区规划建设的建议（唐剑芳） 

3.关于开展现代服务业综合绩效评价试点的实践思考 （唐剑芳） 

4.优化营商环境体制机制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陈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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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基层“有事好商量”平台建设的调研（倪

伟中） 

6.关于有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调研 （倪伟中） 

7.关于全面推进公办学校空调进教室空调进食堂的调研（鞠金海） 

8.关于高职学生“1+X”证书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思考（陶向东） 

9.规模经营下农用地高质量管理路径探索（吴臻）  

10.加快培育数字经济  推动高质量发展（王怡） 

11.关于校园流浪猫狗的调查报告（黄丽、吴立） 

12.四方协同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化解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黄容芳）  

13.关于运用 5G+工业互联网技术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郑

娜莉、梅一舟） 

14.全面统筹改善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徐雯、姚琦） 

15.江苏“互联网+农业”产业链协同平台建设 （孙明、鲁瀚文） 

16.注重绿色生态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实施（王晋、姚琦）  

17.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孙明）  

18.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调研（朱蕴宇、孙明、温明）  

19.无锡企业海外并购现状、问题及对策 （陆方）  

20.《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两法合一（宋志萍、言言） 

21.关于业主委员会建设情况的调研和建议（张婷、孙明） 

22.不做上级政策的抄袭者  勇做先进政策的供给者（姜科） 

23.关于完善我市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的建议（姚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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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医疗改革中关于 DRG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对策(孙建) 

25.对我市太湖湾科创带发展的建议（顾歆轶） 

26.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 （章韬） 

27.以产科城才叠加发力为牵引  推动区域人口高质量可持续增

长（刘见）  

28.发挥网格治理基础性作用  激发基层共建共治新活力 

（周梓盈） 

29.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殷旻心） 

30.更高质量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更好引领锡山农业现代化

 （韩旭光） 

31.发挥国家级农业产业园区作用  更好引领全市农业现代化发

展（尤燕芳） 

32.创新航空物流运输模式  助力半导体产业大发展（孙滟） 

33.老旧工业用地优化提升及功能复合化利用规划的建议（陈伟） 

34.刑事司法保障法治营商环境（戴瑞兵） 

35.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调解的提升路径（唐鹏、刘

文晓） 

36.世界三大湾区人才模式对太湖湾科创带的启示（刘贵锋） 

37.无锡太湖湾科创带美丽乡村发展研究（刘贵锋）  

38.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完善社会治理

制度（吴斌）  

39.关于推进养老机构发展引入社会力量开办困难问题报告

 （蒋依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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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无锡城区中小学生实际睡眠时间和作业时间的调研（朱晓明、

冯启萍）  

41.运用直播平台提升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功能（王涛、徐晓明）

42.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建设 助力惠山区打造“华东科创谷”

的调研及思考（陈瑜）  

43. 多渠道推进 最大限度实现新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及政治参

与（唐淑敏） 

三、优秀“一人一案”（10 项） 

1.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养老服务“一保多元”高质量发展

 （孙明、温明） 

2.关于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的建议（李卫家） 

3.关于提升苏南国际机场航空货运能力的建议（温明） 

4.关于加快绿色金融发展的建议 （章韬） 

5.让股权投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油添彩”的建议（黄素梅）

6.关于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机制提升农村农民生活品质

的建议（姚琦）  

7.进一步推进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体系建设守牢老百

姓“舌尖上的安全”（韩旭光） 

8.锡澄宜一体化发展背景下进一步优化残疾人乘车优惠政策的

建议（胡宇珂）  

9.关于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工作的建议 （葛耀明、赵王莹） 

10.关于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业诚信共治生态建设的建议（黄丽）  

四、上级部门录用的统战信息、社情民意（8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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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录用： 

1.专家呼吁实施对台统战新举措  尽快建立大陆对台民调（郭建

伟） 

2.警惕疫苗耗材产能盲目扩张隐患 （李卫家） 

3.警惕科创板变“僵尸板” （王涛） 

4.建议从全国层面整顿越野跑赛事 （温明） 

5.关于对网约车所涉及网络数据进行分级管理的建议（牛文冉）

6.关于信用卡及网贷紧急联系人的若干问题反映及意见建议

 （尤丹） 

7.关于重视互联网底层更新维护网络安全的建议（任凭之） 

8.村集体资产管理需“集中整治”更需“日常监管”（孙明） 

9.关于完善北京证券交易所运行机制的建议 （王涛） 

省级录用： 

1.关于当前我省企业境外投资风险分析及对策建议（陆方） 

3.关注“四情”做好当前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建议

 （孙明） 

4.关于“十四五”期间大力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夯实农村

现代化基础的建议（孙明、姚琦） 

5.关于加强规范村集体签订涉及土地合同名称的建议 （陆荣忠） 

6.关于加强农村房屋安全管理的建议（孙明） 

7.关于进一步扩大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范围保障百姓

“菜篮子”的建议（姚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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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促进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互补衔接的建议

 （徐雯） 

9.应进一步加大太湖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张丽霞） 

10.基层呼吁重视村党组织书记得票率较低的村委会选举工作

 （孙明） 

11.推进银行对民营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的建议（陈栋） 

12.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杨志钢） 

13.关于加快存量载体腾挪和提升解决当前科创产业发展空间不

足的建议（王晋、唐剑芳） 

14.关于改革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议（黄展宏） 

15.关于校外培训机构设立资金监管账户的建议（李卫家） 

16.加强基层农业执法队伍梯队建设（尤燕芳、黄展宏） 

17.建议以“援法议事”为落脚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徐丹琪） 

18.关于构建快递、外卖、网约车等行业劳动者权益监管平台的

建议（唐文超） 

19.关于完善苏北中小化工企业退出补偿机制的建议（金灵珠、

黄展宏） 

20.关于推广如厕专用临时停车位的建议（李卫家） 

21.《民法典》生效后遗嘱效力认定困难亟需解决（黄容芳） 

22.关于推进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 （姚琦、孙明） 

23.关于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加快完善通信数据共享机制的建议

 （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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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关于当前江苏省淡水鱼类种质创新重点方向的建议（梁政远） 

25.“三次分配”需要建立一个“蓄水池”（王涛） 

26.关于加强业主委员会建设的建议（孙明、张婷） 

27.强制学校配备“脊柱侧弯筛查仪”  全面加强青少年脊柱筛

查和早期干预（孙明） 

28.关于优化实施“双减”政策的建议 （朱燕） 

29.关于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业诚信共治生态建设的建议（黄丽） 

30.“北交所”健康发展面临的三个挑战和建议（王涛） 

31.地方民主党派换届凸显领导班子后备严重青黄不接（李卫家） 

32.关于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内循环的建议（郭建伟） 

33.充分发挥参政党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独特作

用（邹炜） 

34.我国食用菌种源面临“卡脖子”问题（温明）   

市级录用： 

1.我市绿化景观建设要注重长效（杨玉馨、王晋） 

2.马山街道部分国有资产严重不符文明城市建设要求 （李卫家） 

3.关于加强政策性支持发挥中医药防控优势的建议（徐雯） 

4.关于尽快修订《江苏省信息化条例》相关不适宜条款的建议（曹

岩） 

5.关于两岸三地开展民间蒙文教研合作的建议（黄展宏） 

6.关于优化我市乡村养老设施组织运作机制的建议（丁昱） 

7.关于对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开幕会和常委会工作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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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反响（刘见） 

8.基层反映农村房屋翻建缺乏有效监管存在安全隐患亟待关注

（孙明） 

9.关于在长江生态修复中重视血吸虫病防控的建议 

（张丽霞） 

10.关于提高苏南硕放国际机场航班地面保障能力的建议 

（华维敏） 

11.名校建分校要名副其实要防患未然（李卫家） 

12.当前疫情下境外企业面临困难及对策建议（陆方） 

13.抓好四项举措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建议（范军） 

14.推进“适老化+”建设  打造“三位一体”立体式社区养老服

务的建议（孙明） 

15.民革锡山聚焦全国“两会”对科技创新充满期待（保海燕） 

16.资政履职服务大局 建言献策助推发展——浅评全国政协十

三届四次会议（周梓盈） 

17.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反映反响（张如

丹） 

18.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碰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有

感（任凭之） 

19.警惕校园门口文具店内以抽盲卡 盲盒形式变相赌博（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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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建议向国内外推介一批以 xx为题材的文旅产品（黄展宏） 

21.关于深化环太湖湾地区合作构建跨望虞河客流物流通道的建

议（黄展宏） 

22.新《净空审核办法》对新吴区营商环境产生较大影响亟待关

注（陈伟） 

23.关于对全市绿化带中污损公益广告清理整治的建议（王晋） 

24.建议修建惠山森林公园南入口跨大池路景观天桥（尚学伟） 

25.关于加快建设人才公寓的相关建议（陈慧超） 

26.关于完善我市住宅用地供应“两集中”政策的建议（陈伟） 

27.建议实施“四项举措”助力无锡企业境外投资 （陆方） 

28.关于加强长江中下游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建议（梁政远） 

29.我市大型商场自动扶梯必须安装安全护栏（吴俊晓） 

30.通锡高速 S19西面地块拆迁户亟需现房安置（汤国良） 

31.建议进一步开放无锡公共文化服务场馆（胡懿） 

32.我市应当进一步关注燃气安全工作 （葛欣） 

33.关于促进本地水产养殖业稳定发展的建议（吴臻） 

34.关于融合苏康码和行程码的建议（刘贵锋） 

35.关于锡东新城城市街道微更新的建议（汤丹琦） 

36.关于加强职校学生及其家长法治宣传教育、降低青少年犯罪

比例的建议（杨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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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关于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议（李华） 

38.《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面对多重挑战的

建议（任凭之）   

39.建议设立“京沪深 350 指数”带动北京交易所健康发展的建

议（王涛） 

40.社区工作负担不堪重负  基层治理水平亟待提高 （张大峰） 

41.关于进一步落实我市教育“双减”政策的建议（黄丽、朱燕）

  

 

优秀法律援助和优秀法律服务案例（6例） 

1. 隆基硅电子劳动纠纷法律援助案（刘文晓） 

2. 王某、杨某生命权纠纷案（戴瑞兵） 

3. 赴社区、学校开展普法宣讲（杨颖）  

4. 《人信息保护法》公益讲座（吴斌） 

5. 《民法典》公益宣传（顾芳玲） 

6. 《民法典》公益讲座（刘丽苗） 

 

 

 

 



- 16 - 

 

 

 

 

 

 

 

 

 

 

 

 

 

 

 

 

 

抄送：民革江苏省委 、中共无锡市委统战部 。 

民革无锡市委办公室                          2022年3月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