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党组文件
石协 〔2020〕 10 号

★

中共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党组

关于印发《石家庄市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
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试行)》的

通　 　 　 知

市政协各委 (室)、 各位委员:

《石家庄市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 党员委员联系党外

委员制度 (试行) 》 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市政协党组会议研究

通过, 现予以印发, 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党组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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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

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 (试行)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和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

见》 (中办发 〔2018〕 48 号), 切实加强党组成员同党员委员、

党员委员同党外委员的联系, 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

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 经市政协党组会议研究, 决定建立

市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 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

一、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

及中央和省、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

凝聚共识, 密切联系交流,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 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二、 联系对象

每位党组成员根据工作分工联系分管专委会所联系界别中的

党员委员; 每位党员委员联系 1-2 位党外委员, 原则上本界别的

党员委员联系本界别的党外委员, 没有党员委员的界别, 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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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别的党员委员联系。

三、 联系方式及联系内容

充分发挥党组成员和党员委员的政治引领、 示范带动作用,

采取集体学习、 调研视察、 界别活动、 座谈交流、 电话沟通、 微

信交流等形式, 加强与党外委员的联系。 重点联系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

1. 传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及十九届一中、 二中、 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2. 传达中央和省、 市委的重要会议、 文件精神;

3. 通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市政协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听取收集关于我市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

面的意见建议;

4. 征求对市政协党组和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 汇聚各方智

慧, 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5. 关注委员履职情况, 关心委员的思想、 工作和生活, 尽

力帮助其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促进委员更好地履职尽责、 建言

献策。

四、 具体要求

1. 坚持经常主动与联系对象沟通交流, 做好有关记录。

2. 市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 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

每年不少于 2 次。

3. 市政协党组成员及党员委员要把联系情况及时向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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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委员联络处及相关专委会反馈。 对委员反映的重大问题和

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市政协办公室委员联络处及相关专委会要及

时整理, 以适当形式报送市委、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参考。

附件: 1. 市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安排表

2. 市政协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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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政协党组成员联系党员委员安排表

党组成员
联系党员委员

界别 党员委员

葛瑞芳
中共 兰国良　 赵俊芳　 盖义江　 马孟军

特邀 孙海涛　 　 高　 华　 　 尹　 勃

孟胜林

新闻 李　 波

社科 于燕红　 　 祁军英

经济 宋夕元　 　
 

付庆文

共青团、 青联 张添阁　 　 赵　 欣

工会 宋成武　 　 赵金广

妇联 王质艳

民族、 宗教 李占领　 　 褚国成

闫纯锴

医卫 张国军

教育 娄延果　 　 王俊华

科协 杨澜波　 　 赵健康

体育 赵　 勇

科技 许顺利

侨联、 台胞台属 王溪波　 　 胡为民

宋学恭
工商联 阎志勇

农业 谷维真　 田国英　 赵永利

赵　 磊
中共 穆增科　 白东风　 张彩珍　 张银侠

特邀 刘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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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政协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安排表

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兰国良 杨　 剑 杨少飞

赵俊芳 李铜生 宋铁鹰

马千里 李　 天 李立华

刘志魁 范凤翠 魏书江

刘金文 赵　 刚 赵从国

李兵英 方秋玲 邢建辉

李海峰 赵计良 赵益朝

张建芬 郝　 巍 高金贵

陈健敏 王　 峻 杨立萍

陈联记 王志臣 王忠秋

邵孟强 白宝林 石永贵

郑国良 母爱英 刘利平

孟建中 杜云凌 李慧臣

赵士宗 张磊 (民建) 张京波

赵建林 张敏艳 陈　 荣

赵路新 陈　 瑛 陈玉联

徐拥政 苑立平 周丽艳

栾建英 赵玉斌 高　 雁

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高　 尘 高露歌 黄　 超

高际永 周兴伟 孟　 超

盛庆功 张中斌 张永志

梁建林 曹迎春 崔荣芳

董志明 乞国艳 王志国

程文才 马　 洁 王志强 (九三)

穆增科 史　 敏 石玉忠

盖义江 杨备战 梁胜军

马孟军 刘俊田 白立君

白东风 薄明花 雷花敏

白兰怀 李咏梅 周志斌

毕元明 康亚新 霍国生

纪英超 孟凡英 左克永

李进朝 刘会庭 杜晓伟

宋英华 李淑英 王群英

张银侠 赵彦立 张翠芳

张清华 陈建锋 刘西斌

张彩珍 米春蓉 周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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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陈树旗 张海霞 侯俊宏

岳云霞 郭建峰 齐　 芬

胡建忠 李　 铭 涂华民

钟亚辉 闫玉彩 刘荣林

郭双全 孙丽娟 齐艳霞

郭立辉 刘　 涛 王俊花

陶国田 柳立军 张朝伟

鲁志强 陈增建 郝树荆

蒲建伟 白会峰 付常勇

宋成武 李桂玲 宋江莲

赵金广 黄怀鹏 康维钧

于云川 余少伟 李圣勇

冯建中 陈　 哲 郝　 旭

苏慧欣 陈永军 陈运平

李素英 许炎周 肖　 飞

陈　 华 陈怀印 昝秀云

胡小石 杜双庆 李红玲

贾海林 裴啸雨 翟冬梅

储　 昱 韩红红 刘　 腾

张添阁 董艳肖 鲍　 婕

赵　 欣 师国华 祁晓峰

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田　 明 董泊君 韩尚飞

李红霞 王书翠 王菊芬

杨晓初 吴宏超 张　 震

赵二田 张淑莲 武　 蕾

侯丽宗 马会云 师　 凡

王质艳 张　 涛 张静 (共青团)

郭树珍 吴剑平 张　 炜

刘丽云 王　 芳 井荣华

苏彦英 牛　 伟 王
 

栋

杨燕丽 张吉炳 张继红

李　 艳 于　 民 马锡民

张　 莉 张庆霞 殷华理

张桂霞 黄向华 崔慧娟

孟英芬 胡建军 韩庆丰

赵　 莉 杨武岐 张灵芝

郭利峰 宋　 雷 李丽霞

崔　 岩 郑　 建 徐晓淇

阎志勇 张　 鹏 张东海

李　 霞 葛林峰 崔业鹏

王少鹏 冯建法 冯建辉

司玉河 汤　 炜 武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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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杨建秋 牛丽萍 李翠霞

金学纲 杜会强 李雪芳

郭瑞峰 郭炳慧 阎晓佳

路凤祎 赵　 越 赵红伟

杨澜波 孙德惠 李春梅

赵健康 秦丽君 郭树军

信江隆 杨彦兵 荆爱珍

王溪波 阮大春 李玉波

胡为民 胡山峰 孙日华

杜　 萌 贾国君 郭荣风

李颖红 姜夕锋 贾辰华

杨连喜 董成杰 翟中原

张洪涛 李　 颖 李国中

张建慧 田庆宝 阮　 亮

游艳红 李进国 李春景

林春山 刘月强 孙伟平

张献中 张美林 林能涛

刘莉莎 孙广庆 郑　 希

杜学瑜 曹炜雄 龚树辉

李铁民 刘彦军 郝彦中

许顺利 苏　 丽 贾　 鹏

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刘景立 赵亚鹏 柳　 航

万铜良 马　 泉 王雪梅

吴宪平 王光明 方忆湘

张新峰 张士华 张建立

曹肃国 兰云彩 刘占波

慈志勇 范　 林 呼崇利

于燕红 仲　 岩 何志刚

祁军英 邓南燕 卢书彦

李西平 王燕华 陈彦平

张丽红 马　 瑞 胡秀英

宋夕元 叶镡鸿 刘士如

张林海 远松灵 陈翠英

王　 翔 刘银朋 苏加林

王志强 李　 超 孙熠锋

王晓杰 钟　 诚 江　 平

杜占良 龚志鑫 王瑞文

李庆元 王　 蔚 董金国

李忠诚 李秋水

宋同原 张子峰

张志勇 潘云龙

林成法 李丽芳 李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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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周书献 王广策

胡正海 李进飞

赵　 东 张磊 (农业) 张爱芳

赵康彪 陈聪敏 贾　 彬

贾建文 孙景涛

常志卷 孟香果 刘月欣

靳力华 宋　 辉 张少嘉

靳会轻 孟新云

付庆文 韩国梁 张保江

武春华 安　 辉 李　 光

王金戌 李　 斌 张丕泉

王建辉 张军博

刘春东 肖建军 李三军

李波 (经济) 李维芳 孔令刚

李小龙 尚荣敏 宁　 静

李中祥 陈丽雯 刘小静

张子云 杨金霞 张　 江

陈宝京 牛亚峰 尹庆珍

邵卫东 任丹红 金　 霞

赵秀平 高　 强 吴西西

郝　 平 郭永清 马青林

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崔金涛 刘明丽 杨云乐

宿永朝 耳丽雪

踪敬民 张玉昌 赵发银

谷维真 李从轻 郑博文

张佐英 杨立学

张健民 米立国

陈玉山 张力霆

彭晓明 侯登录

田国英 王丽娟

赵永利 杨　 玲 赵瑞贞

王成友 路伟照

张玉红 刘金方

张振广 米据生

剧慧存 郑新建

智利辉 魏晓露

娄延果 陈伟娜

梁建国 赵全胜

吕宗海 刘华光

杨丽萍 李　 珊

陈永志 杨惠芳

尚小朋 张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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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赵　 栋 周雪花

王俊华 杨晓飞

马文刚 刘　 华 钟振环

杨　 敏 苏艳霞

苑彦刚 张彩顺

黄盛兰 侯东昱

李波 (新闻) 许彦芳

赵　 勇 尚晓雷

王日增 刘　 英 徐金升

王勋涛 王丽娜

田振善 师伟力

朱　 峰 刘丽霞

张　 惠 王静霞

范文龙 张惠敏

张国军 张振平

王鹏飞 柴　 明

王建军 周立军

王新良 范卫星

许尊贵 张月棉

张莉莉 杨晓丽

郑欢伟 朱　 磊

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崔　 芸 车群丽

葛　 军 刘　 凡

韩淑芹 孙玉凤

焦永良 韩明军 张静 (医卫)

甄继革 李素水

李占领 郭利红

褚国成 张春瑛

丁文仓 陈　 谱

刘　 静 于绍斌

关巴根那 霍文发

张国栋 付志军

姚继明 朱荣彦

韩　 冬 刘丽君

孙海涛 董素平

高　 华 李维佳

王立珍 田晓蕊

王金柱 蒙丹萍

王瑞征 周爱琴

刘书文 王卫娜

刘杰雄 刘金娥

闫军堂 郜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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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祁立广 栗瑞玲

张　 宁 周相林

陈国兴 王志民

赵君杰 崔兰芹

胡文茹 张素丽

胡翰涛 段秋格

袁玉玺 邸亚如

崔文房 苏清晨

康建林 冯摩西

康拴春 邓元富

董建芳 李淑瑾

傅士君 左平祥

樊晨光 高国强

尹　 勃 李恒伟

刘东辉 常军英

王　 磊 白向伟

王　 威 李志义

王文朝 徐　 纯

王灵增 王利军

尹　 超 肖建科

任佃武 王德松

党员委员 党外委员

刘　 琼 孟文秀

杜少兴 魏云永

李向昌 尚晏芝

李芳栋 陈贵华

李法仓 马　 卿

宋长英 郭漫笳

张文君 于秀军

张万祥 释常宏

张文国 魏　 鹃

陈振居 甄　 墨

郎国君 潘秀昀

赵志英 宋　 学

袁拥军 李小平

殷燕天 范玉龙

曹　 强 李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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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 市政协党组成员

　 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 日印发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