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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关于表彰第十次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的通报

今年 3月，根据省政协年度工作安排，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

会围绕“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主题开展了论文征评活动，得到全

体会员、政协各参加单位、高校院所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踊跃

参与，共征集到论文 318篇。经评审，决定对《人民政协新征程：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等 98篇优秀论文，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获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再接再厉，积极探索，再创佳绩。

各成员单位和全体会员要以先进为榜样，加强理论学习，完善制

度建设，大力推进政协理论研究能力建设，更好地为推动人民政

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

协商机构的作用服务。

附件： 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第十次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

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2018年 11月 28日



— 2 —

附件

浙江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
第十次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

一等奖（10篇）

宁波市政协课题组 人民政协新征程：从新时期到新时代

钟冬生 地方政协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精英与大众互动化治理

及其限度——基于杭州政协个案实践的分析

宁波市政协课题组 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特色优势发挥研究

杨建新 关于完善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议政新格局的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以湖州市政协构建“1246+X”协商

议政新格局为例

温州市政协 新时代地市级政协专委会履职规范化建设问题初探

渠慎涛 新时代语境下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维度研究

罗新阳 “三位一体”：新时代界别履职现代化的地方实践

——基于对绍兴政协典型创新案例分析

叶 繁 地方政协组织民意聚合功能研究——基于温州市政

协的工作探索和创新

吴国升 新时代发挥县级政协工作特色优势的思考——以衢

州市各县（市、区）政协为例

徐智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问题研究

二等奖（20篇）

张 健 练内功 补短板 强机制 充分发挥政协专委会基

础性作用——做好新时代政协专委会工作的粗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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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钢 论人民政协应该“凝聚”人民力量

范月穹 新时代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创新途径的探索研究——
以温州市委员工作室建设为例

张祝平 郑晓丽 专门协商机构：新时代人民政协的价值重构与使命

担当

叶伟平 陆卫清 关于我省县级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的实践探索和理

论思考

奚慧平 新时代视阈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的探究

蒋雪强 关于在政协履职中发挥界别代表性作用的思考

沈玉良 王海丰 人民政协畅通和拓宽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的实践与思考

张梦姣 协商民主+群众路线：政协“开放式党建”的探索研究

王 翔 方中勇

邵鸯凤

政协职能性社团功能和作用研究——以杭州市政协

为例

牛 翔 叶肖华

陈吉利

加强政协履职能力建设的途径和方法研究

杭州市下城区政协 基层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研究与思考——
以杭州市下城区政协实践探索为例

丽水市莲都区政协

课题组

构筑科学的委员履职评价体系实现新时代政协委员

“兼职而不业余”的研究与探索——以莲都政协为例

丽水市莲都区政协

课题组

论新时代人民政协参加单位在人民政协工作中的角

色定位与作用发挥

孙勤明 施伟榴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的实践与思考

姚胜祥 关于中共党员委员在政协中发挥作用的认识与思考

温州市政协研究室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夯实精准履职之基——温州市

政协调查研究工作机制探索与思考

方中勇 后 G20时代杭州港澳台海外青年统战工作研究



— 4 —

黎青平 胡祎赟
黎斯楠 柳庭均

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特点和优势研究

张林华 从“一答了之”到“一跟到底”——试论“跨届重点提

案跟踪追办机制”的意义与路径

三等奖（30篇）

张成春 论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以政协委员开放式“招标”
调研为视角展开

江建国 “痛点思维”视阈下实现人民政协履职为民新成效的

理论研究

滕根林 加强界别建设发挥界别作用的秀洲实践和思考

张 勇 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信息平台融合研究——以温州

市政协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例

叶海珍 新时代基层政协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实践、认识和

方法——以安吉县政协委员工作室为例

林玉明 运用“互联网+”模式 推进政协智慧履职建设

陈伟义 畅通建言议政渠道 打造协商监督平台——完善政

协大会发言的实践与思考

宁波市政协课题组 论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初心坚守与使命担当

民进宁波市委会 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 提升新时代政协履职

能力

方孝琳 关于建立健全人民政协同新社会阶层人士沟通和联

络机制的思考

李 红 加强政协界别协商机制建设 推进新时代政协工作

提质增效

都孝明 祝丽花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构架下县域政协发展的实践与思

考——以嘉兴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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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善辉 凝聚“和”动力，绘就同心圆——台州市黄岩区“政协

和文化”的创新与实践研究

陈晓鹏 互联网+视野下政协履职平台拓展与思维转化

孙一勤 数字化时代协商民主的途径和对策分析

阙忠东 张永忠 协商民主的丽水政协实践及其政策建议

葛晓波 张 璐 加强政协提案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高井春 以履职能力现代化建设 推进基层政协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李 淦 强化服务管理 提升履职能效 开创新时代基层政

协工作新作为

卢雅娟 进一步推进海外侨胞特邀代表机制建设 为新时代

人民政协工作画好最大同心圆

黄应德 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朱 环 全面从严治党“510”主题活动——以党建新成果推

进政协新发展的温州探索

吴国辉 从《之江新语》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孙德铭 新时代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优势及作用

宋有武 提高新时代提案质量、办理质效的探索与思考

桐乡市政协社会法

制与三胞联谊委员

会课题组

关于健全完善政协委员履职监督管理机制的思考

陈化贤 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实践中重点应把握好几方面的

关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重要思想体会

金 珠 新时代推动界别作用高质量发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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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华明 委员有作为 政协有活力 新时代有效发挥政协委

员主体作用的思考——以长兴县政协委员履职管理

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舒勤芬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新篇章

优秀奖（38篇）

李吉安 人民政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若干思考

张 武 在开拓中前行 在创新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启示

徐文祥 关于推进新时期反映社情民意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耿相魁 凝聚正能量是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政协的主要功能

胡志宏 澄清认识 推动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

郑元阳 张华丽 立足实际 突出重点 精准发力 注重实效——关

于提升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实效的路径分析

叶青春 新定位 新作为 真本领——新时代基层政协委员

的履职尽责和素质养成

潘云夫 基层政协关于如何体现人民政协人民性的思考和探究

潘 华 把握时代特征和规律 提高新时代政协调查研究水平

——对探索创新政协开放式“招标”调研的理论思考

汪本学 新时代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及浙江的

实践探索研究

绍兴市政协委员

工作委员会

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思考

宁波市江北区政协

办公室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增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的思考

周作瑜 践行人民政协新章程 推进履职能力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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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新 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研究——以嘉兴市秀洲区政协

联络室实践为例

林宝新 关于基层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几点思考

励 洁 浅析人民政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的独特优势

吕建伟 发挥界别优势 促进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唐赋华 立足新时代 敢于新担当 展现新作为 继续加强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

陆红英 人民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机制构建初探

顾 玮 关于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的几点思考

吕鸣章 新时代绍兴人民政协工作的实践逻辑

陈雅君 谢卫君

陆 巧

发挥人民团体作用的实践与思考——岱山县政协为例

费 玲 从统一战线视角试论新时代基层政协工作

李 晶 充分发挥基层政协作用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基于江山市“星期二基层民主协商议事日”的实

践调查

胡建新 构建多元化监督格局 担当新时代政协新使命

周智林 倪晓娟

王登承

用足用好政协话语权 提升民主监督实效性——有

效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实践与思考

王湘起 栗 智 发挥基层政协优势 提升协商民主实效

史秀利 新时代基层政协践行协商民主的几点思考

欧阳锡龙 颜运珍 对“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的思考——基于浙

江省龙游县政协履职为民的实践分析

周智林 黄伟源 试论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

林宝新 创新协商民主形式 增强政协履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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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玲 论新时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

王水亮 县级政协推进履职能力建设的实践探索——江山市

政协持续七年开展主题大调研的体会

车志宽 华福耐

洪立军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思考

金永坚 把提质增效的要求贯穿于协商议政全过程

陈 群 以“四个铁一般”要求加强基层政协机关自身建设

孙根祥 创新委员履职平台 发挥委员主体作用

杭州市富阳区政协 新时代人民政协提升联系群众能力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