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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五溪巾帼描绘七彩生活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泱 通讯员 谌杰

怀化，位于湖南省西部，因湘西地区酉水、辰水、溆水、舞水和渠水五条重要河流分布于此，怀化自古便称“五
溪之地”。在这方热土上，生活着 180 万善良勤劳的“五溪巾帼”，她们以温柔和睿智诠释着文明与进步，以女性特
有的善良与热诚展示着人生的风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大怀化妇女在各级妇联组织的带领下，积极
投身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敢于拼搏、勇于奉献、勤于创新，充分展
示了新时期五溪女性的优秀品质和时代风貌。

11 月 21 日，怀化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来自怀化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妇
女事业发展大计的同时，也饱含深情与自豪地回望怀化女性已走过的这五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泱）
11 月 21 日，怀化市妇女第四次代
表大会开幕。来自怀化市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的 235 名妇女代表肩负着
怀化 180 万妇女同胞的重托，汇聚
一堂，共商妇女事业发展大计。大
会选举产生了怀化市第四届妇女联
合会领导班子。

在本次大会上，怀化市市委书
记张自银向与会代表及全市广大妇
女和妇女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
说，怀化市第三次妇代会以来的五
年，是全市妇女地位继续提升、妇
女作用充分发挥、妇女工作扎实推
进、妇女事业蓬勃发展的五年。实
践 充分 证明，全市广大妇女不愧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
各级妇联组织不愧为党和政府联
系妇女群众的坚强纽带和深受广
大妇女信赖热爱的温暖之家。

张自银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
充分认识发展妇女事业、做好妇女
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抓好《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的
实施，依法维护妇女权益。要加强
和改进对妇联工作的领导，为妇
联组织履行职能、开展工作提供
更好保障。要更加关心和重视妇
女人才成长，大力培养和选拔使用
妇女干部。全社会都要更加自觉地
尊重妇女、关心妇女、支持妇女，
通过实实在在的服务为广大妇女自
由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邹
毅在致辞中说，怀化市各级妇联
组织深入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不断深化“双学双比”、“巾
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
三大主体活动，大力实施“平安家
庭”、“绿色家庭”、“书香家庭”等
系列创建活动，创造出许多具有时
代特征、符合本地特点、体现妇女
特色的优质工作品牌。希望怀化市
广大妇女群众抓住发展机遇，为
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贡献力量。希
望怀化市各级妇联组织加强自身建
设，推动怀化妇女工作实现新跨越。

多方齐助力，
打开妇女事业发展蓝图

五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脚步的加快，怀化各级党委政府
也更加重视妇女事业发展，将妇女
工作纳入了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各级各部门也从多方
面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组织、人社、民政等部门为广大妇
女干部参政议政、开展工作创造
条件；公、检、法、司等部门成立
妇女儿童法律援助机构，推动《妇
女权益保障法》和《婚姻法》等法
律法规贯彻执行；人社、农林、水利、
科技等部门广开渠道，支持妇女就
业脱贫；宣传部门聚焦妇女儿童发
展热点、难点问题，宣传先进典型，
鞭挞社会丑恶；各级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高度关
注女性群体，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建言献策，全市上下形成了尊重保
护妇女儿童、支持妇女工作、促进
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目前，怀化市广大妇女参与决
策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逐步提
高，各级妇联积极推荐优秀人才，
加强妇女干部培训，推动女性参
政议政，目前怀化市、县和绝大多
数乡镇领导班子女干部配备已达到
或超过省委规定的标准和要求。

女儿当自强，
撑起经济发展“半边天”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堡子镇
前进村地处偏僻，当地人世代以种
田为业。但一个叫做唐椒裕的 23
岁女孩却不甘于清贫，从 2010 年
开始引进石蛙种蛙，在家中办起了
养殖场。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让唐椒裕的大胆尝试取得了成功，
目前，她的石蛙养殖场年产值已达
到 10 余万元。

让城乡妇女创业有机会、干事
有舞台，是怀化各级妇联组织矢
志不渝的追求。五年来，怀化各级
妇联组织围绕转变妇女就业观念
和提升妇女竞争能力，着力构建集
观念引导、信息咨询、技能培训、
项目扶持、典型培树和权益维护为

一体的服务体系。通过联合人社、
农业等部门实施“阳光工程”、开
办创业就业培训班、落实妇女小
额担保贷款贴息政策、组织“春风
送岗位”大型招聘会等措施，培
训扶持带动妇女自主创业就业近万
人，培育扶持了“通道侗锦”、“中
方斗笠”等“妇”字号巾帼创业示
范基地和项目 42 个，涌现出芷江
县渲丰薯业田小银、洪江区魏萍等
一批巾帼创业能手。

当好“娘家人”，
合力构建维权网络

“你好，这里是怀化市 12338
妇女维权热线。你有什么困难，请
告诉我。”如今， “妇女维权热线”
已成为许多怀化女性的精神支柱，
每每遇到困难，她们首先想到的是
各级妇联，也总愿意把委屈向“娘
家人”倾诉。

2013 年 10 月，怀化市家庭暴
力伤情鉴定中心和家庭暴力庇护站
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怀化市妇联
面向社区、村居，延伸妇女儿童维
权“网络”的创新之举。怀化各级
妇联组织还积极完善怀化市妇女
儿童权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将预
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纳入全市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五年来，怀
化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维权
信访网络，在 13 个县市区设立怀
化市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和家庭
暴力庇护站，全市所有县市区、乡
镇街道都设立了妇女维权服务站。
与此同时，怀化市妇联组织坚持开
展“三八维权周”、“妇女学法律、
家庭创平安”活动，提高妇女群众
依法维权能力。

引领文明新风尚，
和谐之花遍地开

“好，我来扫。”这是怀化市麻
阳苗族自治县普通农民罗玉莲在
1983 年时许下的承诺。自此，28
岁的罗玉莲便开始了她的义务环卫
工之路，在文昌阁乡集镇街道一扫
就 是 30 年。在今 年 10 月 31 日怀
化市第二届“十大道德模范”颁奖

典礼上，罗玉莲被授予怀化市“十
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回眸过去的五年，无数怀化女
性大力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精神，引领了怀化文明新风尚。怀
化市各级妇联组织主动强化示范
带动作用，带领广大妇女把弘扬文
明新风作为自觉行动。同时，联合
纪委深入开展家庭助廉活动，五年
内连续举办了 7 期领导干部家属廉
政教育培训班，组织全市“十佳廉
内助”评选表彰，多次开展“廉政
家访”活动；深入开展“我爱我家，
家和万事兴”、“全民阅读进家庭”、

“现代家庭教育巡讲”、“绿色家庭”
创建、“五城同创，万人健走”等
大型公益活动，为怀化精神文明建
设贡献了“巾帼力量”，涌现出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3 个、“三八红旗
手”5 名，湖南省“三八红旗集体”
4 个、“三八红旗手”15 名。

筑牢坚强阵地，
“温暖之家”暖人心

在怀化，广大妇女不仅拥有自
己的小家，还共有着一个值得信
赖的温暖大“家”——“妇女之家”。
建立在怀化市各县市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的一个个“妇女之家”，通
过举办种植、养殖、加工业以及服
务业等各类专题技能培训班，提高
了妇女创业就业、脱贫致富的机会。

“妇女之家”还通过举办广场舞电
视大赛等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充分
满足广大妇女对文化娱乐的需求。

与此同时，怀化市各级妇联组
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建设起妇女
儿童工作的“坚强阵地”。怀化市各
县市区和各乡镇（街道）全部建立
了妇联组织，配备女委员的村占比
达到 100%，全市 10 个县市区的离
任村（社区）妇代会主任生活补贴
问题得到解决；通过改进工作考
评方式，引导各级妇女组织结合
实际创特色、创品牌，全市妇联组
织整体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开
通怀化妇女网、微信公众平台、官
方微博等公益服务平台，怀化妇女
工作覆盖面、作用面不断扩大。

怀化市妇女第四次
代表大会召开

怀化女性这五年

怀化女性
“她”力量

“此次妇女代表大会首次以市
委市政府的名义高规格、大面积地
表彰了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极大地提高了全市妇女工作者
的积极性。而市委书记张自银结合
妇联工作，以‘幸福’为主题，鼓
励广大妇女争做‘知识型’、‘智慧
型’、‘内涵型’女性，书记的贴心
嘱咐，让与会代表倍受鼓舞。”回
首过去五年，马利平说，怀化是我
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
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我党第一位
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
予的故乡。长期以来，妇女工作一
直有着优良传统，广大怀化妇女继
承先贤之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有力地推动了怀化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

“怀化妇女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仅是怀化 180 万妇女群众和各级
妇联组织共同努力的成果，也得益
于怀化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马利平表示，怀化市委、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妇女工作的意见》，文件中将
妇女事业发展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解决妇女工作人员编制、工作平
台及女干部培养选拔等实际问题，
可操作性强，对于县、乡镇的妇女
工作更具指导性。

马利平表示，未来五年，怀化
市妇联将以进一步提高妇女的素质
和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
程中更好地发挥妇女的“半边天”
作用，进一步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不断提高妇女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家庭生活中的地位，
进一步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依法保
障机制，优化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环
境，使怀化市妇女工作在武陵山区
区域率先发展为工作目标，抓住机
遇，构建和谐社会，为广大女性营
造更多幸福感。   （下转 A10 版）

构建和谐社会，让女性更幸福

马利平  怀化市妇联主席

左上：11 月 21 日，怀化市委书记
张自银，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晖亲切接见
出席怀化市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们。（陆晓鹏 / 摄）

右上：大会选举产生了怀化市妇联
第四届执行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