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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今日
女报》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
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0731-82333623）。

■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乔辉） 当前国际国内市场环境
日趋复杂，变化莫测，您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投资机遇和多样化
的投资选择，在经济发展的不
同阶段，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
和风险表现存在显著差异，投
资者难以及时准确预测。为分
散风险，避免因投资于单一种
类的资产而蒙受重大损失，资
产配置是平衡您投资风险收益
的有效手段，同时，有研究证明，
进行资产配置是对投资组合长
期投资业绩起到推动作用的重
要因素之一。因此，建行私人银
行建议您在实际投资前有必要
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同时结合
大类资产风险收益的特征，作
出相应的资产配置策略的选择。

如何建立属于您的资产配
置策略？建行私人银行告诉您：
只需要三个简单步骤：

第一步，您自主初步完成风
险偏好测试，了解自己的风险偏

好类型。
第二步，您详细了解建行资

产配置策略，是以大类资产配
置为基础，通过定量分析得出
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风险收益
水平及盈亏概率，通过定性分析
充分揭示资产配置选择中存在
的各种风险，形成十五大类具备
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特征的资产
配置策略参考方案，供客户参
考选择和使用。

第三步，在建 行客户经理
或财富顾问帮助下，通过反复比
对、确认并选择符合自身风险
偏好特征的资产配置策略参考。

建行私人银行告诉您：

如何建立
属于您的资产配置策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严辉琴）3 月 7 日，郴州市汝城
县一中体艺馆内人头攒动，汝
城县 2014 年“四型”机关创建
庆“三八”节气排球比赛在这
里进行。来自全县各单位的 115

支代表队及观众共 1000 余人参
加了开幕式。县政协副主席何
柏青参加开幕式并讲话。本次
比赛将进行两天，以淘汰赛制
决出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12 名，
三等奖 14 名。

■妇联星空

芙蓉区庆“三八”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 

喻秋霖 通讯员 易淑珍）3 月 5
日上午，由芙蓉区主办、湘湖
管理局承办、跃进湖社区居委
会协办的芙蓉区纪念“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 104 周年暨“寻
找最美家庭 共建和谐芙蓉”主
题活动在步步高王府井店广场
举行。省妇联党组成员、副厅

级纪检员郑丽东，市妇联副主
席李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马京沙，湖湘管理局局长唐益
人出席活动。活动中表彰了示
范“平安家庭”，开展了“姐妹
直通车，帮扶一对一”结对仪式。
争创芙蓉“最美家庭”有奖知
识竞答，将活动推向高潮，现
场气氛热烈。

湘西经开区妇联三会套开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彭淑平）3 月 7 日，为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湘西经开区妇联改
进会风，清廉办会，高效办会，
将湘西经开区妇联第一届执委
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三八
表彰会议和女性安康保险动员
会三会套开，得到区与会妇女
的一致好评。

会议增补颜珊、郄美娟为湘
西经开区妇联第一届执行委员
会委员。获得“巾帼文明岗”、“五
好文明家庭”、“好母亲、好婆婆、
好媳妇”、“先进工作者”称号的
先进妇女代表进行了发言。

会议最后，湘西经开区妇
联对女性安康保险工作进行全
面动员和具体部署。

茶陵县妇幼保健院举行义诊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陈朝希）为进一步推广免费“两
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项
目工作，株洲市茶陵县妇幼保
健院于 3 月 5 日在县城举行了
庆“三八”关爱妇女健康大型
义诊和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受到了广大妇女
朋友们的热切关注，现场的医

护人员认真接待每一位前来咨
询和就诊的妇女，发放宣传资
料近 1000 份。

茶陵县是“两癌”筛查项
目县，今年除了持续开展农村
妇女“两癌”筛查以外，茶陵
县妇幼保健院也计划为县城各
单位的女职工提供免费的“两
癌”筛查。

汝城举行气排球比赛

湖南省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4 周年报告会在长沙举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喻
秋霖 吴小兵）3 月 7 日上午，湖南
省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04 周年报
告会在长沙举行。报告会前，省委
副书记孙金龙接见了报告团五位成
员，向她们并通过她们向全省各族
各界妇女和广大妇女工作者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孙金龙高
度评价了报告团成员的先进事迹和
可贵精神，希望全省广大妇女以先
进模范人物为榜样，见贤思齐，奋
发向上，在工作岗位上争一流，在
家庭亲友间作表率，在社会生活中
当模范，不断书写“巾帼不让须眉”
的壮丽篇章。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明华，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妇儿
工委主任黄兰香，省政协副主席
王晓琴等省领导出席接见活动和
报告会。省委副秘书长李文才参
加接见，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
府妇儿工委副主任向曙光参加接
见 并 主 持 报 告 会。 省 委 宣 传 部、
省文明办，省委基层党建办，省
直机关工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等部门负责同志及省妇联
领导班子成员出席报告会。

黄兰香在报告会上发表讲话。
她对广大妇女提出殷切希望。她
说，希望广大妇女胸怀梦想，奋

发有为，在全面建成小康湖南的
火热实践中建功立业。一要坚定
理想信念，同心共筑中国梦；二
要提升自身素质，争做时代新女
性；三要发挥独特优势，弘扬文
明新风尚。她要求各级妇联组织
要强基固本、开拓创新，不断提
升妇女工作科学化水平。黄兰香
强调，妇女事业发展是一项社会
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参
与。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自觉把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
时解决妇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加大培养选拔女干部力度，为她
们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各级
各 部 门 要 齐 抓 共 管， 形 成 合 力，
不断完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政
策体系，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儿童
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各方
面要大力支持，积极参与，为推
动男女平等发展、妇女事业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会上，省妇联主席肖百灵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她号召全
省广大妇女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积极响应中国妇女十一
大号召，坚定信念、勇担使命；
立足岗位、争创一流；引领文明、

传承美德，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
上昂扬奋进，再建新功！

报告团五位成员分别是步步
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霞、长沙“孟妈妈”青少年
保护家园负责人孟繁英、省检察
院公诉三处正科级助理检察员冯
丽君、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周群飞、益阳市安化县政协
文教卫体委主任罗艳群。她们代
表创业并带动妇女就业典型、女
性公益人物（巾帼志愿者）、公检
法系统优秀女性、女性高科技人
才、五好文明家庭等作了典型发
言，用生动、精彩的语言展示了
当代妇女在事业上追求卓越，在
社会上争当模范，在家庭中传承
美德的个人经历和人生感悟，为
全省广大妇女群众树立了一个个
弘扬“四自”精神，努力实现梦想，
创造出彩人生，充满感染力和正
能量的榜样，获得了现场听众阵
阵热烈的掌声。

省妇联直属单位负责人，省
妇联团体会员代表，部分省直单
位、中央在湘单位及省管企业女
干部职工代表，本科院校教职工
及学生代表，省直单位妇委会代
表，省妇联机关干部职工共 200
余人聆听了报告会。

“三八”节，关爱女性

关键词：健康
PAC公益项目
关爱女性人流康复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喻
秋霖 通讯员 陈湘华）“轻轻松松
3 分钟”相信这句广告词大家都
不陌生，人工流产手术真如广告
说的那样轻松安全吗？ 3 月 8 日，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开展流产后关
爱 (PAC) 项目成果学习课堂——

“粉色关爱，远离伤害” 主题活动，
湖南省妇联权益保护部副部长、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周
绍明，医务部主任李博、省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及省内知名媒体
出席本次活动。

据统计，全球每年流产数量
达到了 4000—5000 万例，平均每
年人工流产例数为 800-1300 万例，
其中大城市的重复流产率达到了
50% 以上。而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的数据显示，医院去年人工流产
数量 7542 人次，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最年轻的 14 岁，最多的人流
次数达 17 次。

2012 年， 湖 南 省 妇 幼 保 健
院正式通过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
和国家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等
单位发起的 PAC 公益项目，该项
目包括流产并发症的医疗服务、
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流产后咨
询服务、流产后社区服务以及流
产后生殖健康综合服务，通过一
系列的服务流程，来向大众，尤
其是前来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患
者宣传避孕知识、落实有效的避
孕方法。PAC 公益项目实施近两
年来，医院给近万人次女性朋友
带来全方位的人流服务，康复效
果明显。

关键词：创业
“女大学生创业加油吧”
在开福区启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邓
婷）3 月 6 日，长沙市开福区“女大
学生创业加油吧”在开福区喜多多
幼儿园揭牌启动，这是长沙市第一
个由政府牵头组建的女大学生创业
联盟，是开福区推进妇女创业就
业的又一新举措。

“女大学生创业加油吧”的成
立，目的是向创业的女大学生提供
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市场分析、
法律顾问等服务。同时，开福区妇
联聘请了4 名优秀企业家和有关专
家担任女大学生创业导师，为这些
女大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首批
会员共吸纳了 30 名创业女大学生。
区妇联主席陈朝晖说 ：“妇联此次
成立女大学生创业加油吧，意在为
女大学生实现人生创业梦想搭建
广阔舞台，努力创造‘想创业的女
大学生能创业、在创业的女大学生
创成业’的良好环境。以后，这个
组织会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帮助
大家做大做强自己的事业，同时引
领带动更多女大学生加入到创业
就业的热潮中来。”

据悉，喜多多幼儿园园长范伟
君是女大学生创业典范。她从学校
出来白手起家，到投资 150 余万建
起自己的精品幼儿园，她靠着自己
的脚踏实地与政府的支持帮助，开
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启动仪式选
择在这里成立，意义深远。

关键词：家庭
“反家暴”讲座
进省图书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

诗韵）在中国的反家暴工作进程
中，湖南省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3 月
8 日，“三八”国际妇女节，一场
特殊的“家庭暴力防范”教育讲
座开进了湖南省图书馆女子图书
馆。湖南省女子监狱原副监狱长、
湖南省司法警官学院副院长赵兰，
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赵琦，湖南
省司法警官职业技术学院书记李
云峰，湖南省女子监狱政委赵志
伟，长沙市作家协会主席唐樱等
出席讲座。讲座现场，赵兰携新
书《迷失的夏娃》出场，给现场
150 多位读者作了关于女性“家庭
暴力的防范”的公益讲座。

关键词：出行
南航“绅士”
蓝天中送你一枝玫瑰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陈
冬）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104 周
年，南航湖南分公司保卫部在 3 月
6 日 CZ6650 哈尔滨飞往长沙的航
班上，由七名男性乘务员组成的“绅
士乘务组”为机上旅客带来不一
样的飞行体验。正是有着旅客的支
持和鼓励，保卫部“绅士”乘务组
将结合南航“国际品牌服务推广”
主题活动，将南航优质服务实现新
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