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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改革之

全省共建立区县级婚调委 112 个，选
聘律师、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
社工等专兼职调解员近 700 人，为 2
万对夫妻提供咨询服务，为1.5 万对
夫妻提供纠纷调解，调和率 42%。

开展“三联二访三帮”活动，2017 年
安排下基层专项工作经费 160 万元；

1-6 月，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累计下基层
537 天，班子成员下基层 167 天。

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机关改革
省委高度重视

省市县按妇女总人口数，以每人每年不
少于 1 元的标准划拨妇女事业发展专项
经费，并随经济社会发展相应增加；

乡镇（街道）妇联工作经费列入县市区
财政预算，且不少于 2 万元；

县级妇联机关配备 5 名以上专职干部；
2020 年，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妇女儿
童活动阵地实现全覆盖。

探索省妇联机关改革

省妇联机关将配备一定比例挂职干部，增配
15% 左右兼职处科级干部。

改进机关工作作风

15.6%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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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妇 联 执 委、
常委中的优 秀
知 识 女 性 和
劳 动妇女的比
例 从 换 届 时
的 15.6% 和
6.67% 分别提
升到18.9% 和
23.53%；

湖南省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时，劳动妇
女和知识女性在省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及省妇
联执委、常委中的比例，将分别不少于 60%、
30% 和 20%。

全面推进乡镇（街道）妇联组织改革

坚持循序渐进，推进基层改革

98.97%

全省 1917 个乡镇（街道）妇联完
成改革任务，完成率 98.97%；

全面推进村妇代会改建妇联

98.75%

全省 28594 个村（社区）完成妇
代会改建妇联，完成率 98.75%，
妇联主席全部进入村支“两委”。

投入专项经费 190 万元，在全省
14 个市州开展区域化妇建试点。

发展壮大基层妇联工作力量

姜欣：湖南省妇联改革这一年

全省新增乡镇
（街道）妇联兼职
副主席 5680 名、
执委 46489 名

新增村（社区）
妇联兼职副主席
59327 名、执委
419133 名

在巾帼脱贫中，
组织动员妇联专兼职

干部、巾帼志愿者10 万
余人，深入1169 个乡镇、
14656 个村，发放宣传资
料158.48 万份，为近百
万贫困人口面对面开

展政策宣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群团工作，召开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

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2016年 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妇联改革方案》，标志

着全国妇联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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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大局，推进工作创新
建设网上妇联

建设以官网潇湘
女性网、全省女
性旗舰网站凤网，
湘妹子官方微信
号、微视频，凤网
e家家政服务平
台、湘妹子今日
头条号为主打的

“两网两微两端”
新媒体矩阵。

助力巾帼脱贫

2016 年，在全省扶贫开发考核中，省
妇联为 99.86 分，被评为优秀等次。

创新维权服务

2016 年 , 全 省 投 入 1.93 亿 元，为
112 万名妇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
争取“两癌”救助款 4190 万元。

2016 年，全 省 发 放 妇 女小 额 贷 款
11.62 亿元，支持 1.37 万名妇女自
主创业。实施“芙蓉匠心计划”，带动
1.6 万名贫困妇女通过手工订单居家
就业。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针对全国妇联关于改革的要求和部署，下

阶段，湖南省妇联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将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姜欣：妇联工作的重点在基层，改革的难点也在基层。下一步，

我们将把推进基层妇联改革和工作创新作为主攻方向，全力抓好以

下工作：

一是持续推进乡镇（街道）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改革。打破

行政壁垒和条块分割的界限，使乡镇妇联从机关里“走出来”，真

正走到区域里的妇女群众中去。将妇联的组织链条和工作触角向乡

镇全区域延伸，形成乡镇辖区内各个单位、各个组织、各个领域

的女性共同参与、开放互动、全面覆盖的妇联组织建设和妇女工作

新格局。

二是壮大基层妇联组织的工作力量。我们要坚持不唯年龄、

不唯身份、不唯资历，不拘一格选人才，将热爱妇女工作、群众威

信高的优秀女性充分吸纳到基层妇联工作队伍中来，彻底解决妇

联工作力量“倒金字塔”的问题，真正做到依靠妇女群众做好妇女

工作。针对基层妇联新任主席、副主席、执委，加强履职能力培训，

帮助她们提高妇女群众工作的本领，探索专兼职妇联干部动态管理

和激励表彰机制，引导她们更好地开展基层妇联工作，更好地服

务基层妇女群众。

三是大力推进“网上妇女之家”建设。建设网上妇联工作新

平台，更加有效地将思想引领、创业指导、家风宣传、依法维权、

组织建设等妇联重点工作链接到网上，坚持线上线下共同开展活动、

提供服务。坚持网上妇联建设与基层妇联组织建设两个轮子一起转，

坚持“键对键”与“面对面”相结合，让妇女群众无论是在网上还

是网下，都能及时找到妇联组织，参加妇联活动，得到妇联服务。

文：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李立

2016 年 7 月，全国
妇联改革正式拉开帷
幕。一年来，整个妇联
系统改革的热度在不
断升温、力度在不断加
大、深度在不断延伸、
广度在不断拓展，改革
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
效。为此，我们专访了
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姜欣，请她 来讲
一讲，这一年来湖南妇
联改革的主要措施和工
作成效，以及下一步，
湖南妇联改革之路将
如何走。

我们从三个方面推进妇联改革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妇联改革一周年之际，您参加了全国妇联常委

扩大会议，并与其他省区市的妇联负责人一起在会上作交流发言，畅谈

妇联改革的实践和规划。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湖南妇联改革的主要措施

和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姜欣：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按照全国妇联和省委的部署，

湖南省妇联坚持问题导向，落实“三性”要求，结合实际、把握节奏，推

进妇联改革和工作创新，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努力推进改革：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推进机关改革。改进领导人员构成，增替补一批

知识女性和劳动妇女进入执委会、常委会。改进干部队伍建设，省妇联将

减少1 名专职副主席，设 1 名挂职副主席，3 名兼职副主席；机关各部门将

配备一定比例挂职干部，增配15%左右兼职处科级干部。调整优化部门职能，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家庭工作、网络和新媒体建设等工作职能。开展的“三

联二访三帮”活动，改进了机关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了与妇女群众的联系。

二是坚持循序渐进，推进基层改革。全面推进乡镇（街道）妇联组

织改革和村（社区）妇代会改建妇联，目前，全省1917个乡镇（街道）妇

联完成改革任务，完成率98.97%；28594 个村（社区）完成妇代会改建妇

联，完成率98.75%，妇联主席全部进入村支“两委”。全省新增乡镇（街道）

妇联兼职副主席5680 名、执委 46489 名；新增村（社区）妇联兼职副主

席59327名、执委 419133 名，基层妇联工作力量得以发展壮大。

三是服务中心大局，推进工作创新。我们加强了网上妇联的建设，在

今年 6月湖南经历的特大洪灾中，我们以省妇联机关报今日女报、官微湘

妹子为核心迅速组建抗洪救灾特别报道全媒体传播中心，为妇女群众及时

精准播报灾情信息，传递正能量，高效发挥网上妇联作用，为广大干部群

众做好抗洪救灾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巾帼脱贫和维权服务方面，

我们创新性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成效。

湖南妇联改革之路这样走过去一年 下一阶段

改革一周年，湖南省妇联“成绩单”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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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妇联改革“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