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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将妇委会打造成温暖之家
王力明（湖南省直机关妇工委主任）

2017年，我们紧密联系省直机关，不断加强妇

联基层组织建设，目前已有 120 个厅局建立妇委会，

组织率达 86%。我们举办了“省直机关女干部能力素

质提升班”，提升了女干部素质，并充分利用新媒体

手段和方式，引导妇女干部知网、懂网、安全用网。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和先进典

型引领，继续维护管理好“网上妇女之家”，打造温

暖之家。

邵阳：实现县市区婚调
委全覆盖

2017 年，邵阳市妇联

深入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4户家庭获评湖南省“最

美家庭”，2户家庭获评全国

“最美家庭”。市妇联在过去

一年里，大力实施巾帼脱贫

行动，同时完善了婚姻家庭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

县市区婚调委全覆盖。2018

年，市妇联将开展“乡村振

兴战略巾帼行动”，做好关

爱帮扶工作。

岳阳：
“双线”结合助力维权

2017 年，岳阳市妇联积

极探索执委作用发挥和待

遇保障长效机制，多方保障

执委待遇走在全省前列，并

率先将12338 妇女维权热线

与市公众服务热线12345 并

线运行，保证了100% 的结

案率。2018 年，市妇联将

充分发挥妇女小额担保财政

贴息贷款的作用，积极推动

县级法院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室的建立。

常德：制定新规反家暴
2017 年，常德市妇联

研究制定了《常德市未成年

人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制度和

处置办法》，属全省首个市

级同类文件。另外，市妇联

积极参与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将汉寿县、临澧县、澧

县纳入了省妇联土地确权试

点县。2018 年，市妇联将落

实“旅游强市”要求，激活

妇女创新潜能。

张家界：争取经费推动
“两癌”工作

2017 年，张家界市妇联

进一步提高了村（社区）妇

联主席退休后待遇，并高度

关注女性健康，财政共配套

检查经费 260.36万元，为农

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

查提供保障。2018 年，市妇

联将实行“2133”工作制度，

继续深化“巾帼建功”活动，

坚持权益与关爱行动。

益阳 : 将推动出台“人
身安全保护令”

  2017 年，益阳市妇联

在全市 1406 个村（社区）

建立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

多次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讲

座。 2018 年，市妇联将继

续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出

台《益阳市人身安全保护令

实施办法》，构建“互联网 +

妇联”工作新格局。

新年，她们这样为妇女工作保驾护航

郴州：“点对点”讲“最
美故事”

2017 年，郴州市妇联

实现“点对点”，联合推出

“最美郴州女性电视系列报

道”，并以巾帼脱贫“双万”

培训工程为载体，为 3000

余名妇女进行了免费培训。

2018 年，市妇联将突出“四

大主题”，全面推进妇联

组织改革，切实发挥妇联

职能作用。

永州：
开展“女性创业之旅”

2017年，永州市妇联扶

持1594名妇女自主创业，带

动了5032 名妇女成功就业，

为631名贫困母亲争取到

国家和省级“两癌”救助金

676万元。2018 年，市妇联

将大力推动女性创业就业，

指导永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探

索开展“女性创业之旅”。

怀化：实行“妇联工作
项目化”

2017 年，怀化市妇联

开展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

款工作，发放了贷款 3928

万元。开展定点帮扶，规

定每名党员干部负责结对

帮扶 2—3 户贫困户， 同

时创新了工作方法，探索

实行“妇联工作项目化”。

2018 年，市妇联将加大与

各部门的合作，积极发展

志愿者队伍，探索建立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帮扶长效

机制。

娄底：
为妇女打造温暖之家

2017 年，娄底市妇联

组织开展“城乡妇女岗位

建功”活动，助推 5000

余名女性创业就业。为关

爱妇女儿童，争取联合国

“特色儿童资源早教中心”

项目落户双峰县。2018 年，

市妇联将着力全国月嫂培

训基地建设，加强组织建

设，为妇女打造温暖之家。

湘西：将实施孤儿集中
供养工程

2017 年， 湘 西 土 家

族苗族自治州妇联争取贫

困母亲“两癌”救助资金

383.8万元，发展各类形式

的妇女互助组 10000 个，

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20 个

等。2018 年，湘西州妇联

将实施孤儿集中供养工程，

组织“爱心妈妈”“知心姐

姐”等队伍，加强对留守

儿童和孤儿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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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救助脱贫两不误
陈敏（湖南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2017年，我们完成“两癌”检查118万人，争取到全国、

省级救助金 5089万元；先后创建省级、国家级脱贫示

范基地 67个，带动 5万多名妇女实现就业；成功举办

了“全省家政技能服务大赛”、“首届女红艺术节”，并在

中国妇女创新创业大赛上荣获创意组第一名。2018 年，

我们希望围绕“民生”二字，继续开展“两癌”免费检

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和“双创”巾帼行动，启动实施“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深化做实“巾帼脱贫行动”。

推广：打造“妇联宣传名片”
钟斌（湖南省妇联宣传部部长）
2018 年，宣传部将多方面打造“妇联宣传名片”；

促进内容升级，主推三大宣传板块（“湘女心向党”、“湘

女最美时”和“妇女新作为”），为十九大精神和党

的主张、先进典型人物以及优秀改革举措等进行宣

传。此外，我们将打造“全省妇联网上妇女之家联

盟”，整合各市县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头条

号，统一监测管理。每月统计发稿量及传播质量，每

季度进行评优。

选拔：为妇联队伍添强将
李凯辉（湖南省妇联组织联络部部长）
2017年，我们深入推进省妇联机关改革，改

革后省妇联配备了挂、兼职副主席，增替补一批知

识女性和劳动妇女进入省妇联执委、常委会，比例

从换届时的15.6% 和 6.67%，分别提升到18.9% 和

23.5%，推进了全省村（社区）“会改联”全面完成。

2018 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妇联组织改革，推进全

省乡镇妇联组织区域化建设全覆盖，进一步推进“网

上妇女之家”建设，积极推动女干部培养选拔。

监督：加强党员教育与纪检监察
邱梦丹（湖南省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2017年7月，我们成立了机关纪委，配齐、配强了纪

检队伍，开展了“三联二访三帮”工作，机关支部“一对

一”联系7个基层党支部，保障了143万元经费的使用。

此外，还开展了廉政警示教育以及一些公益项目。2018年，

我们会加强党员教育，加强纪检监察中的作为，进一步

开展“三联二访三帮”，做好机关服务。

协调：积极考评提升服务
熊望衡（湖南省妇联办公室主任）
过去一年，我们持续开展“下基层、访妇情、办实事”

活动，部署全省妇联系统基层妇女群众工作专题调研，

收集调研报告153 篇，编印《2016 年全省妇联系统调

研报告集》。在统筹专题调研活动的同时，我们全年办

理各类来文来函1327件，均无延误。2018 年，我们将

扎实抓好省直绩效考核、综合考评、安全保密等重点

工作，提高文稿服务水平，提升综合协调能力。

公益：整合资源让项目“开花结果”
周萍（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主任）
2017年，我们共实施妇女和儿童公益项目37个，

总募款4514.8万元，惠及85.5万名妇女儿童。新设

立六大专项基金，举办了“喜迎十九大·湘女回娘

家”活动。2018 年，我们希望随着《慈善法》的出台，

提高社会对公益事业的接受度；同时也希望能整合

多方资源，推动“互联网+公益”建设。

活动：致力提高妇儿教育水平
刘利舜（湖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
我们在 2017年积极开展省直系统亲子阅读活动和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活动，坚持每年为贫困家庭孩

子组织夏令营活动；全年培训800多名女性，主办了“娇

点关注·她看十九大”女性读书分享会。2018 年，我

们将加强党建、团建，建设优秀党团组织；实施优质项目，

努力提高妇儿教育水平；注重服务内容，加强 96580

呼叫平台建设。

传播：用融合带动行业深耕
王伏虎（今日女报社社长、总编辑）
2017年，今日女报的年度主题词是“融合”，并

形成了比较完备、有较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立体传

播体系，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中宣部副部长、国

新办主任蒋建国称赞今日女报是全国媒体融合的典

范之一。

去年，今日女报社频频获奖：“湖南出版政府奖”、

“湖南省十佳报社”；“凤网e 家”被中央网信办等单

位评为2017年网络公益年度项目；入选国家第二批

国家“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

2018 年，今日女报的年度主题词为“深耕”。主要体

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体制改革，加快重组“今凤传媒”

公司，二是管理深化，三是流程再造，四是产品提质，

五是行业深耕。

教育：深化创新家庭文明建设
黄兰香（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
我们2017年的工作可以用4个词来总结——聚力、

创新、争创一流和感恩。我们借助各厅局和市州妇联力

量开展了16 个主题活动，并在全国实现了“五个率先”。

2018 年，我们将深化创新家庭文明建设工作，扎实做

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亲子实

践活动，推动解决家庭和儿童面临的突出问题。

调研：创新妇女儿童服务平台
尹素云（省政府妇儿工委办专职副主任）
过去一年，我们召开了全省第六次妇女儿童工作会

议，突出“六抓”见成效。

2018 年，我们将搞好调查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

新方法；抓好示范县市区建设，探索典型引导的新途径；

用好监测评估系统，搭建规划实施新形态；抓好目标

考核，推动成员单位履职；建好儿童之家，做好省级儿

童资源中心项目。

维权：为女性争取合法权益
罗琼（湖南省妇女权益部副部长）
回顾 2017年，我们完善了维权服务体系，开展了婚

姻家庭调解项目、建设了“辣妹子”温馨驿家试点和推

动农村妇女主动参与土地确权登记。为提高维权基础能

力，我们进行了全省维权骨干培训，组织她们到上海等地

交流经验，并推广了宁乡反家暴“五步法”模式。2018 年，

我们将提升两大平台建设，在实施反家暴法、维护农村

妇女土地权益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