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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妇联召开庆祝建党97周年
暨“七一”表彰大会
3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4 名优秀共产党员受表彰

今日女 报 / 凤网讯（ 记者 
罗雅洁 吴小兵 通讯员 屈凤姣）

“机关及直属单位各支部（总支）

在纵深推进妇联改革、组织实

施系列‘巾帼行动’、深入推进

家庭文明建设，切实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战

斗堡垒作用。”7月2日，湖南

省妇联召开庆祝建党 97周年暨

“七一”表彰大会，为妇女发展

部党支部、办公室党支部、省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党支部 3 个

先进基层党组织以及 14 名优

秀共产党员颁奖，省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姜欣对获奖党支部

和党员给予了高度赞誉。

省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王邵刚出席大会，省妇联党

组成员、副主席张媛媛主持。

省妇联机关、直属单位全体党

员以及离退休党员参会。

姜欣还对部分优秀党员的

事迹进行“点赞”：家庭儿童部

的刘立平同志，克服自身家庭

的重重困难，加班加点、勤恳

奉献；组织联络部的曾晶同志，

负责全省妇联的改革任务，周

末也不休息；机关党委的伍湘

菊同志是纪检专干，默默奉献，

做了大量工作；办公室的徐文

同志，承担着文稿撰写、会务

接待、群众来访接待工作，表

现突出……她们处处体现了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表彰结束后，姜欣以《习

近平梁家河岁月对青年成长的

启示》为题，为党员上了一场

生动的党课。她通过习近平总

书记在梁家河的经历，总结了

8点启示：艰难困苦磨炼坚强

意志，脚踏实地锤炼务实品格，

扎根人民厚植为民情怀，勇挑

重担锻造担当意识，博览群书

提升内在修养，团结包容成就

事业人生，坚韧不拔实现精神

升华，重情感恩塑造魅力人格。

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的郑丽萍表示，听完姜欣的

党课后，她有两点特别深的感

触：“一是我始终没有忘记自

己在入党的时候的许诺‘组织

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

一生一世’；二是我始终牢记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时

刻以高标准严要求规范自己的

言行，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

初心，做新时代合格党员。”

姜欣（中）、王邵刚（右一）、张媛媛（左一）带领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让农村妇女“证上有名，名下有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

记者 李立）在部分农村地区，

“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

传统观念使得妇女对于家庭共

有财产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

策权无法得到保障。6月28日，

针对这些问题，湖南省妇联党

组书记、主席姜欣率队在郴州

市永兴县就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保障工作进行调研。座谈会上，

永兴县人民政府、县农业局、

县国土资源局等相关单位汇报

了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工作

的情况。

永兴县于 2015 年 6 月被

列为全省 48 个农村土地确权

登记颁证整县推进试点县。近

年来，永兴县认真落实《妇女

权益保障法》和《农村土地承

包法》，严格执行了“外嫁女

在嫁入地无承包土地，其原承

包地不得调整”等规定，切实

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矛盾纠

纷，保障农村妇女不因婚姻关

系变化而丧失土地承包权利。

据了解，永兴县共受理农

村妇女权益维护方面的诉求32

起，县妇联、确权办、信访办

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每起诉

求都得到有效解决。近两年，

永兴县人民法院共审结农村妇

女土地权益纠纷案48件62人，

解决诉讼标的额 374.53 万元。

姜欣充分肯定了永兴县农

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工作。她

表示，永兴县加大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的宣传力度，全面清理

与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村

规民约”等工作方法值得赞赏，

县委、县政府以及妇联、农业、

国土、法院等相关部门通力合

作，有效维护了妇女合法权益。

姜欣指出，农村妇女是推

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充分调动、保护、

发挥她们的积极性，必须依法

切实保障她们的土地权益，实

现农村妇女“证上有名、名下

有权”。她强调，要加大政策

法律的宣传、加大权益维护的

力度、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

举一反三对其中违反男女平等

原则、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等内

容坚决予以废止。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高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 97 周年，强化国防、人

防、安全生产和爱国主义宣传

教育，6 月 29 日，衡阳市妇

联党总支组织机关支部、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支部、老干支部

全体党员参观市防空防灾科普

教育基地，开展庆“七一”主

题党日活动。

全体党员参观了虎形山人

防公园百部兵书道、百项防护

知识区、百年空袭灾难警示墙、

百将爱国诗林和百名衡阳军事

人物风云录文化项目等，通过

现场学习和体验，有效促进了

党员干部树立牢固国防观念，

提高了安全意识，增强了爱国

情怀。

参观结束后，在机关党总

支部书记武晓虹的领誓下，全

体党员面对鲜艳的党旗，高举

右手，重温入党誓词，警醒全

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葆先进。

衡阳：强化党员防空防灾安全意识

献礼“七一”建党节

沅江：水城庆七一，旗袍秀雅韵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谭利蓉）7 月 1 日，由益阳

沅江市妇联主办、沅江市旗袍

文化协会承办的“水城庆七一

· 旗袍秀雅韵”活动在沅江

市举行，用旗袍艺术秀的形式

向党的 97 周岁生日献礼。

活动当日，沅江市旗袍文

化协会数百名佳丽云集，进

行了一场户外旗袍走秀。随

后，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 周年暨旗袍文化协会周年

庆典上，全体与会人员近 600

人合唱了国歌《义勇军进行

曲》以及《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
记者 李立 通讯员 符靓 郑丽
萍）“我们大力发展小微企业，

把‘扶贫车间’搬到贫困村组。

带动贫困妇女家门口就地就近

就业增收脱贫，既解决了‘贫

困妇女顾家难、就业难、增收

难’，又解决了‘企业招工难、

用工贵、发展难’。”7月4日，

在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召开

的湖南省巾帼脱贫乡村振兴现

场推进会暨扶贫骨干培训班

上，江华县妇联促进贫困妇女

增收脱贫的工作经验得到与会

代表的一致认可。

7月 4 日至 5 日，湖南省

妇联在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

召开全省巾帼脱贫乡村振兴现

场推进会暨扶贫骨干培训班。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姜欣，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

媛媛，永州市委副书记唐湘林

等相关部室负责人出席会议。

部分市州妇联主席，各市州妇

联分管主席、妇女发展部部

长，部分区县妇联主席，省农

产品女经纪人专委会、省女红

协会代表，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永县各乡镇妇联主席等170

多人参加会议。

姜欣在讲话中指出，全省

各级妇联落实党委政府脱贫攻

坚总体部署，聚焦“巾帼脱贫

行动”重点任务，因地制宜探

索帮助贫困妇女增收致富的新

路径新办法，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各级妇联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认真

学习领会贯彻中央、全国妇联、

省委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重要精神；要提振奋斗姿

态，认真总结过去工作，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要提升精神状

态，将巾帼脱贫工作与乡村振

兴巾帼行动紧密结合起来；要

提标工作要求，深入推进作风

建设，确保突出问题有效解决。

进一步坚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信心，提升精准扶贫工作质量

和成效，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促

进脱贫攻坚任务落实落地，坚

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湖南巾帼脱贫乡村振兴推进会在江华召开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雅洁）“这是我第一次来长沙，

希望能从这次的夏令营中收获

知识和友情！”7月4日，“2018

中华大家园”关爱全国各族

少年儿童夏令营湖南省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分营在长沙举行开

营仪式，来自湖南省妇联扶贫

点——隆回县架枧村的小学生

黄嘉妍激动地告诉记者。省妇

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邵刚

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营。

7月4日—6日，包括黄嘉

妍在内的 30 名架枧村孩子和

15 名来自长沙爱心家庭的孩子

将一起参观湖南省博物馆、湖

南科技馆、雷锋纪念馆等景点，

共同学习和交流。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华大家园”夏

令营已经连续举办 9 年，深受

少年儿童喜爱，“我们希望通过

夏令营的特殊教育形式，加强

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家

庭文明建设。这次架枧村孩子

的加入，意味着这不仅是孩子

们的盛会，也是省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建立健全结对帮扶机制、全力

推动脱贫攻坚的具体举措”。

爱心结对！省妇联扶贫点孩子来长沙参加夏令营

沅江市旗袍文化协会会员上演旗袍大秀。

姜欣率队调研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