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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成立了妇联
组织，很多企业的负责人
便找来了，他们都想加入
妇联这个大家庭。”在岳阳
市弘元新港 CCTC 保税中
心， 弘 元 新 港 妇 联 主 席、
湖南弘元新港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招商部总经理李慧
平兴奋地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入驻弘元新港的
13 家企业通过联合组建妇
联，实现感情融合、工作
融合、活动融合，企业之
间也通过妇联这个大平台
实现了互通互联，拓展了
企业的发展空间。

弘元新港妇联的组建，
是在党建引领的大格局下，
湖南推动妇联组织建设向
新领域、新阶层、新群体拓
展的生动例证。目前，在
湖南的 16 个国家级园区中，
已建妇联组织的有 13 个，
覆盖率达 81%；在 108 个
省级园区中，已建妇联组
织 53 个，覆盖率 49%。

10 月 9 日至 10 日，全
省园区党建带妇建工作推
进会在岳阳市召开。湖南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蔡建和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姜欣，省
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王邵刚出席会议。各市州
组 织 部 基 层 党 建 办 主 任、
组织科长，各市州妇联主
席、组织部部长，国家级
园区和部分省级园区分管
党群工作负责人、妇联主
席或者专职妇联工作人员
近 100 人参加。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同
样来到现场，亲身感受全
省 园 区 落 实 党 建 带 妇 建、
建设妇联组织工作的蓬勃
势头。

妇联改革

工业园区奏响温暖旋律：“娘家人”来了！

湖南省委高度重视党建带

妇建工作，省委组织部、省妇

联多次联合出台相关文件，为

全省开展园区党建带妇建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017 年以来，湖南先后下

发《关于坚持党建带妇建，全

面推进服务型基层组织建设

的意见》《关于纵深推进改革，

更好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作用的

意见》，对“打开大门建妇联”

“灵活多样建组织”提出了具

体要求。各级妇联坚持“党的

基层组织建到哪里，妇联基层

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原则，主

动与组织部门沟通协调，进一

步拓展妇联组织建设领域。

岳阳市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王亚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岳阳将“党建带妇建、

妇建促党建”纳入了市委党的

群团工作实施意见，市州党委

分管领导亲自抓、具体指导。

长沙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文

方则表示，长沙市委组织部、

市妇联联合出台文件，从制度

10 月 9 日，在全省园区党建
带妇建工作推进会上，长沙市妇联、
岳阳市妇联、娄底市经开区妇联
分别作了经验介绍。他们有哪些取
得了实效的好经验呢？跟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起看看吧！

长沙：
让妇女组织在园区落地生根

目前，长沙市 13 个省级以上

开发区（产业园区）全部成立了妇

联或妇工委，妇联的组织链条和

工作触角向园区和园区企业延伸。

通过组织建设、阵地建设、载

体建设和机制建设，园区妇女组

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得到

增强，园区党群服务中心、“职工

之家”、“青年之家”、“妇女之家”

等活动阵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力量聚合、工作互动；服务理念始

终融入到园区妇女组织建设全过

程，营造亲商、富商、安商环境。

岳阳：突出党建总揽，创新园
区妇建

岳阳市妇联以党建带妇建为抓

手，创新推进在“两新”组织特别

是在工业园区建妇联等工作，取得

了初步成效，得到全国妇联、省委

深改办的充分肯定。

立足“带”，凝聚共建合力。

岳阳市妇联从思想、政策、机制

三方面着手，凝聚共建合力；创新

“建”，夯实基层实力。岳阳市妇

联建优培训制度，建活网上妇联，

把妇联组织建到妇女群众身边；

用心“联”，激发工作活力。通过

组织联建、队伍联带、资源联享

的方式，创新思路、延长手臂；

深化“促”，绽放巾帼魅力。从经

济发展、乡村振兴、社会和谐三个

方面入手，让妇联工作与社会经济

发展同心同向。

娄底：彰显园区特色，“三化”
促动发展

国家级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坚

持党建引领，彰显园区特色，探索

推动妇女组织向“两新”领域延伸，

取得显著成效。

坚持组织共建，“一体化”推

进扩面强基。坚持跨界思维，高

位推动谋妇建，携手同心建组织；

坚持阵地共享，“区域化”布局提

质增效。同时，将“两新”组织妇

联阵地建设纳入党建示范点建设；

坚持服务共为，“多样化”活动融

心聚力。

一场劳动竞赛让女职工们

比出了干劲、一场关爱空巢老

人的中秋慰问活动让大家感受

到了爱心和温暖……在湖南弘

元新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元珍看来，自从建起了妇

联组织，她明显感觉到企业凝

聚力增强，“一方面，妇联可以

加强对园区妇女的思想政治引

领；另一方面，依托妇联和‘妇

女之家’，能够团结引领园区

的广大妇女”。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

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中

央群团工作会议要求扩大对

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组织覆盖

面。”在出席园区党建带妇建

工作推进会的湖南省委组织

部副部长蔡建和看来，园区

党建带妇建工作，是切实维护

园区妇女合法权益的需要，也

是促进园区健康持续发展的

需要，更是巩固和扩大党的群

众基础的需要，“要坚持精准

发力，切实找准园区党建带妇

建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聚

焦思想引领，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聚焦组织建设，健全组织

阵地共建共享，夯实组织堡垒

服务中心大局，凝聚广大妇女

大会表彰了长沙市妇联等一批获得 2017 年改革创新奖的单位。

扫一扫，分享妇联改
革好经验

湖南国家级园区妇联组织覆盖率达 81%——

设计上推动解决服务型基

层妇联组织建设问题。

湖南省妇联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王邵刚告诉记

者，“党建带妇建”的着力点，

就是要带好组织、建强组

织。在园区党建工作的指

引下，妇联组织注重与公共

服务部门阵地共建、资源

共享，探索建立与其他群

团组织优势互补、协调配

合、工作联动的园区“大群

团”服务模式，形成了联

系服务引导园区妇女群众

的工作合力，妇联组织和妇

联工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比如，长沙市望城经开

区妇联，就将服务对象定

位为企业、党员和妇女儿

童，打造了智慧党建带群建

的靓丽“红色名片”；娄底

经开区采取“联合建”“挂

靠建”等多种方式，逐步

推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

组织中党组织与妇女组织

同建共享，开辟了妇女工作

新领域。

体系；聚焦活动开展，提

升服务实效；聚焦载体创

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各级组织部门要与妇联加

强联系，共同推进工作部

署，检查工作落实，督导工

作效果。联手推进园区党

群服务中心，联手打造服

务品牌，联手引入社会组

织资源，联手认领服务项目，

实现园区党建引领、相互

促进。按要求提供必要的

工作经费支持和基础保障，

切实解决党建带妇建工作

中要有人做事，有钱办事的

问题”。

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姜欣认为，园区妇联

组织的建设，一要在“带”

字上下足功夫，二要在“建”

字上花大力气，三要在“实”

字上做好文章，“要通过建

组织，把服务群众、维护

群众权益同履行妇联组织

的政治职责紧密联系在一

起，做到维权服务在源头、

在基层、在妇女群众身

边，让园区妇女儿童特别

是困难群体，在妇联的贴

心服务中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要通过强组织，

建 立落 实园区妇联干部

直接联系妇女群众等制度，

让妇联干部真正掌握妇情

民意、解决问题矛盾，更

有效地联系和服务妇女”。

与会人员考察了岳阳经开区、临港新区等地的党建带妇建工作。

■采珍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