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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里，

怎样才算合格的“妇女代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到，《制度》

明确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联系妇女

群众的主要职责。《制度》要求，代表

要注重做好对所联系妇女群众的思想

政治引领工作；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协调利用社会资源，依靠妇联组织的力

量，在面向妇女群众开展创业就业培训、

法律政策咨询、家教育儿指导、婚姻关

系调适、心理情绪疏导、困难帮扶救助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深入本地区、

本系统、本单位、居住地社区，与妇女

群众建立更广泛更密切的联系。

《制度》提出，代表要通过入户走

访、集体座谈、电话沟通、微信及 QQ 

等多种方式，至少与 10 位妇女群众建

立面对面的直接联系，不断提高运用新

媒体组织动员、宣传引导、联系服务妇

女群众的本领，实现线上线下两条渠

道、虚拟实体两个空间共同开展联系妇

女群众工作，做到互动常态化、沟通零

距离；要紧密结合本职工作，注重针对

性和实效性，综合采用多种方式，就本

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居住地社区妇

女发展和权益保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及妇女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调研，

深入了解和反映妇女诉求，访妇情、查

实情、知真情；代表要及时记录联系妇

女群众情况，梳理分析所联系妇女群

众面临的思想困惑、实际困难和对妇

联组织、妇女工作的意见建议，任期

内至少形成 1 份专题调研报告或有价

值的意见建议；根据工作需要，代表

在受邀参加全国妇联和选举单位组织

的有关会议和活动时，收集传递来自

基层一线妇女群众的意见建议，增强

代表的身份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更好地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制度》

还从学习培训、搭建平台、畅通交流、

意见反馈 4 个方面，对如何保障服务、

保障代表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

延伸职责，

让妇女代表与妇女群众紧密相连
“以前妇女代表五年里只在开大会

时见过一面，之后就鲜有联系了。妇女

代表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骨干，如果

仅仅是五年来开一次会，这不是人才资

源的浪费吗？这个《制度》的出台，就

把妇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妇女代表广

泛联系妇女群众的工作机制建立起来

了。”在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湖南省委

党校教授唐娅辉看来，全国妇联此次

新出台的《制度》有一系列亮点，“《制度》

的出台，是对妇联改革的纵深推进，也

是对妇联工作理念的根本性变革，既

是对妇联工作方式的开创性变革，更

是对代表职责的全新诠释。以往历届妇

代会的代表，参加完会议后其使命就告

终结，而《制度》却延伸了代表的职责，

更好地发挥了代表的作用，提升了妇联

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的实效。”

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株洲高新区

投资促进中心主任周琦在高新区动力谷

设有“她代表工作室”，除了线下的物理

空间，工作室还有社交媒体如微信群、

QQ 群的网络空间。作为来自工业园区

和企业界的代表，周琦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利用工作室与一线女工、

女企业家、女性高管、知识女性等建立

起了固定的沟通联络机制。“《制度》的

出台，让我们代表在联系妇女群众工作

方面更有底气，也增强了把这项工作做

好的信心。而且《制度》明确了畅通交流、

意见反馈方面的内容，更好地打通了妇

情民意传递的渠道”。

创新思路，

为妇女代表更好履职提供条件
同样是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的湖南

省妇联主席姜欣认为，《制度》的出台

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我经常跟湖

南的代表讲，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

满天星’。《制度》的出台，能更好地增

强妇女代表的身份认同感、责任感和

使命感，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广大妇

女群众中，更好地了解妇女的所思所盼，

积极回应妇女群众关切；能让妇女代表

们切实扛起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大旗，

使妇联组织真正成为妇女的娘家；能

让妇女代表们更好地肩负为党夯实执

政的妇女群众基础，担负起引导妇女听

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为党凝聚妇

女人心。”

在姜欣看来，妇联要完成 新时代

的历史使命，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和要

求——成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

带、成为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得力助手、

成为妇女群众信赖的温暖之家，就需

要有联系服务妇女的新思路，“《制度》

对妇女代表的主要职责和工作方式作了

详细规定，要求妇女代表要把引领妇

女、服务妇女、联系妇女作为自己的职

责，通过建立有效联系、开展调查研究、

提交意见建议、参加会议活动等方式，

更好地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同时，《制

度》从学习培训、搭建平台、畅通交流、

意见反馈等方面对代表的履职机制作了

相应规定”。

姜欣表示，接下来，湖南省妇联将

按照《制度》的要求，为妇女代表发挥

作用提供便利、创造条件、营造环境、

争取政策。同时，分期分批对妇女代表

进行培训，提高其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

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并定期对妇女代表

发挥作用的情况进行总结、交流、表彰，

使大家相互学习，激励、督促妇女代表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长沙市：
载歌载舞，讴歌改革开放40 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40 年心血

倾注，40 年时代巨变。1 月 5 日，为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由长沙市妇联主办、市妇女

培训活动中心承办、岳麓区妇联协办的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我

们的美好生活”文艺汇演在长沙举行。妇联

机关干部职工、公益支持单位负责人、志愿者，

以及参演儿童家长等 700 余人观看了演出。

本次文艺汇演共 22 个节目，通过音乐、

舞蹈、走秀等节目形式，并以全媒体、现场

直播等传播手段为助力，全方位展现了四十

年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体

现了“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的姹紫嫣

红和星城妇女儿童事业的勃勃生机。

市妇联主席文方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新

女性，要在经济建设、参政议政、文明创建、

家庭和谐中发挥独特优势，不断贡献巾帼力

量、汇聚巾帼智慧、展现巾帼风采。同时眺

望远方，要将改革进行到底，积极创建“儿

童友好型城市”，积极谋划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为全面建设现代化长沙添砖加瓦。

妇联星空当代表，不仅是开好大会

全国妇联建立妇女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近日，全国妇联制定下发《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联系所在区域妇女群众制度（试行）》（以下简称《制度》）。
《制度》明确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联系妇女群众的三项主要职责，提出了代表联系妇女群众的四个工作
方式，并就如何服务保障代表的工作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安排部署。

妇女代表
如何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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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淞区：
群团组织开展集体廉政谈话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柳玉琪）1 月 3

日，株洲市芦淞区委副书记蒋峰与区总工会、

团区委、区妇联、区科协等四个群团组织新

一届班子成员开展了集体廉政谈话。

蒋峰对新一届群团班子成员提出了三点

要求。第一要“一身正气”，要不断强化政治

意识、增强政治自觉，做到公道正派。第二

要“两袖清风”，要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

公仆本色；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廉洁齐家，

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第三要“三思后行”，

在付诸行动之前要反复思考，做到慎言、慎谋、

慎行。

谈话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廉

政谈话为推进工作的动力，推动芦淞群团事

业健康、平稳、持续发展。

石门县：
春节期间为返乡适龄妇女查“两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陕大璇）为了

贯彻省委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工作精神，

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让更多外出务工

返乡的适龄（35-64 岁）妇女享受免费“两癌”

检查福利政策，常德市石门县妇幼保健院启

动了 2019 年春节期间“两癌”免费检查工作。

此次活动时间为 1 月 9 日至 1 月 31 日，2 月 12

日至 3 月 21 日。

石门县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安

排在春节期间进行筛查，是希望让更多外出

返乡妇女及时掌握身体状况，提高妇女对“两

癌”早发现、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的意

识以及广大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