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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星空

省妇联开展“机关支部联基层”活动

长沙市芙蓉区政浩城市道路养护服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芙蓉分局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02MA4Q53 Ｌ 820 营业执照正本，特此登报声明。

伍贞浩，曾用名：伍轩（身份证号：430722201112150239）
于 2011 年 12 月15日出生于常德市汉寿妇幼保健院，其医院出
生证明（编号 L430704544）遗失，声明作废 . 其父为伍伟（身
份证号：430722198307278473），其母为郭幺敏（身份证号：
43072219891019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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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穿针乞巧”迎七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罗琼 欧阳海燕 卿雯）为进一步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

力和战斗力，加强会机关支部与

基层支部的联系，省妇联深入开

展“机关支部联基层”活动，通

过机关党支部与基层党支部联

创共建，互联互促，有效促进了

机关、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双加强，

探索出了机关干部服务基层妇女

儿童的新路子。

7 月 29 日，湖南省妇联副主

席曹薇薇带领省妇联权益部党

支部在湘西州凤凰县千工坪镇建

塘村开展支部联基层活动。

曹薇薇一行首先为建塘村的

孩子和家长们带来了一堂儿童安

全教育课。活动中，授课老师运

用卡通人物形象，从认识自己的

身体、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

遭遇性侵时该怎么办等方面为

大家进行详细讲解，课上还穿

插了趣味问答、情景模拟等环节。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小朋友们

了解基本的性别常识，提高了防

范性侵意识，学会了自我保护的

技能。

随后，曹薇薇一行走访慰问

了建塘村贫困家庭和贫困妇女儿

童，送去慰问金和祝福，并在建

塘村召开座谈会，听取建塘村支

部党建和儿童关爱等各项工作

的情况汇报，了解当地妇女工作

和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曹薇

薇指出，要解决村里贫困妇女、

留守儿童问题，发展是关键。应

当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创新

一些做法和模式，大力发展地

方经济，帮助村里的妇女们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切实做好妇女儿

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和贫

困问题。

8 月 1 日，省妇联副巡视员

陈立荣带领省妇联家庭和儿童工

作部党支部来到凤凰县千工坪镇

新崇礼村开展支部联基层活动。

当天下午，陈立荣一行首先

在新崇礼村召开了座谈会，听取

了新崇礼村党支部对该村党建

工作、脱贫攻坚、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等妇女工作情况的汇报，

并就脱贫攻坚、家庭教育和留守

儿童相关问题与干部群众进行

交流。

陈立荣指出，基础建设和人

才引进是发展的关键，希望村支

两委继续保持斗志，把发展产业

与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在确保村民增收致富、稳定脱贫

的同时，不断改变村容寨貌，加

速美丽乡村建设。同时要多关注

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等“特殊群体”，为脱贫攻坚营

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随后，陈立荣一行前往该村

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通过面对

面交谈的方式详细询问了他们的

生产、收入和生活保障等情况，

并鼓励他们要坚定脱贫致富的

信心和决心。

8 月 1 日至 2 日， 省 妇 联 办

公室党支部与凤凰县千工坪镇胜

花村党支部进行支部联建，开展

“户帮户亲帮亲·美家美妇奔小

康”先进典型颁奖仪式暨典型

事迹报告会、新时代文明实践“大

手牵小手”志愿服务、走访慰问

等活动。

据悉，今年 5 月以来，省妇

联办公室党支部根据胜花村脱

贫攻坚工作实际，制定了以“户

帮户亲帮亲·美家美妇奔小康”

为主题的支部联基层活动方案，

支部联基层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增强了全体党员服务基层、服务

妇女的宗旨意识，激发了办公室

党支部的生机与活力。

“北纬 38度，仰望星空”，
感受魅力宁夏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
寒冰）当亲眼看到数千颗星星

铺满整个夜空时，那种震撼无

可复制。7 月 28 日至 8 月 2 日，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同程旅游承办的“北

纬 38 度，仰望星空”系列主题

采风活动在宁夏展开，来自全

国的星空梦想家与媒体代表等

感受了宁夏最美的夜空。

本次活动，大家从三万年

前的水洞沟起步，登顶固原火

石寨，走进沙坡头，探秘西夏陵，

驻足沙湖，置身青铜峡，解密

贺兰山岩画……宁夏沙水相依

的奇景，浩瀚壮阔的星空和神

秘的历史文化，收获了大家一

大波的赞美和认可。 

“ 北 纬 38 度， 仰 望 星 空 ”

系列主题活动，不仅带领大家

在宁夏探索星空的奥秘，寻找

心灵的归宿，同时也肩负着关注

“星星的孩子”的公益使命。8

月 1 日，沙湖风景区举办的“仰

望星空”分享会上，同时开展了

“星星的孩子——点亮星空”爱

心捐赠公益活动。同程旅游将

联合全国各大旅行商在官方平

台推出“宁夏仰望星空”线路

产品，每一名同程旅游及其合

作商成功前往宁夏观星的游客，

同程旅游将捐出 5 元给宁夏当

地自闭症儿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
天喜）“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一名

中国红十字志愿者……”8月6 日，

随着 100 名志愿者的宣誓声，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季湖

南站活动在长沙正式启动。截止

7 月 14 日，湖南已登记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超 2 万人，已经帮助

5534 个重病患者重获新生。 

该 项活 动自 2017 年开展以

来，每年定期举办，截止7月14日，

全国器官报名登记 1405857 人，

累 计 捐 献 24702 例， 其 中， 湖

南省 2019 年器官捐献报名登记

12602 人，累计报名登记 20816

人。今 年以来，湖南全 省已实

现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 239

例，历年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 2233 例，使 5534 个重病

患者重获新生。

当天，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服务暨文艺创作研讨会在长沙

召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

心副主任侯峰忠，湖南省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丹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宣传

部负责人张珊珊等出席会议。

湖南五千余人因器官捐献获新生

省商务厅就家政扶贫开展专题调研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尹

盛鹏）如何将家政服务与精准脱

贫帮扶紧密结合，走出一条“多

赢”之路，湖南各市州在行业培

育与家政脱贫等方面进行了哪些

探索、创新？为深入了解基层情

况，切实提升服务能力，7 月 29

日 -8 月 2 日，湖南省商务厅深

化提升家政扶贫专题调研组在

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会负责人

的带领下，在张家界、湘西州、

怀化市等地开展专题调研。

7 月 31 日下午，专题调研组

在凤凰县参加了人社部门召开的

农民工工作调研座谈会，与会家

政企业介绍了工作情况，反映了

现阶段出现的困难与问题，湖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

工工作处处长聂庆龙对各地在

开展家政扶贫、积极安置农村劳

动力就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

了充分肯定，并指出，现在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政服务业

的发展，行业发展遇上了好时候，

成长空间大，充满了希望。下阶

段，人社部门将会同其他有关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

督促各项政策措施尽快落实到

位、见到实效，切实推动家政服

务业提质扩容。

同时，专题调研组还邀请了

业界大咖、诚信建设、职业技能

建设及职业能力鉴定、保险风

控、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专家

同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湖南省妇联副主席曹薇薇率权益部党支部成员为贫困家庭送温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何湘兰）为深入挖掘传统节日七

夕蕴含的丰富内涵，8 月 6 日，

邵阳市妇联举办了“我们的节日

·七夕”活动，来自邵阳市的

70 余名妇女儿童参与该活动。

此次活动，将古代的乞巧

民俗活动设置为香囊制作、传

统插花、手工杯垫编织、压花

明信片 4 个手工斗巧竞技活动

项目，让大家体味七夕乞巧手

工制作传统文化的多姿多彩。

在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志愿

者的协助下，大家都做的都很

不错。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引导社区居

民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

日、喜爱传统节日、过好传统

节日。激发广大群众感知、传

承、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的热情，

吸引更多市民朋友们在德、礼、

智等中华思想的熏陶中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唐青 童鑫）为使家庭教育

课程进一步适应当前社会和家

庭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课

程针对性、科学性、趣味性，

增强讲师的宣讲能力，8 月 3 日，

郴州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团讲

师开展了 2019 年家庭教育精

品课程第三次集中“磨课”。

此 次“ 磨 课 ” 共 分 幼 儿、

小学、初高中、特殊群体、新

晋 讲师共 5 个组，采取“个人

说课——讲师评课——小组互

评——总结点评”四个环节进

行。全体人员共同观摩了幼儿

组和小学组的课题分析。然后

根据主持人的分工，各小组进

行团队协作、研讨，打磨出新

的教学设计，再由授课老师进

行吸收、融合。

2019 年是郴州市“家庭教育

提质年”，市妇联将以“家家幸

福安康工程”为抓手，以“新时

代·好家教”家庭教育公益讲

座和“最美家庭”事迹报告会“五

进”活动为载体，将家教家风

建设与党性教育结合、与廉政家

风结合、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结

合，全年计划开展家庭教育公益

“五进”巡讲 120 场以上。

郴州市：打造家庭教育优质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