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

行动中，我们还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优势，开

展“城乡姐妹手拉手，巾帼脱贫快步走”“我

为贫困家庭添一物”“公益护花”“扶贫扶志

我先行”“美家美妇”等系列行动。

目前，各市州妇联也全面联动，有

的结合特色小镇建设，发展巾帼脱

贫产业；有的开展女性创业项目，

举带动妇女创业就业；有的采取定

点采购、产业帮扶、定向培训、公

益救助等多种举措；有的开展“企

业家 + 妇女”一对一帮扶活动。

接下来，我们将把“户帮户亲

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行动向基层纵深推进，真正

实现姐妹手拉手、巾帼脱贫快步走，引导动员妇联执

委们弘扬扶贫济困、邻里相帮、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和贫困户一起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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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参与基层建设，积极展现妇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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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多次强调要

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导向，中央就加强乡镇政府能力建设�城市基层

�的建设�基层减负等相继作出重要决策部署，出台系列政策文件。7 月 12 日，

中共���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委关于

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的群团�织是��

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治国理政的得力助手。全���系统将深入

学习�委��杜家毫在�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的工作�告和总结讲话，认真

贯彻落实《若干意见》的精神，坚持�建带�建，全面提高���织助力基

层建设和基层治理的能力与水平，为打造一个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新��

贡献巾帼力量。

基层妇联执委队伍

的壮大和网上妇联的建

设，让湖南的“妇联网”

织得更密更细，保证了

妇联更够更好地引领妇

女群众听党话、�党走，、�党走，�党走，

也让妇联能够更好地融

入基层的党

委政府中心

大局工作。

在�� ��� �� �

月开展的“户

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

小康”行动

中，我们积

极响应省委

号召，紧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基层

妇联执委的作用，发动各

级妇联执委开展“姐妹守

望、邻里相助”妇联执委

帮困行活动，每个村妇联

15 名执委重点帮扶 3-5

户，做好贫困户和帮扶户

的对接工作，重点关爱留

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

老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

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为了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

家教家风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湖南省委的高度重视下，

湖南聚焦部门各自为政、

家庭教育工作不易形成合

力的难点，建立起家庭教

育联席会议制度。

6 月 6 日，省委副书

记乌兰同志出席了湖南省

家庭教育联席会议第一次

会议。会议明确我为联席

会议召集人，也明确了�也明确了��

察、宣传、教育、民政、

司法、文旅、卫健、团委、

妇联、关工委等成员单位

职责；确定��着重办好

更好服务基层建设，小妇联建大网络

解基层群众之所难，小家庭抓大教育

急基层党委之所急，小执委聚大合力

更 好 服 务 基 层 建
设，小妇联建大网
络��������������������������
接履桥街道炮响村����
时，���村�����，���村�����
陈茂青风趣幽默�说：“以
前 老 说‘ 妇 女 能 顶 半 边
天’，现�改革后妇联�
队伍力量很大，很多工作，
我都靠她们帮忙做，妇女
同胞�我这个村里，简直
是‘一手遮天’！”

建立微信工作群超 5 万个，联系
服务妇女群众超 62 万人，一呼
百应、同频共振�妇联网
络初步形成，形成互联网
时代妇联工作新亮点�

建立了“1+10+50”执委联系

制度，建立“执委工作群”或
者“执委工作室”，基本实现
联系妇女全覆盖�

网上妇联工作全面启动，建立“湘
女 e 家”新媒体联盟，建成微信
公众号 105 个，微信粉丝数超

200 万人�

我们在��市平���定镇�湖村调��，在��市平���定镇�湖村调��，

当地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根欣喜地说：“妇联改

革后队伍壮大了，而且我感觉我们妇联的执委

队伍真是了不起，落实工作快，执行力特别强。

我上午给村妇联布置工作，下午就看见她们骑

着摩托车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去了。她们在推动

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中贡献了不小的力量，起到

了连接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永州市零陵区接履桥街道炮响村调�

�，村党支部书记陈茂青也风趣地说 ：“以

前老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在改革后妇

联的队伍力量很大，很多工作，我都靠她们

帮忙做，妇女同胞在我这个村里，简直是‘一

手遮天’！”

这两位村党支部书记的感受，是妇联改革

真正落实在基层、见效在基层、服务在基层

的生动例证。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道出了基层工作的复杂

和繁重。基层遍布“棘手事”“矛

盾窝”，干着费事活、受着夹

板气，做好基层工作委实不

易。“有限权力机关”和“无

限责任政府”的比喻，道出

基层存在权责不清、责大权

小、“小马拉大车”的矛盾。

在 2015 �党中央提出群

团改革之前，妇联组织也常�

存在“倒金字塔”状况——乡

镇（街道）和村（社区）通常

只有一名“妇女主任”，越到

基层，妇联工作力量越薄弱。

近�来，按照党中央“强

三性、去四化”的改革要求，

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在全

国妇联的指导下，湖南省妇

联坚持党建带妇建、妇建促

党建，改革妇联基层组织设

置、壮大妇联基层组织力量、

增强妇联基层组织运行活

力、创新基层妇联工作方式，

使妇联的组织形态、工作格

局、精神面貌、整体形象焕

然一新。

目前全� 1931 个乡镇（街道）�
�完成区域化建设

全�新增的乡镇�村（居）执
委人数达到 51.35 万

全����织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解基层群众之所
难，小家庭抓大教
育�6 月 6 日，省

委副��乌兰同志出席
了湖南省家庭教育联席
会议第一次会议�省家
庭教育联席会议同心同
力构建起了�门联动、
齐抓共管�家庭教育工
作格局�

已�织专家团队和相关部室开展家庭教育工
作专题调研，形成《关于未成年人家庭教育
的调研�告》。》。

�合�人大�教育厅，委托高校专业团队，
开展家庭教育地方性立法可行性调研，召开
座谈会 10 余次�

深入走访村（社区）家庭 80 余户，收集 4 万
多份调查问卷。

全�各级��深化“父母成长计划”，开展家
庭教育集中巡讲 1 万余场，覆盖上百万群众。

做实家长学校、父母成长计划、家校共育试点、家庭

心理健康指导、法治进家庭、隔代教育指导等 2019 �

湖南省家庭教育 12 件实事，同心同力构建部门联动、

齐抓共管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

同�，我们也加强了对家庭领域问题的新�究。省

妇联联合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建

立�究基地，重点�究家庭教育立法的实现路径，湖

南村（社区）家长学校建设，湖湘红色家风家训继承、

创新与发展的有效举措。

全 � 有 33 万 多 名
村（ 社区） �� 执
委结对帮扶 11 万多
户贫困家庭，结对
帮扶留守儿童老人
91147 名。

急基层�委之所
急，小执委聚大

合力��常德�桃源县
茶安铺镇，��向基层
妇联执委了解“户帮户
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
康”行动中各级妇联执
委开展“姐妹守望、邻
里相助”，重点关爱留
守妇女、留守儿童、留
守老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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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省 44 个省级以上园�建

立妇联组织，“�新”组织建立，“�新”组织建立“�新”组织建立
妇女组织 4135 个，妇联工作�

手臂有效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