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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召开部分省区市妇联主席专题座谈会

沈跃跃要求：切实扛起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大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11 月 22 日上午，全国

妇联召开部分省区市妇联主席

专题座谈会，研究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发挥

妇联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维

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中的独特作

用。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

并讲话，强调各级妇联组织要切

实履行代表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的职责，在预防、发现、推

动解决侵害妇女儿童案件中积

极作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主持会议。

沈跃跃指出，依法维护妇女

权益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保护

未成年人免遭侵害、保护女童安

全健康成长，是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妇联组织

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能、代表和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具体

体现。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扛起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大旗

的责任感、使命感，从把“两个

维护”落到实处的高度、履行妇

联组织基本职责的高度和发挥

制度优势、增强广大妇女制度自

信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维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的重要性，

切实增强依法维权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沈跃跃强调，要坚持问题导

向，切实找准妇女儿童维权工

作的着力点和结合点。抓住重点，

推动解决侵犯妇女儿童人身权

利问题，积极预防犯罪、主动

发现报告、及时发声亮剑，做

好维权服务；认清不足，举一

反三，补齐 短板，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妇联维权工作；增强信

心，旗帜鲜明维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确保广大妇女儿童在

共建共治共享中拥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沈跃跃强调，各级妇联组织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总结推广妇联维权工

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学会在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

理体系中找位置，在发挥家庭家

教家风重要作用中做文章，在坚

持和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

面发展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在

创新方法手段、破解新时代妇女

儿童权益重点难点问题上见成

效，注重完善制度机制，把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做好做实做

到位。要建立重点人群和家庭

的关爱服务机制，掌握情况，统

筹部署，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服

务；指导基层妇联建立跨部门、

多主体协调会商机制，发挥“联”

字优势，形成风险联查、问题联

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

合力；建立女童人身安全遭侵害

案件的发现报告机制，落实首接

责任，第一时间提供帮助，第一

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推动职能

部门依法履职；推动形成依法保

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联动机制，

联合有关部门，从积极预防、舆

论引导、源头保护、法制教育等

方面共同发挥作用，构筑女童权

益保护网；完善上下联动的妇女

儿童舆情应对工作机制，线上发

声引导、线下及时推进，做到实

际工作与舆情引导同步同效；建

立妇女儿童信访和舆情工作督查

机制，对交办的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信访和舆情案件特别是侵害

女童案件处置工作进行督查，并

向同级党委以及妇联系统通报。

湖南、安徽、广 东、江苏、

浙江、河南、四川等 16 个省区

市妇联主席参加座谈会并交流

发言。

湖南省妇联相关负责人 表

示，发现有侵犯妇女儿童权益案

件发生后，湖南省妇联一贯坚持

“零容忍”的态度，及时指导基

层妇联开展工作，督促推动司法

部门从严从快处理案件，多方争

取各方面力量帮助，主动服务受

害儿童和家庭，不断加强预防性

侵女童措施与防范制度建设，坚

决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下一步，

湖南省妇联系统将按照全国妇

联的要求，切实扛起依法维护妇

女权益的大旗，切实履行代表和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

不折不扣地在预防、发现、推动

解决侵害妇女儿童案件中积极作

为，发挥好基层妇联组织在社会

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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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潇湘展现公益力量

湖南省女企业家举办社会责任成果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11 月 27 日下午，由湖

南省妇联指导、省女企业家协会

主办的“凤舞潇湘 公益力量”湖

南省女企业家社会责任成果展在

长沙举行。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颜永盛，湖南省妇联党组

书记、主席姜欣，省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张媛媛，省妇联原副

主席鲁华，省工商联、省民政厅、

长沙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全

省近 300 名女企协会员代表、嘉

宾出席展览活动。

活动现场展出了张海霞、吴

建平、周志梅等 41 名杰出女企

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成就

与贡献，一年来，湖南省女企业

家积极参与到经济建设、慈善捐

款、助力脱贫攻坚、社会公益事

业、帮扶弱势群体、慈善义工等

领域的活动中，全年组织 7 次大

型公益活动，参与了省妇联倡导

的“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

康”脱贫攻坚工作、“湘女关爱保”

捐赠计划，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关爱弱势群体等多项公益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协会全年捐赠款

项达 380 余万元，送捐爱心物资

折合人民币 2800 余万元。

姜欣希望女企业家们坚定信

念，加快发展，切实担负起时代

赋予的重任；女企协要搭建平台，

优化环境，切实履行好协会自身

的职责；同时，协会要加强联系，

做好服务，切实发挥好女企协作

为妇联组织的团体会员的作用，

帮助女企业家在参与妇女事业发

展中实现企业的发展和自身的进

步。

长沙近 150 个社区同时宣讲，对家庭暴力说“不”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颜永盛（前排右三），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姜欣（前排右二）和女企业家们在参观展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没用完的化妆品属于什

么垃圾？用完洗干净的化妆品

瓶子又属于什么垃圾？”11 月

26 日，湖南省妇联举办的“垃

圾分类 消防安全”培训讲座在

今日女报社举行。省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张媛媛，副主席

卢妹香出席本次培训，来自省

妇联机关及直属单位共 80 余人

参加培训。

卢妹香表示，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重在思想意识到位，要

认识到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重在行动到位，单位、

家庭和妇联系统都要行动起来，

起到带动引领示范作用；重在

监督到位，制度要先行，单位、

家庭都要跟进。而在消防安全

上，思想认识也要到位，妇联

机关和直属单位要明确责任区

域，做好定期排查和紧急预案，

对有消防隐患的问题要整改落

实好。她强调，既要加绿色发展，

也要抓平安建设，共创绿色机

关、文明机关、平安机关、和

谐机关。

绿色与平安同行

省妇联举办“垃圾分类 消防安全”培训讲座

2019 湖南网络安全·智能制造大会开幕
院士大咖论道，喝彩“中国智造”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吴雯倩）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

驶入快车道之后，如何防控风

险、化解挑战，趋利避害，吸

收新动能、抓住新机遇，让网

络安全更好地为智能制造保驾

护航，成为摆在政府和产业界

面前的一道必答题。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湘江之畔的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 2019 湖南

（长沙）网络安全 . 智能制造大

会”，对这一课题进行了一次

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本次 大会由湖南省政 府、

全国科协指导，省委网信办、

省工信厅、省科协、长沙市政

府等单位联合主办，长沙市委

网信办、市工信局、市科协等

单位联合承办，紧扣长沙产业

主线和特色的 1+4+12+N 多场

活动精彩纷呈，院士大咖齐集

长沙，高手过招你来我往。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奇安

信科技集团董事长齐向东等知

名专家、企业家在大会发表主

旨演讲。大会还举办了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等 4 场高峰论坛，

以及聚焦工业互联网、区块链、

5G 等 12 场主题论坛。

湖南省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换届
罗婷当选会长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谷素萍）11 月 23 日，湖南省女

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会

员代表大会暨 2019 年度“湖湘

文化与女性发展”学术研讨会

在湖南女子学院召开。来自省

内各高校、研究机构、政府机

关、法律界、工商界、市州社

科联等各界的 120 余名会员代

表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

《湖南省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

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湖南省

女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二届

理事会和领导班子。湖南女子

学院党委书记罗婷教授当选为

新任会长。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11 月 25 日，长沙市举办

2019 年“法治进家庭”主题活

动暨“反对家庭暴力、共建和

谐家园”普法宣传活动。本次

活动由长沙市司法局、市妇联、

市图书馆、市律协主办，长沙

市律师协会婚姻家事法律事务

专业委员会承办。省妇联权益

部、长沙市司法局、市妇联相

关负责人出席。

记者了解到，该活动此前

向全市律师发出公益普法 倡

议，经讲师资格审查、课件审

核、线上统一培训、线下实操

演练 等严格筛 选 程 序， 共 有

200 余名专业律师在活动当天，

赴长沙各地同时开展“反对家

庭暴力、共建和谐家园”公益

普法宣讲，覆盖各街道（社区）、

乡镇（村）近 150 个。这样大

规模、集中的反家暴普法宣讲

进家庭活动，在全省、乃至全

国尚属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