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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

五年来，全市各级妇 联 组 织

紧紧围 绕中心、 服 务大 局，引领全市

广大妇女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构建和谐中立

足岗位、建功立业。共举办家政服务、手工编织、电商运营等各类

妇女技能培训班 100 余期，培训农村妇女 2 万余名。发放妇女小额担

保贷款 2200 余笔、贷款金额 2.2 亿元，帮助 3000 余名妇女实现创业

梦。联合人社部门组织 80 余场“春风行动”，开展“基地帮扶”“岗村结对”

活动，创建市级以上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46 个、巾帼文明岗 149 个，推荐

评选市级以上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60 个、巾帼建功标兵 220 名，岗村结

对 500 对、带动周边 5000 多户群众增收致富。引领广大妇女广泛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组织开展“巾帼心向党·清爽见行动”等活动。

大力开展巾帼志愿活动，打造“爱心妈妈牵手帮扶留守儿童”、“妈

妈禁毒联盟”等巾帼志愿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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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篇市州妇女发展成就巡礼之

甜甜的怀化 满满的幸福

5 年来，在怀化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全市上下形成了尊重保护妇女儿童、支持妇女工作、
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五年来，全市各级妇联组

织持续开展“三八维权周”“巾帼暖人心

·普法宣传行动”“建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

“法律六进”等法治宣传及维权服务活动，举办普法讲

座 150 余场，参与妇女群众 2.4 万人次。联合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公安局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告诫制度”

落实落地。全市成立婚调委 15 个，开展有效调解近万次。大力

开展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工作，免费检查适龄妇女 33

万余人，发放救助款 976.8 万元、救助 944 名“两癌”患者，争

取项目资金 100 万元，将新晃、芷江两县城镇低收入适龄妇女纳

入“两癌”免费检查项目实施范围。实施“湘女关爱保”，2 个

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妇女获赠保险 2644 份。持续开展

“关爱雏鹰·呵护健康”“守护童年·春蕾计划”护蕾行

动，实施留守儿童“小候鸟”图书角及心

理健康关爱“知心屋”建设，“知心屋”

在全市实现全覆盖。

五年来，全市各级妇联

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

注重”重要指示，不断深化家庭工作。五年来，

推荐评选全国“最美家庭” 6 户、全省“最美家庭”

19 户，评选市“最美家庭”152 户。大力推进家庭教

育工作，联合市文明办开展“传承好家风·文明千万家”

家庭教育千场公益讲座活动，开展“父母成长计划”

暨家庭教育精品课程巡讲，全市各级妇联组

织共举办 500 余场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参

与人数近 10 万人。广泛开展“重家教·

传家训·扬家风”“我爱我家”美图秀

活动、“好家风好家训”故事征集、领

导干部及配偶廉政教育培训班等活动，

切实培育良好家风，促进民风社风

和谐稳定。

五年 来， 全市各 级 妇 联

组织牢牢把握妇联改革正确方向，不断

延伸工作网络、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水平。

全面完成市、县、乡、村四级妇联改革，全市各级妇

联组织改革后共有执委 47311 人、其中乡村两级 46757人。

联合市委“两新”工委抓好“两新”组织中妇女组织组建工作，

组建“两新”妇女组织 189 个。推动将妇女儿童之家建设纳

入村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规划，妇女之家实现全覆盖，儿

童之家从无到有、覆盖率达到 60%。健全基层妇联工作制

度机制、强化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培训，使妇女儿童

之家真正成为“坚强阵地”“温暖之家”、妇联干部真

正成为妇女的“娘家人”“贴心人”。

五年来，怀 化市委市政 府

始终把领导妇女工作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切实肩负起发展妇女事业、管好用好妇

女组织的责任担当。市委先后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妇女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

群团工作的通知》。市委书记主持召开书记办公会，研究解决市

妇联机构编制、妇女事业发展经费等问题。市委常委会、市政府

常务会定期研究妇女儿童工作，研究部署妇联改革、落实怀化市妇

女儿童发展规划、开展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等工作。宣传、

组织、人社、民政、公安、检查、法院、司法等相关部门积极宣传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聚焦妇女儿童发展热点、

难点问题；为广大妇女参政议政、开展工作、创业就业创造条件；

推动《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

规贯彻执行。扶贫、人社、农业农村、林业、水利、科技等

部门广开渠道，支持妇女就业脱贫。各级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女性群

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妇女儿

童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五年来，全市各级妇联组

织深入开展各类主题鲜明的思想教

育活动，引领妇女坚定“四个自信”、增强

“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持续

开展“巾帼心向党·喜迎十九大”和“百千

万巾帼大宣讲”活动，组织妇联干部开展

政治宣讲 600 余场次、参与群众 10 万余人

次。扎实推进“巾帼初心耀三湘”活动和中

国妇女十二大精神宣讲，线上线下开展

活动 220 余场、参与群众 2 万余

人次。

五 年来， 在 怀化 市 委、
市政府和省妇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

上下形成了尊重保护妇女儿童、支持妇女
工作、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全

市妇女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弘扬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精神，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作出了无愧
于时代的“半边天”贡献。全市各级妇联组织牢牢
把握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目标要求，服务
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全面推进妇联组织

和妇联工作改革创新，妇女工作不断实现新
跨越，浇灌出“甜甜的怀化”，让全市妇

女儿童幸福感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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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评选全国
“最美家庭” 6 户

◎全省“最美家庭”19 户，
评选市“最美家庭”152 户

◎妇联改革后共有执委 47311 人、
其中乡村两级 46757人

◎抓好“两新”组织中妇女组织组建工作，
组建“两新”妇女组织 189 个

◎儿童之家从无到有、覆盖率达到 60%

◎推动《反家庭暴力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

等法律法规贯彻执行

◎深入发掘选树妇女典型，推荐表彰全
国三八红旗手 3 名、三八红旗集体 3 个

◎省级三八红旗手 7 名
三八红旗集体 2 个

帮助 3000
余名妇女

实现创业梦

◎市县两级评选
表彰三八红旗手 744 名

三八红旗集体 363 个

◎组织 80 余场“春风行动”
开展“基地帮扶”“岗村结对”活动

创建市级以上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46 个、
巾帼文明岗 14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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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评选市级以上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60 个、
巾帼建功标兵 220 名、岗村结对 500 对、

带动周边 5000 多户群众增收致富

◎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 2200 余笔、
贷款金额 2.2 亿元，
帮助 3000 余名妇女实现创业梦

◎普法讲座 150 余场
参与妇女群众 2.4 万人次

◎全市成立婚调委 15 个
开展有效调解近万次

◎适龄妇女纳入
“两癌”免费检查

◎实施“湘女关爱保”
开展“关爱雏鹰·呵护健康”

“守护童年·春蕾计划”

文、图：滕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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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妇女儿童事业五年发展纪实

↑怀化市妇联开
展“百千万巾帼
大 宣 讲 ” 活 动，
党的十九大代表
粟田梅在宣讲大
会精神。

◎举办各类妇女技能培训班 100 余期，
培训农村妇女 2 万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