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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 通讯员 贺威 曾晶）1月

3日下午，湖南省群团改革经验

交流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委

副书记乌兰强调，要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

和群团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根本

遵循，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新部署新要求，牢牢把握群

团改革“强三性、去四化”的正

确方向，持续精准发力，直面

突出问题，勇于探索创新，确

保如期按质完成群团改革各项

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省委改革办主任张剑飞主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周农出席。

乌兰充分肯定 3 年多来全

省各群团组织改革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她指出，群团事业是

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群

团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推进群团改革紧迫感

责任感使命感。要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

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

引领，持续深入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学习宣传教育，引导各界群众

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要对标

对表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保

持战略定力，加快改革进度，

创新工作机制，加强资源整合，

提升保障水平，着力推进群团

改革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打造更多工作品牌，切实提升

联系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

众的水平，推动群团工作开创

新局面。

乌兰强调，各级党委和各

群团组织要强化责任担当，压

实工作责任，坚持真刀真枪抓

改革，尽心尽力促改革，全面

落实群团改革各项任务。要凝

聚工作合力，抓紧研究切实可

行的方案，解决改革过程中遇

到的具体问题，加快出台相关

改革配套政策，切实提高改革

的系统性、协同性。要加强督

查督办，打通改革任务落实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要注重经

验总结及推广，以点带面，扩

大改革成果，确保群团改革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上省总工会、团省委、省

妇联和省科协分别汇报了本系统

改革的总体情况。中共长沙市委、

株洲市总工会、共青团常德市委、

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妇联、怀化

市鹤城区科协、岳阳市侨联、永

州市文联分别作了交流发言。岳

阳市和湘西州妇联等 4 家基层

群团组织作书面交流。

湖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姜欣在发言中表示，全省 14

个市州、122 个县市区全部出台

并实施妇联改革方案，100% 的

乡镇（街道）完成妇联组织区

域化建设改革，100% 的村（社

区）完成村妇代会改建妇联，

各级妇联执委由改革前的 3万

余名增加到 51 万多名。同时，

湖南在非公企业、商务楼宇、

产业基地、行业协会等建立妇

联组织 4862 个。建成遍布城乡

的 3万多个妇女之家，各类服

务功能和项目进“家”落地，激

活妇女工作的“神经末梢”。

姜欣还表示，妇联还通过

“1+10+50”执委联系制度，举

办各级妇联组织培训班等方式，

引导执委主动履职，积极发挥

作用。并打造湘女e 家的新媒

体联盟，促进妇联工作线上线

下融合。改革后的妇联组织，

正在思想引领、巾帼建功、服

务群众和家庭建设等方面聚人

心、建新功。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1月 7日，湖南省妇联

主席姜欣在长沙市开福区开展

“双联帮扶、送温暖献爱心”走

访慰问活动，长沙市妇联主席文

方陪同慰问。

当天下午，姜欣在长沙市湘

女老年人服务中心看望在这里养

老的妇女佘希求。当了解到患有

精神疾病的佘希求膝下无子女，

平时靠弟弟接济生活的情况时，

姜欣叮嘱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要

进一步加大对这类妇女和老人

的关爱力度，让他们在这里安享

晚年。

家住望麓园街道民主东街的

陶华离异多年，患有精神残疾，

前两年，她又被查出患有乳腺癌。

姜欣表示，作为党联系妇女的桥

梁和纽带，妇联一定会竭尽所能

地帮助困难妇女儿童，为她们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她叮嘱随

行的市、区妇联干部要进一步加

大对两癌贫困母亲的关爱力度，

尽力为她们申请低保和争取“两

癌”救助金，缓解生活压力。

在浏阳河街道毛家垅社区，

姜欣一行走访慰问了困难妇女徐

丽君家庭。徐丽君罹患自身基底

细胞癌，但她仍然坚持照顾有智

力发育障碍的孙女。姜欣拉着徐

丽君的手，亲切地鼓励她要树立

与病魔作斗争的信心，积极面对

生活。并鼓励孩子们学习掌握生

活技能，帮助分担家庭负担，更

要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将来做

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据悉，近期湖南省妇联会领

导将带队分赴部分市州开展一

系列“两节”期间的“双联帮扶、

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省妇联机

关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活动

是贯彻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的具

体举措，也是关心困难党员、干

部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双联

帮扶、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切

实让基层困难妇联干部、妇女儿

童和困难企业感受到党和政府

以及妇联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唐白玉向省妇联干部职工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 记者 吴小兵）1月 6日，

湖南省妇联召开第十三次妇女代

表大会总结会议。省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姜欣作总结讲话。省妇

联领导班子及机关全体干部职

工、直属单位部分干部职工参加

总结会。

2019 年 12 月16 日至 18 日，

省第十三次妇代会胜利召开。姜

欣表示，与历届妇代会相比，湖

南省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规格

更高、服务更优、会风更严、影

响更广。

12 月17 日上午的开幕式，

全体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出席，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的讲话极具感染力，充分肯定了

妇女的独特地位与作用，不少代

表听后激动流泪。省委、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办公

厅，常委部门常务副职，省直和

中央在湘有关单位 77名负责同

志，以及市州党政女性主要负责

同志、市州委分管妇女工作领导

参加开幕式。省直和中央在湘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参会，在省妇代

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省妇联党组高度重视大会筹

备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明

确主要任务、组织机构和工作流

程，把筹备工作作为全年工作核

心任务，高起点筹划、高标准组

织、高效率落实。与会代表严格

遵守各项会议纪律规定，整个大

会风清气正，秩序井然。宣传组

集结新华社、湖南日报、湖南卫视、

红网、今日女报等媒体，联动湘

女e 家网络矩阵，在会前、会中、

会后推出一系列宣传产品和重磅

报道，吸引了社会各界热情关注，

营造热烈隆重的盛会氛围。

姜欣指出，省第十三次妇代

会的精心筹备、精彩呈现，充分

展示了省妇联机关及直属单位

全体干部职工新时代妇联人的

精神风貌。她勉励大家要以省第

十三次妇代会的召开为契机，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万众一心加

油干，共同见证下一个更加精彩

的五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
者 李立 记者 吴小兵）1月6日上

午，湖南省委宣讲团成员，省民

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到省

妇联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姜欣

主持宣讲报告会，省妇联领导班

子成员、机关全体干部职工、直

属单位部分干部职工等 85人参

加报告会。

在宣讲报告中，唐白玉简要

介绍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概况

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概述，全面解

读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

意义，生动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

优势，系统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

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

姜欣指出，唐白玉的报告脉

络清晰、观点深刻，对十九届四

中全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

求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对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

体系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内涵和实

质作了全面系统的辅导，理论性、

全省群团改革经验交流会召开
乌兰强调：把握正确方向，确保如期按质完成改革任务

思想性、操作性都很强，对

进一步加快妇联改革、推动

湖南妇女事业创新发展，提供

了一把“金钥匙”。

姜欣强调，全省妇联系统

要进一步增强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

是要强化思想引领。要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二是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聚焦打赢“三大

攻坚战”，广泛开展“巾帼脱

贫行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巾帼文

明岗”创建等活动，帮助妇女

提升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三要

不断深化妇联改革。要实施“县

级妇联改革破难行动”，通过

联合组建、区域联建、行业

统建等方式，在横向新领域

抓拓展，建设忠诚干净担当

的妇联干部队伍，打造让党

中央放心、妇女群众满意的

模范机关，为妇联组织更好

地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提供坚

强保障。

省妇联开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湖南省妇联召开
省第十三次妇代会总结会 

姜欣看望慰问困难妇女儿童

看 到
省 市 妇 联

“娘家人”
来 走 访 慰
问， 徐 丽
君（ 左 ）
感 动 得 热
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