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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星空

省妇联在郴州、衡阳调研“破难行动”
着力破除织网、保障、提升、规范“四难”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曾晶）近日，省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媛媛一行在郴州、衡阳

两地调研妇联改革破难和女干部

培养情况。调研组先后到桂东县、

安仁县、耒阳市、衡东县，通过

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等形式，

深入了解基层妇联组织改革、女

干部培养情况。

在郴州，调研组在桂东县、

安仁县分别召开座谈会，广泛听

取各行业各单位妇联工作开展情

况和基层女干部、妇联执委代表

发言。张媛媛充分肯定了郴州妇

联组织改革工作，她认为郴州妇

联善于改革、敢于创新，呈现出

领导高度重视、工作业绩突出、

女性地位提升等特点，积累了很

多好的改革经验。调研组还实地

查看了安仁县永乐江镇山塘村妇

女之家建设情况。

在衡阳，调研组先后到耒阳

市新市镇大兴龙村、对河坪村，

衡东县大浦镇青鸦村、白莲镇白

莲村实地调研基层妇联组织改

革、“妇女之家”阵地建设、巾

帼扶贫产业基地项目等工作，并

在耒阳市、衡东县分别召开座谈

会，听取两地工作汇报和基层代

表发言。座谈会上，张媛媛充分

肯定了衡阳市各级党委、政府对

各级妇联改革工作的重视与支

持。她指出，衡阳妇联改革工作

创造了执委设岗定责、轮值主席、

特色妇女小组、网上“妇女之家”

议事等鲜活的改革经验，为改革

破难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媛媛要求，妇联组织要进

一步凝心聚力，着力破除织网、

保障、提升、规范这“四难”。破“织

网”之难，妇联组织要实现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在最小单元普

遍建立妇女小组，积极推进新领

域妇联组织建设，织密织牢立体

化、多层面的妇联组织网络；破

“保障”之难，要坚持党建引领

妇联，加强对妇联队伍、经费、

阵地的保障，增强妇联组织的凝

聚力，更好地团结引领妇女群众

听党话、跟党走；破“提升”之难，

省市县要实现妇联执委培训的全

覆盖，不断提升妇联执委的综合

素质和服务水平，增强她们的履

职能力；破“规范”之难，要逐

步建立妇联工作长效机制，完善

妇女代表常任制、挂兼职干部管

理和执委联系服务等制度，切实

把妇联组织建设改革的成果转化

为工作效能，把妇联组织建设得

更加充满活力、坚强有力。

衡阳：巾帼志愿者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今日女 报 / 凤网讯（ 通

讯员 高敏）“您知道衡阳正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吗？”“您

对目前的创建效果满意吗？”

近日，衡阳市妇联巾帼志愿

者走进楼栋，深入群众，开

展“敲门行动”，帮助社区群

众完成衡阳群众 APP 注册，

引导居民群众正确填写《衡

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

问答》《衡阳市创文创卫满

意度调查问卷》《衡阳市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模拟问

卷调查表》，收集居民群众

对创文创卫的意见建议，登

记并帮助处理居民反映的急

事难事。

为助力该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充

分发挥党员志愿者的示范引

领作用，该市妇联在大元头

社区开展“党员示范引领 携

手创文创卫”志愿服务活动。

本次入户宣传共走访居民群

众 100 余户，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对居民群众反映

的“垃圾清理不及时”“农贸

市场卫生不够好”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登记，并第一时间

反馈给社区。义务参加宣传

活动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大

一学生陈昊文深有体会，“这

次，在家乡参加创文创卫志

愿活动，收获了许多宝贵的

志愿经验，同时也为家乡争

创全国文明城市出了一份力。

希望衡阳越来越好，早日创

建成功！”

永州：女童权益保护，巾帼在行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吕静琳）近日，永州市妇

联、市检察院和市教育局联

合在该市人民检察院举行了

“守护花开·温暖绽放”儿

童安全保护权益课程直通车

培训。省妇联“儿童安全保

护权益课程直通车项目”的

3 名讲师为全市妇联、检察

院与教育局系统的 40 名志

愿者讲师展开了为期 2 天的

讲师培训。开班仪式由市妇

联主席黄玉芳主持，永州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鸿出席

并致辞。

在培训课程中，杨陶如、

陈玲老师将志愿者讲师分成

5 组，以“岛屿式”小组形

式授课。授课教师通过小组

讨论、趣味游戏、理论讲解、

案例分析等环节，生动形象

地讲授了性别平等价值观、

儿童隐私保护、儿童防性侵

知识等内容，并帮助讲师们

寻找实际授课中遇到的重点

和难点问题。

南岳：女农民工技能培训正式开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李燕）为贯彻落实“湘女

素质提升工程”，大力推进

巾帼脱贫行动、助力乡村振

兴，发挥妇女在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近

日，南岳区妇联、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组织

的女农民工技能培训开启大

幕，南岳镇育婴师就业技能

培训班 正 式 开 班，50 名女

农民工参加了此次培训。

考虑到乡村人员居住分

散的现实因素，南岳区采取

“流动课堂”进乡村等灵活

多样的模式开展就业技能培

训。此次培训地点设在该镇

万福社区，培训对象为万福

社区、新村村、双田村等附

近几个村的女农民工。

桃源：
妇联倡导新风尚，拒升学宴、谢师宴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吴裴）十年寒窗苦读，今

朝金榜题名，近段时间，随

着高考成绩的出炉，很多家

长已经忙着筹划升学宴、谢

师宴。为了更好的践行新风

尚，倡导人们以简朴、节俭、

文明的方式表达对高考升学

的祝福和感恩之情，常德市

桃源县龙潭镇丁家坊村妇联

主席和执委们冒着烈日走上

街头，向老百姓发放倡议书，

劝导村民践行新风尚，拒绝

升学宴、谢师宴。

通过妇联的宣传倡导后，

不少居民表示，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应该让一切“从

简”，把升学喜事办好，为

年轻学子树立正确导向，让

子女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理

念，迈向人生新课堂。

株洲市妇联扶贫直播活动火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肖

芳婷）8 月 5 日 ~7 日，“ 株 洲巾帼 

暖心助农”株洲市妇联 + 农业农

村局扶贫直播活动火热开展。活

动通过“直播 + 电商 + 扶贫”模式，

采取“1 个主直播间 +10 个县市区

妇联直播间 +N 个分直播间”的形

式，共同为“株洲炎陵黄桃 + 株

洲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N 款株

洲本土农产品”代言。

8 月 5 日晚，市妇联主席邹展

晖、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陈 艳娟，

一起在主直播间对炎陵黄桃以及

株洲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进行

直播推荐；当晚，10 个县市区妇

联对株洲十大农业区域公用品牌

以及相关农产品进行直播推荐；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罗
雅洁）8 月 10 日至 13 日，由全

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

员、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姜秀花和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李海燕、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

女理论研究室副研究员黄桂霞组

成的督导组来湘，深入娄底市双

峰县、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

以查阅档案资料、座谈会、随访、

回访等形式对湖南省第四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工作展开督

导，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钟

斌，娄底市妇联主席李梯华，怀

化市妇联主席贺庆玲陪同督导。

在 8 月 10 日于长沙举办的座

谈会上，钟斌介绍了湖南省第四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工作的

开展及进度情况。她表示，全国

妇联、国家统计局启动此项工作

以来，湖南省妇联党组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的开展。湖南各级妇联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领导机构，明确工作任务，

组建高素质调查梯队，强化经费

保障；强化科学统筹，坚持高标

准谋划，统筹规划工作方案，学

习参考第三期调查工作经验，理

论研究与实地调查同步开展；着

力宣传培训，打牢工作基础，广

泛深入宣传发动，扎实办好培训

班，做好住户信息收集；严格规

范操作，确保进度质量，强化攻

坚克难、跟踪督导及激励机制。

钟斌表示，下一步，湖南省将在

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部

署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克

服困难，保质保量做好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工作。

姜秀花充分肯定了湖南在开

展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中所做的工作。她表示，妇女社

会地位调查问卷由 100 多位专家

用了接近两年的时间设计完成，

能够从九大领域综合全面反映中

国妇女的整体面貌，对党和国家

制定妇女发展政策、推进妇联工

作改革、在国际上讲好中国妇女

故事具有重大意义。她希望，湖

南要以问卷质量优先，扎实推进

下一步工作，调查员要克服畏难

情绪，督导员要加大审核力度，

圆满完成此次调查工作。

全国妇联督导组来湘
督导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工作

株洲市妇联主席邹展晖（右）和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陈艳娟在直播带货。

市 N 个分直播间由各级妇联干部、

执委，“妇”字号中小微企业及个

体工商户负责人进行带货直播。

直播期间，株洲巾帼力量热情

出手，众多单品销售火爆。根据

芒果扶贫云超市统计各县市区多

直播间的数 据，本次“株洲巾帼 

暖心助农”扶贫大直播活动在芒

果扶贫云超市开店 692 家，销售

农产品 8941 件，总销售额超 60.3

万元，带动芒果扶贫云超市平台

销售总金额达 285.27 万元，直播

观看量超 200 万人次，获得点赞

数 超 1800 万 次， 酱 香 鹅、 口味

牛肉等株洲好物通过电商“桥梁”

迅速飞往全国，十佳“株洲巾帼 暖

心助农 最美店铺”新鲜出炉。

1800 万点赞，
200 万人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