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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李志立股东：

您所持股的长沙她时代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公司
内部有重大事项变更，为保证各股东的权益，根据本公司章程，
董事会决定 2021年1月22日下午3点在湖南今日女报社会议
室召开股东大会，请按时参加。

长沙她时代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1月 7 日

新闻·女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付瑞芳 曾佳）近日，湖南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

媛媛，副主席方琼等率队到

一行到益阳、张家界、邵阳

等地走访调研，调研基层妇

联组织作用发挥情况、妇联

组织改革破难行动、女干部

培养选拔、村（社区）妇联

换届等工作，并走访慰问困

境妇女儿童。

在益阳市桃江县石牛江

镇增塘村，张媛媛一行实地了

解查看基层妇联组织工作情

况。张媛媛对该村在志愿服务、

农村环境整治、疫情防控、防

汛抗旱等村级事务中，依靠村

级妇联执委，充分发挥妇女“半

边天”作用高度肯定和赞扬。

随后，张媛媛一行来到该村

离任村妇女主任向桂英家中，

对她因病导致行动不便却仍

发挥余热为村级工作尽心尽力

表示感谢。

在益阳市和张家界市分

别召开的县级妇联改革“破

难行动”座谈会上，张媛媛

对两市妇联工作表示肯定，

她强调，下一步，要贯彻落

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北

京世界妇女大会 25周年高级

别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维护妇女权益上升到国家

意志，为妇女参政创造条件。

把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落到

实处，为妇女同胞创造更多

更好的平台，发挥她们的聪

明才智。她希望各级党委政

府一如既往的支持妇联工作，

做好此次基层“两委”换届

和妇联换届的统筹工作。

“这次，我们 16 个村换

届后，有4 个村的主职是女

性，占比 25%。每个村‘两

委’中有 1 名以上女性成

员，有的村委会女性占比高

达 75%。可见妇联改革以来，

我乡妇联执委经过这几年工

作磨练，素质得到极大提升，

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得到

了认可。”在隆回县山界回族

乡调研时，乡党委书记胡拥

军介绍妇联组织改革成果后，

省妇联副主席方琼对此表示

充分肯定。

在邵阳市基层妇联组织

改革专题座谈会上，调研组

聚焦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

全省村（社区）妇联换届，

如何发挥基层妇联组织在

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作用，如

何推动基层妇联组织改革

破难等问题开展深入调研，

听取了该市专、兼、挂妇联

主席和市、县、乡镇（街道）、

村四级妇联干部代表意见

建议。方琼强调，要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做好村（社区）

妇联换届工作，以亲和的政

治感召力做好农村妇女工

作，以坚决的改革行动力推

动基层妇联组织改革破难。

湖南 65 户家庭获全国妇联表彰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章清清 

通讯员 刘立平）舍小家爱国家、冲

在抗疫一线的张四梅家庭，带头移

风易俗树新风、厉行节约立家风的

田家云家庭，为 4000 多对农村留守

老人拍摄婚纱照的辰溪县妇联……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全 国 妇

联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五好家庭暨家

庭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

2020 年全国最美家庭揭晓电视电话

会议。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会

议并讲话，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推进新

时代妇联家庭工作，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团结引领广大家庭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发挥更大作用。全国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主

持会议。中宣部副部长傅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沈跃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家庭

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各

级妇联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家庭工

作的首要任务，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为指引，

以“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为抓手，

培育新时代家庭观，把服务大局服

务妇女服务家庭的工作落细落实，

激发亿万家庭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

衷心拥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

自信、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转化

为接续奋斗的实际行动，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沈跃跃要求，要坚持立德树人，

加强家庭教育支持服务。在强化家

长法定责任、主体作用上下功夫，

引导家长重言传、重身教，给孩子

上好人生第一课；在强化支持保障、

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上下功夫，巩

固队伍、建强阵地、丰富内容、创

新载体、完善机制，推进覆盖城乡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在

强化精准服务、满足家庭需求上下

功夫，因地制宜探索“菜单式”“项

目化”便捷服务方式。

要带动家家行动，培育优良家

风，引导家庭深入了解百年党史，

由衷感到党的领导好、社会主义制

度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

领，把好家风的内涵具体化，旗帜

鲜明倡扬家庭美德；注重常态化实

效性，有计划、分类别、不间断地

开展不同主题活动，推动更多家庭

和群众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要回应人民期待，建设新时代

好家庭。加强顶层设计，把家庭工

作放在大局中谋划，促进家庭与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回应家庭关切，

推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落地落

实，助力家庭提高生活品质；找准

切入点，充分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

基层自治，促进法治社会建设和社

会和谐稳定；关爱帮扶有患病妇女、

单亲母亲、留守儿童、失独老人的

困难家庭，把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

大家庭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持续

增强广大妇女和家庭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会议表彰了 999 户全国五好家

庭、200 个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

200 名全国家庭工作先进个人，揭晓

了 999 户 2020 年全国最美家庭。其

中，湖南 32 户家庭当选全国五好家

庭，33 户家庭被揭晓为 2020 年第二

批全国“最美家庭”，长沙县教育局

等 6 个单位被评为全国家庭工作先

进集体、刘金艳等 6 名同志荣获全

国家庭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湖南省妇联主席姜欣、副主席

方琼，省教育厅、省文明办、省民

政厅、省关工委、省直妇工委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全国五好家庭、全

国最美家庭、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代表以及基层妇联干

部代表共 40 余人在长沙分会场参

加会议。

32户家庭获评

李凌力家庭      周君红家庭     张四梅家庭       钟群英家庭

阳建红家庭     秦长志家庭      田家云家庭       向振国家庭 

曹玉兰家庭     李玉华家庭      李小梅家庭       周    菊家庭 

郭西洋家庭     贺谷英家庭      崔蓉家庭          李艳兰家庭 

刘    丹家庭     王丽华家庭     姜习新家庭       符江林家庭 

李    庆家庭     刘    毅家庭     刘慧家庭          谢昭娟家庭 

洪曼如家庭     贺小媛家庭      杨芝家庭          向明香家庭 

杨松林家庭     刘朝阳家庭      刘娟娟家庭      龚丁蓉家庭 

省妇联在益阳、张家界、邵阳
走访调研

33户家庭获评

湖南省 6 个集体获评

长沙市长沙县教育局 

湘潭市妇联 

郴州市苏仙区妇联 

益阳市妇联 

岳阳市妇联 

怀化市辰溪县妇联

湖南省 6名个人获评

李芸  娄底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凌宇 邵阳市第二中学教师、邵阳

市心理学会会长

吴菊   张家界市慈利县

商业幼儿园园长 

刘金艳 株洲市炎陵县妇联主席 

徐艳萍 永州市冷水滩区

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杨菊珍   湘西自治州凤凰县

竿子坪镇渔洞村妇联主席

2020全国最美家庭

湖南省

第十二届全国五好家庭

湖南省

王里江家庭      尹荷英家庭      雷分良家庭    宋   点家庭 
高金平家庭      周   燕家庭      崔秋萍家庭     曹连良家庭 
龙    霞家庭     黄早妹家庭      李小红家庭     谢   慧家庭 
罗糖一家庭      王凤娥家庭     郭美华家庭     贺秀英家庭
 陈文光家庭     潘青春家庭     周良香家庭     熊    丽家庭 
谷正平家庭     王金花家庭      尚花群家庭     皇甫玉成家庭 
杨五云家庭     宋文云家庭      徐联芳家庭     龙立平家庭 
罗庆伟家庭     邓学东家庭      向文凤家庭     沈波涌家庭 
张    莉家庭 

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家庭工作先进个人

他们分获全国五好家庭、最美家庭

湖 南 省 妇
联 党 组 书
记、 主 席
姜欣（中）
与 部 分 获
奖 代 表 合
影。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媛媛（前排左四）在张家界市永
定区沅古坪镇走访调研。

省妇联副主席方琼（左）走访慰问困境妇女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