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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等三部门：

涉嫌就业性别歧视单位将被联合约谈
据全国妇联女性之声消息 近

日，全国妇联、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

做好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共同推进女性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完善对女性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支持举措，

促进女性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针对社会关注

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通知》

中也明确指出，涉嫌就业性别

歧视的单位，将被联合约谈。

《通知》就加强思想引领、

开展指导培训、支持促进就业、

加强创业扶持等 4 个方面，推

出了若干举措。

加强思想引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做好引领、联系、服

务女性高校毕业生工作，开展

以“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

为核心的就业主题教育活动。

要加强示范带动，组织成功创

业女性进高校，为女性高校毕

业生送创新理念、送创业指导。

要树立一批女性高校毕业生创

业就业典型，引导女性高校毕

业生扎根基层，创新创造。

开展指导培训。要组建就

业创业导师队伍，为女性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职场辅

导、招聘对接等指导服务。要

深化校企合作，充分发挥各地

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作用，

为女性高校毕业生提供实习岗

位和实训机会。要提升培训质

量，结合市场需求和女性高校

毕业生特点，统筹高校、就业

培训机构等社会资源，开发一

批适合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培训

课程。

支持促进就业。要落实就

业补贴、高定工资档次等政策，

引导女性高校毕业生到基层社

区服务、教育医疗等人才紧缺

领域就业。要支持灵活就业，

探索研究数字经济时代女性就

业创业新模式，对灵活就业的

女性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

税收优惠、社会保险补贴等政

策。要用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平台”“24365 高校毕业生智

慧就业平台”，有针对性地挖掘

一批适合女性高校毕业生的岗

位信息。要做好就业帮扶，对

就业困难的女性高校毕业生提

供就业援助，根据不同困难状

况，分类开展就业帮扶。要强

化市场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对反映涉及就业性别歧视

的问题及时核查处理，对涉嫌

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实施

联合约谈。

加强创业扶持。要推进大

学生创业园、全国大学生创业

服务网、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

地等载体建设，为女性高校毕

业生创业创新、返乡创业提供

咨询辅导、跟踪扶持等一站式

服务。要组织开展女性高校毕

业生创新创业大赛、技能比武

活动，为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打造更多交流、展示和服

务平台。要加大与商业金融机

构合作力度，为女性高校毕业

生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对

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创业

担保贷款政策。

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在沙洲村举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
炜 通讯员 唐青 徐小慧）9 月2

日，“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揭牌仪式在郴州市汝城县

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

题陈列馆举行。湖南省妇联宣

传部部长黄蕴，郴州市妇联党

组书记、主席首小翠，汝城县

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部长侯

峥辉共同为基地揭牌。

据了解，全国妇女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是纪念在近代以来各

个历史时期，尤其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中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

的女性、女性团体及与女性有

关的组织机构而建立的纪念场

所，目前全省仅有两家。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

列馆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

汝城为主线，以三个女红军与

村民徐解秀之间发生的“半条

被子”的动人故事为主题，充

分展示了共产党人与群众血脉

相通、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

2020 年以来，在省妇联的

精心指导下，市、县两级妇联

依托基地，广泛开展了党史学

习教育、红色家风故事宣讲、巾

帼志愿服务、巾帼创业技能培

训、“出手吧，姐姐”直播带货

等活动，在沙洲村成功创建了“巾

帼创业一条街”“好家风·古

祠堂示范馆”，带动了汝城沙洲

及周边广大妇女以昂扬向上的

姿态，赓续红色血脉，积极投

身经济社会建设实践中，充分

展现新时代巾帼风采。

此次揭牌对沙洲村进一步

发挥红色文化优势、传承红色

基因，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下一步，该馆将充分发挥全国

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一方面，通过女讲解员及“林邑

巾帼红”宣讲团广泛开展宣讲，

引领广大妇女怀爱国情、树报

国志、践强国行；另一方面，

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活动载体，

让广大妇女儿童从红色文化中

吸收充足营养、汲取前行力量，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成为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重要力量。

湘妹子在残奥会喜获佳绩，湖南省妇联暖心祝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刘丽佳）9月 5日，东京残

奥会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以

96金60银51铜共207枚奖牌，

在金牌和奖牌双榜遥遥领先，

实现了从 2004 年雅典残奥会

至今的残奥会金牌和奖牌五

连冠。此次东京残奥会，湖南

共有 11 名运动员出战，他们

发扬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

神，摘金夺银、锐不可当，贡

献出10 金 3 银 1铜的好成绩。

其中，7 名湘女运动员获得 8

金1银 1铜。

9月6日，湖南省妇联向第

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湘

籍女运动员致贺信，送上“娘

家人”的暖心祝贺。信中说：

欣悉在刚刚结束的残奥会上，

你们取得了8 金1银 1铜的好

成绩，充分展现了残奥湘军的

风采与实力，为祖国和人民赢

得了新的荣誉。在本届残奥会

上，你们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

困难和障碍，生动诠释了新时

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精神，展示了新时代残疾人运

动员挑战极限、勇于超越、顽

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是广大妇

女学习的优秀榜样。在此，湖

南省妇联代表全省妇女同胞

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获奖运动

员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亲切问

候！热烈祝贺湖南省三八红旗

手周霞、史逸婷、文晓燕、蒋

芬芬在残奥运上再次夺冠！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新

的起点上勇往直前，再创佳绩。

希望全省广大妇女以你们为榜

样，学习你们心系祖国、牢记

使命的爱国精神，学习你们不

屈不挠、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范，

学习你们身残志坚、超越自我

的意志品格，立足本职岗位，

努力拼搏进取，甘于无私奉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为大力实施

“三高四新”战略，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谱写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

章贡献巾帼力量。

衡阳：12338 维权热线培训班开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李燕 龙百钰）“您好，这里

是妇女维权服务热线吗？我的

表妹结婚 3 年多了，跟丈夫感

情不和，有一个小孩才 1岁多，

现在想要离婚，请问应该怎

么办？小孩由谁抚养？”上午

9点，12338 热线“热”了起来，

“离婚有两种途径，协议离婚

和起诉离婚，如果她的丈夫愿

意离婚，可以直接去民政局协

议离婚，如果不同意，就去法

院起诉离婚。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离婚

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

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所以小

孩的抚养权原则上归女方”。

接这个热线电话的，是衡阳市

妇联主席谌惠渝，她一边认真

记录妇女群众的诉求，一边进

行情绪安抚，两个小时的热线

问政中，她耐心回应群众求助，

为妇女维权支招。

为进一步规范

12338、12345 热

线接听工作，提升

维权热线接 线水

平，9 月 1 日， 衡

阳市妇联联合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举办

了全市 12338 维权

热线培训班，市妇

联主席谌惠渝看望

慰问热线接线员并

出席培训班讲话。

各县市区妇联信访维权专干、

县市区热线管理员、市接线

员共 60 余人参加培训。

谌惠渝在会上传达了全国

妇联、省妇联对 12338 热线

工作的指示精神，充分肯定了

热线在回应妇女群众期待和

诉求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勉

励大家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热线的重要性；

要强化学习，持续提升专业

化服务水平；要牢记使命担当，

用心用情做好热线服务工作，

确保 12338 维权热线维护好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参与

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此次

培训意义重大，将以此次培

训会为契机，认真思考、查

漏补缺，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更好地为妇女群众服务。

衡阳市妇联主席谌惠渝接听 12338 热线。

湖南省妇联宣传部部长黄蕴，郴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首小翠，
汝城县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部长侯峥辉共同为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