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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三地妇联共同启动“同城发展 · 她行动”

“粉红色的野心”助力长株潭都市圈发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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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祁梦��6 月 10 日下午，益

阳市物流和快递行业第一次

妇女代表大会在市交通运输

局召开，市妇联副主席汤晖，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周建军，

市委两新工委办公室副主任

易宇出席。40 名来自市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市快递协会、

物流企业、快递企业的妇女

代表们参加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快递物流行业

妇联第一届妇联执委 7 名，其中

主席 1 名、副主席 1 名。此次物

流和快递行业妇联班子的构成，

以“行业主管部门 + 行业协会 +

市本级代表企业”为组织架构，

选举物流和快递行业党委专职副

书记熊梅担任主席，市邮政管理

局办公室主任骆颖担任副主席，

同时吸纳了市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市快递协会、邮政益阳分公司、

中通快递、市达安运输有限公司

等协会企业精英女性为执委班子。

新当选的妇联主席熊梅作表

态发言，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市

妇联、行业党委决策部署，进一

步完善工作体系，突出行业优势，

从物流快递行业姐妹的实际需

求入手，链接社会力量，当好“娘

家人”，带领物流快递行业妇

女听党话跟党走。

会上，市妇联副主 席汤

晖代表市妇联向市物流和快

递行业妇联的成立表示祝贺，

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强

化政治引领凝聚共识。二是

要紧扣发 展大 局建功立 业。

引导物流快递行业的女同胞

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和

优良家风，在促进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中立新功。三是要立

足群众需求精准服务。要搭建

学习、交流、倾诉、互动的平台，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积极排忧

解难。

据了解，益阳全市现有 5.7

万余名快递（含外卖）、物流行

业从业者，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7000 多人，约占 12.55%。

益阳市成立物流和快递行业妇联

“以后你们都不要买钻石了，我们的硬质合金才是真正的‘一颗恒久远’。”6 月 9 日，株
洲女科技工作者代表，被称为株洲硬质合金“金刚钻”的徐涛在上百位女科技人员面前介绍
硬质合金时，引发台下一片笑声。

这是 6 月 9 日，长沙、株洲、湘潭三地妇联共同主办的“同城发展 · 她行动”启动式暨
“科技赋能 合创未来”主题峰会现场。来自长株潭三地妇联负责人和 100 余位不同领域、不
同行业、不同学科的女科技工作者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长株潭“同城发展 · 她行动”
启动的这一历史时刻。

此次大会虽然始于“科技”，但野心却不止于此。一颗粉红色的“野心”在长株潭三地播
下种子，将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独一无二的巾帼力量。

长株潭都市圈发展

为何需要妇联作为
在湖南，长沙、株洲、湘潭

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

地域相近，产业互补，是湖南发

展的核心增长极。

2007 年， 长株 潭 城市群获

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一轮新的发展空间由此打开。

2022 年 2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

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

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

（简称《复函》），正式批复《长

株 潭都 市圈发 展 规 划》。 这 是

2022 年首个获批的都市圈发展

规划，也是中部首个、全国第四

个获批的都市圈发展规划。

在十多年的融合发展之后，

长株潭都市圈再次迎来了发展

的机遇期和黄金期。如何乘势

而为，为促进中部崛起提供新

引 擎， 引 领 湖 南 高 质 量 发 展，

成了全省上下共同瞩目的一张

图、一盘棋。

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是一个生

态性的、立体化的进程。而妇建

一体化则是这个庞大的立体化进

程中的重要部分。“同城发展·

她行动”，就是对《长株潭都市

圈发展规划》的积极响应和具体

落实。同时，它也是三地妇建工

作的实际需要。

长沙市妇联主席文方认为，

三地在妇女创业创新、妇女科技

创新、妇女乡村振兴等方面面临

相同的实际情况，拥有共同的目

标，如果能开展一些实质性的跨

区域协同化的交流和协作，一定

能创造出 1+1+1 ＞ 3 的成绩。

株洲市妇联主席漆帅花说，

在共建长株潭都市圈的时代背景

下，三地妇联推出“同城发展·

她行动”具有划时代意义。未来，

株洲市妇联将与长沙、湘潭两地

妇联优势互补、携手共进。

湘潭市妇联主席涂敬阳则看

到了妇女儿童发展上三地联动的

契机，三地工作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能打造更加完善的服务妇

女儿童家庭的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机制，在“十四五”妇女儿童

发展规划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推

动率先实现发展目标、保障措施、

权力维护上的一体化。

长沙、株洲、湘潭三地妇联

在会议上共同倡议：将紧紧围绕

“同城发展  合创未来”工作目标，

进一步整合工作资源，加强工作

协同，形成工作合力，为长株潭

都市圈协同发展贡献她力量。

“同城发展·她行动”

借科技起飞
 同城 发展的第一枪，打在

了科 技领域。在科 技产业布局

上，长株潭有声名远扬的“三谷”，

长沙有“麓谷”，株洲有“动力谷”，

湘潭有“智造谷”，长株潭三地

产业不仅可以同兴，还可以互补。

 女 科 技 工 作 者 是“ 三 谷 ”

中的重要人才组成。此次长株

潭“同城发展 · 她行动”启动

式的主题就是“科技赋能 合创

未来”。来自长株潭三地 100 余

位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学

科的女科技工作者代表们既是

长株潭“同城发展·她行动”启

动的见证者，也将是先行者。

在现场，长沙女科技工作者

代表伍红就和株洲女科技工作

者代表徐涛聊起了材料合作的问

题。伍红是三一集团总裁助理

兼总工程师办主任，曾获多个国

家级奖项，起草行业标准 2 项。

徐涛则是株洲硬质合金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两人探讨是否可

以将一类高端硬质合金使用在

生产线上。  

株洲天一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立新则对中南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郭东妮的

人工智能技术产生了兴趣，两人

在焊接机器人技术革新上展开

了想象。

除了探 讨 核心工 艺 上的 合

作，在场的女科技工作者们�者们�们�

认为，三地女科技工作者的信息

互通可能比具体的技术更加重

要，��科�上的融合开发、管，��科�上的融合开发、管��科�上的融合开发、管

理制度的互相学习、科技创新机

制的共同探讨等。“一个好的科

技创新机制可以营造好的创新氛

围，这一点至关重要。”徐涛说。

湖南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

席张媛媛在会议上表示，长株

潭三地优秀女科技人才代表为

长株潭“同城发展”聚集了巾帼

力量。她希望广大女科技工作者

弘扬科学家精神，为推进巾帼科

技创新贡献“她智慧”；希望株

洲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保持首发

优势，为推进巾帼科技创新激发

“她力量”；希望长株潭三地妇联

组织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携手推

动“同城发展·她行动”聚合“她

作为”。

如今，长沙的工程机械、电

子信息产业，株洲的轨道交通装

备，湘潭的机电、汽车零部件等

早已各自形成了相对的产业优势。

如何让三市加快促进产业协同、

创新协同，进一步形成各具特色、

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可以说，这样一个广袤天地，女

科技工作者平台将大有作为。

总而言之，长株潭“同城发

展·她行动”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妇联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如共同推进家庭建设、家教提

质、家风涵养，织密长株潭家庭

服务网；组建长株潭“她创平台”，

推动女性创新创业资源整合、优

势互补，抱团发展、合作共赢等

等。在资源上整合，在力量上共

建，在活动上联办，推动家庭建

设、项目服务、创新创业深度融

合。未来，长株潭三地妇联将把

“同城发展 合创未来”理念落实

到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媛媛（左二）和长株潭三市妇联主席一同
启动“同城发展 · 她行动”。

《长沙一民办职院收万元“预录费”，学生未入学却
遇退钱难》后续

学校回应：已退费，以此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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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谭里和��6 月 9 日上午，今

日女报全媒体以《长沙一民办

职院收万元“预录费”，学生未

入学却遇退钱难》为题报道了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疑违规收取

高额“预录费”一事，引发社

会关注。6 月 10 日，湖南都市

职业学院回应今日女报谭里和

工作室：招生老师未及时上交

退费材料导致退费贻误，现已

退费。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称：报道

中提到的新生当时办理了入校手

续，但未请假便自行离校。鉴于

该生系我院国家计划内单招录取

的新生，同时也办理了新生报名

入学手续，学院为其保留了入学

资格。2021 年 11 月，该生家长

和学生来校申请退学费，学院招

生办相关老师和学生沟通后得

知，该生有来校继续就读的愿望，

但学生家长不同意。根据学院要

求该生按照流程提交了退费申请

和相关材料，学院审核通过，并

由领导签字，由于招生老师保管

不当，未将材料及时交付财务，

致使该生未及时收到退还费用。

2022 年 6 月 8 日，学院按照流程

再次为该生办理了退费和取消入

学资格手续，并于 6 月 9 日下午

全额退回了该生15000 元的学费。

核销方表示，“在今后的办学过在今后的办学过

程中，我们将以此为戒，严格遵

守招生政策、维护招生秩序、公

开公平公正录取学生。”

物流快递行业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