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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联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契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统领妇女工
作，
坚持服务大局与服务妇女相结合、妇
女维权与社会维稳相结合，形成了系列
特色亮点工作。市妇联被评为 2013 年
度全市综合治理优胜单位、党建工作先
进单位、年度考核优胜单位等荣誉称号。
常规工作常抓常新，重要职能目标
圆满完成。争取领导重视支持，妇女工
作新环境更加优化。
发 挥 优 势 ，帮 助 妇 女 发 展 服 务 大
局。凝聚力量，实施维权关爱举措有
力。夯实基础，提升自身建设激发活
力。求真务实，
教育实践活动成效凸现。
创先争优工作注重突破，妇女工作
创新发展。建协会，发挥作用，延伸服
务基层的手臂。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建机制，推动妇女日常工作职能化。加
强干部自身建设。
2014 年共为 647 名城乡创业妇女发
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 3885 万元、组织法
律宣讲活动 100 余场次、为两癌妇女争
取救助款 29 万元……一串串数字，是市
妇联努力的见证，
她们的工作，
得到省妇
联好评，
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充分肯定。

咸安妇联

为妇儿办实事好事
2014 年，咸安区筹集 16 万资
金，
分别为全区 1.1 万名妇女免费检
查“两癌”工作、为 35 名贫困女大学
生提供入学费用，充分发挥妇儿工
委办统筹协调作用。
近年来，咸安区十分关注全区
妇女儿童发展亟需解决的突出问
题，先后联依托项目化管理，做好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加大
“金凤工
程”
助学行动服务广大妇女。
联合区总工会、人社局等开展
了对全区《妇女权益保障法》落实情
况的调研，争取“两癌”救助金和助
学金；配合卫生部门做好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工作，在确保完成检查
任务的基础上，继续增量扩面，扩大
“两癌”免费检查受益面。

赤壁妇联

建好基层妇女组织
去年来，赤壁市妇联以
“全面覆
盖、示范引领，整合资源、共建阵地，
突出特色、
做强功能”
为目标，
巧借社
会力量，开展
“妇女之家”创建工作，
努力把
“妇女之家”建设成为广大妇
女的
“坚强阵地”和
“温暖之家”
。
全市 144 个村、34 个社区已经
全部建立
“妇女之家”
，
且达到
“六有”
建设标准的占80%，
其中赵李桥镇赵
李桥居委会被授予湖北省示范
“妇女
之家”，车埠镇芙蓉村被授予咸宁市
示范
“妇女之家”
。
2014 年 7 月，全省妇联基层组
织建设现场会与会代表近 220 人来
我市，参观基层妇联组织示范点，交
流和探索新形势下妇女基层组织建
设新模式。三家单位妇女基层组织
建设工作经验材料在全省现场会上
作交流。省妇联主席高度评价了赤
壁市
“妇女之家”建设以及妇联工作
取得的成效。

嘉鱼妇联

深化文明家庭创建
2014 年，嘉鱼县妇联创新工作
载体，三举措打造文明家庭
“金字招
牌”。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已经
普及嘉鱼城乡 10 余万家庭。
定期督导，及时表彰。嘉鱼县
妇联将创建工作作为重要考核指
标，定期召开乡镇妇联会议进行督
导，总结不足，发现典型。三八期
间，表彰“平安家庭”示范创建单位
10 个、
“ 平安家庭”50 户，
“ 四个十
佳”文明家庭 40 户。
注重宣传，全民参与。三八法
制宣传周，嘉鱼县妇联共发放宣传
资料 30000 份，
《家庭文明必读》手
册、
最美家庭宣传画 1000 份，
为 900
个家庭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
丰富载体，多点开花。嘉鱼县
妇联积极拓宽活动覆盖领域，开展
“家庭助廉”活动，引导教育领导干
部家庭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 关爱
女孩”活动帮扶二女户家庭 4 户，帮
扶金额 4000 元；扶持社会组织“2+
1”亲子社，开展亲子活动 36 场。

社会进步

今年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 20 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年。近年来，男女平等国策意识进一步深入人心，自然性别平等基
本实现，
社会性别平等也正在逐步推进。
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伴随着咸宁经济社会快速前进的步伐，
我市妇女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咸宁妇女以崭新的精神风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开放意识和独立的人格，紧跟时代步伐，巾帼不让须眉，奋斗在各条战线上，撑起咸宁经济社会发展
的
“半边天”
，在全面推进省级战略咸宁实施中加快实现绿色崛起的进程中谱写了妇女事业的新篇章。

撑起发展的半边天 助推实现绿色崛起
目前，我市妇女在就业与社会保障、卫生与健
康、教育、环境和法律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各项指标已基本达到中期目标。
妇女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我市通过引
导妇女转移就业、实施妇女岗位援助计划等五项
措施，稳定和扩大妇女就业渠道。2013 年全市从
业 人 员 153.7 万 人 ，其 中 女 性 69.3 万 人, 占
45.09%，比 2000 年提高 0.13%；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 33.9 万人，其中女性为 11.8 万人，比 2000 年增
长 35.63%。五项社会保险已经覆盖绝大多数城
镇 职 工 ，其 中 女 性 参 保 占 比 分 别 为 50.2% 、
50.78% 、48.92% ，比 2000 年 分 别 增 长 4.2% 、
5.8%、2%。2013 年 8.64 万名妇女纳入低保，占
41.8%，是 2000 年的 12.58 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为 103.3 万人，其中女性 51.7 万人。
妇女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2013 年我市产
前检查率为 97.22%，比 2000 年提高 8.7 个%；全市
妇女住院分娩率达到 99.99%。出生人口性别比
为 118.51，连年来持续保持下降态势。2013 年，
共为 33445 人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82.15%。妇女儿童享受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水平逐步提高，健康状况
得到改善。
妇女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升。2013 年，全市
小学适龄儿童净入学率和小学五年巩固率连续三
年 达 到 100% ；初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为 99.1% ，比

2000 年提高 6.6%，其中女生 99%，比 2000 年提高
8%；2013 年，全市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 89.3％，
与 2000 年相比增加了 1.3 倍，
其中女生毛入学率达
到 89%，与 2000 年相比增加了 1.7 倍。2000 年以
来，我市妇女受教育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女性受教
育程度继续提高。2013 年，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
为 8.83 年，比 2000 年增加了 1.43 年。
妇女参与决策管理作用逐步凸显。截止
2013 年底，市、县两级政府领导班子中女干部配
备率，市、县两级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女干部
配备率均为 100%。全市女性公务员 1940 人，女
干部比重为 21.1%。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比
重较上届有大幅提高，分别总数的 21%和 20%。
新 发 展 女 党 员 1524 人 ，占 新 发 展 党 员 的
36.98%。2014 年农村“两委”换届，实现村妇代会
主任进村“两委”比例达 100%，我市村委会成员中
女性比例为 25.56%，比上届提高 1.37%。
妇女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我市成立了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领导小组，建立妇女儿童情况通
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和司法行政与妇联维权工
作协调机制。成立了“110”家暴报警中心和家庭
暴力伤情司法鉴定中心，开通了 12338 妇女维权
热线，县以上普遍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和妇女儿童
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妇女维权合议庭 31 个。
2013 年通过医疗救助和大病医疗救助的方式，先
后实施医疗救助的困难妇女人数有 9735 名，占救

助总人数的 57%。为 475 名女性贫困精神病患者
实施了住院补助或每人每年 500 元的药费补助，
2013 年 全 市 获 得 法 律 援 助 的 妇 女 儿 童 人 数 达
3501 人，是 2000 年的 6.5 倍。
妇女生存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市妇联推进母
亲安居工程，帮助 557 户单亲特困母亲入住新居；
六个综合服务体系试点累计入住留守儿童 7466
人；
“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累计为 56931 名妇女开
展健康普查，义诊 15485 人次，免费发放药品 7.6
万余元，减免费用 8.4 万元；累计为 1389 名创业妇
女办理小额贷款 8563 万元；累计筹集资金近 200
万元，资助贫困女大学生 692 人。结合寻找“最美
家庭”活动，开展“全民阅读”进家庭等系列活动，
发挥家庭作用，
促进社会和谐文明发展。
今年是我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的第五个
年头，规划的中期目标要在今年兑现，这不仅关系
到我市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进程，也关系到省级
战略咸宁实施的进程。
促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男女两性和
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妇女
自身全面发展；有利于尊重与发挥妇女的主体地
位。各级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帮助妇女提
高综合素质，把巨大的妇女人力资源转化为强大
的妇女人才资源，培养妇女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增强妇女参与经济管理和决策的自
主意识、实际能力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2015 年庆三八表彰光荣榜
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
续 辉 通城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全国巾帼文明岗名单
湖北省烟草公司咸宁市公司营销中心订单部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名单
王 琼 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副处长
魏艳香 赤壁赵李桥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名单
通城县新三汇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名单
胡贤利 通城新三汇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湖北省三八红旗手名单
刘 超 湖北科技学院医药研究院教授
舒美仙 通山县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局局长
杜 鹃 咸宁市华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汪 娟 崇阳县天城镇妇联主席
湖北省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赤壁市车埠镇芙蓉村妇代会
咸安区法律援助中心
湖北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名单
咸宁市公安局妇委会
赤壁市妇联
通山县杨芳林乡妇联
湖北省妇联系统劳动模范名单
谭秋梅 咸安区横沟桥镇孙田村妇代会主任
金雪平 通城县隽水镇油坊村妇代会主任
湖北省妇联系统先进工作者名单
钱承菲 市妇联副调研员
湖北省巾帼文明岗名单
咸宁市中心医院儿内科
咸宁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崇阳县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窗口
嘉鱼县实验小学
湖北省巾帼建功标兵名单
徐素芬 咸宁市环卫局永安环卫处清扫队队长
刘慧平 通山县公路局养护公司副经理
湖北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名单
通城县夏江源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赤壁市华璟园艺有限公司
咸宁市三八红旗手名单（10 名）
杨斌斌 咸宁市外国语学校副校长
张小荣 中商百货咸宁分公司总经理
徐 艳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主治医师
王 晶 咸宁市中级法院书记员
黄 燕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
王 平 嘉鱼县第一中学教师
张梅花 赤壁市新店镇中学教师
周丽萍 通城县四庄乡中学教师
陈伊玲 崇阳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倪 霞 通山县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
咸宁市三八红旗集体名单（10 个）
湖北省女检察官协会咸宁分会
咸宁市中心医院妇产科
咸宁瑞雅毛巾有限公司
咸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嘉鱼县妇联
赤壁市交通运输局妇委会
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
通城县地方税务局妇委会
崇阳县石城镇妇联
通山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7版

2015 年 3 月 6 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咸宁市妇联系统先进工作者名单（11 名）
周光前 咸宁市妇联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
谢淑兰 咸宁市文体新局印刷科科长、
妇委会成员
李雄兰 咸宁市统计局民调中心主任、
妇委会副主任
陈 华 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副园长、
妇委会主任
何晓玲 浙江洁丽雅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区域总代
理、咸宁市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王美英 咸安区横沟桥镇妇联副主席
杨金琪 嘉鱼县簰洲湾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
妇联主席
陈迪昭 赤壁市蒲纺工业园区妇委会主任
熊 丽 通城县石南镇妇联主席
汪丽萍 崇阳县人民医院妇委会主任
徐燕辉 通山县教育局妇委会主任
咸宁市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名单（9 个）
咸宁市住建委妇委会
咸宁市女作家协会
咸安区老干部局妇委会
咸安区浮山办事处妇联
嘉鱼县官桥镇妇联
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锁石岭社区妇联
通城县北港镇妇联
崇阳县青山镇妇联
通山县大路乡妇联
咸宁最美家庭名单（20 户）
咸宁市粮食局王龙顺家庭
咸宁市检察院聂瑛家庭
咸安区青龙山高中万秋林家庭
咸安区总工会饶辉煌家庭
咸安区温泉办事处白茶村吕群英家庭
嘉鱼县官桥镇王锦书家庭
嘉鱼县公安局范红梅家庭
嘉鱼县梁家山社区张家元家庭
赤壁市蒲纺六米桥社区李良超家庭
赤壁市神山镇文清村罗习珍家庭
赤壁市蒲圻办事处大田畈社区许桂生家庭
通城县一中胡艳凡家庭
通城县审计局吴莉芳家庭
通城县沙堆镇舍房村杜岳先家庭
崇阳县石城镇黄龙村王良英家庭
崇阳县铜钟乡福利院艾凤华家庭
崇阳县天城镇蛤蟆石村王春娥家庭
通山县供电公司陈华强家庭
通山县杨芳林乡郭家岭村吴群娣家庭
通山县石油公司袁玉英家庭
咸宁最美家庭提名奖名单（20 户）
咸宁市国土资源局曹加九家庭
咸宁市恒发检测服务公司付咸秀家庭
咸安区温泉办事处白茶村程时辉家庭
咸安区国土资源局王晓玲家庭
咸安区水利局徐一钊家庭
嘉鱼县新街镇王家月村姜小英家庭
嘉鱼县人武部任立华家庭
嘉鱼县高铁岭镇新庄村陈铁梅家庭
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青泉社区范兴奎家庭
赤壁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汪艺家庭
赤壁市桂花树社区马爱玲家庭
通城县四庄乡小井村杜耀甫家庭
通城县隽水小学游华玉家庭
通城县石南镇小学黎凯家庭
崇阳县天城镇雷凌云家庭
崇阳县青山镇石垅村魏锦绣家庭
崇阳县人民银行廖虹家庭

通山县闯王镇刘家岭村汪元勤家庭
通山县地税局程仙娥家庭
通山县黄沙铺镇高槎坪村孟六云家庭
2014 年度全市妇女工作目标考核
优胜单位名单
全市妇女工作目标考核优胜奖
嘉鱼县妇联 通山县妇联
全市妇女工作目标考核单项工作优胜奖
办公室工作优胜奖:通城县妇联
组织工作优胜奖:咸安区妇联
发展工作优胜奖:赤壁市妇联
宣传工作优胜奖:赤壁市妇联
权益工作优胜奖:通城县妇联
儿童工作优胜奖:崇阳县妇联
妇儿工委办工作优胜奖:咸安区妇联
2014 年咸宁市示范“妇女之家”名单(12 个)
咸安区汀泗桥镇古塘村
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
嘉鱼县陆溪镇藕塘村
嘉鱼县陆溪镇邱家湾村
赤壁市蒲纺工业园区桃花坪社区
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锁石岭社区
通城县石南镇牌合村
通城县马港镇程坳村
崇阳县天城镇十字街社区
崇阳县天城镇和平社区
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
通山县通羊镇新城社区
咸宁市巾帼文明岗名单（8 个）
咸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咸宁市交通实验幼儿园
咸安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出入境窗口
嘉鱼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窗口
赤壁市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通城县环卫局管理股
崇阳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
通山县社会保险基金结算稽核局
咸宁市巾帼建功标兵名单（8 个）
张 萍 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分局耕保科科长
赵 锦 人行咸宁中支中级经济师
周顺先 咸安区桂花桥镇教育总支会计
王芙蓉 嘉鱼县防范办主任
刘玉梅 赤壁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曾 玉 通城县通城一中教师
冯卓雅 建设银行咸宁分行崇阳支行客户经理
王桂芹 通山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咸宁市双学双比女能手名单（12 名）
徐春先 咸安区双溪桥镇李容村
王晓燕 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
孙莲香 嘉鱼县潘家湾镇四邑村
江艳红 嘉鱼县鱼岳镇方家庄村
龙 霞 赤壁市中伙铺镇十八里畈村
王凤华 赤壁市黄盖湖镇老河村
柳 姣 通城县隽水镇油坊村
王三梅 通城县石南镇樊店村
魏 卫 崇阳县天城镇洪下村
代青青 崇阳县青山镇石垅村
阮英祝 通山县大路乡龙岭村
吴群娣 通山县华磊园林苗木专业合作社

2015 年

市妇联将认

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中发
[2015]4 号）文件精神。坚持服务大
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坚持改革创
新，大力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
落实，引领全市妇女在推动省级战略
咸宁实施中加快实现绿色崛起发挥半
边天作用。
坚决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统领全市妇女工作，促进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贯彻落实。
坚持依法维权，拓宽妇女维权新
平台。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做
好信访接待，加大源头维权力度。
深化宣传工作，抓好文明家庭创
建，用良好家风、传统美德、科学方法
引导建设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城乡妇女新发
展，激励妇女大力弘扬“四自”精神。
培育新兴社会组织，推进妇女工作改
革创新，积极落实政府十件实事。巩
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扎实开展“三严
三实”活动，以良好的作风更好地为妇
女群众服务。

通山妇联

特色项目传递温暖
去年来，通山县妇联用看得
见、听得到、叫得响的实招，传递
服务妇女儿童最强音。
进行妇女“ 三最”问题大调
研，了解妇情妇需、妇思妇想、妇
愿妇盼，在妇女群众最期待的地
方找项目；将工作用“项目”固定
下来，分门别类，有的放矢；建立
“1+N”项目联系制度，上下联动，
分解目标责任。
自项目化管理运用于妇联工
作以来，妇女群众参与度、社会关
注度都有了空前变化：
创新力在项
目的市场化开发中得到提升；
执行
力在项目的制度化规范中得到提
升；
资源整合力在项目的社会化运
作中得到提升。通过事实化运作，
通山县“两癌”检查完美收官;“母
亲安居工程”温暖一方;百名“金
凤”展翅翱翔;“春蕾高中班”落户
通山;“绫致基金”全面铺开;维权
助困真情传递。

崇阳妇联

深度关怀留守儿童
自崇阳被确立为“全国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示范县”一年
多来，县妇联积极协调社会各界，
强化举措，关爱工作在持续推进
中深入发展。
去年来，该县对留守儿童形
成服务对象全覆盖、服务机制全
配 套、服务氛围全形成的格局。
关爱工作纳入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留守儿童联席会议、调查研
究、
跟踪管理等制度进一步健全，
为
关爱服务工作提供了强力保障。
全县有各级托管机构、服务
站所 130 多个，留守儿童入园入
园率近 100%，意外伤害、犯罪率
多年持续为零，留守儿童成长环
境进一步优化。
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爱心
爸爸妈妈”
、
“五老志愿者”
、
“知心
哥哥姐姐”等合计 7218 名，且仍
有不少爱心人士志愿加入关爱队
伍，1 万多名留守儿童从中受益。

通城妇联

推动社会化维权
2014 年，在通城县妇联的努
力下，该县妇女儿童社会化维权
工作格局已见成效。
信访渠道畅通。以法律援助
中 心 为 主 导 ，依 托 维 权 工 作 站
（点），
妇女儿童的诉求得到了合理
的反映和依法维护；
2014 年，
仅续
辉工作室接待妇女来信来访 437
件，未成年人来信来访 285 件。
法律援助惠及特困群体。
2014 年法律援助中心办理困难妇
女援助案件73件，
未成年人46件。
建立婚姻家庭预立案诉前调
解机制。与县法院携手化解家庭
矛盾，2014 年预立案件 396 件，
化解 59 件，为“平安家庭”的创建
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