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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巾帼之歌 筑梦伟大时代
——海南省妇联五年工作回顾和今后工作展望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砥砺前行。
过去的五年，是我省广大妇女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胸怀大局、凝心聚力，共享改革发展机遇、共创美好幸福生活，展现“半边天”风采的五年；是我省各级妇联

组织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妇女工作蓬勃开展，妇联改革全力推进，妇女事业成就显著的五年；是我省妇女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伟大实
践中奋力前行的五年。

五度春秋，岁月如歌，硕果累累。五年历程，步履坚实，足音铿锵。
五年来，在省委和全国妇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贴近基层、服务妇女，聚焦重点、狠抓落实，圆满完成了省妇女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谱写了海南妇女事业创新发展的辉煌篇章。
她们，用勤劳、汗水书写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彩人生；她们，用智慧、拼搏毅然撑起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

思想引领坚强有力

9月7日，省妇联举办了一场“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党员讲体会、支部
书记讲党课演讲比赛。参赛选手激情
飞扬，展示了新时期妇联干部的风采，
更表达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这是海南省妇联自觉承担思想
引领政治任务的一幕。

我省将在妇联组织中开展大学
习活动，引导妇联干部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省委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
七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学
习贯彻的成效转化为高举伟大旗帜、
坚定维护核心、忠诚党的事业、做好
妇联工作的实际行动。

我省将在妇女群众中开展“百千

万巾帼大宣讲”活动，把党的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润物无声地传递给妇女
群众，引导广大妇女群众增进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
认同，引导她们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做党的好女儿，为推动海南新
一轮改革开放和争创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贡献巾帼力量。

全省各级妇联将推进改革向纵深
发展，坚持党的领导，把政治建设放在
首位，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
活动，引导广大妇女自觉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凝聚巾
帼力量建功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把妇联组织建设得更加充
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

夯实阵地 把妇联服务延伸到妇女群众身边

近日，省妇联“春蕾助学 巾帼
圆梦”行动资助每人一次性5000元的
助学金，全部拨入到全省16个市县
20名贫困学子的账户，它犹如一场及
时雨，一解寒门学子的燃眉之急。

这是我省妇联组织大力促进社
会和谐的一幕。

未来，我省妇联将通过贯彻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服务妇女儿童，增强妇女儿童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深化家庭文明
建设，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形式，大力推动社会和谐。

在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上，我省将着力推进妇女儿童发展纲
要规划实施，营造促进男女平等和妇
女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坚持妇女
儿童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
充分调动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和社会

各方工作合力，使妇女儿童的权益更
有保障、生活更加幸福。

在增强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上，我省将推动完善妇女儿童帮
扶机制。深化贫困妇女儿童救助工
作。制定和完善专项救助制度。大力
创新社会救助模式。推动实施妇女儿
童民生实事项目。推动城乡妇女“两
癌”免费检查项目的实施。探索建立
贫困患病妇女救助机制和农村妇女妇
科病免费检查、预防治疗的长效机制。

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上，我
省将抓住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
要机遇，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落实“从家庭做起，从娃娃
抓起”的要求。深化寻找“最美家庭”
活动；开展“绿色家园”家庭行动；打造

“家庭教育社区乡村行”品牌，创新推
进网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建设妇女事业的大厦，需要
以统一思想凝聚强大力量。推
动妇女工作的发展，需要牢牢把
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五年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提高政治
站位，承担起团结带领广大妇女
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和七届省
委历次全会精神，传播党的声
音，弘扬时代主旋律，凝聚广大
妇女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五年，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全社会鼎力关心支持，我
省妇女儿童发展环境进一步优
化，妇女儿童事业阔步前行。

这五年，我省各级党政领导
坚强有力。省委出台《海南省妇
联改革方案》，为妇联改革指明
方向、提供遵循；省政府召开全
省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市县党
委政府实施本地妇女儿童发展
规划，推进本地妇联改革。

这五年，我省全社会支持力
度显著增强。各级人大通过立
法和执法检查有效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各级政协通过提案
支持妇女儿童工作。各级妇儿
工委成员单位从各方面提供有

力保障；省妇联、省高院、省公安
厅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
意见》。各类媒体大力宣传，社
会慈善组织和人士积极参与，巾
帼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这五年，我省妇女儿童事业
成就突出。女干部队伍不断壮
大，一批优秀女干部进入各级领
导班子，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
比例提高。女性教育环境不断
优化；妇幼健康服务水平大幅提
升；连续出台多项保险法规和政
策，妇女儿童社会保障水平不断
提高。妇女在新经济新业态下
参与经济发展的舞台更为广阔；
从省到村居四级法律援助服务
网络基本建成。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家国两相依。家庭，是妇联工作
的传统阵地；家庭，是妇联工作
的优势领域。

五年来，省妇联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
精神，不断创新载体和手段，打造
美丽庭院、寻找最美家庭、创建家
长学校，以小“家”带大“家”，从乡
村到城镇，在追求美丽文明和谐
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这五年，省妇联探索创新寻
找“最美家庭”活动，创建“五好
家庭”活动，组织“最美家庭讲好
家风好家教”巡讲队伍，培养树
立各类孝老爱亲、爱岗敬业、向
善向上等家庭典型。积极推进
《海南省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
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

实施。新增3000多名家庭教育
指导师。开展“家庭教育社区乡
村行活动”，举办公益讲座、亲子
阅读、母亲课堂等600多场，构
建“海南家校合作家庭教育微课
学习群”矩阵，覆盖全省19个市
县2.3万个家庭，近400万人次
参与在线学习。

这五年，妇联服务发展大局
更加积极有为。开展“巾帼脱贫
行动”，举办“励志班”以教育助
力脱贫，2018年实现“用10年时
间培养1万名贫困好女孩，带动
1万户家庭脱贫致富”的目标，习
近平总书记曾对此做出重要批
示“扶贫重在扶志，扶志重在育
才”。开展“创业创新巾帼行
动”，累计发放妇女小额贷款
79.37亿元，有效帮助21.4万名
妇女解决发展资金问题；联合组

织专场招聘会159场，帮助女性
劳动者实现就业2.28万人。

这五年，服务妇女群众更加
温暖贴心。完善妇女儿童维权
机制，构建维权服务热线、维权
服务站、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等
维权网络，妇女维权合议庭工作
走在全国前列。全省各级妇联
累计接待妇女信访1909人次，
发放妇女儿童维权救助资金32
万元，帮助100余名信访妇女儿
童解决生活困难和经济困境。
开展丰富多彩的普法、帮教、禁
毒、防艾等活动，常态化推进禁
毒三年大会战工作，省妇联“妈
妈训教团”的业绩在海南日报和
禁毒专刊刊登，海口市“妈妈训
教团”荣获全国优秀志愿服务团
队称号和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第一阶段先进集体。

高举旗帜 汇聚“半边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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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俄
朗村，村庄整洁大方。为帮助贫困群
众，该村12名妇女在妇联帮助下，自
发建立脱贫攻坚妇女阵地，帮助全村
打扫卫生，组织大家一起参加黎锦培
训班学习编织黎锦，增加家庭收入。

这是我省开展“巾帼心向党·建
功新时代”的一幕。

未来，我省将实施“创业创新巾
帼行动”。贯彻新发展理念，抓住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机遇，深化“双学
双比”和“巾帼建功”创建活动，引导
广大妇女学习新技术、投身新产业、
创造新业态，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我省将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
动”。加强思想引领，激发广大农村妇
女投身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计
划”，帮助农村妇女提高适应生产力发
展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在更广领域、更
深层次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我省将实施“巾帼脱贫行动”。加
大政策宣传，办好扶贫巾帼励志班，用
好小额贷款，增强贫困妇女群众脱贫攻
坚内生动力。加强技能培训，培育巾帼
脱贫带头人。充分发挥巾帼脱贫示范
基地致富、帮富、带富作用，引领妇女发
展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乡
村旅游等优势产业。

她们，是绚丽多姿的铿锵玫
瑰；她们，是不让须眉的巾帼女杰。

融入新时代，承担新使命。
妇女工作要在新形势下展现新
作为，不但要强思想壮筋骨，更
要延伸触角激发活力。五年来，
她们勇于改革创新，把妇联组织
建到乡镇、社区（村），把“联系和
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在全省，构建妇联组织新
格局。

省妇联正确把握方向，以钉
钉子精神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全面启动机构机制职能改革工
作，打造专职、兼职、挂职相结合
的机关干部队伍。全省3162个
村（社区、农场）全部完成妇代会
改建妇联，新增村级妇联执委

12145个，新增兼职副主席3729
个；219个镇街完成区域化建设，
新增镇街妇联执委1524个，新
增兼职副主席340个，已基本完
成全省乡镇妇联区域化建设和
妇代会改建妇联的任务，妇联组
织的神经末梢更加敏感、毛细血
管更加畅通。

在市县，扩大妇联工作影
响力。

各市县妇联解放思想，纵深
推进妇联改革。海口秀英区采
取每个镇街同一“选举日”、同步
选举的方式，率先全部完成妇代
会改建妇联及选举工作；陵水本
号镇借发展全域旅游契机，利用

“妇女之家”阵地积极开展多种
服务；屯昌在“会改联”中把割胶

能手、个体经营户等选进领导班
子，扩大各界妇女群众参与度；
三亚吉阳区博后村和公司联合
组建妇联，扩大妇联工作力量。

在线上线下，激发妇联工作
活力。

推进网上妇联建设，建立一
网（海南妇女网）、两微（微信、微
博）和N群（微信群、QQ群），实
现线上线下两个阵地同步提供
服务。妇联干部走出机关、走向
基层，直接联系和服务妇女群
众。各级妇联组织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
动，强化纪律规矩意识，提高干
部队伍素质。

创新载体 增强妇联工作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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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妇联组织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

海南省妇联启动“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关爱偏远地区贫
困妇女儿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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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妇联工作谱华章

五年来，我省综
合实力大幅提升，经
济结构加快调整，发
展基础日益夯实，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不断提高。这
些成绩离不开全省
广大妇女，她们用勤
劳的双手把一幅幅
蓝图变为现实。

未来五年，全省
广大妇女“巾帼心向
党 建功新时代”，将
自觉担负起时代赋
予的光荣使命，在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伟大征
程中充分发挥“半边
天”作用，尽情绽放
新时代芳华。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妇联工作谋新篇

展望篇

巾帼建功奋发有为

关注民生和谐有爱
海南省妇联干部深入乡村开展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中央12号文件、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知识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