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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017年，在寿光牛头镇村
“会改联”工作中，朱萍当选村
妇联主席，“从当选那天起，我
就想着为姐妹们干点实事”，她
带领妇女创办了草编专业合作
社，已辐射带动1000多名妇女
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10户家
庭通过草编实现脱贫。

得益于山东省妇联改革发
展，推动全省妇女儿童工作落
地落实的有生力量不断壮大。
全省各级妇联组织严格遵循中
央群团改革精神，对标省委和全
国妇联改革要求，围绕强“三
性”、去“四化”，大胆改革创新，重
构组织形态。全面完成村(社区)
妇代会改建妇联工作，变过去妇
代会主任单兵作战，为7-15人组
成的执委会团体作战，更好地把
辖区内妇女组织起来，共同为村
(社区)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扎实实施基层妇联组织建
设“细胞工程”，拓展组织覆盖，
在巩固传统领域妇联组织的基
础上，在新领域、新群体、妇女
集中地横向拓展妇女组织6000
余个；壮大工作力量，将女骨干、
女能人和先进典型吸纳到基层
妇联工作队伍中，乡镇(街道)、村
(社区)妇联执委数量达到55万
人，变服务对象为工作力量，延
伸了妇联工作手臂；5万余个村
(社区)开展亮牌服务，实现妇联
组织和妇女工作在群众身边有
形化、常态化；用好村(社区)“妇
女之家”，实施“妇女儿童家园”
项目，建立“妇女微家”1.8万个，
基层组织网络由“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向“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张网、身边一个家”转变。

与此同时，网上妇联建设
跨越发展，上线山东省网上妇
联云平台、“齐鲁女性”客户端，
联动全省妇联系统400余个新
媒体平台，开设“齐鲁女性”抖
音号、今日头条号、快手号等，
省妇联“一端两微十四号”新媒
体格局基本形成，妇联线上“朋
友圈”不断扩大。

下一步，省妇联将继续推
进三项“破难任务”之一——— 基
层妇联组织建设“细胞工程”，扎
实落实全国妇联深化妇联组织
建设改革、实施“破难行动”的意
见，着力构建立体化、多层面的
妇联组织体系，激励基层妇联执
委担当作为，提升基层阵地服务
效能，把妇联改革进行到底。

回望80年光辉岁月，山东
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辉煌已载
入史册。展望新时代新征程，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和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征
程中，山东的妇女儿童事业定
然能谱写新的、更恢宏的篇章。

妇联改革纵深推进

五级妇联组织

结成“一张网”

脱贫攻坚路上 不让一个妇女掉队

提起家里的变化，德州市武城
县四女寺镇高海村贫困户秦秀莲
笑开了花。“村妇联主任和我一起
整理卫生。家里原来破破烂烂的，
现在脱贫了，咱也想有个好环境，
以后就照着这个标准打扫卫生。”

从2014年开始，寻找“最美家
庭”活动就成为全省各级妇联的
常规动作，在全省城乡7万多个

“妇女之家”“妇女儿童家园”中，

打造了覆盖重要时间节点、覆盖
重点行业部门的寻找网络。活动
开展以来，全省2000多万家庭参
与，推选“最美家庭”45万个，178
户家庭获全国“最美家庭”殊荣。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省
委省政府将“美丽庭院”创建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交给省妇联牵
头落实，全省各级妇联广泛宣传
发动、凝聚创建合力，全省建成“美

丽庭院”示范户140余万户，98%的
村庄建有“美丽庭院”示范户。

下一步，省妇联继续推进“美
丽庭院”创建，将其作为三项“破
难任务”之一，实施“清洁卫生我先
行”“绿色生活我主导”“家人健康我
负责”“文明家风我传承”四项行动，
引导更多家庭践行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不断健全“家家
幸福安康工程”的制度机制。

牵头“美丽庭院”创建 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

禹城市的孙静是一名普通的
中学教师。去年，她又多了一个身
份———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志愿
者，这得益于山东省妇联在全省
开展的三大“破难行动”之一———

“幸福护航”婚姻家庭辅导行动。
禹城市妇联发布婚姻辅导志

愿者招募令后，拥有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孙静被聘用。
面对前来离婚的夫妻，她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经过她的调解，
70%以上的夫妻重归于好。

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上，妇联
组织从来都是多面手。从源头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后出台《山
东省反家庭暴力条例》《山东省学

前教育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强化社会化维权，依托公安

机关建立110家暴报警服务台，与
民政、卫生等部门联合建立反家暴
庇护机构105个，县以上司法机关普
遍成立了妇女法律援助中心，设立
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125个。

健全妇联系统四级信访网
络，建基层妇女维权服务站(点)
4 . 6万多处，形成司法保护、维权
服务、信访投诉、社会救助“四位
一体”的维权工作体系。下一步，
省妇联将继续推进三项“破难任
务”之一———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积极参与家事审判方式改革，推
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维护妇女权益 妇联一直在路上

2020年，在山东妇女运动史上，是熠熠发光的一年，也是注定被载入史册的一年，我们迎来了山东省妇联成立80周年。
从1940年到2020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山东妇女儿童事业蓬勃发展、成就斐然，与国家共存亡、与山东同发展、与时代同步
伐，走过了波澜壮阔的80年。80年前，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山东省妇联的前身——— 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山东妇女运
动从此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拉开了波澜壮阔、凯歌奋进的山东妇女事业发展序幕。

全省基层妇联执委55万人，“会改联”工作全面完成

山东省妇联成立80周年
妇女儿童事业蓬勃发展

在山东省昌邑市东店社区
妇女之家，来自昌邑市昌大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史影洁，正为
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问题，“我
们巾帼志愿服务队在这里进行
志愿服务已经有十来年了，明
显感觉到妇女的维权意识越来
越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
律法规越来越完善，为妇女儿
童提供了更多‘保护伞’。”

这些“保护伞”越来越完善
的背后，是山东省委、省政府始
终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和妇联工
作，为山东妇女儿童事业的繁
盛提供了优沃土壤。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始
终不渝推进男女平等进程，大
力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着
力解决事关妇女儿童切身利益
的民生问题，推动妇女事业始
终与经济社会同频共振、协调
发展，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
务管理的比例和层次不断提
升，省人大、省政协女代表、女
委员比例分别达到2 7 . 8%、
23 . 8%，新招录的公务员中女
性比例达40%；就业渠道不断
拓宽，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达
44 . 6%，就业层次大幅提高，技
术、知识密集型行业女性比重
明显增加。

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新
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文盲率达
90%以上，现在教育性别差异
基本消除，本科生和研究生中，
女生比例均达到55%以上；健
康状况明显改善，预期寿命由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8岁提高到
79 . 06岁，妇女的社会保障水
平大幅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

80载春华秋实，山东妇女
儿童事业在各领域结出的硕
果，无疑是山东经济社会发展
成就的生动注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范佳 通讯员 惠敏

妇女全面解放与发展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

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孙丰

华调研妇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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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姐妹共同庆祝山东省妇联成立八十周年。

清晨，潍坊市玉泉洼种植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省巾帼
返乡下乡创业联盟副会长赵霞会
早早来到合作社有机蔬菜种植基
地走上一圈，查看蔬菜长势。十几
年前，潍坊坊子区坊安街道洼里
村一番一穷二白的景象。

2006年回到家乡洼里村的赵
霞，带着乡亲们发展有机果蔬大
棚，走上了有机生态农业的新路
子。赵霞带领乡亲们奏响的这支
田园赞歌，是省妇联以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巾
帼脱贫行动为抓手，引导广大妇
女奉献巾帼之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省妇联大力实施“创
业创新巾帼行动”，推动发放小额

担保财政贴息资金3755 . 98万元，
扶持1108个妇字号中小企业。与
省人民银行联合出台七项金融举
措，推出鲁担巾帼贷、巾帼信用贷
两大金融产品，全省共为妇字号
企业办理贷款12000多笔，发放贷
款22 . 86亿元。

实施“巾帼脱贫行动”，全省
发展“大姐工坊”等居家创业就业
项目加工服务点7993个，“大姐农
家乐”1460个，精准扶助9 . 7万名
贫困妇女居家就业脱贫。

做优做强“山东大姐”品牌，全
省县以上建大姐机构379家，累计
安置266万人就业，为307 .8万家庭
提供服务，“山东大姐”家政品牌
成为全国家政行业“领头羊”。

关爱贫困妇女儿童，持续实
施贫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等公
益项目。各级投入19 . 61亿元，为
2002 . 35万农村妇女进行“两癌”
免费检查，募集资金1 . 71亿元，救
助“两癌”贫困患病妇女40177人。
开展“巾帼送暖”、实施“春蕾计
划”等，各级争取社会帮扶物资、
资金共计约1 . 2亿元，受益贫困
妇女儿童21 . 95万人，努力争取小
康路上不让一个贫困妇女掉队。

下一步，省妇联将紧紧围绕
省委战略部署，继续融合推进“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巾帼脱贫行
动”“创业创新巾帼行动”，扎实实
施“巾帼脱贫五送行动”，为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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