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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始终把政治思想引领贯穿妇
联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先后组织该县
各级妇联干部、妇联执委、先进妇女典
型、巾帼志愿者等，进行集中培训学习。

徐闻县妇联面向该县15个镇街开
展了宣讲学习活动，1000多名妇联干
部先后参加了学习。各级妇联也纷纷
组织宣讲小组到村、社区“妇女之家”进
行宣讲，一共举办了42场宣讲会。宣
讲活动与广大乡村妇女群众零距离、面
对面，接地气聚人心，让妇女群众听得
懂、记得住、用得上，增进了妇女群众对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的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和情感认同，强化了思想政治引
领，为乡村振兴打好思想基础。

徐闻县妇联在海安镇、五里村等
多地深入开展了“弘扬家国情 礼赞新
时代”、“家越美·粤幸福——巾帼心向
党 礼赞新中国”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推出具有农村特色、妇女群众喜爱的主
题教育乡村文艺活动，丰富乡村文化生
活，动员广大乡村妇女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以实际行动建功新时代。

今年母亲节，徐闻县举办了“弘扬
家国情 礼赞新时代”感恩母亲节活动，
向该县乡村提倡孝敬母亲的良好道德

风尚，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感恩传统美
德，深入挖掘乡村榜样，大力弘扬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典型事迹，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徐闻县妇联还在《徐闻妇联》、《徐
闻宣传》、《徐闻视窗》等媒体广泛宣传
省最美家庭钟小进的典型事迹，把10
户平安家庭示范户典型事迹制作成专
题片，把五里村10户最美家庭事迹制
作成展板在村里进行展示。通过这些
身边人身边事，看得见、摸得着，鼓励
更多妇女加强学习，投身到传播最美
家庭，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巾帼行动中。

凝聚巾帼力量 助力徐闻乡村振兴

■ 文/图 通讯员 吴开宋

近年来，徐闻县委、县政府大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独特作用和妇女“半边天”作用。
在省市妇联的指导下，徐闻县妇联把广大妇女动员组织起
来，广泛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组织部署了“乡村振兴
巾帼宣讲、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好家风带好乡风、加强阵
地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一系列活动，取得显著成效。

2018年6月，徐闻县被广东省妇联定为“乡村振兴巾
帼行动”先行点；同年9月，徐闻五里村荣获“广东省家庭文
明建设示范点称号”。同时，徐闻还培育了一批国家级、省、
市级“巾帼创业示范基地”，涌现出上百名致富女能手，示范
带动了一大批妇女创业发展，让广大妇女成为乡村振兴的
生力军，为乡村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多年来，徐闻县坚持把做好妇女创
业就业作为促进妇女发展的重要任
务。为推动妇女创业就业，该县妇联通
过积极争取上级妇联的支持，加强与各
部门沟通协调，提高服务质量，使广大
乡村妇女真正得实惠，投入乡村产业振
兴的行动。

徐闻县全力推动妇女小额担保贷
款工作深入开展，破解创业妇女资金
难题，培养乡村致富能手。该县经积
极争取支持，与徐闻县邮政支行共同
合作开展2018年至2019年广东省妇
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帮助
12名妇女获得贷款100万元，大大鼓
励了农村妇女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激
情。该县还把贷款工作与培养致富女
能手、创建巾帼创业示范基地工作结

合起来，通过创建基地，培养女能手、
培育了一批巾帼创业实体。一些农村
女电商、女流通户和种植养殖户在小
额贷款的扶持下奔上增收致富之路，
并带动部分贫困妇女脱贫致富。

该县深入开展“创业创新巾帼行
动”，帮助农村家庭就业增收。今年3
月徐闻县妇联、县人社局等部门举行

“南粤春暖”大型人力资源现场招聘
会，一共有15家企业提供2000多个就
业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1000 多
人，其中女性400多人。

此外，为了推动落实“乡村振兴巾
帼行动”，送技能下农村，徐闻县妇联
联合县人社局及南山、徐城、曲界等乡
镇举办护婴育婴员培训班，至今已举
办6期，共有300多名妇女参加学习。

广大妇女群众的工作技能得到了提
高，实现了家庭经济增收。

徐闻县还扎实推进农村妇女增收
致富行动。该县以“基地＋合作社＋女
致富带头人＋农户”的发展模式，扶持
特色农业、乡村农家乐、农家民宿等产
业，全县每年创建3个示范作用强、带
动效果好的农村巾帼创业示范基地，培
养女致富带头人4名。目前，徐闻有连
香农产品专业合作社、龙托牲口养殖专
业合作社、宏通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国
家、省、市级“巾帼创业示范基地”，并且
涌现了以吴建连、李映春等为代表的致
富女能手100多名，示范带动了500多
名妇女创业发展，帮助了20多名贫困
妇女脱贫，带动了一大批农村妇女发展
产业实现增收致富。

从2018年5月开始，徐闻县妇联
组织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深入挖
掘真善美。该县出台了寻找最美家庭
的实施方案，要求各乡镇、各机关妇女
组织广泛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在该
县掀起了评选“最美家庭”、“好婆婆”、

“好媳妇”、“平安家庭”的热潮。
西连镇妇联在该镇范围内积极开

展寻找“最美家庭”、“最美婆婆”、“最
美媳妇”活动，并在妇女节期间给予表
彰。五里村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评选
出30户最美家庭，并在重阳节进行表
彰宣传。徐闻县妇联联合龙塘镇妇联
在赤渔村共同寻找10户“最美家庭”
并予以表彰；联合徐闻县委政法委评
选出1万多户平安家庭……这些活动
的开展，引导广大村民见贤思齐，让夫
妻和睦、尊老爱幼、勤俭节约、邻里互
助等家庭美德深入人心，带动更多家
庭参与争做文明乡风的倡导者、传播
者、实践者。

徐闻县妇联把广场舞作为推动乡
风文明的抓手，鼓励和引导广大妇女

群众参与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凝聚
团结和谐的共识，为推动乡村振兴提
供充足的精神动力。据不完全统计，
徐闻县妇联已联合有关部门组建了40
多支乡村广场舞健身队。

该县支持被拟定为县乡村振兴示
范村的五里村组建起该村第一支60
多人的广场健身舞蹈队，大大丰富了
群众的精神生活；在海安镇举办广场
舞联谊暨“最美母亲”“最美家庭”“平
安家庭示范户”颁奖晚会；在县城新都
汇时代广场参与举办了新都汇杯首届
全县广场舞大赛……6月5日，在南山
镇五里村举办的“家越美·粤幸福——
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晚会上，该
镇17支“妇女之家”舞队都登台表演，
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徐闻县妇联还在三级妇联干部培
训班上要求各级妇女干部正确引导外
嫁女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
导她们做乡风文明的倡导者。该县还
制作革命英雄村史及孝女宣传片，评选
并表彰“十大最美孝女”，处处体现孝道

女儿的情怀。赤坎村的外嫁女回娘家
活动紧扣“感恩父母、弘扬孝道”主题，
关心村中公益事业、敬老孝亲，制作正
能量雷歌，赞颂家乡的美丽，唱出外嫁
女儿的思亲深情。

为打好乡村环境卫生整治攻坚战，
徐闻县妇联倡导农村妇女从自我做起、
从家庭做起、从点滴做起，动员各镇村
广大妇女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上百支

“美丽家园”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墙
面粉刷、河道清理、道路清扫、绿化种植
等行动，积极参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实现了以家庭带动村居、以村居推
动乡村环境综合治理的目标。

五里村在组长陈薛祝的带领下，该
村“妇女之家”60多名巾帼志愿者都是
村里的美容师，她们经常性开展村巷村
道的清洁和绿化工作，为美丽乡村建设
添光彩，推动五里村成为了徐闻县乡村
振兴美丽家园的一面旗帜。在村妇女
小组长陈方娣的积极带领下，龙塘镇曹
益村的巾帼志愿者们成为建设生态宜
居新农村的主力军。

坚持“哪里有妇女，哪里就有家”的
原则，徐闻不断拓展“妇女之家”阵地建
设，实现了全县15个乡镇“妇女之家”
全方位覆盖。目前，徐闻县建有省、市
妇女之家示范点28个，儿童之家示范
点9个。

省儿童友好示范社区——徐城街
道华建社区充分利用社工站有利资源，
建设儿童乐园，为辖区的孩子量身订制
亲子项目，设立下午四点半课堂为留守
在家的孩子辅导功课，开展关爱困境儿

童的慰问、心理辅导等活动，开放让孩
子们一起阅读、游戏、唱歌、学习功课的
儿童乐园等。

依托城乡“妇女之家”、“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儿童友好示范社区”等阵
地，该县充分发挥了宣传引导、传播知
识、维护权益、家庭教育、技能培训等作
用，不断提升广大妇女素质水平，使阵
地真正成为服务广大妇女儿童的“温暖
之家”。

加强宣传阵地建设，进一步凝聚

思想，徐闻妇联以《徐闻妇联》微信为
主，加强与《徐闻宣传》、《徐闻视窗》、
《湛江妇女网》、《湛江女声》、《南粤女
声》等微信工作群的合作，积极与省市
各级报社、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联
系，加大宣传力度，把党的声音更广泛
传递到基层妇女群众，推动社会各界
深刻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
义，对乡村巾帼行动的支持与帮助力
度得到有效提升。

政治思想引领 凝聚妇女投身乡村振兴

培育巾帼示范 推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

弘扬文明乡风 合力共建美丽家园

加强阵地建设“妇女之家”全方位覆盖

表彰巾帼标兵。

国家级“巾帼创业示范基地”。

普法维权。

乡村广场舞。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受遂溪县河头镇人民政府委托，现以
网络竞价方式公开租赁以下产权，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遂溪县河头镇人民政府位于
遂溪县河头镇省道 S375线上塘村侧土地
（土地总面积约 434.68亩，除开机耕路、排
水沟、坟地等，实际可耕作土地面积约 385
亩）招租。租期10年。

二、竞价底价：￥204300元/年。
三、竞价保证金金额：￥20万元整；报

名及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19年 8月 12
日16时止（以到账为准）；保证金账户信息：
户名：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
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盛新城
支行；账号：340001230900000789-2。可在
报名点刷卡缴交。

四、竞价时间：2019年 8 月 14日 10 时
起。

五、相关说明：1、租金一年一付，押金
为一年租金额；2、土地用途仅限于农业种
植。详见《公开竞价书》（ZJCQ2019-171）。

详细项目信息及注册、报名、竞价，请
访问“湛江市国有资产产权网上竞价平
台”，网址：http://gycq.zjprtc.com/jingjia/

组织方联系人：赵生
电话：0759-3286270
委托方联系人：陈生
电话：13827173322
报名地点：湛江市赤坎体育北路 15号

湛江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窗口。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
（2019）产权第171号

价格合理 针对性强
投递精确 灵活方便

湛江日报社融媒品牌运营中心专递广告部

联系电话：3358591 13828235788

夹报广告 专递万家
欢迎委派 夹报广告

更正公告
我们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在《湛江日报》发布的
（2019）产权第172号联合拍
卖公告中拍卖标的瑕疵提
示：根据第三方检测报告，
标的物个别出现霉变、变
形、压痕、瓶封标识不符、包
装破损等现象。现更正为：
根据第三方检测报告，标的
物全部合格。其他内容不
变。特此更正。

详细资料请登陆（湛江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
//www.zjprtc.com/）查看。

湛江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湛江市拍卖行
2019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