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充分发挥省直机关先进妇女典型的榜样引领作用，3月6日，省直机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三八红旗手（集体）表彰大会在省
人民会堂召开。省政协副主席靳克文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省直工委委员周春艳宣读表彰决
定。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省直工委书记李恩东，省妇联主席郜秀菊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省委省直工委副书记种瑞华主持会议。会议对
省直机关10名三八红旗手标兵、87名三八红旗手和20个三八红旗集体进行了隆重表彰，并号召省直机关各级妇女组织坚持服务中心、
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半边天”作用，为我省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现将有关内容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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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时代潮头 展示巾帼风采
□靳克文

中央和省委始终高度重视妇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
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
步。”前不久，谢伏瞻书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听取省总工会、
共青团省委、省妇联的工作汇报时指出，“各级群团组织要以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工作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群团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从
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高度，做好党的群团
工作，保证党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站在党的事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大力
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支持妇联依照法律和章程
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我省妇女事业、妇女工作取得长足进
步。全省广大妇女特别是省直机关妇女同志勇立时代潮头、尽
展巾帼风采，积极投身于全省经济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伟大实
践，在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建功立业，甘于奉献、勇于创新，为
全省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是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之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一年，是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省
直妇联要带领省直机关广大妇女，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十
次党代会部署，聚焦打好“四张牌”、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
高地”、实现“三大提升”，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强化
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积极投身改革发展的伟大

实践，为推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一要严守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加强思想引领，创新方式
方法，引导省直广大妇女群众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
自信”，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坚决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
地位作为最大的政治、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
到在思想上高度信赖、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
上始终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二要坚持服务中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今年我们党要召开十九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省直机关广大妇女组织要以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为主线，大力宣传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伟大成就，站在为党凝聚人心的政治高度，充分发挥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工作优势，积极引导广大妇女树立和落
实新发展理念，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
工作中发挥“半边天”作用，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三要发扬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妇女榜样引领作用。要注重
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
作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文明建设，发扬中
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追求积极向上、文明高
尚的生活，促进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要在工作岗位上突出“半
边天”，在家庭生活里彰显“主心骨”，克服困难，敬业奉献，努力
做生活事业都成功的时代新女性，在推动科学发展、创新发展、
和谐发展上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四要加强组织建设，突出发挥妇女组织桥梁作用。要坚持
正确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推进妇女工作改革全过程，以解决
突出为题为突破点和主抓手，进一步加强妇女组织建设，不断
创新妇女工作内涵、方法和载体，扎实做好服务妇女、维护权益
等工作，尽最大努力为妇女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提高
服务妇女群众的能力水平。广大妇女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用广博的学
识修养来丰富人生，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努力做党
开展妇女工作最可靠最得力的助手，塑造新时期妇女干部的良
好形象。

充分发挥妇女积极作用 以优异成绩献礼十九大
□李恩东

目前，党的组织关系在工委管理的146家省直单位中，妇
女的人数占干部职工总数的40%，集聚了大量领导干部、各类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综合素质高，管理和参与意识强，是推动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在建设经济强省、打造

“三个高地”、实现“三大提升”、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伟大进程中，凝聚起省直机关广大妇女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充分发挥她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非常重要。

一、以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主线，更好地履行团结
引领广大机关妇女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今年要召开党的十九大，团结一致、凝聚人心是第一位
的政治任务。省直各级妇女组织要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和省
妇联的要求，在省直机关妇女群众中分层次抓好学习、分阶
段做好宣传，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一是要重视
理论武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贯彻落实省十次党
代会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用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认识、推进改革创新、指
导妇女工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不断保持
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二是要加强政治引领。省
直各级妇女组织要紧密结合机关实际，通过开展“我与中国
梦”“巾帼心向党·扬帆新征程”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充分
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引导效应，做好迎接、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工作，引导妇女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形成做好机关妇女工作的整
体合力

建立和健全妇女组织是加强和改进省直机关妇女工作的
基础和关键，是妇女工作有关章程、制度的明确规定，是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的迫切需要，同样也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加强妇女组织建设方面，省直机关是有优势的：首先，我们有
工作抓手，省直各级机关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党建带群建的方
法、路径和实效持续拓展和深化，为妇女组织建设提供了有力
支撑；其次，我们有机制保障，机关党建“五项机制”写入省委
《决定》，上升为省委决策和地方党内法规制度层面，势必对机
关妇女工作更好地获得政策支持和党委重视，更好地健全组织
发挥作用，产生强大的引领和推动力；第三，我们有群众基础，
机关妇女同志参政议政的意识、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实现个
人成长成才的意识较强，且分布比较集中、信息沟通渠道顺畅，
更利于开展组织动员工作。希望省直各级机关党组织和妇女
组织：一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要把加强妇女工作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强化领导责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机关妇女工
作的开展营造氛围，提供条件，把各项任务落实到位。二要下

大力气健全妇女组织。要坚持党建带妇建、妇建服务党建的原
则，巩固好、建设好、发展好机关妇女组织，切实提高机关妇女
工作的广泛性，增强机关妇女工作的影响力。三要加强制度建
设。要认真落实《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等各项法律法规
的要求，着眼于全面加强和规范机关妇女工作，逐步建立健全
学习培训、工作会议、人才培养和评先表彰等工作制度，与机关
党建“五项机制”有机融合，推动机关妇女工作走上制度化、规
范化轨道。

三、深入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
文明新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他强调，家
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
会。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在机关单位尤为重要。家庭是反映机
关干部的重要平台，党员的作风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
家庭生活中。一要建设好家庭。“家和万事兴”，家庭幸福是人
们幸福的基础，也是机关干部干事创业的基础。我们正处于急
速变革与发展的时代，现代家庭关系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作
为妇女组织要高度关注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
价值引领，倡导忠诚、责任、亲情、互让等家庭关系理念，积极化
解矛盾纠纷。二要传播好家教。父母是孩子最自然、最重要的
老师。省直妇女组织要帮助父母用正确的思想、行动和方法教
育孩子，培养孩子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社会主
义，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子女做一个心灵美丽、对社会有用
的人。三要弘扬好家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好家风是无价
之宝。要加强清廉家风建设，广泛开展“树清廉家风 创最美家
庭”活动，以生动鲜活的故事感染、教育群众，推动社会主义文
明家风发扬光大。要通过巡讲交流等形式，传家训、立家规、扬
家风，讲好家庭文明故事，广泛宣传“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和

“最美家庭”，引领更多家庭以德治家、以学兴家、文明立家、忠
厚传家。

省直广大妇女朋友们：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当中原大地东风徐来，当“四

大攻坚战”号角吹响，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第107
个国际“三八”妇女节就要到来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重要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省直机关
女性知识层次高、综合素质高、社会地位高，备受社会尊重和关
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省直广大妇女着眼大格局、融入
大战略、投身大实践，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
独特作用，务实创新，扎实作为，为决胜全面小康发挥了“半边
天”作用。在此，我们向省直广大妇女朋友们发出如下倡议：

树立“四个意识”，做听党话跟党走的引领者。在党的正确
领导下，妇女儿童事业不断进步、蓬勃发展，广大妇女的政治地
位、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空前提高。饮水应思源、结草当衔环，
沐浴着党的恩情，就要彰显听党话的自觉，坚定跟党走的步
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在全党
的核心地位，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就是当前最大的政
治。省直广大妇女要有这样的认知和担当，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始终做到心
有中央、心为中央，用实际行动感染带动全省广大妇女知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引领广大妇女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牢记神圣使命，做决胜全面小康的建设者。与全国同步建
成小康社会是省委对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贯彻落实省第十次
党代会部署，实现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地”、实现“三大
提升”的奋斗目标，是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体建设者的神圣
使命，需要我们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主动作为。省直广
大妇女要有这样的志向和气魄，胸怀全省大局，担当历史重任，
以坐不住的责任感、等不起的使命感、慢不得的紧迫感，立足本
职建功立业，服务中心敢做善成，主动作为示范引领，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谱写更加华彩

的篇章。
发挥独特优势，做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现阶段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精神支柱和行
动导向，需要通过最有效的途径发扬光大。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
庭幸福则社会和谐，家教严明则社会安定，家风和顺则社会文明，
家庭建设、家教培育和家风涵养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传承途径和推动载体。女性在家庭中兼具母亲和妻子的双重
重要角色，在家庭建设中地位特殊、作用重要。家是最小国，国有
千万家。省直广大妇女要有这样的家国情怀，提高自身整体素养，
搞好家庭小建设，担起家教好传承，涵养家风正能量，为孩子建好

“人生第一所学校”，为家庭营造和美健康好环境，为社会撑起和谐
清朗大气候，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年来，省直机关广大妇女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积极拼搏进
取，甘于无私奉献，在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中贡献了巾帼力量，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引导和激励省直机关广大妇女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昂扬的状态为我省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主动作为、建功立业,省委省直
工委决定,授予王宛玲等10名同志河南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
授予赵惠等87名同志河南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授予中共河南省委
机关幼儿园等20个单位河南省直机关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创佳绩。希望省直机关广大妇女以
先进为榜样，坚定信心，凝心聚力，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河南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名单

赵 惠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机关纪委副书记兼厅文明办副主任
王 晨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综合处处长
高 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办公厅学习和文史委

办公室主任
陈 静 中共河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党派处调研员
王 磊 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员会综治一处副处长
郭 昉 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监督检查处处长
荣姣凤 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徐 曼 中共河南省委老干部局老干部活动中心宣教科主任科员
周 青 中共河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处主任科员
朱亚玲 河南省档案局业务指导处副处长
牛珂珂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主任科员
韩 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南省委员会农村青年部部长
晁瑞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院长办副主任
郝 伟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铁路办综合处副处长
刘雪梅 河南天地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吴灯展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金艳华 河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二处调研员
亢志英 河南省国家安全厅三总队五支队支队长
朱瑞兰 河南省民政厅荣军医院护理部副主任
贾 沅 河南省司法厅国家司法考试处处长
夏 寒 河南省财政厅非税局票据处处长
苌 萱 河南省财政厅行政群团处主任科员
张丽娜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任科员
钟 岚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人事处副处长
周莉莉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主任科员
程 琳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联网监控收费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陈锦杰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党支部书记
贾爱琴 河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
李桂娥 河南省林业厅规划与资金处调研员
王 莉 河南省肿瘤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吕鸣莉 河南省审计厅机关党委副书记
陈 玮 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国际交流处（翻译室）副处长
沈 娟 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理处主任科员
闫红丽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大企业税务分局科员
张 娟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关党委主任科员
丁国珍 河南天乐电视传媒文化演艺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 佳 河南电视台国家二级导演
李琳娜 河南省旅游局信息中心八级职员
周荣霞 河南省粮食局幼儿园园长
刘靖宇 河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综合处副调研员
王向青 河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办公室主任
侯 斌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革命老区工作处（行业社会扶贫处）副处长
白 玉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副处长
范崇群 河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秦向红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工程师
房鸿雁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处长
刘晓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研究员
周永丽 河南省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兴分理处主任
朱桂杰 河南省遂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田 军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报社财务科高级会计师
李 莉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参政议政调研部部长
张 莉 河南省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刘 粉 河南省畜牧局医政药政处副主任科员
常 莹 河南省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主任科员
乔淙溪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财务局会计处处长
刘 筠 河南黄河河务局工程建设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严 雪 河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公众服务科副科长
葛昱丹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国际税务管理处处长
张 琳 郑州海关法规室主任科员
于翠霞 财政部驻河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监督检查处处长
刘 洋 河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郑州局签证科科长
石姣霞 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处副处长
李会玲 河南省烟草专卖局法规处主任科员
张亚琳 河南省地震局地震预测预报中心副主任
张亚男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居民收支处主任科员
宋小飒 河南省专用通信局运行维护处主任科员
黄卫萍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分公司邮电印刷厂市场部负责人
梁 艳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郑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人资部主任
张利莉 水利部小浪底枢纽管理中心小浪底置业有限公司副科长
蒋 颖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法律事务部副处长
马 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工程师
潘素珍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科技处副处长
林疆燕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颖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综合处科员
王珍珠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晓华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勘查院工程勘察院工程师
李朝辉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人力资源部正科级职员
胡钰娜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销售分公司郑州第二加油站经理
夏巧玲 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甄焕菊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教研处副处长
郑华楠 河南省民航发展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管理员
李 蓁 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中级会计师
王春丽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二九三台广播机房副主任
郭秀梅 郑州电力机械厂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
陈 璨 郑州华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工程师
徐 环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公司总会计师
时丽娜 郑州未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部主管

致省直广大妇女的倡议书

关于表彰河南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标兵、
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决定

（2017年2月26日）

树立“四个意识”肩负神圣使命
为决胜全面小康发挥省直妇女作用

河南省直机关三八红旗手标兵名单

王红月 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信访局接访一处调研员
王宛玲 中共河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信息传播处处长
赵春玲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副处长
陆 芳 河南省公安厅技术侦查总队副主任科员
胡曙光 河南省文化厅豫剧院一团二级演员
郑 丽 河南省人民医院财务处会计师
班 烨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科员
万 佳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化监管处主任科员
王英超 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地质勘查总院地质分院工程师
魏凤仙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