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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妇女儿童享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省妇女儿童事业十年发展成就回眸

回首十年，坚持党的领导，是两规划
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根本保
证——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工作，
把贯彻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作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
同部署、同落实，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
会定期听取妇女儿童工作汇报，及时研究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
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的主要发展目标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并在政府工作部门的工作规划中得到
具体体现，为全省妇女儿童事业持续发展
起到了关键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密切关注妇女和
儿童发展状况，多次作出批示指示，提出明
确要求，全省妇女儿童事业阔步向前。

健全妇女儿童工作机制，是推动两规
划目标实现的强力保障——

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健
全组织机构，完善了政府主导、妇儿工委协
调、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妇女儿童工作机制；

规划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指导、督
促作用，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分解、监测评
估等机制，形成规范有序的妇女儿童工作
格局；

颁布出台了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

见、加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实
施“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推动巾帼脱贫攻
坚行动的意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促进 3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导推进家庭
教育的五年规划等文件，为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纳入民生实事，加大财力投入，是推动
两规划各项目标如期实现的有力举措——

支持建设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188
个、新生儿救治中心183个，初步建立起覆
盖省、市、县三级的妇幼健康危急重症救治
网络；

2017—2020 年，全省累计投入资金
30.85亿元，落实免费“两癌”“两筛”重点民

生实事；
“十二五”期间，全省累计投资 168.89

亿元，共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22085处，
“十三五”期间，投资 94.08 亿元实施了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妇女儿童用水
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坚持统筹协调，着力解决妇女儿童发
展规划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坚持需求
导向，优先实施妇女儿童民生实事；坚持广
泛发动，积极营造有利于妇女儿童发展的
社会环境……有方向，有目标，有步骤，有
行动，来自党的温暖和关怀，印记在每一段
历史的进程中；来自全省各级政府和妇儿
工委的“给力”执行，融入每一份成绩的答
卷中。

“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没想到真能骑
上这么漂亮的自行车，今后我上学就不用
姥姥接送了。”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
夕，临颍县皇帝庙乡吴集村的困境儿童张
家俊许下了一个“微心愿”——拥有一辆属

于自己的自行车。在县妇联和爱心志愿者
的帮助下，“六一”这天，他的“微心愿”得以
实现。

《河南省儿童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实施以来，各级政府强化主体责任落
实，不断完善保护儿童权利的法规和政策，

把维护儿童权益作为“重要工程”来抓，把
创新工作机制作为“系统工程”来抓，把重
难点问题纳入“民生工程”来推动，全省儿
童事业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儿童生存、
保护和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

健康，是所有家长和全社会对孩子的
首要期盼。数据显示，全省婴儿死亡率、5
岁 以 下 儿 童 死 亡 率 分 别 从 2010 年 的
7.12‰、8.69‰下降至 2020 年的 3.21‰、
4.67‰；新生儿“两病”筛查率由 19.21%提
高 至 98.75% , 新 生 儿 听 力 筛 查 率 由
17.61%提升至 96.95%，出生人口素质持
续提高；2020年，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
苗接种率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达 95%以
上；卡介苗等 8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
苗接种率维持在 97%以上,疫苗接种率保
持较高水平。

少 年 儿 童 的 教 育 日 益 受 到 重 视 。
2020年，全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6%，
超过国家纲要目标；“全面改薄”工作圆满
收官，累计投入资金 311.43 亿元，惠及
643.09万名中小学生；全省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达到92.01%，高中阶段教育普及
水平稳步提升；全省共有幼儿园 2.43 万
所，在园幼儿 425.58 万人，基本实现乡镇

公办中心园全覆盖。
儿童生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建立

健全了省、市、县、乡、村五级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开展“暖心·牵
手”行动和“让爱留守”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特
别行动，组织“爱心妈妈”和大学生志愿者利
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开展集中关爱和“一
对一”“多对一”结对帮扶，为留守儿童量身
定做物质帮助、课业辅导和亲情陪伴方
案。全省共招募各类志愿者27.66万人，帮
助留守儿童困境儿童114万人。

2020 年，共有 8791 名未成年人获得
法律机构援助，有关部门还通过法律援助
工作站、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等形式，
为儿童提供法律帮助；青少年法治意识、法
治观念和法治信仰得到有效提升，未成年
人犯罪率持续下降。

让阳光点燃儿童纯洁的希望，让雨露
滋润儿童幼小的心灵。十年间，从体制机
制到组织机构，全省儿童工作实现了全面
提升、保障和完善；从流浪乞讨儿童到艾滋
病遗孤，从留守儿童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那些身处逆境的孩子一直得到最多的关
爱。生活在新时代的孩子们，愈加幸福快
乐，笑容愈发灿烂。

6月 16日早上 8时，郑州市金水区总
医院体检中心适龄妇女“两癌”筛查登记
处，来了不少咨询的市民。45岁的杨女士
在导诊台护士的指引下，填写了“两癌”筛
查体检表以及两项筛查服务的个案登记
表，随后到诊室接受筛查。不到 40分钟，
所有筛查项目顺利结束。

该院体检中心工作人员说：“以往这两
项筛查做下来要 600多元，现在相当于免
费享受一次防癌体检。”如今，像这样的城
乡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正在全省各地
有序开展。

2017年起，我省将免费预防出生缺陷
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纳入重点民生
实事，2018年又将免费“两癌”筛查纳入重
点民生实事。三年多来，全省每年完成“两
癌”免费检查各140多万人，累计完成宫颈
癌筛查490万人、乳腺癌筛查448万人，有
效提高妇女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
精准实施“阳光母亲”计划，截至目前，全省
累计发放全国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金
10338万元、省级“阳光母亲”“两癌”救助
金10000万元。

妇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
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
梦想成真的机会。”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重视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省
妇女事业实现了长足发展。

女性健康水平大幅提升。通过实施
“512 行动计划”“369 行动计划”，共培养
1800余名基层妇幼健康服务专业技术人
员；孕产妇死亡率从 2010 年的 15.19/10
万下降至 2020年的 9.27/10 万；2020年，
20岁以上的成年女性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数比为24.91%，妇女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比不断增加。

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增强。全省
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水平不断提高，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继续保持高
位，男女童入学率性别差异基本消
除；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女
性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均得到了较好的
保障；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 24所省内高
校设置有社会学、社会工作等29个妇女和
家庭相关专业，高等学校女性学课程普及

程度得到提高。
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舞台更为广阔。

我省劳动就业领域深入贯彻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发布《河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创造性别平等的就业机制和市场环
境 。 2020 年 城 镇 单 位 女 性 就 业 人 员
376.76万人，比 2010年增加 108.98万人；
10年来，每年约有 590多万女职工参与到

劳动竞赛、经济技术创新等活动中；2020
年，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中女性比例达42.3%，具有中、高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大力
推进“巾帼脱贫行动”，持续实施“巧媳妇”
工程，全省建成“巧媳妇”工程企业和加工
站点近 4万个，带动 120多万名农村妇女
就业。

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水平明显提
高。2020年，河南省、各省辖市、各县（市、
区）三级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23%、29%和 26%；河南省、各省辖市、各县
（市、区）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24.46%、27.62%、24.38%；村委会主任和
居委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高。

一项项从源头维护妇女权益的制
度，一件件从实际惠及妇女的实事，
切实增强了全省广大妇女平等参与经

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开放成果、
健康快乐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坚持党的领导 完善妇女儿童工作机制

促进妇女发展 助“半边天”实现出彩人生

坚持儿童优先 护“花朵”阳光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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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29日，省政府颁布
了《河南省妇女发展规划（2011—
2020 年）》和《河南省儿童发展规划
（2011—2020 年）》（以下简称“两规
划”），提出了 2011—2020 年全省妇
女儿童发展的总目标、发展领域、主要
目标和策略措施，明确了规划的组织
实施和监测评估要求，成为指导和推
动我省妇女儿童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的行动指南。

如今，走过十年奋进路，我们欣喜
地发现，全省妇女儿童事业一步一个脚
印，稳步前行。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
重视和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通过社
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两规划的各项目
标得以顺利实施，妇女的社会地位进一
步提高、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儿童

生存、保护和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2020年，全省 300.4万名建档立
卡贫困女性全部脱贫，贫困妇女的自
主增收脱贫和自我发展水平有了较大
提升。

2020年，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1.86%，达到我省规划2020年 41%
的目标，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256.16
万 人 ，其 中 女 生 134.27 万 人 ，占
52.42%，实现了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
育的目标要求。

2020年，全省共有4227.09万名
女性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广大妇
女享有更加平等的医疗保障，女性参
保人数和享受的待遇不断提高。

2020年，我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 90.3%，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达到
93.1%，学前教育进一步普及。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连续四年
纳入河南省重点民生工程，连续三年
纳入省委省政府重点民生实事，争取
国家和省级资金14.2亿多元，14.6万
余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2020年，我省共有社区服务中心
（站）48020个，民政部门牵头建设儿
童之家6616个，各级文明办、关工委、
团委、妇联等协调社会力量建立各种
儿童活动阵地5197个……

一个个数字，无言地记录着十年
来妇女儿童工作踏踏实实地迈上新的
台阶；一组组数据，忠实地见证了十年
来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为促进妇
女儿童事业进步所作出的努力。

◀省妇联举行“豫哈儿童手拉手 全国各族一家亲”中华文化探源河南之旅活动

◀我省落实重点民生实事，免费
“两癌”筛查惠及百万女性

▲我省妇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