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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妇女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妇联是妇联工作的前沿阵地。 随着妇
联改革的深入与落实，襄阳市基层妇联组织在组织结构、队伍建设、工作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推进工作机制创新，提升妇联组织建设内涵；创新妇联组织设置，加大妇联组
织工作力度；抓好队伍建设，扩展妇联组织的联系广度，在工作机制、工作平台、工作阵地、工作方
法等方面开创妇联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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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与进程

妇联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简称，实行全
国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团体会员相结合的
组织制度，下设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的妇联机
构、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妇委会或妇女工
作委员会和其他女性相对集中地方的妇女组织等
基层组织单位。本文主要围绕襄阳市机关和事业
单位妇委会以外的基层妇联组织改革进行分析阐
述，以襄阳市辖妇联干部及妇联工作服务对象为
调研对象（发放问卷 420 份，回收 420 份，有效问
卷 400份）。

（一）改革背景
妇联工作虽日趋向好，但工作力量的“倒金字

塔”、组织覆盖盲区等仍影响着工作效能的提升。
201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团工作要顺
应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变化，善于创造科学有效的
工作方法”；[1]2015年 7月，他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
会上要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
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二）改革进程
2016年 9月，《全国妇联改革方案》印发，妇联

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出台，全国和

地方妇联组织、基层妇联组织、妇联干部队伍建设、
妇联工作方式方法改革方案确定。2017年 6月，湖
北省妇联召开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动员部署会，随
后，《湖北省妇联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湖北省妇联
改革启动。2017年 7月，《襄阳市妇联改革实施方
案》印发，《襄阳市妇联推进乡镇（区）妇联区域化建
设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襄阳市村（社区）妇代会改
建妇联工作方案》相继出台。2017年 8月，襄阳市所
辖各县级妇联组织改革方案陆续出台。2017年 12
月，以村妇代会改建妇联（以下简称“会改联”）为主
要呈现形式的基层妇联组织改革基本完成。

二、改革现状分析

（一）改革成果分析
1.组织结构调整到位。为壮大工作力量，襄阳

市基层妇联改革重构了组织形态，形成以专职干
部为骨干力量，挂职、兼职干部为重要支撑的工作
队伍。

（1）重构组织形态，调整组织结构。依据群团
改革要求，襄阳市妇联在县、乡镇分级选树基层妇
联组织建设区域化改革创新试点，推进基层妇联
组织区域化建设。在市、县级妇联推行扁平化管
理，市级机关内设机构精简，调整至 5 个部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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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挂职、兼职副主席 5名；县（区）妇联编制保持稳
定。截至 2017年 12月，市县乡共选配挂职、兼职
妇联副主席 299名，各族各界优秀妇女在市妇联
常委会、执委会中达 28.6%、41.3%，平均年龄 45
岁，均为大专及以上学历，年轻干部选配入县（区）
妇联机关。
在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层面，印制《保

康县村妇代会改建妇联资料汇编》等手册；改革过
程全公开，选取枣阳兴隆社区、保康盘龙村、宜城
罗屋村、高新区清河村等区域化改革试点，点面结
合加快进程。截至 2017年 12月，全市 111个乡镇
（街道）妇联选配执委 1 984人，兼职副主席 248人；
2 736 个村（社区）完成“会改联”，选配执委 27 896
人，增净 22 241人，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妇联
组织 100%应建尽建。

（2）延伸组织触角，重塑组织形象。中共中央
统战部 2017年统计显示, 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约有
7 200万人。《全国妇联改革方案》要求“大力推动
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新领域，工业园
区、商务楼宇、专业市场等妇女集中地，广场文体
团队、女农民工、流动妇女、自由职业女性等新群
体中，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建立妇女组织”。[2]

2018年，襄阳妇联在中豪襄阳国际商贸城、湖
北大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汉风神韵旗袍协
会、21号创意产业园等单位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新社会组织里的妇联组织建设试点，重点推进
园区（开发区）等新领域妇联组织建设。到 2018年
9月，全市共建立 506 个“两新”妇联组织，其中 18
个园区（开发区）70 个、非公企业 405个、其他新领
域 31 个，扫除了妇联组织覆盖“盲区”，形成以专
职妇联干部为骨干，以兼职及社会工作者、巾帼志
愿者相结合的工作队伍。

2.组织队伍力量加强。围绕工作力量、活动阵地
等要素，襄阳市妇联以“会改联”、乡镇妇联组织区域
化建设改革为抓手，实现基层妇联组织“有人干事、有
阵地做事、有钱办事”。

（1）工作力量增强。改革中新推选了兼职副主
席、挂职副主席、执委、常委，市、县级妇联机关工
作队伍更充实，机构运转更顺畅。通过乡镇、村级
妇联的主席、专职副主席、兼职副主席、执委、妇女
小组长的选配，基层妇联干部更具代表性、群众基
础更扎实。妇联干部来源的多元化增强了组织的

内在活力。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妇联干部受本科
和高中教育的程度比其服务对象分别高出 8.67%、
19.34%（见图 1），妇联干部的知识储备能够达到服
务基层的要求，基层和一线人员在市妇女代表大
会和市妇联执委会、常委会占 70%、40%、25%。

代表着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就
业方式、生活方式的各行业优秀妇女加入妇联队
伍，使妇联政策制定及慰问覆盖到更为广阔的妇
女同志，提高了妇联组织的满意度。从调查数据
看，80后妇联干部在襄阳市妇联干部中占比达到
34%，较改革前更接近群众期望的 80后妇联干部
占比 51%。妇联工作者的幸福指数达到 98.57%，其
中很幸福占 35.71%、比较幸福占 40%，一般幸福占
22.86%、不幸福仅为 1.43%；妇联服务对象对妇联
工作的十分满意率高达 74.49%，满意率达到
96.94%，不满意为零，因妇联活动参加较少而无法
评价的占 3.06%。

（2）活动阵地扩大。各级妇联组织依托党建服
务中心等，整合辖区资源，形成“一核心、多网点”的
辐射状服务体系，做实做强以“妇女之家”为代表
的妇联活动阵地。

2018年，由市财政投入，在东津新区建设的市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即将建成并投入使用。基层妇联
依托已建有的各级文化服务中心、党员群众活动室
等公益性综合服务场地，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或加挂
牌子的方式建立起县区群团服务中心、乡镇全团服
务站。村（社区）服务点，建起不同类型的“妇女之
家”, 实现阵地共建、资源共享、活动联办。尝试将网
络及新媒体手段开拓网上妇联工作，扩展服务阵地。

（3）经费待遇有落实。《襄阳市妇联改革实施方
案》明确了挂职、兼职干部的相关标准及待遇保障：
市妇联增设挂职副主席 1名、兼职副主席 4名；县
（市、区）增设挂职副主席 1名、兼职副主席 3名；乡

图 1 基层妇联干部及其服务对象受教育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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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妇联主席由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女性兼
任，配备 1名专职妇联副主席或者专职妇女工作者，
配备 2名以上兼职副主席，执委不少于 15名；村
（居）“两委”班子换届与村（社区）妇联换届同步，设
村（社区）妇联主席 1名，进入村（居）“两委”班子，设
兼职副主席 1名，执委不少于 11名，有条件的村民
小组、社区网格建立妇女小组，设小组长 1名。

截至 2018年底，所有挂职副主席均已参与到
妇联机关日常工作中。县级妇联单设了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制单列，高配专职工作人员
（樊城区、宜城、南漳等已落实高配副科级待遇）。
村（社区）妇联主席享受同级副职待遇，乡镇妇联
主席 100%进乡镇党政班子，行政村“两委”班子
100%有女性，村妇联主席 100%进村“两委”。
经费上，以乡镇公共财政预算、乡镇财政由县级

管理改革为契机，落实县级行政区域妇女人口数每
人每年不低于 1元，乡镇（街道）、村（社区）妇女工作
经费每年不少于 2万元，5万人以上的不少于 4万
元，村（社区）不少于 5 000元，实现基层妇联组织
100%有工作经费、所有行政村 100%有“妇女之家”、
妇女人均 1元钱标准的妇联工作经费 100%。

3.工作方法逐步优化。围绕“妇联组织亮牌子、
妇联主席亮身份、妇联工作亮作为”（以下简称“三
亮”）活动,力求乡镇（街道）妇联的精准服务。

（1）工作服务品牌形成。全市乡镇（街道）妇联
在妇联办公场所、“妇女之家”悬挂妇联组织标识
牌，公开组织网络图、职责任务、年度工作计划和
工作活动安排。向社会公开妇联主席、副主席的联
系方式、职责分工、任务清单。围绕职能工作目标
化、目标工作实事化、实事工作项目化、项目工作
社会化，亮出妇联工作新作为与新业绩。
“三亮”后，妇联工作认可度提高，群众对“妇联

改革有成效，让生活更美好”的认同率高达 96.94%；
对妇联干部工作“很满意，服务好，学历高”达
74.49%；对妇联改革的关注点由体制机制改革转向
服务方式的转变即“互联网 +办事平台”（56.12%）；
参与“最美妇联人”、妇联干部等妇联精品活动率达
80%；“最美家庭”等活动知晓率为 99%。截至 2018
年 8月，已建成省级示范“妇女之家”9 个，市级示范
“妇女之家”190 个，县级以上家调委全覆盖，全国人
民调解先进集体 1个，最美家庭获奖数位居全省第
一，襄阳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家庭和收留儿童

工作案例荣获全国妇联优秀案例。
（2）干部工作主动性增强。基层妇联改革进一步

唤醒了各级妇联干部干事谋事的意愿。从本次调查
数据看（见图 2），妇联干部认为工作“很幸福”占
35.71%，“比较幸福”占 40%，幸福占 22.86%，不幸福
仅 1.43%。

大量女致富带头人、女能手、女营销大户、女人
大代表、女党代表、女政协委员、女教育家等以挂
职、兼职方式直接参与妇联工作，增强了各阶层妇
女间的交流，打开了妇联工作思路视野，促进了最
美家庭、文明家庭、平安家庭、廉政教育家庭、家风
教育等妇女品牌活动的推动与结合。一年内，全市
各级妇联已投入 258万元实施了 77个公益项目，
惠及 30多万妇女儿童和家庭，新建 200所市级留
守儿童爱心服务站。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1.组织机制有待完善。改革是个持久的过程，

妇联工作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
题仍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

（1）活动规划性有待加强。囿于站位和视域，
基层妇联的活动计划以纵向落实任务为主，缺少
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长期规划，本土特色项目
较少，活动规划存在低水平徘徊风险，具体表现在
活动吸引力上。从本次调查数据看，体制外的新社
会阶层女性参加妇联活动时，50岁以上年龄段的
新社会阶层女性参加过妇联活动高达 75%，其中
50%的人经常参加；40~50 岁女性参加比例为
70%，其中 28%的人经常参加活动；30岁以下女性
参加率仅为 44.5%，其中 12%的人经常参加活动，
这说明，妇联活动与 90 后的活动诉求之间有差
距，妇联活动形式要创新。

（2）职责分工及运行制度有待建立。妇联机构中

图 2 襄阳市基层妇联干部改革前后工作状态对比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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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人员的行业背景、工作经验各不相同，同质化的
职责分工阻碍了妇联执委们根据自身所长来高效开
展工作。由公务员、事业编、公益性岗位、临聘人员等
多种身份组成的机关妇联工作者团队需磨合，“会改
联”后的妇联工作有空窗期，较为成熟的基层妇联成
员间的职责分工尚未形成，机构运行制度尚在探索。
基层妇联妇联主席多与青年、民政、计生等岗位并在
同一副职身上，工作缺少思考与沉淀。

（3）活动联动机制有待建立。基层妇联工作以本
地妇女群众为对象，县与县、镇与镇、村与村之间的横
向交流活动较少，县与县之间、镇与镇之间、村与村之
间妇联交流活动、规划统筹的联动机制尚未形成。
新建的“两新”妇联组织在建立后如何高效运转

尚在探索中。从新社会阶层妇女参加妇联活动的调
研数据看，有 87.8%的人愿意担任妇联组织的志愿
者，85.8%的人愿意通过“互联网 +”平台参加妇联活
动，78.1%的人愿意在妇联兼职工作，77.4%的人愿意
承担妇女代表的工作，44.1%的人愿意到妇联挂职工
作（其中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 92.6%）。这
说明妇女参与妇联工作有群众基础，但活动的有效
联系和开放性设计不足。

（4）基层妇联考评机制有待思考。现阶段，基
层妇联工作考评主要采用上级考评方式，考评纳
入党建考核，实行党建与妇建同步研究、同步部
署、同步推进、同步考核，便利了妇联工作的推进，
但考核指标对妇联专项工作的针对性不强，缺少
同级互评互学和服务对象的正向评价，基层妇联
财务的使用及经费使用后的绩效考评亟待研究。

2.组织力量有待补充。从工作实绩来看，妇联
基层组织特别是“两新”组织、网上妇联的工作力
量，尚未完全挖掘和使用到位。

（1）工作阵地需扩展。从调研数据来看，基层妇
联干部认为下一阶段妇联需要增加妇女群众组织工
作的占 51.43%，需要增加“两新”组织工作投入的占
25%，其他为行业协会、专业市场、商务楼宇等。妇联
基层工作者认为辖区县级以上园区（开发区）的妇联
组织覆度为 70%。这表明妇联工作的阵地还需扩展。
工作中使用 QQ群及微信群占 90.71%，使用工作网
站的占 14%，使用官方微博仅 1%，而未使用的为
7.86%，这说明“网上妇联”存在短板。

（2）工作接受度需提高。以“两新”组织建设为
例，“两新”组织管理更新滞后，有些登记在册的

“两新”组织存在空挂或是规模不达标现象。有些
不够强大的“两新”组织，随时会关、停、并、转，用人
制度的灵活与员工工作时间的不统一，影响着“两
新”妇联组织的稳定性和执行力，增加了工作和队
伍管理难度，直接引发“两新”妇联被接受率不高问
题。而有些有规模的非公企业认为已有女职工委
员会，不愿再建妇联组织，增加了妇联基层组建设
难度。已有的“两新”妇联组织工作人员均为兼职，
其个人绩效不与妇联工作挂钩，工作仅靠工作热情
来保障。

（3）队伍建设有难度。各县（区）妇联机关干部配
备各有不同，从工作人员的年龄结构看，截至 2018
年 7月，高新区妇联工作人员均在 40岁以下，但仅 2
人；枣阳市妇联 40岁以下占 44.4%，但有 9人；樊城
区 40岁以下为 56%，本科以上学历为 89%；谷城县
妇联 40岁以下为 82%，本科以上学历为 91%；在高
配妇儿工委副主任的待遇落实方面，保康等尚未落
实。市县专职副主席，个人组织关系及考评均在原单
位，培养时存在不确定性。部分自然村妇女人数过
少，“会改联”实际操作中妇联干部人数未达标，基层
干部素质各有不同，增加了干部培养难度。

三、对策建议

妇联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必须推进工作机
制的创新，提升妇联组织的建设内涵；创新“两新”领
域中妇联组织设置，加大妇联组织的工作力度；抓好
执委队伍的创新服务，提升妇联组织的联系广度；改
进“妇女之家”服务方式，提升妇联组织的服务能力。

（一）形成新的工作机制
联系和服务妇女群众是妇联工作的生命线，新

的工作机制会促进基层妇联组织的有效运行和内
外联系。

1.建立工作协同运行机制。各级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要对基层妇联改革定向把脉，统筹协调各
改革领导小组、目标责任单位间的关系，加强督导，
帮助消灭改革“拦路虎”，如妇联挂职干部期间的工
作安排、绩效考评等，高配妇儿工委副主任，相关工
作经费的落实与督查等。

2.建立特色考评机制。各级妇联组织要围绕“会
改联”工作，大兴调研之风，建立健全基层妇联工作
考评机制，分层分类为基层妇联的执委、挂职干部、
兼职干部量身制定任务清单及考评办法，为干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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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尽责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和完善基层妇联直接联
系妇女群众的机制、妇女群众参与妇联工作的机制、
妇女群众评价妇联工作的机制，让妇情民意在基层
得到消化、回应、落实。

（二）提升工作能力
立足长远，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

织的妇联组织建设力度；依托平台，推进“妇女之
家”阵地建设，打造襄阳特色妇女工作品牌；围绕
队伍建设，做好培训，提升基层妇联工作能力。

1.加强规划意识。立足襄阳城市定位，确定妇
联发展规划，形成县（市、区）之间差异化发展目标。
各乡镇、村根据村情民意来推进基层妇联组织向下
扎根，在妇女生活的最小单元、妇女群众集中的专
业合作社、种养殖基地、商务楼宇、综合市场、行业
协会、活动广场等建立妇联组织，成立网格妇联或
功能型妇联，使之成为各级妇联“1+N”妇联组织体
系的重要支撑。

2.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妇联机关干部、各级执
委培训力度，三年内完成对各级妇联执委的全员
培训，精心策划培训内容，围绕妇女创业干事的必
备能力，提升执委的综合能力和业务素质，增强其

服务妇女儿童的新本领，探索执委工作模式和思
路，开展妇联经费使用的专项财务培训，帮助基层
妇联干部学会将经费用活用好，重视干部梯队建
设，储备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妇联工作发展
力量。

3.加强平台建设。总结“襄阳女性”微信、微博运
营的经验，改版襄阳妇女网，增设“汉江维权”“汉江
妇联”“汉水襄阳家长学校”等模块，为妇女儿童网
上找妇联、网上找活动、网上得服务提供便利。建好
并用好襄阳巾帼新媒体学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成果与经验。整体推进妇联组织在实体领域和虚
拟空间建设，建设更为完善的网络工作矩阵，纵向
链接“女性之声”网，及时推介襄阳妇联信息。

4.加强工作品牌建设。立足襄阳城市建设目标，
抓好“巾帼创业创新行动”“巾帼脱贫行动”等品牌
活动，深入开展反家庭暴力法宣传、困难妇女儿童
和家庭帮扶，持续推进“三八红旗手”带你看襄阳新
变化的主题活动，提升“巾帼建功”“巾帼文明岗”等
工作品牌的影响力，依托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中
心等综合性服务场所大力推进“妇女之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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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he Grassroots Women’s Federation in
Xiangyang

MAO Cheng-rui

(Xiangyang Polytechnic，Xiangyang Hubei 441050, China)

Abstract: Women's 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rty's mass work, and the grassroots Women's Feder－
ation is the forefront of the federation's work. With the deepe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of women's
federations, the grassroots Women’s Federation in Xiangyang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erms of orga－
nizational structure, team building and working methods, but it’s still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
tion of the work mechanism and enhance the connotation of i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We will make innova－
tion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women’s federations and strengthen their work. We will build a strong team, ex－
pand the outreach of women’s federations,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women’s federations in terms of
working mechanisms, platforms, position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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