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 一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文件 

 
 

湘妇字〔2018〕1 号 

★ 
 
关于表彰2017年度湖南省城乡妇女岗位建功 

先进集体（个人）的决定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省广大

妇女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积极响应全国妇联“巾帼

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号召，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投身新时

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立足本职岗位，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术，创造新业绩，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潮流中彰显独特

风采，在现代农业发展中贡献巾帼力量，在改革发展稳定一线赢

得出彩人生，一批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脱颖而出。她们

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拼搏努力，谱写了追逐梦想、奉献社会的华

章，为促进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就业、推动技术创新、创造经济

财富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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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广泛宣传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事迹, 引导和激励广大妇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

的斗志主动作为，建功立业，省妇联决定, 授予宁乡市非税收入

管理局等 10 个单位湖南省十佳巾帼文明岗称号,授予杨熠等 10

人湖南省十佳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授予株洲醴陵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局等 10 个单位湖南省十佳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长

沙市芙蓉区审计局等 180 个单位湖南省巾帼文明岗称号,授予胡

丽华等 50 人湖南省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授予浏阳市妇联等 30 

个单位湖南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不断进取,

再接再厉,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全省

广大妇女要以先进为榜样，发挥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

作用，立足岗位创先争优，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发挥“半

边天”作用。 

 

附件：1．湖南省十佳巾帼文明岗 

2．湖南省十佳巾帼建功标兵 

3．湖南省十佳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4．湖南省巾帼文明岗 

5．湖南省巾帼建功标兵 

6．湖南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湖 南 省 妇 联 

201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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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南省十佳巾帼文明岗名单 
 

宁乡市非税收入管理局 

株洲市规划局政务服务窗口 

隆回县特殊教育学校 

岳阳市12345公众服务热线（呼叫中心） 

常德市第一幼儿园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医院（娄星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新晃侗族自治县国地税联合办税服务大厅 

衡阳市蒸湘腾跃工艺厂 

湖南省女检察官协会郴州分会 

绿之韵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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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湖南省十佳巾帼建功标兵名单 
 

杨  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县支公司经理 

黄菊芳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业务院长 

王岳芹  湖南洞庭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瑶  桃源县审计局副局长 

刘  莉  南县福利院公寓部组长 

陈翠姣  郴州龙丰生态种养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学元  健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粟田梅  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村党支部书记 

贺健梅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科科长 

蒋燕妮  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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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湖南省十佳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名单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局 

湘潭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平江县妇联 

常德市军休所 

桃江县政务服务中心 

郴州市四季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华瑶族自治县妇联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安局禁毒支队 

湖南省儿童医院 

湖南电视台潇湘电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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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湖南省巾帼文明岗名单 
 

长沙市 

长沙市芙蓉区审计局 

长沙市开福区喜多多幼儿园 

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办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桂花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长沙市博物馆公共服务部 

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女子防腐整容班 

长沙市促进就业小额贷款担保中心 

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长沙市第四医院中医科 

长沙市纪检监察廉政教育和案件查办管理中心 

衡阳市 

常宁市兴丰源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衡阳管理处南岳收费站 

衡山县文物管理局唐群英故居 

衡阳电视台新闻部 

中国工商银行衡阳分行华新支行营业部 

衡阳市高新区衡州小学 



 

 一 7 一

衡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 

衡阳辣妹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陆家新屋旅游接待部 

衡阳市高新区华兴街道祥光社区 

衡阳市蒸湘区环卫局清厕班组 

株洲市 

株洲市荷塘区政务服务中心 

株洲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导游组 

攸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 

株洲市中心医院手术室 

株洲市国税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场服务科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特种加工中心喷涂班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钢构件事业部库房一班 

株洲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结算中心售卡客户中心 

湘潭市 

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科 

湘潭县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 

湘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卫生院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中国农业银行湘潭分行营业部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中心装配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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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新邵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邵阳市北塔区办税服务大厅 

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城步苗族自治县支行 

邵阳市大祥区国税局纳税服务科 

邵东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邵阳市双清区环卫局数字城管信息平台 

绥宁县自来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武冈市职业中专艺术教研组 

中国移动新宁县分公司 

岳阳市 

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岳阳市南湖新区办税服务厅 

岳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屈原管理部 

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岳阳市岳阳楼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华容县救助管理站 

临湘市临湘一中英语教研组 

岳阳县文化馆 

岳阳市云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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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 

安乡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常德市鼎城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特需产科 

津市经济责任审计局 

澧县澧州医院手术室 

临澧县政务服务中心 

石门县中医院心内科 

常德市武陵区住房公积金管理部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张家界天门小学 

张家界市档案局档案管理科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财政局妇委会 

益阳市 

益阳市国税局车购税分局税源管理科 

益阳市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 

安化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局 

安化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桃江县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沅江市地税局收入规划核算科 

益阳市资阳区医保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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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资阳区国税局纳税服务科 

益阳市赫山区妇联 

益阳市大通湖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股 

郴州市 

郴州市北湖区档案局 

郴州市苏仙区苏仙岭街道劳动保障和社会救助服务站 

资兴市企业养老保险站 

宜章县妇幼保健院 

桂阳县中医院手术室护理组 

永兴县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 

嘉禾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临武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汝城县鑫利食品有限公司 

桂东县沤江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 

郴州市中心血站成分科 

永州市 

永州市零陵区城建投资公司计划财务室 

永州市冷水滩区国家税务局湘江东路办税服务厅 

祁阳县国税局财务管理科 

东安县合管办补偿监审室 

双牌县移动公司中心营业厅 

道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江永县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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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一完小六年级组 

新田县人民法院办公室 

永州市中医医院护理部 

永州市公路局中心试验检测室 

怀化市 

洪江市信访局 

会同县地税局办税服务中心 

沅陵县就业服务局 

芷江侗族自治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溆浦县屈原学校 

麻阳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 

辰溪县中医院妇产科 

怀化宏宇小学六年级语文学科组 

怀化市鹤城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娄底市 

双峰县医疗生育保险局 

新化县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娄底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处 

湖南移动通信分公司涟源市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古丈县妇幼保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花垣县食品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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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经开区地税局 

湖南高速公路湘西管理局龙山收费站 

泸溪县天桥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永顺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保靖县昂洞卫生院 

湘西长行村镇银行凤凰支行 

省直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生产技术处 

湖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湖南省科协组织宣传部 

湖南红网《百姓呼声》编辑部 

湖南省气象台短中期天气预报科 

湖南省统计局财务基建处 

湖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信息工程所 

社会   

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   

长沙公证处 

长沙市望城区国家税务局雷锋税务分局 

长沙市林业和园林综合执法支队办公室 

长沙市开福湘绣研究所 

长沙景谊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 

长沙青竹湖湘绣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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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开慧女红文化创客服务中心 

浏阳兴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市雁峰区金铭大三仪珠宝金行 

株洲钻石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云龙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 

湘潭绿丰保鲜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三力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马氏牧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邵阳分行营业部 

湖南弘元新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平江县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桃江县妇联 

郴州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郴州市大布江拼布绣有限公司 

宜章莽山木森森茶业有限公司 

桂阳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中心 

湖南人和人（郴州）律师事务所 

永州广播电视台专题活动部栏目播音组 

怀化市旗袍文化交流协会 

洪江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湾罗完全小学 

娄底市娄星区小花居委会 

新化县向荣腾飞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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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飞飞家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古丈县发展和改革局 

保靖县现英茶叶产销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政协办公厅人事处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处 

湖南省妇联妇女发展部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工作部(处)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培训学院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事业发展部 

湖南爱善天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 

湖南华天酒店服务班 

中建五局土木公司“芙蓉标兵三创工作室” 

湖南岳麓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综合楼项目部 

湖南金棕编织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湖南雅馨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芙蓉区人民路雅馨药房 

湖南先锋建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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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湖南省巾帼建功标兵名单 
 

长沙市 

胡丽华  长沙市妇联副主任科员 

周利萍  长沙市财政局妇委会主任兼行政政法处副处长 

衡阳市 

刘亚君  衡阳市公安局妇委会主任 

肖青春  衡阳市第一中学心理老师 

株洲市 

凌向东  株洲女性手工艺品协会望月纸艺工作室总经理 

肖张兰  株洲市芦淞区枫溪街道七斗冲社区党委书记 

王  婧  株洲县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湘潭市 

邱勇艳  韶山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陈国锦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制造部班长 

邵阳市    

胡秀芝  邵阳市大祥区城管局副科级科员 

申艳辉  邵东县莲花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石红叶  新邵县陈家坊镇富阳村支部书记 

肖  琳  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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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 

辜文萍  汨罗市气象局局长 

常德市 

李  韬  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大队长 

张家界市 

姚海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利支行行长 

周雪庆  桑植县走马坪白族乡党委书记 

益阳市 

陈国纯  益阳康雅医院护理部主任 

詹  琴  益阳市赫山区新市渡镇人民政府镇长 

郴州市 

    雷桃君  郴州市金航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郴州市夏生职业培训学校董事长 

    吴亭婷  郴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基础大队副大队长 

永州市 

    郑驭麟  祁阳县财政局融资中心副主任 

    欧阳晓华  江华瑶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局长 

刘小珍  宁远县审计局局长 

怀化市 

    冯永霞  怀化市妇联事业发展部部长 

邱  秋  中方县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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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 

朱伟红  娄底市万宝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兼财 

务融资部部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张维月  永顺县金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春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 

    刘  洁  凤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 

省直 

    余  欢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政策法规处主任科员 

    胡定希  湖南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国资处主任科员   

社会 

    邓运姣  长沙市雨花非遗馆馆长、省女红协会会长 

    欧沛琼  欧氏手工针织工作室负责人、省女红协会副会长 

黎  秋  衡阳市妇联事业发展部部长 

彭水平  湘潭县春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湘潭市农

产品女经纪人协会会长 

刘  琳  隆回县司门前镇湴塘村手工编织协会会长 

    夏海燕  桃江县扶贫办副主任 

    周梅花  桂阳县妇联副主席 

陈妙华  一绳一饰店负责人 

王爱军  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室检察官 

黎晓慧  湖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读物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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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平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调研员 

付瑞芳  湖南省妇联办公室副主任 

    熊  苹  湖南思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周志梅  湘林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陶  红  湖南鼎森暖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海燕  湖南湘水芙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  飞  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董事长 

欧阳婕妤  湖南搜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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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湖南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名单 
 

长沙市 

浏阳市妇联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健康管理中心 

衡阳市 

衡阳市女企业家协会 

衡阳市女子看守所 

株洲市 

《株洲新区》编辑部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女工委 

湘潭市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邵阳市    

邵阳市北塔区妇联 

邵阳市大祥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所 

中国邮政储蓄邵阳分行营业部 

岳阳市 

    岳阳市河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常德市 

汉寿县千弘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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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审计局 

益阳市 

益阳市小宇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沅江市琼湖街道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郴州市 

    郴州市万原家居购物广场 

永州市 

    宁远县妇联     

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幼儿园 

    怀化市洪江区国家税务局 

娄底市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娄底市娄星区肆壹捌金银珠宝行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花垣县财政局 

省直 

    湖南省12366纳税服务中心   

社会 

临澧县安福镇朝阳社区 

益阳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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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妇联 

怀化市妇联 

新晃侗族自治县妇联 

娄底市妇联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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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各市州妇联、省直妇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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