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妇办〔2020〕13 号

2020 年度湖南省妇联系统宣传工作

情况通报

各市州妇联、省直妇工委：

2020 年，全省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联干部充分利用

《今日女报》等媒体，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努力建

设广大妇女共同的精神家园；依托“湘女 e 家”新媒体联盟

平台，广泛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推进全省妇女事

业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涌现出长沙市妇联、陈杨艳等一批

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现予以通报。

希望受到表扬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

省各级妇联组织和妇联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求真务实，创



新创造，不断开创妇联宣传工作新局面。

附件：2020 年度湖南省妇联舆论宣传阵地建设表现突出

单位及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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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湖南省妇联舆论宣传阵地建设
表现突出单位及个人名单

一、单位（85 个）

长沙市（7 个）

长沙市妇联

长沙县妇联

浏阳市妇联

芙蓉区妇联

开福区妇联

望城区妇联

高新区妇联

衡阳市（7 个）

衡阳市妇联

南岳区妇联

衡阳县妇联

石鼓区妇联

蒸湘区妇联

雁峰区妇联

耒阳市妇联

株洲市（5 个）



株洲市妇联

天元区妇联

茶陵县妇联

醴陵市妇联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湘潭（2 个）

湘潭市妇联

雨湖区妇联

邵阳市（8 个）

邵阳市妇联

邵东市妇联

新邵县妇联

绥宁县妇联

武冈市妇联

大祥区妇联

双清区妇联

北塔区妇联

岳阳（5 个）

平江县妇联

岳阳县妇联

华容县妇联

岳阳楼区妇联



君山区妇联

常德（9 个）

常德市妇联

鼎城区妇联

汉寿县妇联

桃源县妇联

安乡县妇联

石门县妇联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妇联

常德市直属机关工委妇委会

国家税务总局常德市税务系统妇联

张家界（2 个）

张家界市妇联

慈利县妇联

益阳市（9 个）

益阳市妇联

赫山区妇联

资阳区妇联

安化县长塘镇妇联

桃江县妇联

沅江市妇联

南 县妇联



大通湖区妇联

高新区朝阳办事处妇联

郴州市（9 个）

郴州市妇联

北湖区妇联

苏仙区妇联

桂阳县妇联

永兴县妇联

宜章县妇联

临武县妇联

桂东县妇联

嘉禾县妇联

永州市（8 个）

永州市妇联

祁阳县妇联

冷水滩区妇联

宁远县妇联

零陵区妇联

东安县妇联

道 县妇联

蓝山县妇联

怀化市（6 个）



怀化市妇联

辰溪县妇联

溆浦县妇联

芷江县妇联

洪江市妇联

靖州县妇联

娄底(4 个)

娄底市妇联

娄星区妇联

涟源市政府办系统战线妇委会

新化县妇联

湘西（4 个）

永顺县妇联

古丈县妇联

泸溪县妇联

龙山县妇联

二、个人（98 个）

长沙市（7 个）

陈杨艳 长沙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

周湘玲 长沙县妇联挂职副主席、黄花镇妇联主席

陈亿欢 宁乡市资福镇妇联主席

邱亚林 天心区妇联科员



申 瑗 岳麓区妇联挂职副主席

邝 鋆 雨花区妇联宣传专干

何奕辉 中共长沙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市直妇工委主任

衡阳市（6 个）

文 明 衡东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周宏丽 珠晖区妇联主席

费明巧 衡南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尹美莲 祁东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刘晓梅 常宁市妇联主席

李春花 衡山县妇联办公室干部

株洲（7 个）

姚 曜 攸县妇联挂职副主席

罗海燕 渌口区南洲镇妇联主席

吴思源 芦淞区白关镇党政办干事、妇联副主席

冯 惠 石峰区妇联工作人员

田湘萍 株洲市公安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妇委会主任

董 文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工会维权部副部长、女工委主任

胡朝晖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工会办公室主任、女工委主任

湘潭市（7 个）

李 红 湘潭市妇联组宣部部长

刘胜林 湘潭县妇联副主席

王 灿 湘乡市棋梓镇妇联主席



罗秀琳 韶山市妇联四级主任科员

肖 亚 岳塘区妇联挂职副主席

冯 旭 高新区妇联专干

颜 娜 湘潭经开区妇联主席

邵阳市（8 个）

何湘兰 邵阳市妇联组宣部副部长

曾 玲 隆回县妇联权益部部长

王智慧 城步县妇联挂职副主席

向丽洁 邵阳县妇联主席

王梅芳 洞口县妇联主席

孟玲玲 新宁县妇联副主席

彭 颖 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妇委会主任

佘梦瑶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邵东分公司宣传员

岳阳(7 个)

曹独犊 屈原管理区妇联主席

周言峰 南湖新区妇联主席

刘 瑛 湘阴县妇联副主席

夏 敏 云溪区妇联副主席

童 琼 临湘市妇联办公室

付小丹 汨罗市妇联宣传部长

田 宇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妇联干部

常德(10 个)



李裴嘉 常德市妇联权益部部长

雷建新 武陵区妇联副主席

谢 敏 临澧县妇联副主席

田 静 澧县妇联副主席

王 方 津市市妇联办公室主任

邹琳琳 西湖管理区妇联主席

曾海英 常德市市委办妇委会主任

周凌宇 常德市政府办妇委会主任

彭丽兰 常德市国资委妇委会专干

丁时慧 常德日报社记者

张家界市（3 个）

陈生琴 永定区妇联 办公室主任

王冬英 武陵源区妇女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陈晓燕 桑植县妇联主席

益阳（8 个）

黄妹琼 益阳市政府妇儿工委办专职副主任兼市妇联办公室主任

谢 妍 赫山区妇联权益部部长

钟建华 资阳区迎风桥镇人民政府党建办主任

张珊珊 安化县农业农村局妇委会主任

许江婷 桃江县妇联办公室副主任

曹 君 沅江市南大膳镇妇联主席

符燕平 南县浪拔湖镇妇联主席



冷翠云 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妇联主席

郴州市（10 个）

俞红玲 北湖区党组书记、主席

陈红玉 苏仙区宣传干事

邱 靖 桂阳县党组书记、主席

吴巧慧 永兴县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 玲 宜章县党组成员、副主席

李 娟 临武县办公室主任

郭彦臣 桂东县党组书记、主席

严辉琴 汝城县党组成员、副主席

刘 敏 安仁县党组书记、主席

何智荣 资兴市教育局妇委会主任

永州市（8 个）

蒋艳丽 新田县妇联挂职副主席兼办公室主任

岑 策 江永县妇联挂职副主席

奉月圆 江华瑶族自治县妇联挂职副主席

崔娟斐 双牌县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唐小娟 祁阳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陈 滋 冷水滩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周英华 宁远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郑 希 零陵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怀化市（7 个）



毛文建 辰溪县妇联副主席

邹小叶 溆浦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滕佳倩 麻阳县吕家坪镇妇联主席

邹志敏 新晃县妇联副主席

邓 琳 洪江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吴爱艳 靖州县妇联副主席

彭彩虹 通道县妇联副主席

娄底（5 个）

徐宇红 娄底市妇联党组成员、妇主席

邱霞辉 娄星区花山街道妇联主席

龚志华 涟源市伏口镇妇联主席

刘 琼 新化县红十字会妇工委主任

谭婷莉 娄底市税务系统妇联秘书长

湘西(5 个)

杨 梅 湘西州妇联组宣部部长

龙志薇 吉首市妇联办公室主任

龙秀珍 凤凰县妇联副主席

滕 洁 保靖县妇联办公室主任

邓 华 花垣县妇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