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国 妇 联
中 央 综 治 办
司 法 部

　 文件

妇字 〔2014〕 7 号

关于联合开展 “三八” 妇女维权周活动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妇联、 综治办、 司法厅 (局),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妇联、 综治办、 司法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要求, 按照中国妇女十一大部署, 进一步深化妇女法

制宣传教育, 强化妇女维权服务, 积极推进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

建设, 全国妇联、 中央综治办、 司法部决定, 联合开展第十五个

“三八” 妇女维权周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活动时间

2014 年 3 月

二、 活动主题

法律温暖, 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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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动内容

围绕 “法律温暖, 家庭幸福” 主题开展维权周活动, 大力

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进一步将法制宣传与维权服务送到基

层、 送到家庭、 送到广大妇女身边。

(一) 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各级妇联、 综治、 司法行政

等有关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 运用法律进机关、 进乡村、 进社

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单位的 “法律六进” 载体平台, 充分

发挥女法官协会、 女检察官协会、 女律师协会等妇联团体会员作

用, 针对妇女群众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土地承包、 人身安全等权益问题, 深入社区、 面向家庭, 集中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广大妇女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 要

不断创新宣传手段, 注重发挥新媒体作用。 今年, 全国妇联将与

中国移动继续合作开展倡导男女平等、 家庭和美的短信征集活

动, 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发动广大妇女和家庭参与进来, 在全社会

掀起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新高潮。

维权周期间, 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将在中国普法官方微博、 中国

普法网集中开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主题宣传。

(二) 立足基层开展维权服务。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社区

(村) “妇女之家”、 12338 妇女维权热线、 妇女维权站 (点) 和

基层综治工作站、 司法所、 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的作用, 为基层妇

女群众提供便捷有效的维权服务。 要大力推广妇女信访代理协理

制, 充分发挥妇女信访代理协理员队伍的作用, 帮助妇女群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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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提出信访要求, 进行疏导调解, 化解矛盾纠纷。 要认真

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援助工作, 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

面, 帮助更多的妇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要扎实推进留守妇

女互助工作, 不断扩大覆盖面, 提高参与率, 拓展帮扶内容, 深

入推进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关爱行动, 帮助留守妇女儿童解决生产

生活、 学习成长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要努力推进妇女议事制, 推

动妇女议事会从基层社区向其他行业、 领域扩展, 采取灵活多样

的议事形式, 丰富拓展议事内容, 围绕城乡社区治理、 基层公共

事务、 妇女儿童权益、 家庭邻里关系等, 组织妇女骨干进行民主

协商议事, 帮助反映和推动解决问题, 促进和谐稳定。

(三) 进一步深化 “平安家庭” 创建。 做好新时期家庭工

作, 是党中央交给妇联组织的重要任务。 各地各部门要紧紧抓住

“三八” 妇女维权周活动契机, 进一步加强对 “平安家庭” 创建

活动的指导, 立足基层、 面向家庭, 丰富创建内涵, 做到 “五

防五无五送”, 即防拐卖、 防盗窃、 防抢劫、 防隐患、 防艾滋,

无毒品、 无赌博、 无暴力、 无犯罪、 无邪教, 送法律、 送知识、

送方法、 送帮扶、 送和谐。 要集中力量重点面向农村失地、 下岗

失业、 留守流动、 单亲特困等家庭开展关爱服务, 还要发动社会

力量, 对服刑妇女、 刑满释放妇女、 女性吸毒人员、 女性艾滋病

感染者、 受邪教裹挟妇女等特殊群体, 积极开展帮教活动, 引领

广大妇女和家庭追求平安幸福生活。

(四) 切实加大源头维权力度。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细致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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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调研工作, 多渠道了解把握妇女的维权需求, 注重研究普遍

性、 规律性问题, 及时向党委政府提出对策建议, 从源头上代表

和维护妇女权益。 要着力推动建立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

积极参与法律政策的制定修改, 还要切实推动现有法律政策的贯

彻落实, 推动各级人大、 政协进行相关执法检查、 视察调研等,

努力推动妇女权益突出问题的解决。 目前, 《反家庭暴力法》 立

法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希望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和积极配合, 利

用维权周活动契机, 广泛宣传家庭暴力的社会危害性, 集中展示

当地反家庭暴力工作成果, 进一步推动出台相关法规政策, 完善

工作机制措施, 为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妇女儿童提供便捷有效的

服务。

四、 活动要求

各级妇联、 综治、 司法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 精心策划, 从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出发, 关注妇女维权需

求, 推动解决妇女权益问题, 促进家庭平安幸福。 要及早制定活

动方案, 加强工作指导, 认真组织实施。

各地各部门要密切配合, 加强协调, 整合资源, 统筹推进。

将开展 “三八” 妇女维权周活动作为服务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

建设的具体举措, 切实为广大妇女儿童办实事、 做好事、 解

难事。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遵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中央八

项规定的有关要求, 以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基层服务、 为群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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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确保维权周活动取得实效。

全国妇联联系人: 林　 莹

联系电话: 010—65103188

电子信箱: weiquanyichu@ 126． com

中央综治办联系人: 李　 薇

联系电话: 010—85099781

司法部联系人: 肖　 妮

联系电话: 010—65153432

全 国 妇 联

　

中央综治办

　

司 法 部

2014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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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办公厅 2014 年 2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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