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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焦娇） 怎样把
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
我市更多妇女儿童受益？7 月 17
日下午，市妇联主席、市妇儿工
委办公室主任宫卫红带领部分机
关干部到市妇幼保健院就提高妇
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免费筛查民
生实事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市妇联副主席王海玲、杨鹏杰一
同调研。

在市妇幼保健院，宫卫红走
进“两筛”“两癌”筛查中心、产
前筛查实验室等地，与医务人员
亲切交谈，实地察看医院承载能

力、筛查中心建设、就诊流程
等，认真询问每日筛查量、筛查
结果等，详细了解“两筛”“两
癌”筛查及产前诊断工作开展情
况。她指出，免费筛查民生实事
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千千
万万个家庭的幸福，要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政策的知晓率与参与
率，同时确保筛查质量，切实把
这一项惠及广大妇女儿童的民生
工程做实做好、做出成效。

宫卫红来到解放区都市花园
教育小区，一场精彩的焦作市

“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民

生实事宣讲活动 （解放站） 正在
这里进行。

“焦作孕妈听我言，惠民政策
来宣传，为生健康小宝贝，政府
掏钱来把关……农村户口全免费，
城市低保也在内，政府埋单妇幼
查，咱老百姓得实惠。”根据免费
筛查民生实事政策改编的快板儿

《免费筛查民生实事七字歌》，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群众了解免费
筛查民生实事政策，也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传递到居民的心坎上。

随后，宫卫红为现场群众发
放印有“免费作筛查、幸福千万

家”的环保手袋、宣传资料等，
并向群众介绍了产前筛查、新生
儿疾病筛查、妇女预防“两癌”
等健康知识以及免费筛查服务的
享受人群、内容、定点服务机构
和如何参加免费筛查等问题。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连续
三年把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
平列为全省重点民生实事之一，
且保障内容不断增加，充分体现
了省委、省政府对广大妇女儿童
的关心关爱。去年，我市再次超
额完成了免费筛查民生实事省定
目标任务，连续两年被评为河南

省免费筛查民生实事表现突出省
辖市，受到了省妇儿工委办公室
的表扬。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部署要求，市妇联在全市开展了提
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民生实事
宣讲活动。活动立足于免费筛查民
生实事政策，利用小品、快板儿、
舞蹈、模特秀等多种表演形式进行
宣传，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
置展板等进行政策解读。今后，
市妇联将定期深入各县（市）区开
展宣讲活动，使群众真正知晓这一
惠及千万家庭的优惠政策，也让
这一民生实事更加深入民心。

本报讯（记者焦娇）7月17日
下午，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带领部
分机关干部深入解放区，就“巧
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培
育情况进行调研。市妇联副主席
王海玲、杨鹏杰一同调研，解放
区委副书记赵国强，解放区副区
长、妇儿工委主任王大青陪同调
研。

在 解 放 区 妇 联 培 育 的 首 批
区级“巧媳妇”创业就业示范
基地——市花卉市场，宫卫红走
进监控中心及工艺、盆栽、茶
艺、鲜花等“巧媳妇”示范门
店，与商户们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销售收入、线上销售、妇女就
业等情况，饶有兴致地欣赏了市
花卉市场泥埙乐团的表演，并要
求解放区妇联联合市花卉市场，
积极开展插画、茶艺技能大赛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扩大
品牌效益的同时，也为“巧媳
妇”们施展才华提供更广阔的天
地，使其真正成为广大妇女姐妹
的知心人、贴心人。

焦作市太极庄商贸有限公司
是河南省“巧媳妇”创业就业工
程示范基地，是集“四大怀药”
种植、研发、加工、销售、品牌
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在这
里，宫卫红认真了解了企业的生
产、经营状况和妇联组织建设等
情况。当得知企业90%的员工均为
女性，并为女大学生和下岗女工
提供就业岗位 2000 余个，宫卫红
十分高兴，叮嘱企业负责人积极
构建农产品溯源体系，拓展线上
线下销售模式，坚持党建带妇建
工作机制，全面推行“四组一
队”工作模式，高标准建设“妇
女之家”，努力将企业做大做强，
带动更多妇女就业，助推焦作经
济发展。

调 研 中 ， 宫 卫 红 对 解 放 区
“巧媳妇”工程取得的成绩给予充
分肯定。她指出，“巧媳妇”工程
是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有效载
体，全市各级妇联要学习、总
结、吸收省、市“巧媳妇”创业
就业工程示范基地建设的先进经
验，发展更多“巧媳妇”工程示
范基地，进一步激发妇女创业就
业热情，提升她们自我“造血”
能力；要开展广泛宣传，借助

“互联网+”发展趋势，将产品以
网络为媒介实现外销，以网络为
载体开拓妇女脱贫致富的另一个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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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焦 娇

衣着得体大方、说话干脆利
落，一言一行无不透露着干练爽
朗、雷厉风行的性格，这是崔平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她创办焦作
市太极庄商贸有限公司 16 年来，

带领团队潜心种植、开发、生
产、推广“四大怀药”，也通过做
好“四大怀药+旅游”的文章，
在丰富焦作旅游内涵的同时，使
拥有3000年悠久历史的“四大怀
药”重新焕发光彩。她自己也获
得了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市太极
庄商贸有限公司获评省级“巧媳
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我不是在做买卖，而是在经
营梦想。”这是采访中崔平反复强
调的一句话，而她与怀药的情
缘，则要从她小时候说起。

崔平的姥爷是太极堂的创办
者，她从小就看姥爷给病人把脉
问诊，听姥爷讲怀药的文化、故
事，和姥爷一起吃山药、喝菊花
茶。在她心里，怀药就像亲人一
样，陪伴她成长。

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崔
平到焦作怀源公司任职，从事山药

露的推广工作。怀着对怀药的热
爱，崔平跑遍了哈尔滨、武汉等30
多个城市，将山药露推向全国。

2003年11月，带着做好“四
大怀药”的使命和责任，崔平创
立了市太极庄商贸有限公司，还
建立了太极庄“四大怀药”基地
和研发中心，致力“四大怀药”
的科学种植、科研开发、文化知
识普及和全面宣传推广。

怎样才能最快将“四大怀药”
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呢？
崔平想到了旅游。“当时，焦作正在
向全国推广云台山，这是一个好机
会，通过把怀药和旅游结合起来，
让到焦作旅游的人都知道‘四大怀
药’，再靠他们口口相传，这无疑是
最快的推广方法。”崔平说，“第一
步必须让旅游从业者知道、了解

‘四大怀药’。”
2004 年 6 月，崔平组织了第

一场针对旅游从业者的怀药培
训。“非常成功，大家都为自己家
乡有怀药这样的瑰宝而兴奋，纷
纷奔走相告并传阅笔记。”时至今
日，崔平谈起 15 年前的那场培
训，依然激动不已。此后的培训
会，场场座无虚席，旅游从业人
员通过崔平的培训，学习和掌握
了“四大怀药”知识，在宣传焦
作山水的同时，将深厚的怀药文
化宣传给游客及外宾友人。

15 年来，崔平在焦作、郑
州、洛阳、开封、济源等地组织
的培训次数超过 150 场，每场人
数也从最初的 100 余人，到现在
的1000余人。她真正让“四大怀
药”通过旅游这个舞台传到了全

国各地，丰富了焦作旅游文化内
涵，也带动了农民种植怀药的积
极性，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在崔平的带领下，市太极庄商
贸有限公司以怀药为主要原料，研
发和推出了11大类300余种产品，
将怀药全部加以利用，让农民处处
受益。此外，她长期为下岗女工和
农村贫困妇女再就业提供岗位，还
积极开展爱心扶贫公益活动，将爱
心播撒在怀川大地。

“在‘四大怀药’推广研发这
条路上，我会一直走下去，绝不
辜负把青春和未来献给太极庄、
献给‘四大怀药’的员工们。”崔
平说，“希望社会各界多多支持，
让‘四大怀药’永放光芒。”

“四大怀药”的坚定传承者和弘扬者
——记市三八红旗手、焦作市太极庄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崔平

本报讯（记者焦娇） 近日
曝光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令人
触目惊心。为全面增强全市未
成年人安全意识，保障暑假期
间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市妇
联和市律协女律师工作委员会
联合向全市广大家庭发出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别提醒。

安全无小事。市妇联向广
大家庭发出提醒，家长应当营
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
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

和抚养义务；家长不依法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
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
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市妇联还提醒家长学习防
拐骗的科学知识，教育孩子警
惕常见四大骗术，并教会孩子
在危险发生时，要学会自救和
寻求帮助。

市妇联发布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醒

本报讯 （记者焦娇） 近
日，修武县妇联举办了以“快
乐烘焙·精致生活”为主题的
女性烘焙技能公益培训班。来
自该县各乡镇、县直各单位的
部分妇联干部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邀请了台中市侨
光 科 技 大 学 餐 饮 管 理 系 硕
士、台中慈明高中餐饮科主
任刘瑞珍为大家授课。她通
过讲解与演示的方式，详细

讲解了烘焙戚风蛋糕的理论
知识、准备工作、关键环节
和注意要点。

此次培训是落实修武县干
部暖心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培训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甜点制作不仅增添了一项生活
技能，也是家庭建设的有益补
充，希望妇联能多举办这种培
训，让更多的妇女姐妹学烘焙
技能，享受精致生活。

修武县妇联
举办女性烘焙技能公益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焦娇）近日，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为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独特作用和妇女

“半边天”作用，推进城乡妇女创业就业，激发妇女创
业、创新、创造的活力，市妇联联合市人社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农业局在全市广大妇女中开展万名巾帼培训计
划。

此次培训计划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市妇联2019
年“大培训、大服务、大提升”工作为抓手，旨在全面提
高妇女素质，着力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职业女农民队伍。

据了解，此次培训计划共分五个单项计划，即“巾帼
领头雁”培训计划，对1000名基层妇联主席开展妇联章
程、基层妇女工作方式方法、“四组一队”工作模式等培
训；“巾帼致富带头人”培训计划，对1000名“巧媳妇”
基地负责人和农村致富女能人开展金融知识、农业技能提
升、市场行情、品牌概念和“互联网+”应用等培训；

“巾帼巧手脱贫”培训计划，对2000名城市下岗女性和有
就业意愿的女性开展月嫂、保洁、烹饪、电商等培训；

“巾帼创业就业”培训计划，对5000名农村妇女、城市下
岗女性和有就业意愿的女性开展种植、养殖、手工加工等
培训；“巾帼医养服务”培训计划，对1000名医养中心职
工、残疾人员家属和有从事医养就业意向的女性开展残疾
人和老年人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护理、日常保健及
心理疏导等培训。

我市开展万名巾帼培训计划
全年计划培训巾帼领头雁1000名、巾

帼致富带头人1000名、巾帼巧手脱贫妇女
2000名、巾帼创业就业妇女5000名、巾
帼医养服务妇女1000名

本报讯（记者焦娇 实习生孙
双涵） 7 月 19 日上午，2019 年万名
巾帼培训计划——“巾帼巧手脱
贫”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金凤家政服
务中心举行。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出
席并讲话，来自五城区的60余名妇
女参加了开班仪式。

宫卫红在讲话中指出，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社会对家政服务行业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要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通过本次学习加强职业化的
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

质和就业技能；要珍惜本次学习机
会，处理好家务和学习的矛盾，以
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
习中去，努力掌握家政服务的知识
技能，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获、
学有所成，把学习培训的成果转化
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新动力，以实际
行动投身我市的乡村振兴行动，向
自己、家庭和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开班仪式上，宫卫红为2018年
市妇联家政服务培训班学员代表颁
发资格证书，家政服务中心培训中

心主任薛立新宣读了《学员须知》。
开班仪式结束后，宫卫红在金凤家
政服务中心人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实
践教学场所，听取了培训内容的相
关介绍。

此次培训为期五天，以专家讲
座和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学
习，开设了月嫂职业道德、新生儿
护理、产妇护理、新生儿洗浴及疾
病预防、催乳按摩技法、月子餐制
作、小儿推拿等理论知识及实际操
作训练课程。培训结束后，主办方
组织学员进行了理论考试和实际操
作考试，对符合50岁以下且在本年
度未参加过政府培训的农村户口及
失业职工发放保育员职业技能鉴定
证书，对不符合上述条件但考试成
绩合格的学员发放保育员培训合格
证书。

此次培训是市妇联实施万名巾
帼培训计划的一项具体举措，旨在
围绕我市“在乡村振兴上走在全省
前列”的奋斗目标，规范家政培训
内容，提高家政培训质量，让更多
的城乡妇女学习家政服务专业知识
和技能，进一步提高广大妇女同志
的创业就业能力，助力我市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

市妇联开启“巾帼巧手脱贫”培训

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在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开展情况。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崔平。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在市花卉市场调研。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把妇女儿童放在心上 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宫卫红调研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

市妇联主席宫卫红在解放区都市花园教育小区为妇女们发放免费筛查宣传
品。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2019
年焦作市
妇联万名
巾帼培训

“巾帼巧
手脱贫”
培训班开
班现场。

本报
记者 刘
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