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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 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发布

女性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 � 9 月 1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表《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
国 70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
步》白皮书，并于当日下午 3 时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白皮书全面宣介中国贯彻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念和实
践， 全景式展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妇女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展现中
国妇女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世界妇女运动贡献中
国方案、中国力量。 白皮书全文
约 1.8 万字，由前言、正文和结束
语组成。

白皮书指出，70 年来， 中国
妇女事业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紧密相连。 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一代又一代妇女为中国的
建设、 改革与发展开拓进取、贡
献力量。 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
中国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

白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亿万妇女更
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平等依法行
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
发展、 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主人翁地位更加彰显，半边天力
量充分释放，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与日俱增。 中国妇女事业取
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白皮书强调，中国将始终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妇女民
生，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促进妇
女全面发展，引领亿万妇女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
立业。 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妇女领
域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国妇联副主席吴海鹰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女性在脱
贫攻坚当中不仅是受益者，更是
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五方面主要成就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黄晓薇通报了白皮书的
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妇女事业发
展的总体状况。 主要成就体现在
五个方面：

第一，党对妇女事业的领导
坚强有力。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
将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作
为奋斗目标，根据不同时期党和
国家的中心工作， 确定妇女事
业发展的方针任务。 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
家事业全局出发，多次就推进妇
女事业发展发表重要讲话 、作
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强
调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
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
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保障广大妇
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
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
革发展成果，确保了中国妇女事
业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
奋勇前进。

第二，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
机制彰显中国的特色优势。 70 年
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
党的领导、人大立法保障妇女权
益、政府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 政协协商推动妇女发展、
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
女群众桥梁纽带的工作机制，是
中国提高妇女地位的独特创造，
在实践中日益完善并不断焕发
出强大活力，为妇女事业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第三，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
体系和法治实践不断创新完善。
从立法源头保障妇女权益，是中
国妇女事业发展的鲜明特色。 新
中国成立伊始，男女平等就被确
立为一项宪法原则。 70 年来，中
国从加强法制、依法治国到全面
依法治国，将尊重和保障妇女权
益置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妇女权益保
障贯穿于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等各个环
节。 目前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
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
100 多部单行法律法规在内的保
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为充分
保障妇女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 30 个省

（区、市）建立了法规政策性别平
等评估机制，将男女平等价值理
念具体落实到法规政策的制定、
实施和监督各环节，男女平等的
法治保障更加健全。

第四，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全面贯彻落实。 1995 年，男女
平等基本国策正式提出， 写入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总目标，
2005 年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确
立了这一国策的法律地位。 进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坚持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 作为党的施政纲领、
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重要内
容。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
出的“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
制规划、 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
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
利益”的要求，使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从党治国理政的战略谋
划， 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实践途
径， 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的坚强意志。

第五，统等规划妇女与经济
社会同步发展。 中国将妇女发展
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
规划纲要设专门章节，对促进妇
女全面发展作出规划部署。 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中国反对拐卖人
口行动计划等明确提出保障妇
女权益的目标任务。 从 1995 年
开始，国务院先后颁布实施了三
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明
确各阶段妇女发展的目标任务。
全国县以上政府都制定实施本
地区妇女发展规划，自上而下形
成了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的目标规划体系。 今年国家启动
了新一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编制工作，力求更好地谋划来
来十年妇女事业的全面发展。

妇女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全国妇联副主席谭琳介
绍，近年来，国家采取了很多积

极措施来提高妇女健康水平。
例如，实施妇幼卫生和妇女

健康项目， 提高住院分娩率，降
低孕产妇死亡率。 从 2000 年开
始，国家实施“降低孕产妇死亡
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努
力保障母婴安全。 2003 年以来，
全国妇联开展了“母亲健康快
车”公益项目，为边远贫困地区
妇女就医提供便捷贴心服务。
2009 年以来，国家全面实施农村
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一些
地区还实现了免费住院分娩，全
国城乡住院分娩率现在都达到
了 99%以上。 孕产妇死亡率迅速
下降到了 18.3/10 万， 这个数据
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实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项目， 提高农村妇女健康水平。
2009 年以来，卫生部与全国妇联
在农村妇女中开展乳腺癌和宫
颈癌检查项目， 提高农村妇女
“两癌” 早诊早治率， 降低死亡
率，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妇女
群众身边。

项目启动以来，已经为 8500
多万妇女免费提供了宫颈癌的
检查， 为 2000 多万妇女免费提
供了乳腺癌检查，并且实施农村
贫困妇女“两癌”救助项目，对特
困人员、低保对象以及低收入患
癌妇女进行医疗救助。

强化妇幼健康公共卫生服
务，提高妇女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水平。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国
家加强全方位孕期保健服务。 开
设孕前咨询门诊， 普及产前检
查，加强产后访视，免费向所有
产妇提供产后一周访视和 42 天
检查服务。 国家还鼓励妇幼保健
机构设置青春期门诊和更年期
保健门诊，努力使处于生命周期
不同阶段的女性都能享受到贴
心的健康服务。

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脱贫
攻坚中发挥妇女的主体作用，也

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脱贫
和全面发展的政策措施。

全国妇联副主席吴海鹰表
示，这些年贫困地区广大妇女以
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投身脱贫
攻坚。 一方面，她们励志带领家
庭脱贫致富。 另一方面，热心带
动姐妹们共同致富，在脱贫一线
发挥着生力军的作用。 女性在脱
贫攻坚当中不仅是受益者，更是
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一是她们自立自强，用劳动
创造美好生活。 在党和政府的政
策支持下，贫困地区妇女的内生
动力得到充分激发，她们不等不
靠，将“要我干”变成“我要干”，
把强烈的脱贫意愿转化为创造
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或发展乡
村旅游，或学习电子商务，或从
事家政服务，或者潜心于传统的
手工制造，靠勤劳和智慧找到致
富的路子。

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
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
国从业人员超过 900 万人，这其
中女性从业人员占到 70%以上。
2015 年全国妇联启动实施“巾
帼脱贫行动”以来，各级妇联组
织协助扶贫部门，为 110 万建档
立卡的贫困妇女发放扶贫小额
信贷达 610 多亿元，400 多万名
贫困妇女借助产业帮扶实现了
增收。

二是姐妹携手，共同走在致
富路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
农民工、女大学生、女科技工作
者返乡创业，把在外面积累的知
识、经验、技术和资金带回来，造
福乡里，帮助贫困姐妹。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基层
女干部、女能人想方设法带领妇
女姐妹们坚定脱贫志向，谋求致
富的路子，共同致富奔小康。

各地妇联也多措并举，帮助
妇女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比
如， 贵州省妇联实施“锦绣计
划”，带动近 50 万妇女从事特色
手工产业，五年的产值累计达 60
亿元，她们用灵巧的双手编织出
了幸福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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