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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靖江举办急救宣传活动

舟山市普陀区有个“信访超市”

本报讯 （靖红）10 月 2 日，江
苏省靖江市红十字会联合市 179
志愿者协会开展
“微救技能·守护
生命”心肺复苏普及活动。5 名
急救培训师志愿者向市民示范心
肺复苏操作，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受到市民好评。

群众怎么方便，
就怎么服务

尉犁县开展志愿活动庆双节
本报讯 （热衣兰木·牙生）
“十一”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红十
字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志愿者
在罗布人村寨景区开展
“庆双节·
最 美 尉 犁 我 行 动 ”主 题 党 日 活
动，党员干部和大学生西部计划
志愿者在罗布人村寨为游客提供
志愿服务，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150 余人参加活动。

柯桥区开展“十一”志愿服务
本 报 讯 （柯 红）
“ 十 一 ”期
间，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红十字
会 30 位红十字志愿者，驻守在大
香林龙华寺景区红十字救护站，
为近 3 万名登山游客提供医疗保
障服务。截至目前，柯桥区红十
字会已连续 4 年为假期登山游客
处理摔伤、擦伤、骨折等意外伤害
事故，获得了广大游客好评。

东台救援队“双节”守护游客平安
本报讯 （杨玉明）10 月 1 日
至 6 日，江苏省东台市红十字救
援队携带医疗急救箱和急救药
包、救援担架，赴条子泥景区为游
客提供安全应急保障服务。

宜丰县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邹杰峰）9 月 28 日，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红十字会召
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
举产生了宜丰县红十字会第一届
理事会领导班子、常务理事、秘书
长和第一届监事会兼职监事长、
专职副监事长，决定聘请县委书
记张俊及县委副书记、县长解鸳
为名誉会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肖建新、县政协副主席刘欧为
名誉副会长。副县长刘友亮当选
为会长。

■ 顾春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居民小周
没想到，
过人行道竟会掉入窨井，
造
成手、脚、膝盖多处擦伤。他拨打公
共服务热线 12345 投诉。不到 1 小
时，调解员就联系小周，
请他去普陀
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调解员
和窨井盖业主已在等候，小周当场
获赔了医药费。
这 处 窨 井 盖 没 有 标 识 ，12345
工作人员去认定时，
无法知晓归属。
服务中心通知住建、市政、通信等单
位和道路附近的东港集团现场查
看，确认窨井分属移动、电信、联通、
华数等 4 家单位，4 家单位又共同委
托某通信产业服务公司管理。
普陀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按照访调对接机制，把双方引入中
心现场调解，
让小周省了很多麻烦。
“各部门联动机制，
让调解甚至
诉讼当天完成。”市信访局 12345 普
陀分中心负责人郑琳说。

只要进了门，一定有回应
进入普陀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中心，一楼大厅一排窗口，15 个部
门入驻，投诉、举报、调解等均可现
场办理。如果找不到对应窗口，
“综
合”窗口负责兜底；二楼设有仲裁
庭、速裁庭等，
人民调解员、法官、律
师每天坐班，
老百姓遇到问题，
进一
扇门找说法，
总有一个部门承接。
中 心 主 任 缪 华 杰 介 绍 ，中 心

2012 年成立以来，经历数次改革，
目的就一个：
群众怎么方便，
就怎么
服务。
“一开始，
窗口各自为政，
甚至
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物理整合为啥产生不了化学反
应？普陀区细剖原因：
管理、考核评
价等权力不在中心，调解形成不了
合力；入驻部门和办事流程没有理
顺，
部分矛盾纠纷化解仍需多头跑、
反复跑，
群众有怨言。
2017 年 ，普 陀 区 再 次 启 动 改
革，网格综治、法院诉讼服务、公共
法律、信访、12345 热线等成建制入
驻，建立 12 个专业性、行业性调解
组织，组建调解专家库。一楼大厅
除 13 个专业服务窗口，还有 2 个综
合窗口受理复杂难题。
与此同时，中心负责考核和督
查，
工作不力的部门予以通报批评，
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建立中心专项督办、督考办重
点督办和纪委追责督办三级督办机
制，
统筹协调处理职责不清、职能交
叉的问题。
去年 8 月，30 多名女工被刘某
聘用绑扎螃蟹脚。一个月后，刘某
失踪了，拖欠 20 余万劳务报酬，女
工们来中心求援。一问，竟是一团
乱麻：
她们没有签约，
超出人社局的
劳动仲裁范围；
若让所在乡镇管，
雇
主已不知去向；
申请法律援助，
仅个
别女工有手写务工单，但没有老板
签字，无法作为法律凭证。中心牵
头召集法律援助中心、劳动纠纷调

委会、法院立案庭、涉事乡镇，一一
分派职责。
事情很快有了进展，速裁庭法
官发现被告名下有资产，但已被财
产保全，
遂马上建议，
以其中一名绑
蟹女工为原告，
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
法院对这套房子轮候查封。最终，
被告如数付清欠薪。

民间工作室，化解新难题
来自河南的杨秀清是舟山新居
民，热心公益，在中心开设“老杨工
作室”，调解了很多起邻里矛盾等。
这样的民间工作室，在中心有好几
家。
前不久，一艘海轮在舟山海域
触礁沉没，在理赔方面存在一些纠
纷。船员家属从河南赶来，不知该
找谁索赔，
因为船只挂靠在舟山，
就
向普陀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求
助。
“这是船员同股东之间的纠纷，
跟舟山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还是
接了这个事。”中心主任缪华杰说。
家属们对赔款要求过高，专业
团队调处陷入僵局。中心请来杨秀
清，
家属们见是独立第三方，
还是家
乡人，
便接纳了老杨。
老杨咨询律师，
了解类比案例，
再从海事法院厘清雇主挂靠法律关
系。讲清道理后，多数家属放弃过
高诉求，
只有叶家媳妇一说话就哭：
公公治病的钱没有还清就走了，现
在又没了丈夫，剩下她和婆婆带 3

本报讯 （宗红）9 月 28 日下
午，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020 年 第 三 届 进 博 会 安 全
保障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综合
应急演练”在上海市朱家角市民
广场拉开帷幕。上海市青浦区红
十字会、江苏省吴江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嘉善市红十字会参加演
练。
演练设置了 4 大类演练科
目，包括水域救援、受灾人员转移
安置、群体性事件处置以及布控

临沭县开展助残活动

爱心“零距离”

本报讯 （临红）9 月 29 日，云
南省临沧市红十字会赴凤庆县诗
礼乡河平村开展贫困大学生助学
活动，向河平村 15 名家庭贫困的
大学新生发放 1.5 万元助学金。

梁平区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讯 （李羡权）9 月 30 日
上午，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会副
会长郑平带领机关干部赴复平镇
大龙村，看望慰问 6 户定点帮扶
对象，为他们送去爱心月饼、大米
等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的祝福。

长丰县急救宣传进乡村
本报讯 （王景）9 月 30 日，安
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消防大队为左店乡梁曹村村民
普及消防急救知识。县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培训师颜庄明讲解了应
急救护操作要点，县消防大队水
家湖救援站杨瑾结合日常消防案
例处置，讲解了针对不同火灾场
景正确开展疏散和逃生技巧。

全南县举办救护员培训班
本报讯 （张岚）9 月 29 日，江
西省赣州市全南县举办第六期红
十字救护员培训班，县交管大队
部分职工、蓝翔驾校、远达驾校、
鸿源驾校、二汽驾校部分学员参
加培训。

9 月 29 日，湖北省鄂州市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走进月畔湾社区开展“文明健康·有你有我”爱心义诊活动，为 300 余
居民提供
“零距离”
健康服务。
（郭怀德/摄）

“双节”期间的守护

大丰区向留守儿童普及急救知识

临沧向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试行近两年后，普陀区人民法
院把所有民事立案速裁放到普陀区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立案庭庭
长马利斌就在中心上班，
他说，
中心
把 调 解 放 在 诉 讼 前 面 ，能“ 调 ”则
“调”，
调解员、法官都是简案快调速
裁团队成员，
推行调解优先、诉讼断
后。
调解成功后，调解协议经过司
法确认，就有了法律效用。
“ 司法确
认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一
来，诉讼案件大大下降。司法确认
不产生诉讼费，老百姓省时、省力，
还省钱。”马利斌说，随着司法确认

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吴江市、浙江省嘉善市红十字会为安全护航

本报讯 （平红）9 月 28 日，甘
肃省平凉市红十字救护站“崆峒
山站”揭牌仪式在崆峒山景区中
台举行。市红十字会邀请甘肃医
学院教授段昌新对红十字救护站
医护人员、崆峒山大景区工作人
员、急救志愿者队员进行了心肺
复苏、止血、包扎等技能培训。

本报讯 （杨怡琴）10 月 3 日，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红十字会在
梅花湾景区为来自全区的 500 余
名留守儿童举办公益救助知识宣
传活动，讲解儿童应急安全救护
知识。

调解多了，诉讼少了

案件增多，
调解员威信大大增加。
哪怕调解不成的案件，只要事
实清楚，
调解员一个电话，
当天或者
最多隔天，就能在中心快速开庭宣
判。
调解省事省力省钱，95% 以上
的投诉者都愿意。调解后找法官直
接办司法确认，法律规定 30 天，中
心承诺 3 天，基本当天完成。调解
成功的案件可以实现当场履行；哪
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投诉，
中心
也会通过多部门会商予以帮助，解
决当事人举证压力。
马利斌介绍，
因为案件分流快，
审理天数不断下降，去年同比下降
9 天左右；中心收进的案件越来越
多，而法院的民商事立案数明显下
降：2017 年前每年上升，2018 年中
心整合流程后，下降 15%；2019 年再
次同比下降 34.91%，在浙江 90 个县
市区名列第一。今年 1 至 8 月，中心
综合窗口统一受理案件 6489 件，其
中解决咨询类案件 2054 件、引导人
民调解 1879 件、引导劳动仲裁立案
291 件、引导法律援助 730 件，引导
民商事诉讼立案 1455 件，成讼率仅
22.42%。
2018 年至今，中心已累计解决
群众各类诉求 189079 件，252 件包
含人身死亡案件在内的重特大疑难
复杂纠纷得到妥善处置，重大疑难
案件调处成功率、协议履行率均为
100%。
（转自《人民日报》
）

首次长三角联合应急演练在上海举行

平凉设立“崆峒山红十字救护站”

本报讯 （临红）9 月 28 日，山
东省临沂市临沭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残疾人联合会，走进临沭县康
复托养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
迎中秋庆国庆”博爱助残主题实
践活动，为康复中心 200 余位住
院病人送去 3000 元救助款和慰
问品。

个孩子，还要种 5 亩地，往后日子怎
么过？
眼见法律层面难以解决，老杨
找到舟山一个爱心公益团队。一家
海洋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团队表示，
每月拿出 1500 元，供 3 个孩子读书
到 18 岁，并承诺如果孩子们上大学
将继续支持。叶家母女回河南时，
中心还提供了路费。
“不仅一桩棘手的案件圆满解
决，我们也从中受益，学到法律知
识、服务技能，
以后能帮助更多人。”
老杨说。
现在，针对重大疑难纠纷和群
体性纠纷，中心建立法官、调解员、
援助律师和职能部门参加的“3+X”
会商研判机制，
先厘清事实、确定法
律关系，
再初步商定解决方案。

■ 宗合
“十一”长假期间，全国各地红
十字人驻守景区，为游客出行游玩
提供安全保障。街头巷尾也总能看
到“红马甲”的身影，他们的守护为
“双节”增添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广东阳江：游客不慎溺水，救援
队迅速施救
10 月 2 日下午，一名游客在广
东省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景区海
域不慎溺水，
危急时刻，
阳江市红十
字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队员及时出
手，将溺水游客救起。
当天下午 3 时左右，海陵岛“南
海 I 号”银滩景区海滩正值退潮，由
于天气凉爽，
海边聚集了不少游客，
有些游客身穿救生衣下海玩水。3
时 23 分，正在海滩巡逻的市红十字
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队员，突然发
现离岸 30 米处有一名身穿救生衣
的游客举手呼救，
队员曾永其、林华
景立即游过去施救。
此时海上风大浪急，近海浪涌
约 1.5 米高，队员游到溺水游客身边
时，发现该游客不太会游泳，
在海边
玩水时被海浪推离岸边越来越远，
已经无力划近岸，
加上浪大，
正面临
溺水危险。曾永其首先用反蛙泳救
援姿势拉住溺水游客，但无奈翻滚
快速的浪涌导致他们无法向前。一
旁的林华景随即用随身携带的救生
浮标协助，
林华景在前面拉，
曾永其
在后面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3
时 26 分终于把溺水游客救到安全
区域。由于施救及时，被救游客上
岸后意识清醒、状态良好，
最后和同

行的亲友向救援队员道谢后离开了
现场。
负责本次救援的市海上丝路红
十字景区救护站于 9 月 8 日正式运
行。该站的日常管理除了有当地闸
坡卫生院派驻的专业医生值班之
外，还配备了一支红十字水上救援
队提供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最大限
度保障游客生命安全。

山东青岛：3 个家庭 7 人登山迷
路，搜救队及时出动
10 月 3 日，山东省青岛市红十
字搜救队接到李沧区九水路派出所
警讯通报，有 7 位市民从李沧区竹
子庵附近登山，
现迷路被困，
请协助
救援。救援队立即下达救援指令，
并第一时间与迷路者联系。根据迷
路者分享的位置坐标，为确保救援
万无一失，报备队员分三路向事发
区域集结。其中一路队员直达竹子
庵位置，
一路队员往太和山庄集结，
第三路 3 名队员从队部出发，在警
方协调下，前往太和水库位置登山
救援。
20 时 35 分，第三路队员在太和
水库与警方汇合，
开始登山搜救，
其
他两路队员就地待命，等候后续指
令。经过十多分钟的攀登，救援人
员通过喊话与迷路者声音接触，初
步估计距离约 500 米。救援人员听
声辨位，
7 分钟后便找到了迷路者。
经了解，迷路 7 人中有两个家庭和
一名独自旅行的青年，他们都是青
岛本地人，4 男 3 女，其中两名 10 岁
左右的孩子。当日中午从戴家山竹
子庵位置开始登山，
经过三清洞、望
海猴、三界后，
进入太和大峡谷。由

于线路和时间规划不合理，天黑前
还没有走出山谷。天黑后，无法辨
认方向和下山的路，于是打电话报
警求助。期间，两个家庭遇到了同
样迷路的男青年。当晚 9 时 30 分，
在救援人员的带领下，7 名市民走
出山谷，
成功脱险。
青岛红十字搜救队提醒，登山
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出门前将自己
的活动计划告诉家人，选择合适的
登山装备，注意气温变化等气象信
息。如果遇到危险，
不要恐慌，
理清
思路后求救。

甘肃兰州：老人摔倒在街头，红
十字工作人员紧急救助
10 月 9 日中午 12 时许，在甘肃
省兰州市广场南路人行道上，一位
70 多岁白发老奶奶不慎摔倒，她的
头部、膝关节、肘关节等多处擦伤。
路人见状纷纷围了过去，但由于大
家都不太熟悉急救知识，没人敢上
去帮助老人。正在此时，甘肃省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张健、高霄华、周晓
萌等人恰巧下班路过，看到围观的
人群后立即上前查看。发现跌倒的
老人后，
他们立即展开救助。
曾是军医的张健首先判断老人
的生命体征，
发现老人神志清楚，
他
一边用老人随身携带的手机拨通了
家属电话，一边脱下外套给老人盖
上，
防止老人受凉。
张健初步分析，老人头部可能
出现血肿，
不能轻易移动，
需要专业
急救人员进行院前救治。张健、高
霄华等人陪在老人身边直到 120 急
救人员赶来。随后，老人被安全送
到医院，
转危为安。

拦截处置等内容，涵盖事故应急救
援处置的各个环节。
演练过程中，三地红十字救护
队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得力，
对多名伤员进行救助，熟练示范了
头部、膝盖和手掌等部位的止血包
扎方法，并帮助一名伤员固定骨折
部位，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圆满
完成施救任务。
下 一 步 ，三 地 红 十 字 会 将 以
“长三角一体化”为契机，进一步加
强合作，
为长三角安全护航。

鄂尔多斯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基地揭牌
本报讯 （鄂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红十字会、鄂尔多斯市
红十字会人道文化传播与生命健
康安全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鄂托
克前旗城川红色拓展基地举行。
红十字人道文化传播与生命
健康安全教育基地由内蒙古自治
区红十字会、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鄂托克前旗党委政府筹建，
建
筑面积 490 平方米，是鄂尔多斯
市首个已建成的群众性应急救护
培训和普及生命安全知识的综合
性教育体验基地，投入 300 余万
元，
历时 1 年建成。

（上接一版）

彰显红十字人道的力量
近年来，湖北省红十字会始
终把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作为
服务民生的重要项目，着力推进
5A 级景区救护站全覆盖，解决景
区游客应急救护难题。2019 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项目被列
入全省百个为民服务解难题项
目。
同年 9 月，省红十字会成立
工作专班，专项推进救护站建设
工作，进一步优化救护站多方协
议会签程序等工作流程，细化救
护站房间设置、使用面积、标准化
改造等工作标准，
采取省、市、县、
景区四级签署四方协议、联动联
建联改的方式，
上下贯通、合力攻
坚。
同时成立 3 个调研小组，由
会领导带队，深入武汉市黄鹤楼
和黄陂木兰文化生态景区等 7 个
新建景区救护站实地调研，与市
州县红十字会和景区一起现场办
公，指导各地红十字会及时对景
区救护站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
技能培训；多次与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协调配备担架、轮椅、急救箱

基地内设人道文化、溺水防护、
自然灾害、公共安全、应急救护、疫
病防控宣传等 10 个模块，为学员提
供“菜单式”培训课程，并设置了闯
关答题等环节，集知识性、趣味性、
互动性、教育性于一体，
引导群众掌
握防灾避险、自救互救技能，
提升全
民应急避险能力。
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
红十字
人道文化传播与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基地将借助城川丰富的红色资源，
实
现共建共享、融合发展，
为进一步传
播红十字精神、保护生命健康、拓展
红色教育资源发挥积极作用。

等应急救护设备设施及急救药品、
医疗器材等应急物资，推动景区救
护站快速形成应急救护能力。
今年 5 月，新冠疫情转入常态
化防控后，省红十字会加紧协调督
促，相关红十字会与当地文旅部门
通力合作，全省 11 个 5A 级景区实
现救护站全覆盖，其中 4 个原建景
区救护站运转良好，7 个新建景区
救护站全部完成硬件建设、人员培
训、设备配备。
根据各当地红十字会和景区红
十字救护站反馈，2020 年“十一”期
间，11 个救护站运行情况良好，发
挥作用明显，平均每站每天处理大
小应急救助 50 次以上，恩施大峡
谷、宜昌三峡人家等人气较旺的景
区每天处理救助超过 100 次。
“在全省 5A 级旅游景区设立红
十字救护站，全面提升了景区处理
突发意外事故能力，为保障游客的
旅游安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传播
红十字文化、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
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红十
字会作为党和政府人道领域助手作
用，进一步弘扬了‘人道、博爱、奉
献 ’的红十字精神，彰显了红十字
人道的力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高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