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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
我们夯基础，
党建引领再出发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重要论
述和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党的
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
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持续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风廉
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推
动红十字会党员干部始终保
持清醒头脑，
守土有责、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
不断增强红
十字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革除机关化、行政化、
贵族化、娱乐化现象。

这五年，
我们转方式，
救护培训广覆盖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
新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宣传
和培训工作方式，以科学的
方法努力带动市民学习应急
救护知识从“要我学”向“我
要学”转变。
开展宣传推广活动。将
应急救护知识印成生动活泼
的卡通宣传单，随着家庭医
生走村入户，将应急救护知
识带入千家万户。利用微博
微信等新媒体宣传推送中国
红 十 字 会 的“ 急 救 掌 上 学
堂”，方便
“手机族”随时学习
急救知识，激发他们参与培
训的积极性。
开展知识竞赛活动。组
织全县各镇（街道）、县级各
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学校、

医院等近 10 余万人（次）参
加全国红十字防灾避险知识
竞赛活动，普及防火、防触
电、防洪、防雷、防震、防溺
水、防交通事故、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等救护知识。县红十
字会连续 4 年被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评为竞赛最佳组织奖
一等奖。
开展救护培训活动。着
力完善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
制，由过去的
“坐等式”向
“送
课式”转型升级，
推动应急救
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
校、进企业、进机关，培训救
护 员 3000 余 人 ，普 及 培 训
1.5 余万人（次），应急救护师
资 20 余人。
开展应急演练活动。结

合洪涝、火灾、地震等自然灾
害和安全事故等突发公共事
件，配合相关部门有针对性
地在学校、社区等地开展灾
害救援综合演练，先后在鹤
山朝阳社区、西来临溪社区、
鹤山初中、北街小学、朝阳湖
学校等地开展了防灾减灾应
急演练活动，
努力提升教师、
学生、社区居民等群体应急
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开展赛事保障活动。围
绕县委、县政府开展的樱桃
节、猕猴桃节、农业发展研讨
会、有机农业论坛、创新创业
大赛、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
车迷健身节、慈善跑等大型
活动，开展救护保障服务工
作，
提供辅助性救护服务。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五年发展纪实
——

核内容，在全县的目标绩效
考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激励镇（街道）、县级部门重
视红十字工作，依法依规开
展红十字工作。
有活动。探索“党建+
人道筹资”模式，举办“党建
引领 情系居民”
“ 孝善有爱
寒冬送暖”
“ 公益助梦 善行
致远”等系列活动，
激发驻区
单位和社区居民共建、共治、
共享的激情，撬动多方力量
参与红十字事业。
有规矩。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新时代 新红会 新风采

有编制。2008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9 月，蒲江县红十
字会积极向县委组织部和县
委编办汇报、争取，
由在编在
岗 1 人变成在编在岗 5 人，干
部队伍逐渐壮大。
有组织。2014 年 7 月，
蒲江县红十字会党员由 2 人
增加至 3 人，按照规定成立
了中共蒲江县红十字会机关
支部委员会，建立了基层党
组织，切实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
有目标。红十字工作连
续 3 年列入党委群团工作考

这五年，
我们聚文化，
“三献”宣传领风尚
把
“三献”宣传与群众需
求相结合，根据群众需求和
习惯有针对性地安排
“三献”
业务和开展活动，讲好红十
字故事、传播好红十字精神，
把好事做好、实事做实。
参加培训提高能力。积
极参加省市红十字会举办的
“三献”业务培训班，
提高
“三
献”业务能力，
切实做到知政
策、懂业务；
积极参加省市红
十字会举办的人体器官捐献
缅怀纪念活动，聆听捐献故
事，
宣传捐献案例，
讲好红十
字故事、传播好红十字声音。
借力基层宣传推广。立
足蒲江风土人情，用蒲江人

喜闻乐见的方式，制作“三
献”宣传单，
以一张宣传单的
形式将登记方式、捐献流程
以及问题解答等要点直观的
展示出来，结合世界红十字
日、世界献血者日、世界急救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
开展
“三
献”宣传活动 20 余场（次），
发放宣传资料 2 万余份。
依托平台开展活动。依
托中国红十字会志愿服务信
息管理平台和成都志愿者
网，规范建立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开展“三献”宣传志愿
服务活动 50 余场（次），不断
提升民众对
“器官捐献·生命
永续”理念的认识。依托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
方网站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微信公众号开展捐献登记。
参与评选树立典型。
积极参与全省优秀红十字
志愿者评选推荐工作，蒲江
县红十字志愿者邓学琴荣
获四川省“优秀红十字志愿
者”称号。加强与县委宣传
部、县文明办等部门的联络
协作，协调动员红十字志愿
者参与各类最美活动评选，
注重先进典型的宣传，发挥
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红十
字会搭台，志愿者唱戏，让
广大志愿者有更多成就感
和获得感。

这五年，
我们强服务，
高效透明赢信任

这五年，
我们惠民生，
人道救助创新高
积极吸引各方资源参与
人道救助工作，以服务民生
为重点，通过红十字博爱送
万家、助学、助困等人道救助
活动，积极为城乡低保家庭、
低保边缘家庭等困难群体提
供关怀和救助，充分发挥红
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
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累计接受和使用社会
捐赠款物 342.2 万元，向困难
群众积极传递了党和政府的
关心及社会的爱心。
了解需求建平台。主动
了解特殊困难群众需求，精
心策划爱心救助项目，按需
施救。积极对接四川省红十
字基金会，联合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设立蒲江县退役军人
关爱援助专项基金，针对蒲
江县户籍困难退役军人及其

直系亲属在大病、大灾或家
庭重大变故等方面实施援
助。联合鹤山街道 11 个社
区建立“社区人道服务微基
金”，
救助社区困难家庭。积
极组织大兴镇水口村“水口
红”农业品牌参与全国红十
字系统第二届众筹扶贫大
赛，帮助贫困村脱贫致富。
积极争取聚合力。争取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同意援助
蒲江县 3 个博爱家园项目，
项目资金 105 万元。争取中
国红十字巴蜀力量奖学金项
目在寿安中学、北街小学、成
佳镇九年制学校、甘溪镇九
年制学校实施，项目资金 36
万元。积极申报“小天使基
金和天使阳光基金”，
争取救
助金 12 万元。争取英特尔
成都第十七果林在大塘镇洪

福村实施，项目资金 5 万元。
争取红十字社区健康促进项
目在西来镇铁牛村落地，项
目资金 3 万元。
专项帮扶惠民生。从改
善民生福祉出发，利用红十
字平台，积极开展专项帮扶
活动，传递爱心和正能量。
通过组织开展博爱送万家活
动 ，发 放 爱 心 款 物 20.54 万
元。通过搭建桥梁，发放困
难救助资金 30.79 万元。通
过中国红十字巴蜀力量奖学
金、参与蒲江县困难大学生
等教育救助项目，发放助学
救助金 46.24 万元。通过呼
吁对自然灾害捐款，募集资
金 2.6 万元。接受和使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资
金 117.44 万元、社会捐赠物
资（折价）124.59 万元。

在历史的洪流中奋
楫争先，在新时代的征
程 中 砥 砺 前 行 。 2008
年 10 月，四川省成都市
蒲江县红十字会单列挂
牌，单独办公，依法独立
开展工作，红十字事业
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近年来，蒲江县红
十字会紧紧围绕县委县
政府中心工作，按照“党
政所需、群众所急、红会
所能”的原则，积极开展
工作，充分发挥红十字
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
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以热血情怀
谱写红十字赞歌，在新
时代树立起蒲江红十字
人的新风采、新形象。

本版图文由蒲江县红十字会提供

强化捐赠者服务意识，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安全规
范高效地使用好社会捐赠款
物，
确保捐赠款物公开透明，
收支工作规范高效，切实做
到公开和透明。尤其是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蒲江县
红十字会通过“报账、晒账、
查账”的方式，
让捐赠者事前
心中有数，
过程清清楚楚，
结
果明明白白，不断营造良好
的公益氛围。
主动报账。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县红十字会严
格按照上级红十字会要求，
落实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收支
日报告和周报告制度，接受
和使用捐赠款物情况及时上
报上级红十字会、县纪委监
委驻县政府办纪检监察组、
县审计局，定期报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前，
及时通过短信、电话等
方式，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和

使用等信息向捐赠者进行反
馈，切实保障捐赠者的知情
权、监督权。
及时晒账。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接受的每一笔
捐赠均在县红十字会门户网
站公告公示栏目进行公开，
截至目前，利用县红十字会
门户网站累计发布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情况公告
55 期、使用情况公告 25 期，
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
监 督。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前，
按照每月一公开的制度，
在县红十字会门户网站累计
发布接受使用情况公示表
57 期。
主动查账。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主动邀请县纪
委监委驻县政府办纪检监察
组参与现场捐赠，对捐赠款
物的接受使用以及公开等情
况进行监督。接受县审计局
对县红十字会疫情防控资金

物资专项审计。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前，主动邀请捐赠者
参与项目的实施过程，让捐
赠者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
进行全程监督，对项目实施
效果进行评价，确保项目实
施更科学，
监督更透明，
让捐
赠者更有参与感、获得感。
同时，蒲江县红十字会
聘请依法设立的独立第三方
机构对社会捐赠款物收入和
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定期向
理事会报告捐赠款物使用和
审计情况，促进红十字各项
工作规范开展。
改革风正劲，扬帆恰当
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
会将深入推进改革，努力优
化服务，
树立良好形象，
以时
不我待的干劲、敢做善成的
拼劲、持之以恒的韧劲，
全力
推进蒲江县红十字事业不断
跨越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