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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认真开展党性教育，党员干部
理想信念更加坚定，意识形态工作扎
实有效。统筹用好党纪法律“两把尺
子”，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
制。认真组织省委巡视组和审计监督
部门对我会开展巡视和审计反馈意见
的整改工作。

干部作风明显好转。坚持不懈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驰而不息纠正“四
风”，大力整治作风顽疾，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激浊扬清树立新风。深入推进党
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塑造“守纪律、讲
规矩、敢担当、重实干”的模范机关，机
关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干部队伍创业能
力得到提升，风清气正、人心思进的氛
围更加浓厚，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已成
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

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 努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祝贺江西省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江西省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将于11月18日在南昌召开。江西省红十字事业将乘风破浪，踏上新征程。
“七大”以来的五年，是江西红十字事业改革创新成果丰硕、凝聚力影响力显著增强的五年；是红十字会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民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五年。全省红十字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持续发力，破解了许多制约事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形成了一批在全国
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西经验”，打造了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特色项目，展现了广大红十字工作者奋力拼搏、勇于开
拓的精神风貌，得到了总会和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下一个五年奠定了坚实的发展
基础，积蓄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领导班子建设大力加强。全省
11个设区市和 79个县级红十字会建
立了会党组，配齐了党组书记。领导
职数达到275个。

机构编制职数较大增加。全省现
有内设机构165个，直属单位14个，编
制总数623个。97个县级红十字会实
现“六有”要求。到位的市县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和专职副会长、专职副监

事长职级均按同级正职和同级副职配
备。

内部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全省
11个设区市和 92个县级红十字会召
开了会员代表大会。11 个设区市和
88个县级红十字会，按照统一模式设
立了监事会，配齐了兼职监事长、专职
副监事长和监事。监事会工作走在全
国同行前列。

地方条例及时出台。《江西省红十
字会条例》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
行。《条例》针对制约事业发展的痛点
难点堵点，从完善体制机制的层面作
出相应规定，为促进我省红十字事业
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结合《条例》
的落实，先后制定和完善了 105 个制
度规定，建立了江西省红十字会制度

体系，完善了党的建设、行政管理和业
务工作配套制度。制度体系的“四梁
八柱”基本立起，实现有规可依。

法治宣传扎实开展。认真实施“七
五”普法规划，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举
办“百万网民学法律——江西省红十字
会条例”活动和条例知识培训。编纂

《江西省红十字会条例释义》《江西省红
十字会条例》立法研究与资料汇编。

“博爱送万家”活动更加暖心。募
集款物 3664.67 万元，救助贫困家庭
10.51万余户，受益人口达30万余人。

“博爱家园”建设更加有力。援建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景区救护站、博爱
卫生站、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青少
年教育活动基地、社区志愿服务站、失
能老人养老服务站等一批“博爱家园”
项目，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投入资金
1470万元，建设“社区健康促进项目”
37个。

帮助特殊困难群体更加精准。五
年实施“天使阳光基金”“小天使基金”
计划，救助“先心病”“白血病”患儿

727 人次。实施“生命光彩基金”和
“莲丝信使”援助计划，累计救助 683
个实现器官捐献困难家庭。开展“魔
豆妈妈”项目，助力1万名贫困女性创
业。实施“一家一个救生圈”项目，为
25528 个家庭免费发放救生器材，惠
及400个村落。

对口支援脱贫攻坚更加有效。先
后选派 6 名干部开展驻村扶贫工作，
筹措资金47万元，实施了一批人道救
助项目。支援新疆阿克陶县脱贫攻
坚，募集善款 2997 余万元，援助价值
235 万元医疗器材和 60.80 万元的棉
被、棉衣等物资。

应急救援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建立赈
济、医疗、心理、搜救、水上救生等 7类专业
救援队伍56支。建设市级红十字会储备库
10个。组织水上救生应急救援队在重要江
河湖泊值守。参与了重大灾害事故救援和
重大赛事及节日安保工作。

应急救护长效机制基本建立。应急救
护纳入政府应急、民生、综治、文明等评价体
系。完善了应急救护培训机构认证、救护员
证管理等相关制度。建立省级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基地和水上救生训练基地各1个，

市级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 11个。
建立 10个景区救护站，争取省级彩票公益
金1790余万元。

应急救护普及培训广泛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列入“一把手”工程，纳入年度绩效考
核重点内容。持续推进应急救护培训“五
进”活动。为高危行业和特殊人群开展应急
救护培训。面向学生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和水上逃生知识普及。全省普及应急救护
知识 451.4万人次，培训应急救护师资 1296
人，救护员52.13万人。

造血干细胞捐献展现新作为。全省 7
个设区市、2 个县级红十字会成立专门机
构，发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伍 11
支。五年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资料
累计入库 21，993人份，实现捐献 121例，占
建库以来总捐献数 70%，2018 和 2019 年度
库容使用率跻身全国第一方阵。两名省红
十字会专职干部成功捐献。

遗体和器官捐献实现新突破。全省建立
县级遗体器官捐献站点54个，遗体器官捐献

志愿报名登记38039人，成功实现遗体器官捐
献850例，其中器官捐献629例，挽救了1831
余人濒危的生命，捐献角膜468个，帮助千余
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全省新建遗体器官捐
献者纪念园7个，改造升级纪念园1个。

构建了捐献宣传工作新格局。在部分二
级以上医院设立捐献咨询服务专区，安排人
员负责宣传、咨询、登记。每年结合重要纪念
日，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开展
形式多样的“三献”知识宣传普及。

资源动员能力不断增强。率全国系统
之先开展人道资源动员试点，设立人道资源
发展中心。创建省红十字基金会，形成了

“1+1>2”的效应。培养了具有专业素质和
能力的资源动员队伍。打造了一批有影响
力的人道项目，探索了一条“社会化动员、开
放式合作、网络化筹资、专业化运行、项目化
管理”的资源动员新路。连续5年带动全省
系统开展“99 公益日”网上众筹，筹措善款
1.16亿元。

健康养老服务模式全国推广。围绕街
办有会、社区有站、小区有队、家庭有员、工
作有为的“五有”目标，培训省级红十字养老
服务师资1793人，护理员5740人，普及培训
10.69 万余人次，建立养老服务示范点 35
个。探索形成了社团、社区、社工“三社互
助”和居家护理、医护结合、院养结合“三位
一体”的“老年护理+志愿服务”模式，总结

出推动试点品牌化、宣传普及广泛化、技能
培训标准化、志愿服务常态化、扶老救助项
目化、能力评估社会化、合办机构市场化的

“七化”试点经验。
疫情防控和水灾救援彰显力量。截至

10月 31日，全省红十字会接收海内外疫情
防控捐赠8.88亿元，其中资金6.3亿元，物资
价值 2.58亿元，150余万名网民通过腾讯公
益、支付宝等网络平台捐款 5667 余万元。
全省 4500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疫情防
控 ，16 名 康 复 者 17 次 捐 献 恢 复 期 血 浆
5660ml。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先后到省红十字会调研指导工作，对红十字
会的出色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今年特大洪
涝灾害，全省红十字会筹措款物4518万元，
22 支红十字救援队伍参与巡堤查险、转移
群众、救护受伤群众等任务，转移受困群众
14549人，救护受伤群众100多人。

传播阵地建设不断推进。建成省红十
字会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构建全省红十字会
互联互通、融合共享、一体化发展的“网上红
十字会”。加强多元化网络手段的运用，建
立工作网、联系网、服务网“三网合一”的服
务动员机制，形成“互联网+红十字会”新格
局。依法执行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群众
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应对舆情风
险。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建设江西省红十
字会历史陈列室。近三年，在《中国红十字
报》《博爱》杂志等报纸、刊物上发表理论研
究及业务探讨文章130篇。

文化精神传播亮点纷呈。打造红十字
会吉祥物“江小红”，推出系列宣传产品。聘

请奥运冠军、知名电视、广播主持人担任形
象代言人。开展“博爱大使”“博爱单位”评
选表彰。举办两届红十字志愿者趣味运动
会。应急救护、志愿服务、捐献造血干细胞
和无偿献血等工作列入文明创建工作考评
体系。“江小红人道课堂”项目荣获“因爱同
行”2018网络公益年度创新项目。

志愿服务工作独具特色。现有专业志
愿者队伍 358 支，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1690
个，会员 215608人，团体会员 1617个，红十
字志愿者37，008人，冠名医疗机构3个。实
现红十字志愿者网络化管理。一批红十字
志愿者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称号和全国、
省市学雷锋“四个100”先进典型。

重党建严管理，自身建设大力加强

抓改革求突破，组织体系日益健全

强法治建规章，治理效能初步彰显

助脱贫惠民生，救助能力明显增强

保生命护健康，三救效力较大提升

转方式提质效，捐献指数逐年增长

勇创新作示范，特色品牌不断凸显

广宣传聚合力，社会影响持续扩大

《江西省红十字会条例》颁布实施

成功举办全国红十字志愿者趣味运动会

2020年2月4日，江西省委书记、省委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刘奇调研省红十字会工作

两个项目获全国红十字系统“助力脱贫攻坚精
品项目”和“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

江西省红十字会IP“江小红”

举办2020赣鄱爱心榜样发布会，表
彰抗疫行动榜样集体和个人

省红十字基金会被评为江西省首批
5A级基金会

连续两年蝉联全国红十字系统参与
“99公益日”筹款额第一名

推动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建设

省红十字会党员志愿者给孩子们上
防溺水宣教课

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活动

本版图文由江西省红十字会提供江小红救在身边月捐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