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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全国红十字系统改革推进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 贺晔）11 月 10

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京召开全国红
十字系统改革推进会。会议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
当,对全面深化红十字会改革进行
再研究、再部署，以更大的决心、更
强的担当、更有力的举措，抓好改革
措施全面落实，推动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出席
会议并讲话。

梁惠玲指出，总会改革方案印
发以来，全国红十字系统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重
要论述和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
神，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的目标，强化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坚持刀刃
向内、自我革命，坚持上下联动、协
同推进，红十字会改革呈现全面发
力、重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
的良好局面。

梁惠玲强调，全国红十字系统落
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和要求还有差
距，主要是深化改革紧迫感不强，推
动落实总会改革方案进展不平衡；攻
坚克难力度不够，一些“老大难”问题
还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化、开放式
程度不高，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
进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红
十字工作新格局刚刚起步。

梁惠玲指出，推进红十字会改
革是落实党中央关于群团改革决策
部署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十四
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红
十字事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必须切实增强全面深化改革
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着力破
解体制机制障碍，着力转变工作方
式方法，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整体
推进，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
质量发展。

梁惠玲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充分发
挥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要聚焦全面深化改革重点
难点问题，加强对地方红十字会的
指导督促，推动依法理顺管理体制、
依法依章程换届、依法设立监事会，
加强内部管理、健全内控机制、强化
制度执行。要高质量做好特色工
作，以项目化实施、品牌化打造、数

字化管理，推动“三救”“三献”等重
点工作创新发展。广泛动员社会参
与，着力增强能力实力，提升服务质
效，精心打造“救在身边”“博爱家
园”品牌，扩大基层组织、阵地、工作
有效覆盖，开展人道救助，真心关爱
群众。要建设“网上红十字会”，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
现数字化转型，推动红十字会高效
运转、公开透明。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平主持会议，党组成
员、副会长尹德明、孙硕鹏，副会长
于福龙出席会议。内蒙古自治区、
江苏省、贵州省红十字会负责同志
分别介绍了推进改革的实践探索和
经验做法。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及
总会机关各部室、直属单位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向世界展示红十字人的风采
——上海市红十字会服务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纪实

■ 吴祈萱

“Thank you so much for what
you did at CIIE!”（感谢你们在进博
会上所做的一切！）11月 6日，一名
外籍参展商在接受红十字志愿者服
务后说。

11月 5日至 10日，第三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上海市红十字会全力保障进
博，招募255名志愿者，提供的现场
救护服务覆盖 17个场馆、5个红十
字救护服务点和 4 个医疗站点，并
设置60台自动体外除颤仪（AED）。
6 天时间，提供医疗健康咨询 1022
人次、轮椅服务和血压测量 293 人
次、小伤处理416人次，提供救护用
品735件，提供展馆引导、翻译等服
务 5821次，红十字志愿者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服务答卷，向世界展示了
红十字人的风采。

60台AED全方位守护“四叶草”

从 2018年首届进博会开始，上
海市红十字会就在场馆内设置
AED，全方位守护形如“四叶草”的
国家会展中心。

“这次 AED 的点位配置安装，
都经过实地勘测。每个展馆根据热
门程度和预测人流密度配备 2至 3
台，馆与馆之间的 5 个红十字救护
服务点各设置 1 台。同时，在餐厅
等人流密集处也设置 2 台，红十字
志愿者还会手持 AED 设备穿梭在
场馆内。”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副
部长刘颖介绍，“在进博会场馆内，
志愿者从患者发病位置到最近的设
备存放点取到设备，再返回患者身
边，只需1至2分钟。”

10月30日，上海市红十字备灾
救灾中心工作人员按照计划，将全
部 60 台 AED 安放到位。展会期
间，工作人员每天还会对设备进行
检测，确保设备正常可靠。

255名志愿者全员持证上岗

8 月 17 日，上海市红十字会向
市级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16个区
红十字会、市南丁格尔红十字护理
志愿服务队以及各市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发出通知，公开招募服务进博
红十字志愿者。

据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工作
人员陈艳介绍，虽受疫情影响，但大
家服务进博会的热情不减，报名非
常踊跃。最终，经过层层选拔，共招
募到 255 名红十字志愿者，其中有
100名党员，25名是进博会的“三年
级生”（第三次服务进博会），17 名
参加过援鄂医疗工作。

除展馆内志愿者，市红十字备
灾救灾中心还招募了 49 名志愿者
在场馆外提供引导问询服务。有几
名志愿者虽然已经是进博会的“三
年级生”，却能够始终保持“备战”状

态，每次上岗前都会再次检查好装
备、熟悉周边环境路线，服务意识和
专业性十足。

不少志愿者克服了家庭、工作
困难，毅然投身红十字进博会服务。
其中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退休教师
李怀峰，因为热爱红十字事业，提前
半个月就从北京赶来上海，隔离 14
天之后正式上岗。不少志愿者本身
是医务工作者，白天在岗服务后，晚
上再回医院上夜班。

市红十字会分别于 9 月、10 月
对志愿者开展了集中培训，包括心
肺复苏、AED 和轮椅使用、进博会
服务礼仪等相关内容，并组织志愿
者实地到岗进行场馆路线踩点。
255名志愿者全部通过急救员培训
考核，全员持证上岗。

此外，为发挥党员志愿者在服
务进博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市红十
字会于 10月 22日成立了服务第三
届进博会一线临时党支部。展会期
间，临时党支部隔天组织开展一次
党员民主生活会，了解志愿者精神
面貌，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党员
能够跨前一步、主动担当。

在志愿者保障方面，市红十字
会将255名志愿者分为5组，每组配
备1名工作人员；组织、协调志愿者
参加核酸检测，办理入场证件等；展
会期间，馆内外办公点均安排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值守、巡逻；市红十
字备灾救灾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为志
愿者提供了包括物资、食宿、会议保
障等在内的后勤服务。

平均日行3万步的现场巡视

“我今天走了 2 万步！”“我 3
万！”“我 4万！”这样的对话时常发
生在红十字志愿者结束一天的服务
工作之后。

进博会期间，红十字志愿者
（“小红叶”）每天在岗服务时间约
11小时。早晨 7时 30分报到上岗，
晨会上，组长对当天服务的重点事
项再次作出强调。会后，“小红叶”
会检查物资补给，到服务岗位，检查
AED 设备状态。向参展商、观众、
工作人员和其他志愿者们提供健康
咨询、血压测量、小伤处理、伤员转
运等服务，有需要时协助“120”开展
现场应急救护。18时左右，结束一
天的服务后，“小红叶”们还要召开
晚会，总结、记录当天工作。有住在
金山的志愿者们，到家已经是晚 21
时了。

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需要帮
助的对象，“小红叶”们的日平均步
数达到3万步，其中一人每天走4万
多步，他就是进博会的“三年级生”
屠佳秋。这个记录令其他“小红叶”
交口称赞。“除了展馆的主通道，我
们其他的支路拐角也巡视了，为的
是不遗漏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员。作
为上海红十字志愿者，这体现的是
红十字的精神、上海的风貌、中国的
形象。”屠佳秋这样说道。

“希望明年还能再见到你们”

展会期间，不少进博会参与者，
其中有参展商、观展人员，也有来自
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对
红十字的志愿服务赞赏有加，有人
甚至用“有求必应”来形容小红叶，
认为红十字会对进博会的保障工作

“非常有必要”。被问及对小红叶、
红十字的印象时，很多人脱口而出
的是“急救”二字，可见红十字的急
救服务深入人心。很多参展商、观
展人员对市红十字会制作的红十字
徽章非常感兴趣，大家对红十字的
认可度不断提升。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销售总部总经理秋山俊治
表示，他从第一天开馆时就来了，平
时也经常见到小红叶巡视场馆。日
本红十字冠名医院是他们最大的客
户，疫情期间公司还曾为无锡红十
字冠名医院捐赠床位，因此他对小
红叶的工作非常了解。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志愿者
说，感谢小红叶随时随地的巡逻，保
障大家的生命安全；来自东华大学
的志愿者认为红十字会是一个有爱
心的组织；来自上海政法学院的志
愿者表示，有机会也想参加红十字
志愿服务。

进博会作为中外经贸交流的重
要平台之一，吸引了众多国外参展
商。展会期间，小红叶们为多位外
宾提供了服务。进博会首日，红十
字救护服务点就来了一位韩国友
人。了解到对方胃动力不足的症
状,志愿者亲切又耐心地向其询问
身体状况。因为考虑到对方身体不
适，志愿者还贴心准备了翻译器，让
对方用母语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
陪同他去医疗点。华山医院的志愿
者还为其准备了吗丁啉。韩国来宾
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非常感谢！”

一名外籍观展交易团人员因工
作需要，要即刻前往5.2展馆参加展
台活动，但是场馆太大、又是第一次
来，对路线不太熟悉。红十字志愿
者听说了他的情况后，带他到最近
的接驳车站点，把他送上车后又对
司机师傅再次强调了他的目的地，
以免因语言障碍耽误他的工作。对
方非常感动地说，一般在这种情况
下，普通志愿服务只是指路而已，但
红十字志愿者实在太贴心了，“I
hope to see you again next year！”
（希望明年还能再见到你们！）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
志论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
文稿52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
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
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
举措，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
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
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

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
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
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习近平同
志围绕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
深化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
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宣
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
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宣传思想工
作更好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梁惠玲：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扎实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宗红）11月 6日至 7

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梁惠玲赴浙江调研红十字
会工作。她强调，各级红十字会要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组织学习
宣传，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扎
实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
量发展。

调研期间，梁惠玲一行实地考
察了杭州市拱墅区红十字生命健
康安全体验馆、杭州市余杭区博爱
之家志愿者（会员）服务中心、杭州
市上城区湖滨步行街红十字爱馨
驿站、杭州市江干区芙蓉社区博爱
家园、浙江省红十字会“生命礼敬”
园，现场调研了浙江省、杭州市红
十字会“数字红会”平台、综合业务
管理系统和一体机的运用管理，与
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和有
关方面的负责同志交流探讨，详细
了解红十字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
议，对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

梁惠玲强调，各级红十字会要
自觉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
神结合起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
务，研究和编制好红十字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认真履行职能，深
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在奋

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作出新贡
献。

她强调，要在参与城乡社区治
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独特作
用，把红十字服务站融入基层社区
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明
中心建设，扩大基层组织、阵地、工
作有效覆盖，建设“博爱家园”，建
立健全红十字志愿服务体系，广泛
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打造群众
身边的红十字会，充分发挥作为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她强调，要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实施，切实履行红十字会法赋予的
法定职责，高质量做好“三救”“三
献”工作，大力开展应急救援、应急
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
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等宣传推
动活动，褒扬红十字工作中涌现的
捐赠者、捐献者和优秀会员、志愿
者，弘扬自愿捐献、高尚利他的奉
献精神和奉献爱心、挽救生命的社
会风尚，感召和激励更多的人参加
到保护生命和健康的公益事业中
来，努力打造“救在身边”特色品
牌，真心关爱群众。

她强调，着力打造“网上红十
字会”，加快推进“数字红会”建设，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区块
链等先进技术，推动构建线上线下
有机结合的红十字工作新格局。
加强信息公开，增强透明度，不断
提升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甘肃红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甘红）11 月 4日，甘

肃省红十字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专题传达
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并
对学习贯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是我们党在“两个一百年”历史
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既有
大的规划部署、长远目标，又有近
期任务、具体举措，全面系统地描
绘了党和国家今后十五年的发展
目标和宏伟蓝图，充分体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
瞩、总揽全局、深谋远虑、运筹帷幄
的战略眼光，是指导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战
略指引。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创新
学习方式，提升学习效果，原原本
本学、原汁原味学、全面系统学、持
续不断学，准确把握全会的精神实
质和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不
移地用全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要认真对标对表全会通过
的《建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结
合红十字会职责使命，进一步提升
履职尽责能力水平。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召开四届九次理事会会议
本报讯（红基）10月21日，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通过通讯会议方
式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孙硕鹏代表秘书处作题
为《凝聚人道力量 努力为国奉献
为民造福》的工作报告，全面总结
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参与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
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红十字
事业发展道路。要始终遵循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以为国奉献为民造
福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要

进一步增强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
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
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
落实能力，加大资源动员、文化传
播、社会协同力度，坚持自我革命，
创新驱动，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堵
漏洞，推进治理能力升级，推动新
技术、新工具运用，确保高效运转、
公开透明，努力将人道公益事业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

会议选举贝晓超同志为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
事长、秘书长，孙硕鹏同志不再兼
任秘书长，选举曹怀杰、张绪勤同
志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四届
理事会理事，表决通过了《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章程》修正案。

当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通过
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选
举王海涛同志担任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监事会监事长。

▲志愿者为有需要的人测量血压 （沪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