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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人道力量 弘扬爱心善举
——江苏省无锡市奋力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

完善机制建设
构建依法治会“新格局”

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注重
完善工作流程，扎实推进依法履职
尽责，全力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
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依据新
修订的《红十字会法》，推动基层组
织依法按章换届，增设监事会，推选
监事长，履行监督职责。制定印发

《无锡市红十字会关于做好服务理
事发挥理事作用的意见》，形成理事

“真理事”、常务理事“常理事”的良
好氛围，推动治理结构向纵深发展。
强化内控机制建设。坚持依法、规
范开展募集款物工作，切实做到人
道资源动员、募集资金依法按章安
全高效运转。创新建设综合信息管
理系统和诚信体系，定期将募集资
金收支明细在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
号上进行点对点公示，并纳入纪委

“阳光扶贫”系统监管。常年聘请法
律顾问，进行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
查，聘请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募集
资金使用和人道项目进行规范性审
核，打造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社会

认可的社会救助团体。建立应急处
置机制。建立新闻发布与接受采访
工作制度，举办“弘扬红十字精神、
依法打造博爱锡城”法治无锡建设
新闻发布会，制定完善《无锡市红十
字会突发舆情应急处置预案》，定期
开展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建
设群众性专业化救援队伍，主动服
务无锡市马拉松大型赛事和市级重
大活动的应急保障，反应迅速、驰援
有力，受益群众达5000余人。

突出品牌效应
催生群众心中“美誉度”

始终把品牌建设作为红十字人
道传播的一项重要手段，形成富有
无锡特色的“红十字品牌”：人道万
人捐品牌。在创新冠名基金、实践

“99公益日”和互联网+筹资平台基
础上，持续 18 年开展“红十字人道
万人捐”活动，率先在全省开通微信
接受捐赠通道，积极推进网上荣誉
墙和在线颁发电子捐赠证书，推动
公益捐赠纳入个人信用积分档案，
近5年，募集资金达1.52亿元，2017

年荣获全国红十字系统人道资源动
员工作“好项目好活动奖”。2014
年以来，开展“衣物捐赠红十字人道
救助项目”，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已
向全社会募集衣物15余万件，发放
近13万件，及时援助贫困地区及市
困难群众。博爱系列救助品牌。以
六个人道项目化管理形式规范开展
红十字博爱助困、助残、助老、助医、
助学等博爱系列人道救助活动，近
5 年来，全市共发放人道救助款达
9690.42万元，受益困难群众11.9万
人。与柬埔寨西港、延安、海东等多
地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对外援
助和对口协作。救护培训品牌。连
续8年实施“应急救护百万培训”为
民办实事项目，截至目前，全市培训
初级救护员 7.76万人，开展普及培
训90万人，培训总人数达户籍人口
的 19.6%。推动在全市公共场所配
置 AED，首创无锡市 AED 地图，一
键导航服务群众，提升城市公共服
务品质。“博爱家园”品牌。集中资
源、集中力量将红十字核心业务扎
根社区，建成23个“博爱家园”，3个

“博爱家园”被省红会评为先进。“帮

你回家”品牌。应用物联网、大数据
技术，创新开发易走失人员定位手
环信息平台，向 700 名特殊困难的
阿尔茨海默病等易走失人员免费配
发定位手环，该项目列入 2019年无
锡市新型智慧城市百优案例。

参与城乡社区治理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主动融入城乡社区治理和服
务，不断完善社区红十字服务体系，
延伸红十字工作触角。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按照“六有”标准扎实推进
基层红十字组织建设，精准对接群
众人道需求，与民政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中作用的实施意
见》，充分发挥红十字系统上下指导
和属地管理两个优势，从硬件和软
件两方面打造市（县）区、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服务网络，共建有 80
个乡镇（街道）红十字会，448 个社
区红十字工作站。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推进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志愿
服务等红十字中心工作主动融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幅提升基层

组织活跃度，真正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打造人道服务平
台。建立无锡市红十字心理援助
中心、无锡市红十字普仁复明中心
和无锡市红丝带关爱中心，与市卫
计委、市公安局联合出台《关于道路
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捐献人体器官
的若干意见》，在全省率先使用执法
记录仪全程记录器官捐献协调过
程。共成功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77
例，累计遗体捐献登记志愿者 1137
人，实现捐献 225人；1.62万名志愿
者的资料进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59人成功实现捐献。规
范志愿服务活动。加强志愿组织规
范化管理，率先在全省实现红十字
志愿队注册成立社会组织，制定《红
十字会关于开展党建引领志愿服务
组织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市属6支
志愿服务队党组织覆盖率为100%。
持续开展“博爱志愿行”活动，积极
拓建红十字志愿者活动基地。截至
目前，全市注册红十字志愿者1.5万
人、志愿服务队100支、红十字志愿
服务基地15个，为助力幸福社区建
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构建宣传网络
唱响紧贴时代“好声音”

坚持把弘扬红十字精神与核
心业务建设相结合，不断拓宽人道
传播覆盖面。筑牢宣传阵地。与
市委宣传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红十字宣传工作的意见》，发挥
市和市（县）、区红十字会作为文明
委成员单位和“三下乡”成员单位的
作用，把弘扬红十字精神、开展红十
字志愿服务纳入文明城市、文明社
区、文明单位创建的任务中。注重
媒体融合。以创意和科技刷新公益
事业传播方式，升级改版“无锡市红
十字会微信订阅号”，以更透明、更
便民、更亲民的方式，加强文化信息
交互共享和核心业务推广传播。在

《无锡日报》《江南晚报》开设“红十
字爱心桥”专栏，与无锡市梁溪之声
广播合作创办“红十字之声”，广泛
宣扬全市红十字事业取得的最新成
就、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打造宣
传“和声”。拍摄《爱相随，生命相
随》《熟悉的陌生人》公益宣传片，隆
重举行红十字捐献（捐赠）者事迹分
享会，举办首届无锡市红十字好新
闻评选，并主动融入各级各类“道德
模范”等评选平台，使“红十字故事”

“红十字人物”跻身各类主流媒体、
走进千家万户、逐步深入人心。

近年来，江苏省无锡市红十字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全面从严治党总要求，充分发挥红十
字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参与城乡社区治理、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优势，动员全市红十字会系统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求真务实，致力构建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
为核心的“新时代人道救助服务体系”和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其间，每前进一步都凝结了无锡市红十字工作者传递人道“温度”、弘扬人间大爱的责任担当，凝结了社会各界水滴成
河、聚沙成塔的善行善举，这一切都融汇在一幅幅图片中，定格在一个个镜头里，令博爱之城的魅力越发璀璨。

建设“博爱家园”融入社区服务

新吴区红十字会以建设“博爱家园”为平台载体，按照“一社区一重点一
特色”的理念，不断在整合资源、建立专业化服务队伍、完善标准化服务体系
上，做老百姓的知心人和贴心人。利用小区宣传栏、LED显示屏、微信公众号
等宣传阵地宣传红十字知识，开设特殊家庭帮扶救助窗口，单独增设心理咨
询室，将红十字服务贯穿社区日常工作之中。建立专业化服务队伍，提高服

务针对性和专业性，建立健康养生志愿团、矛盾调解等
专业志愿团队，不断丰富为民服务的内涵。完善标

准化服务体系，形成关怀救助的长效机制，完善关
怀救助体系，将瑜伽教学、健康讲座、推拿理疗和
专家义诊等活动制度化。

阵地建设求突破 服务群众出新招

江阴市红十字服务中心集综合服务大厅、应
急救护培训、备灾仓库、志愿服务中心等多功能
于一体，是目前江苏省县（市）、区中规模最大、功
能最全的综合型红十字服务平台；出台《关于加
强镇街红十字会服务阵地建设的实施意见》，明
确镇（街道）红十字服务站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要
求，建设了一批统一标识、统一制度、统一服务的
镇（街道）红十字服务站；推广君山社区“博爱家
园”试点经验，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
则，建成 12个有示范导向性的村（社区）“博爱家
园”，形成了“爱心敲门”“七色花开”老人博爱互
助、“幸福邻聚力”等特色服务品牌，受当地群众
欢迎。

玖爱壹心 与爱同在

2019年伊始，宜兴市红十字会联合宜兴市九家爱心企业正式启动“玖爱壹心”基金项目。
基金总额为 1000万元，共设立“心血相连”白血病专项救助、“移路爱同行”器官移植专项救
助、“免费午餐”特困小学生专项关爱、“听风望月”失明失聪专项救助、爱的“反哺行”专项救
助、“醉美陶都”城市美容师专项救助、“红心悦”心理健康援助、“妈妈别哭”独生子女伤残死
亡特困家庭专项救助、“守护白衣天使”专项救助等9个冠名基金项目。

“梁溪红”党建品牌引领发展

梁溪区红十字会通过举办党的十
九大精神培训班、专题党课学习、参观
嘉兴南湖纪念馆等活动，在学习中创
新，在实践中检验，在检验中升华，组织
凝聚力持续增强；打造红十字“组织+项
目”党建新模式，组织 16个街道基层红
十字会按时换届、签订《党风廉政责任
书》，深入开展群众性灾害防治、应急避
险、健康科普等活动，致力把党对人民
群众的关爱通过生动活泼、特色鲜明、
富有成效的群众性活动予以实现。

让火红的青春如花儿般绽放

锡山区红十字会主动适应社会治理格局新变化和人道需求新特点，不断
用红十字人道理念、红十字文化感染引领青少年成长成才。将红十字精神传
播融入全区各初、高中学校思想教育，引导中小学生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积极传播者、志愿服务活动的模范践行者；每年开学季，均分批组织志愿
者深入辖区学校开展应急救护“第一课”，通过情景演练和技能教学让青少年
学生掌握基本救护知识，截至目前，全区共有35275名青
少年学生接受培训；通过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在青
少年心中播撒博爱种子。

基层组织“全覆盖”助力发展“高质量”

惠山区红十字会通过组织建设“全覆盖”，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制定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社区）红十字服务工作意见》，完成 100%村（社区）标准化达标建设。组织区、镇（街
道）两级红十字会同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目前，全区学校、医院均成立了红十字会，5 所学校
被评为“江苏省红十字示范学校”。二是打造组织建设品牌。发挥惠山区红十字服务中心国家级应急救护培训
示范基地引领带动作用，建成“1基地+5示范点”的应急救护培训网络和体系，打造9个省级“博爱家园”项目，
实施“一镇一品”特色建设，打造“惠山区·红十字会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4个实践点”平台。三是建立工作考核机制。紧扣全区工作大局，
将红十字工作列入全区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重点工作以目标任务书

形式下达各镇（街道），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工作考
核机制，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办民生实事 为生命护航

滨湖区红十字会着眼服务民生，以高标准发挥救护培训的独
特优势，较好地提升了群众自救互救意识。一是深化救护培训体
系建设。制订《红十字会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实
施社区、学校突发事件24小时内报告制度，与12320卫生热线合

作建立自救互救咨询信息库。结合全区各中、小学在校园科
普教育、新生入学、新教师入职，有计划、有步骤、分批次组

织救护知识培训，对持《救护员证》的教师进行复训，培训
覆盖率达 100%。二是积极传播应急救护知识。充分利

用公益广告、微电影、专题片、专栏、短信、微信等形式，普及
全民自救互救知识；结合世界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全国防

灾减灾日等，开展“青少年安全教育课堂”、“小手拉大手、一起学
急救”演练等活动，普及救护理念、知识和技能。

▲无锡市红十字会全力以赴护航2019无锡马拉松

▲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
记、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李小敏、政
协主席周敏炜等领导指导无锡市红
十字会工作

▲2019 年 5 月 8 日，无锡市红
十字会举行红十字捐赠（捐献）者事
迹分享会暨 2019 年人道万人捐启
动仪式

▲无锡市红十字会为无锡东高
铁站配置AED

▲无锡市红十字会举办捐献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联谊活动

▲红十字“帮你回家”定位手环
项目

▲惠山区

◀
新
吴
区

▲梁溪区

▲江阴市

◀宜兴市

▶锡山区

▲
滨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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