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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旗帜 逐梦前行
——四川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工作纪实

聚力交流合作 传播人道文化

岁月深厚，天府巍然。雄伟大地，万象更新。这里，飘扬着一面火红赤诚的人道旗帜；这
里，
传承着一种大爱扬善的时代精神；这里，
汇聚着一支勇攀高峰的昂扬之师！
四川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全省红十字系统栉风沐雨、
高歌奋进，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
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倾力指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组织动员全省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和志
愿者，
勠力同心，
继往开来，
四川红十字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 深推改革发展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全面深化改革，为四川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石。全省红
十字系统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认真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
严格践行
“三严三实”，推
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
化，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

巡视整改，
推进
“大学习、大调研、大
讨论”
，
实施
“修思竞学”
工程，
广大党
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党性更加
坚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加强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逐步形成，
全省红十
字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
进。全面接受监督，
进一步健全决策
咨询、风险评估和法务审查制度，
完
善第三方绩效评估和审计监督制度，
建立良好有序的捐赠物资接受和管

理机制，
营造公开透明的捐赠物资使
用环境，
让社会放心、
让群众满意。
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谋变局，
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把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作为红
十字事业改革的总目标，提升红十
字会的动员力、执行力、公信力、影
响力，构建理事会决策、监事会监
督、执委会执行的治理结构，
积极推
动红十字事业发展。2010 年，四川
省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中心成立，
2011 年，
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
中国

造血干细胞捐赠者资料库四川管理
中心成立，
2017 年，
省红十字会机关
新增设监督审计部，2019 年更名为
项目与筹资部。2019 年，省红十字
会改革方案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省红十
字会首次纳入省委党群目标绩效考
核序列，会党组成员由 3 名增至 5
名。2020 年，15 个市级红十字会改
革方案落地。21 个市级、
110 个县级
红十字会理顺管理体制，全省红十
字系统改革正持续稳步推进中。

坚守主责主业 彰显能力担当
强基固本，闻灾而动。积极融
入省委省政府应急工作大局，加强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优化备灾物资
战略布局，引导社会力量全面融入
全省应急管理体系。在 2013 年“4·
20”芦山地震、2017 年“8·8”九寨沟
地震、2017 年“6·24”茂县高位山体
滑 坡 、2018 年“12 · 16”兴 文 地 震 、
2019 年“6 · 17”长宁地震、
“9 · 8”威
远地震、
“12·18”资中地震中，红十
字系统快速响应，急速出动，深度
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全省
建起东西南北中 5 个区域中心库，
联动全川 35 个备灾救灾仓库，应急
物 资 储 备 更 加 科 学 、调 运 更 加 快
速、保障更加有力。与应急管理、
消防救援等部门互通互融、共训共
练，大力提升社会应急救援能力，
2019 年和 2020 年，省红十字会连续
两年单独组队参加四川省抗震救
灾综合演练，2019 年，全国首届社
会应急力量技能竞赛，四川的三支
红十字队伍闯进决赛，取得优异成
绩，一展川军雄风！
危急时刻，
“ 救”在身边。大力
推进应急救护普及性培训进社区、
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
努力提升第一现场群众的应急救
护知识和技能，传递不遗余力保护
生命安全的人道主旨。省红十字
会与高校和基层红十字组织合作，
在 成 都（成 华 区 红 十 字 会）、泸 州
（四川警察学院）、内江（内江卫生
与健康职业学院）建立三大救护培
训基地，全省已建成 17 个生命健康
安全体验教室，通过沉浸式培训体
验推进救护知识普及。在成都主
办川内首次“国际应急救护师资培

训班”，25 名学员获得国际应急救
护认证师资结业证书和四川省红
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资聘书。
近年来，共培训持证红十字救护员
44.3 万人，开展救护知识和技能普
及覆盖 324.3 万人次。在峨眉山、乐
山大佛、剑门关等 9 个 5A 级景区建
成红十字应急救护站。鼓励、支持
和推动红十字志愿服务参与重大
赛事、重要展会等活动的急救保障
服务工作，红十字救护员第一时间
救护生命的感人故事不断涌现！
保护尊严，改善民生。始终坚
持奉献炽热温度，奋力扶危济困，
传 递 博 爱 薪 火 ，以 人 道 资 源 为 基
础，有效开展人道救助、提供人道
服务，让红十字的关爱和温暖无处
不在。积极搭建第三次分配的平
台和渠道，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实施
爱心捐助。2019 年全省红十字系
统接受社会捐赠 3.56 亿元，比 2017
年翻了一番。省红十字会率先在
全国建立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困

难家庭救助基金，持续实施“红十
字天使计划”
“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项目，探索实施退役困难军人人道
救助项目，三年累计惠及困难群众
264.6 万余人。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项目获“四川省政府第二届四川慈
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荣誉。
近两年依托省红十字基金会建立
救助项目 110 多个，省红十字基金
会获“四川省政府第二届四川慈善
奖最具影响力慈善组织”荣誉。对
凉山森林火灾牺牲人员、新冠肺炎
疫情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和特
殊困难群体开展救助，创新实施社
区健康促进项目，给社会带来更多
的感动和温暖。
凝聚力量，精准扶贫。紧贴精
准扶贫工作中心，以产业扶贫、人
道 救 助 、精 神 扶 贫 三 大 项 目 为 重
点，充分发挥行业优势，集聚人道
力量。从 2017 年起实施“321”红十
字助力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全省红
十字系统派出驻村干部 428 人次，

组织志愿服务 40908 人次，募集扶
贫资金 1.86 亿元，帮扶的 125 个贫
困村全部如期脱贫摘帽，160 人次
帮扶干部受到省委省政府和地方
党委政府表彰。利用“互联网+”拓
展扶贫渠道，先后举办“魔豆妈妈”
残疾妇女创业帮扶、
“ 公益厨房”众
筹扶贫大赛等项目 303 个，受益贫
困县达 75 个，受益贫困户达 17.12
万户，受益贫困人口达 326.21 万人；
积极参与推动东西部扶贫协作，争
取浙江、广东通过全省各级红十字
会援助贫困地区资金达 6778.79 万
元，
物资价值达 6920.39 万元。
无私奉献，关爱生命。参与推
动无偿献血、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
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爱心接
力传递生命永续的意义，人道奉献
传播希望与光明。2020 年 8 月 6 日，
中华骨髓库第 1 万例（四川第 265
例）捐献在四川成功实现。截至目
前，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达
到 11.6 万人，
实现捐献 293 例。全省
动员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人数达到 13.1 万人，总量跃居全国
第二位。累计实现器官捐献 1058
例，
捐献大器官 2921 个，
挽救了 3000
余名患者的生命；眼角膜捐献 1456
例，
让 2900 余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遗体捐献 1274 例。开创
“春之生、
夏
之光、秋之乐、冬之恋”
“ 三献”社会
宣传品牌，在不同季节围绕捐献者
缅怀、青年者动员、受众者参与、志
愿者联谊等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建设缅怀纪念场所，今
年底将竣工投用。捐献立德、大爱
扬善成为广大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文明风尚。

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宣传传播，
推动人道与公益慈善理念互鉴，推
动人道主义精神与现代文明互鉴，
推动省内与国内国际工作交流，凝
聚动员更多力量参与红十字事业。
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和对外交
流，充分发挥红十字在国内、国际社
会民间交流的渠道作用。深度融入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同推进
川渝地区红十字建设，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长期与港澳红十字会、台湾红十字
组织紧密合作，向台湾花莲地震等
灾害实施人道捐助。加强同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加拿
大、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红十字组织、公益组织
和基金会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境外
公益资金 9 亿多元。派员参加斯里
兰卡水灾救援，向美国、韩国、澳大
利亚、泰国、新加坡及香港特别行政
区等国家和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
实现人间大爱无国界地全球传递。
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共同发起成立红十字国际学院。成
功承办第 68 届联合国公益组织大
会四川成都预备会议，大幅提升我
省在公益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开展公益宣传，讲好红十字故
事。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
紧结合，传播公益正能量。连续三
年举办“红十字·红丝带”防艾青春

行系列活动，覆盖全省 30 余所高
校，线上线下累计 50 万人参与活
动。创新推出“红十字·志愿者”
“红
十字·青少年”传播品牌，线上活动
共近 60 万人参与互动。建设“博爱
四川”两微一网，推出《一起来，凝聚
人道力量》公益宣传片，举办“5·8”
世界红十日活动、世界急救日活动，
开展“红十字与你同行”知识竞赛、
“我与红十字”有奖征文、
“ 红十字
‘救’在身边”快闪等系列红十字公
益宣传，唱响主旋律，讲好红十字故
事，
动员更多社会力量传递大爱。
凝聚红十字力量，
保护青少年生
命健康。引导青少年参与红十字事
业，
选派四川青少年参加海峡两岸人
道交流、
赴蒙古国参加东亚地区红十
字交流，开展四川与香港、澳门红十
字青少年探访交流，
举办红十字青少
年骨干训练营、
“红十字青年说”
演讲
比赛，
组织红十字青少年参与人道传
播、
健康促进、
志愿服务等教育实践，
青少年成为四川红十字事业发展的
有生力量。
目前，
全省共有注册红十字志愿
者 3.1 万人，红十字会员近 20 万人，
他们活跃在城乡社区，
不计回报地开
展人道传播服务。一批红十字志愿
服务优秀代表获得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
“四个 100”
先进典型和
“最美志
愿服务社区”等荣誉，红十字志愿服
务已成为全省志愿服务体系中的一
支重要力量。

全面联防联控 打好战疫硬仗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在省委省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全省红十
字系统主动作为，上下一心，迅速汇
聚起共同抗疫的社会力量，在省内、
湖北、国外三个战场抗疫，交出圆满
答卷。
全面助力省内“主阵地”。3200
个红十字基层组织、297 支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伍的 83.6 万人次，参与
排查走访社区、企业、商家、酒店等
4.5 万个（家），实施环境消杀 1600
余万平米，传播防疫科普知识 1800
余条，办理群众咨询和求助 5.31 万
余次。133.37 万人次、11077 个企业
（组织）通过红十字会奉献爱心，捐
赠款物达 8.58 亿元，总额在省内居
首、列全国红十字系统第九。精准
对接一线需求，快速支出 8.31 亿元，
使用即时率达 96.84%，并及时向社
会公布相关信息。作为海外捐赠接
收单位，及时向全省全国开放平台
和渠道，日夜兼程协助企业、社会组
织办理海外捐赠通关事宜，保障所
有入关物资即达即办、快接快送，服
务企业近 200 家（次），办理物资 142
批次、价值近 5 千万元。
受命支援湖北“主战场”。大年
初七，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派紧
急驰援湖北，8 名业务骨干在疫区
奋战 51 天，承担境内 1137 批次、境
外 1063 批 次 捐 赠 物 资 的 接 收 、清

点、分类和资料整理，完成统计表册
7000 余份、电子文档容量达 2000 多
兆；负责全国红十字系统在汉 7 支
重症患者转运队后勤保障工作，向
定点收治医院配送物资 31 批次。
在省内发起向湖北的定向捐赠，动
员 14 名康复者捐献抗疫血浆 5400
毫升，向湖北、武汉捐赠款物 1.24 亿
元，主要用于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
院建设和一线医护人员。
援外奏响中国“主旋律”。3 月
11日凌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令以
四川为主，
组建援外专家队赴意大利
执行抗疫援助任务。在省委省政府
坚强领导下，各有关部门通力配合，
迅速完成抽派专家、办理签证、募集
和采购物资，当日出发奔赴意大利，
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省长尹力省长
亲自送行。专家组先后深入意大利
疫情最严重的几个大区，向当地政
府、红十字组织、医疗机构分享中国
抗疫经验和医疗救治方案，看望、慰
问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赢得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
中国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数次在亚平宁半岛响起。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陈竺指出，
四川红十字为国际抗疫行
动立了大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
席罗卡给予四川省红十字会高度赞
扬，
中国驻意大使馆发来感谢信。省
委书记彭清华等领导亲切接见载誉
归来的专家组。

（本版图文由四川省红十字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