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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由重庆市红十字会提供

凝聚人道力量 彰显博爱情怀
——重庆市红十字会2020年工作纪实

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
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重庆市红十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政治建设，聚焦主

责主业，在全体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经受了疫情大考，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了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
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助力战疫战贫 聚焦“三救”“三献”
病疫无情，人间有爱。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红

十字会第一时间发布捐赠公告和募
捐倡议书，开通网络捐款渠道，本
级募集款物 25362 万元，仅 1 月 30
日一天就接收捐赠资金 1.26亿元，
捐赠总额及日捐赠额均创历史记
录。

同时，严格制定抗疫捐赠款物
管理使用办法，公示社会捐赠信息，
款物快进快出、即收即用，直接用于
市内医院7941.29万元，支援湖北款
物 1898.37 万元，非定向捐赠资金
12615 万元交市里统一使用，直接
救助参与疫情防控相关人员和因疫
情影响困难家庭 2528 户 895.9 万
元，经审计署特派办和第三方审计，
款物管理使用规范透明高效，红十
字公信力、凝聚力得到充分展现。

此外，发动 21 人次捐献恢复
期血浆 8400 毫升，用于重症、危重
症患者救治。调集发放帐篷、红十
字 抗 疫 物 资 家 庭 包 3000 余 顶
（包）。及时发布社会爱心捐赠感
谢信，对大额捐赠单位和个人颁发
荣誉牌匾证书，4 个捐赠单位获总
会表彰。动员全市红十字会员、志
愿者近万人次参与社区联防联控
和落实常态化防控举措，统筹指导
区县和基层单位开展疫情防控。
与爱心企业合作在全市 100 个小
区发布疫情防控公益广告，凝聚抗
疫合力。

在助力战疫的同时，市红十字
会积极助力脱贫攻坚。制定 10 条
助力举措，本级筹措 2467万元助学
助医助困。实施“红十字星火助学
计划”资助学生300名，培训深度贫

困乡镇医生 100 名。实
施博爱山城“助力脱贫·
决胜小康”红十字志愿
服务项目30个。建设农
村博爱家园项目 18 个。
帮助对口帮扶贫困村改
善基础条件，支持乡属
小学实施教学多媒体项
目，实施“乡村光明行”
太阳能路灯安装工程和
饮水池加固排危工程。

“2020 年，尽管受疫
情影响，我们始终紧紧

抓住核心主业不放松，切
实围绕‘三救三献’下功
夫，做到备灾救灾及
时有效，救护培训
普及开展，人道救
助广泛覆盖。”
市红十字会相
关 负 责 人 如 是
说。

市红十字会针
对全市救灾需求，采购
储备救灾物资 77 万元。
启动汛期应急响应7次，向
受灾严重的 28 个区县调拨
发放救灾款物 470 万元，提供
紧急人道救助。新建救护培训
基地4个、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1
个。发放“五进”救护培训教材学校
版 10 万册、救护培训器材 841 件
（箱）。培训救护师资3期182人，培
训救护学员 91期 4152人。开展市
级机关“红十字送健康”活动，培训
机关干部职工400余人。“博爱送万
家”活动采购“温暖包”6332 个，发
放款物233万元。救助急危重伤病
患者 6207名 870.5万元。实施儿童
大病医疗救助 310人次 600.4万元。
人道救助慰问器官捐献困难家庭
55户 330万元。完成 500名新生儿
罕见病基因筛查。

与此同时，全年新增器官捐献
志愿者 22959 人，较上年同期增长

40.1%，实施捐献 124 例，在全国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推进会上作经验交
流；新增遗体捐献志愿者 3477 人，
增长100.1%，实施捐献329例；新增
角 膜 捐 献 志 愿 者 2158 人 ，增 长
56.9%，实施捐献 226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入库 5368人份，总量
达到 72088 人份，回访 33874 人份，
实施捐献 13 例。联合市内医院开
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血样入库
一站式采集工作。精心组织全市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
线上线下近万人次参与。

拓展人道交流 树立品牌形象
联川藏，汇青年，广泛开展人道

交流，是市红十字会工作呈现的又
一亮点。

共同唱好“双城记”，签署川渝
红会系统融入和服务双城经济圈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灾害应
急救援、人员交流培训、技术设备共
享等合作，联合开展“2020 年川渝
两地红十字系统供水救援演练”。

市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援藏工
作，向昌都红十字会和重庆援藏工
作组捐赠资金 50 万元，赠送急救
包，慰问困难群众，派遣救护师资到
昌都市进行救护员培训，赠送培训
器材和教材2144件（套）。

市红十字会联合市教委印发通
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红十字
工作。承办总会 2020 年探索人道
法高校同伴教育培训班，培训川渝
滇三省市 15所高校红十字会 32名
学生骨干，指导西南大学等 4 所市
内高校开展“青春善言行”“探索人

道法”同伴教育活动。壮大“重庆市
红十字青年网络”队伍，40 名青少
年骨干在所在高校组织开展红十字
活动。河南、甘肃等省红十字会 23
人次来渝考察交流。

重庆市 2万余名红十字志愿者
围绕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志愿服
务。新冠疫情期间，近万人次红十
字志愿者围绕社区联防联控、复工
复产复学和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开展
志愿服务，累计入户排查216.6万余
人次、健康检测68.8万人次，发放宣
传资料 191.3 万份，开展消杀作业
1540万平方米，成为抗疫的重要力
量。

“为进一步树立红十字会良好
品牌形象，我们持续加大宣传传播
力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
动，推动社会舆论氛围积极向好。”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欣慰地说，
如今的红十字会品牌形象更加彰
显。

2020年，在市级主流媒体刊发
新闻稿200篇（条），央视《新闻1+1》
等栏目对重庆红十字会工作正面报
道5次。24岁小学教师沈倩器官捐
献案例，被中央主流媒体转载，引起
强烈社会反响。在机构官网开设国
家安全教育日、纪念抗美援朝70周
年等宣传专栏，登载稿件 1500 篇
（条），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点击及送
达410万人次。

通过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和舆情
监测，制定信息公开办法，及时处置
涉及红十字的虚假医疗广告，疫情
社会捐赠宣传把握好时效度，开展
风险分析与防控，全年没有发生一
起负面舆情。

市红十字会还积极参与中华骨
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10000例
网上直播活动。开展“生命之约·大
爱传递”“画出生命的美好”器官捐
献宣传季。举办“最后一片藤树叶”
画展，精准推送 15万人次，覆盖 20

个小区、商用楼 3万户和 3000家企
事业单位，轨道交通视频播放25万
余次。与华龙网合作举办“一个人
的乐队”云上音乐会，参加北京第二
届国际公益广告大赛获一等奖。开
展第73个世界红十字日“助力疫情
防控 红十字救在身边”主题活动，3
万余人参加抗疫暨红十字应急救护
知识竞赛。精心组织“99 公益日”
活动，筹集资金 509.75 万元，5.9 万
人次参与，首次进入全国前列，受到
总会书面表扬。

健制度夯基层 强党建抓整改
2020年，市红十字会纵深推

进群团改革，扎实推进依法治会
兴会，建立健全制度规章，夯实
基层基础，取得显著成效。

会同市人大修订出台《重庆
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
会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大力学习宣传贯彻，印发办法单
行本10万册，编写试题上线市直
机关工委《机关党建》“每日一
课”，邀请普法专家开展办法、

《民法典》普法宣讲活动。
修订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制定资金捐赠试行办法和物
资捐赠试行办法。全面梳理议
事决策、捐赠捐献、财务管理、安
全保密等机关管理制度83项，制
定出台会党组工作规则等制度
16项，修订完善机关采购管理办

法等制度 3 项，以制度管人管
事，促规范、防风险，提升治
理效能。

开展全市基层组织建设
情况调研，研究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实施意见，召开基层组织建
设推进会。成立市红十字会机
关红十字会，开展基层组织示范
点建设。规范管理红十字会员，
清理全市冠名医疗机构 107 家。
加强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建设，
优化协会机构设置，新成立垫江
分会，新发展注册红十字志愿者
740 人，评定表彰全市红十字星
级志愿者497名，2个志愿服务组
织获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表彰。

“一直以来，我们坚持以党

建引领红十字会工作，始终让党
旗高高飘扬。”市红十字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0 年，市红十字
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狠抓巡视
整改，有效提升能力素质。

认真组织理论学习，规范
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
心谈话、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
党员、三级书记述职评议考核。
开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推
进“以案四改”。制定落实三级
党组织责任清单、会党组主体
责任年度任务，专题研判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制定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加强阵
地管理和风险管控，强化意识
形态工作。

同时，严格落实巡视整改主
体责任，制定9方面共64条措施，
出台巡视整改工作督查督办办
法，制定修订制度 18 项，多次开
展与贫困村党支部连线等活动，
集中整改阶段应完成的 28 项任
务整改完毕，巡视移交 3 条信访
线索全部办结，领导班子凝聚
力、战斗力得到增强。

此外，积极组织开展“强化
党性意识，争做新时代优秀红十
字人”专题党课教育和“学理论
强素质、学业务强能力、学先进
强作风”活动、“读党史、守初心、
担使命”活动。建立领导干部联
系区县、重要工作通报、典型案
例评选机制，并出台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的实施办法，及时对机关
抗击新冠疫情先进典型予以表
扬。

▲精心组织“99公益日”活动

▲红十字志愿者开展社
区联防联控志愿服务

▲ 重 庆 市 捐 赠 湖 北 孝 感 市
1000余万元防疫物资

▲市红会捐赠1000顶帐篷助力疫情防控

▲“红十字送健康”应急救
护培训进机关活动

▲举办首次川渝地区红十字供水救援联合演练 ▲市红十字会捐赠1000顶救灾帐篷助力全市社区疫情防控 ▲红十字志愿者搬运防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