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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红十字会深化改革研讨会。从治
理结构、组织建设、资源动员、工作方式、体
制机制等方面找问题、查短板、添措施，营
造改革氛围，促进改革落地落实。

开展评选评估奖励。在全市开展红十
字工作优秀案例征集活动，评选亮点特色，

推进基层改革创新，担当作为。量化评估
区县应急救护培训工作，严格考核，区分等
次，以奖代补，提升培训质量。以结果为导
向，对宣传传播按稿件刊播情况进行奖励，
调动系统内外两个积极性。举办“建功新
时代”业务技能竞赛，对优胜者给予表彰。

紧扣社会需求。在取消救护培训收费
政策情况下，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将公益培
训与市场化培训结合起来，推进救护培训

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利用网络平台，优化
器官捐献等红十字人道服务。发挥红十字
基层组织作用，积极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拓展工作抓手。发展壮大红十字志愿
者队伍，发挥全国首个红十字省级志愿者
协会作用，委托开展救护培训，围绕主责主
业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目前已建立 25
支志愿服务队，直管专业队伍 12支，红十
字志愿者达到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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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工作全面加强

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生活会、交流研讨
会、学习强国平台等，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市委
五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中国红十字会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中心组学
习25次，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央、市委、总会有关部署要
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带头示范，上下联动推进，盯紧
问题短板，强化“强三性去四化”专项整治，
梳理5个方面13项54条整改措施，清单式
逐一销号整改，提高了真信笃行知行合一
能力，增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群众关心和事业发展中的一些
急迫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扎实推进机关党建“三基”建设，调整充实
机关党委，新成立 2个支部，5个支部及时
换届，预备党员转正 2名，发展预备党员 3
名、积极分子 2 名，实现组织和工作全覆
盖。新增党群活动室和老干部活动室。关

怀困难党员，首次开展党内表彰。与对口
扶贫奉节县平安乡咏悟村开展党建工作结
对共建，丰富党建内容。

严守纪律规矩。净化政治生态，深入
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
毒，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向市
委市政府呈报请示报告 17 次。严格遵守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市委实施意见，4 次
开展警示教育，组织排查廉政风险点，认真
查核信访反映，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思
想认识、学习提高、制度规范、苗头研判，党
组会、中心组学习研究意识形态方面内容
12次，确保红十字工作正确舆论导向。

◎ 救援救护更加有力

强化应急救援能力。修订自然灾害等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制定防灾减
灾工作措施，组织开展赈济、供水救援队应
急演练，提升实战能力。对救灾物资清点
核查，筹集资金采购补充救灾物资，对过期
救援物品及时更换。加强与市级有关部门
防灾减灾信息沟通，及时向总会上报灾害

信息。
加大博爱项目建设。新建博爱家园、

生命健康安全教育、景区救护站项目 35
个，总投资1808万元。目前已建成项目17
个，投资额 860万元，包括 5个生命健康安
全教育项目，2.1 公里博爱路、5 个避险广
场、2个村卫生室、5座便民桥。启动实施
香港红会援建第三批减灾项目。在7个有
援建需求的 5A级景区启动红十字救护站
建设。

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开展应急救护
“五进”评估，培训红十字救护师资 328
人、红十字救护员 2.2 万名、普及培训 26
万人。首次举办国际急救认证核心师资
提高班。举办首次重庆市红十字救护技
能大赛，全市 46 支代表队参赛，录制的
比赛视频节目分别在重庆卫视、有线频
道播出，产生了积极影响。胜出的参赛
队参加全国第五届救护大赛并荣获三等
奖。

◎ 生命关爱日益彰显

聚焦脱贫攻坚。多方筹集款物 2751
万元，在助学、助医、助困，以及红十字项目
建设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实施深度贫
困乡镇专项扶贫措施，资助 241名贫困学
生、救助180户特困家庭，在23个贫困村开
设“博爱超市”专柜，培训100名乡村医生，
4000 余村民掌握急救基本知识和技能。
助推“彭水苏麻”农产品参加全国第二届扶
贫众筹大赛荣获二等奖。

持续开展“博爱送万家”送温暖活动。

筹集发放 192万元资金、333万元物资，为
15087户困难家庭送去温暖。

突出特殊群体关怀。对 157 个器官
捐献困难家庭实施人道救助，金额 851万
元。救助大病儿童 475 人次，金额 862 万
元。自 2005 年重庆儿童医疗救助基金成
立以来，共对 2403 人次白血病、淋巴瘤、
先心病儿童进行了救助，救助额达到
5368 万元。审核 194 家医疗机构 8187 名
急危重伤病患者，金额 1123 万元，已发放
765 万元。自 2013 年市红十字会承担疾
病应急救助工作以来，累计救助急危重
伤病者 48561 人，支付救助金额 9435 万

元。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专家领导来
渝专题调研给予充分肯定，医政医疗局
对重庆疾病应急救助工作给予书面表
扬。

动员社会人道爱心。开展渝爱同行关
爱留守儿童、困难儿童活动，为 3661 名儿
童送去 180万元爱心大礼包，开展儿童口
腔病和罕见病基因筛查，受益儿童 4万余
人，为 2000 多青少年提供眼健康义诊，为
乡村卫生院（室）募集 1148 万元医疗设备
器材。向四川宜宾地震灾区群众和木里森
林火灾重庆籍牺牲烈士提供 40万元人道
资金和物资救助。

◎ 人道救助不断扩大

基础保障不断巩固。与企业合作兴建
的占地 4000 平方米的重庆市人体器官捐
献缅怀纪念园投入使用，累计建立56个遗
体器官捐献登记站，更新网站和登记系统，
优化捐献流程，强化过程管理，开展捐献志
愿者回访，实施捐献者困难家庭救助，确保

可持续发展。
器官、造血干细胞捐献再创新高。全

年器官捐献达到141例（历年累计531例），
412人生命得到挽救，一名 17岁遇车祸去
世捐献者使 12名患者受益。造血干细胞
捐献 11 例，累计 90 例。遗体捐献 378 例，
累计 2758 例。眼角膜捐献 268 例，累计
2422例，有3139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捐献志愿者快速增长。器官捐献志愿

者新增 14834 人，增长 2.3 倍，累计 2.18 万
人。造血干细胞、遗体、眼角膜捐献志愿者
分别新增7210人、1736人、1375人，分别累
计达到 6.5万人、13295人、10951人。成功
承办全国遗体器官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
动、承办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活动和
会议的举办，推动了全市器官捐献工作。
同时，还应邀派员协助青海实施该省首例
器官捐献。

补短板重规范。改版红十字内刊，提
质增效，新增宣传载体，强化舆论阵地管
理，制定《网络安全和舆情处置管理办法》，
规范稿酬制度，出台奖励办法，成立网络舆
情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红十字宣传工作更
加坚定主心骨、汇集正能量、振奋精气神。

突出主题宣传。多种形式开展庆祝建
国 70周年、世界红十字日、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等宣传，
努力拓展宣传渠道，国内30余家主流媒体
刊播红十字报道450篇次，官网、微信发稿
1271篇，点击量20余万人次。

借势扩大影响。利用承办全国遗体器
官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机会，开展“生
命如花”标语、快闪、H5、微博等系列宣传，
近70万公众参与、关注。以在重庆市捐献
器官的澳大利亚公民菲利普为题材，配合
总会拍摄“一个人的乐队”“见字如面”公益
宣传品，推动全社会器官捐献大爱事业。

组织万余人参加红十字会法暨青少年自救
互救知识竞赛，举办跨省红十字骨干训练
营活动，选送23名大学生参加总会交流活
动。

推进人道教育。积极开展旨在向青少
年介绍《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基
础的国际人道法教育传播，帮助青少年培
养人道价值和情怀，拓展国际视野，提高参
与国际事务的意识和能力。“探索人道法”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培训师资118名，已在
20所学校开课，7500名学生接受教育。

◎ 宣传传播持续发力

◎ 深化改革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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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红十字会系统认真学习贯彻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

▲市红十字会为丛林学校学生发放“红心侠”急救包

▲结对帮扶 助力脱贫攻坚——重庆市红十字会赴
奉节县平安乡开展党建扶贫活动

▲2019年3月31日，“生命如花·2019全国人体器官
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普及活动”在重庆市璧山区举办

▲重庆市红十字基金会“渝爱同行”爱心大礼包发放
活动走进潼南城西小学

▲感动千万人的“一个人的乐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