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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红基）据叙利亚红新
月会最新消息，由中国红十字会援
助的大型多功能移动医疗单元正
在叙利亚东北部阿尔霍尔营地，为
当地民众提供持续性医疗服务。
自 2019 年 4 月至今，已为 350 人提
供X光服务，为 1650人提供外伤处
理，为700人提供检验化验服务，受
益总人数超过2000人。

2019 年 1 月 12 日至 13 日，该
移动医疗单元曾进入叙利亚大马
士革郊外临时避难所（Ad-Dwar
Makeshift Shelter），随车配备 1名内
科医生、1 名妇科医生、1 名放射科
医生、2名护士和 1名放射科技师，
利用两天时间为 147 名当地民众
提供了包括基础检查、X光检查和
药物治疗等在内的多样化医疗服
务。由于叙利亚境内局势变化，
2019 年 4 月，叙红会决定将该移动
医疗单元移至东北部阿尔霍尔营
地，以便为更多民众提供医疗服
务。

叙红会工作人员介绍，中国红
十字会援助叙利亚的移动医疗单
元设施先进齐全，能够对 70%以上
的常见健康问题提供基础医疗保
障。此外，移动医疗单元能够深入
到医疗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的
偏远地区，随时就近服务当地民
众，无需转诊治疗，有效节约了人
道主义资源和资金，维护了叙利亚
人民的生命健康。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援外工作
总体部署，应叙利亚红新月会请
求，2018 年，中国红十字会通过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丝路博爱基金向

叙利亚援助一所大型多功能移动
医疗单元。该套移动医疗单元由
两辆医疗大巴、两辆救护车组成，
配备X光机、B超机、除颤仪、远程
诊疗系统等，具备移动医疗和远程
医疗功能，可为当地民众提供基本
诊疗、手术、体检、医疗转运等综合
性卫生服务。

此次援叙移动医疗单元由北
汽福田捐赠，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提
供免费运输支持，于 2018 年 5 月 8

日从上海外高桥码头启运，经海路
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
伊士运河、地中海运抵叙利亚拉塔
基亚港。同年 8月 16日，中国红十
字会援助叙利亚大型多功能移动
医疗单元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交接，
中方人员对叙方人员进行了设备
使用培训。

根据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总
体部署和中国红十字会援外工作
安排，2017年2月，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成立丝路博爱基金，致力于优化
“一带一路”人道服务供给，以“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服务区域，对
沿线有迫切人道需求的人群进行
救助。截至2019年11月，丝路博爱
基金已先后在“一带一路”沿线 26
个国家开展人道援助项目。叙利
亚人道援助计划是中国十字基金
会丝路博爱基会资助开展的系列
国际援助项目之一。

阿尔霍尔营地来了家“中国医院”
中国红十字会援助叙利亚移动医疗单元已为2000余名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叙利亚医生在移动医疗单元上为民众做检查。

本报讯（晁瑾）“谢谢红十字会，
谢谢好心人，一路帮助我的孩子。”近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
院病房里，来自和田市的热合曼江·
地里木热提热泪盈眶地说。

热合曼江的两个女儿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
十字会提出救助申请后，“一站式”
救助让他的两个女儿得到了中国红

十字会天使阳光基金的资助和及时
救治。

自治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副主任曼苏尔·纳曼介绍，这批来自
和田地区的先心病患儿共 47 名。
受益于全区4家定点医院组织医疗
专家团队下基层筛查、当场确定资
助对象、统一入院手术、医疗费用免
费资助的“一站式”服务模式，47名

先心病患儿从集中筛查到确定被资
助，再到集中组织来乌鲁木齐治疗，
手术费、路费等没有花一分钱，填信
息、交材料没有跑一次腿，从筛查到
顺利完成手术仅用一个月时间。

“以往个人申请获得救助必须
走流程，患儿家长需要填写申请表
格、提供诊断书及身份资料后，经当
地红十字会初审、自治区红十字会

复审、上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放
告知书、提交回执材料等环节，才能
经过终审获得资助款。”曼苏尔介
绍，开展大病救助进基层工作后，

“一站式”救助不仅免去了患儿家庭
初次筛查费用，还极大简化了申请
救助环节。

今年以来，自治区红十字会已
组织开展7批次专家团下地州集中
救助先心病患儿，共接诊筛查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
地区、喀什地区近 3000名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截至目前，已有 379 名
患儿得到基金救助。

新疆红十字会简化申请救助环节，提高大病救助效率

379名先心病患儿受惠“一站式”救助

陈竺会见比尔·盖茨
双方就各自项目进行交流探讨，期望为推动全球健康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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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宗红）11月 4日至 8
日,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党组安
排，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于福龙
赴云南、福建宣讲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
神，并对云南省和福建省红十字
会工作进行调研。

于福龙在宣讲中指出，贯彻
落实“十一大”精神，关键要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对红十字事业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红
十字事业发展，深入学习“十一
大”工作报告，贯彻落实国务院指
导意见、总会改革方案和《中国红
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
2024 年）》等重要文件，将重点工
作进行细化分解，制订时间表，明
确具体任务和责任人，将工作真
正落到实处，扎实推动红十字会
改革进程，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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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调研期间，于福龙听取
了云南省红十字会、楚雄州红十字
会的工作报告，实地考察了云南省
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管理中心、备灾中心、假肢办公

室、老年公寓、昆明市第一人民医
院和中国红十字会云南阜外心血
管病医院。他充分肯定了云南省
红十字会在筹资、志愿服务、养老、
假肢项目、国际交流等方面工作特
色，希望云南省各级红十字会充分
发挥地缘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继续深化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等
周边国家红会的交流合作，为民心
相通贡献力量。

在福建调研期间，于福龙实地
考察了厦门市海沧区天竺社区、东
孚中学和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福建协和医院OPO组织等地，
听取了福建省、厦门市红十字会和
福建省台办等相关单位的意见建
议，对福建发挥地缘优势、积极推进
对台交流交往，贯彻改革举措、聚焦
主责主业打造人道品牌，激发基层
活力、拓展服务平台阵地等所取得
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和赞赏。他指
出，福建省各级红十字会要充分发
挥福建在对台交流中的前沿优势，
为促进两岸民心相通，推动融合发
展发挥独特作用；要借助福建在侨
务和文化上的优势，积极参与并助
力“一带一路”建设；要继续全面推
进红十字会深化改革，增强组织活
力，夯实基层基础。

于福龙赴云南福建宣讲“十一大”精神

本报讯 （宁红）11 月 13 日至
18 日，由中国商务部委托中国红
十字会主办的阿富汗灾害管理官
员研修班30名学员赴宁夏考察访
问，与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围绕灾害
管理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主题开展
工作交流。

研修班一行实地考察了宁夏

红十字会组织校医培训、应急救护
培训、社区防灾减灾宣传培训、实
施学校防灾减灾项目、救灾物资储
备与管理等工作情况，对中国和宁
夏建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
赞赏，对宁夏各级各部门在灾害管
理领域通力协作和富有成效的扎
实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阿富汗灾害管理官员研修班访问宁夏

本报讯（记者 王晓肖）11月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陈竺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见
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
称“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
双方对各自正在进行的重点项目做了
介绍和交流，对未来如何促进全球健康
进行了深入探讨。

陈竺对比尔·盖茨的到访表示欢
迎，对盖茨基金会为中国公共卫生及发
展领域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向比尔·
盖茨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的
抵御疾病方面的项目和成果，以及中国
在促进健康方面所作工作和努力。他
表示，希望并欢迎盖茨基金会能够加入
到这些项目中来。

比尔·盖茨对中国在预防疾病等方
面所作努力，以及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
抵御疾病作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和赞赏，
积极评价中国红十字会正在开展的疾
病防治项目，期待中国为促进全球健康
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于福龙、盖茨基
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参加会见。 陈竺会见比尔·盖茨。

本报讯（宗红）11月16日，中
国红十字会监事会监事工作座谈
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红十字会监
事会监事长陈健出席座谈会并讲
话，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王平出席座谈会，中国红十字
会监事会副监事长李立东主持座
谈会。

会议指出，加强红十字会监
事会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十
一大”精神，推进红十字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
安排，是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
方略和中央群团改革要求，完善
红十字会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
各级红十字会监事会要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继续贯彻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充分认
识红十字会设立监事会的重要意
义，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
督、社会监督和自我监督相结合
的综合监督体系。

会议强调，监事会必须在总
会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
和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按
章程推进各级红十字会建立健全
监事会制度，推动形成理事会决
策、执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新
型治理结构，促进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
红十字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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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监
事会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要找准红
十字会监事会自我监督的工作定
位，把监督工作渗透并体现到开
展人道救助和服务工作等方方面
面，切实增强监督效能。同时，对
监事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监
事发挥监督和服务作用，监事会
秘书处发挥常设机构作用提出明
确要求。

座谈会上，王平介绍了总会
2019 年重点任务及《中国红十字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20-2024
年）》落实进展情况，总会筹资与
财务部介绍了总会 2019年财务收
支及财务管理情况，来自内蒙古、
广西、江西、贵州等 4 个省级红十
字会负责人交流了各自的进展情
况，并提出了有关意见和建议。

会议认为，2019年以来，总会
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执委会按照年
度计划安排，将主题教育、改革、
换届等重点工作扭在一起抓，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
为契机推动各项工作上台阶。各
级红十字会认真落实规划纲要，
将重点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制订
时间表，明确具体任务和责任人，
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扎实推动
红十字会改革进程。总会财务制
度健全、管理规范，资产状况良
好，取得了较好成绩。

会议认为，四个省级红十字
会介绍的监事会工作进展情况，
有很多好经验应总结推广。如内
蒙古出台两项制度、推进三级机
构建设、重点抓四方面工作，总结
提炼“四查四看”工作法；贵州抓
重点内容宣传贯彻，把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群团和红十字会工作的指示
批示、红十字会法、总会规划部署
等讲明白讲到位，推动各级党委、
政府更加理解、更加支持红十字
会工作；江西通过“五动法”有力
推动全省监事会工作迅速打开局
面；广西通过学习教育制度建设，
促进系统外监事主动融入红十字
会工作，更好履行监督职责。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红十
字会监事工作规则（试行）》及监
事会下一步工作安排。

中国红十字会监事会监事、30
个省级红十字会监事会负责人或
分管会领导及总会相关部门负责
人出席座谈会。

中国红十字会监事会召开监事工作座谈会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依法按章程推进红十字会监事工作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