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宗红）当地时间 12
月5日下午，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陈竺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
22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以下简称“国际联合会”）大
会“科克斯巴扎尔人口迁移行动”
边会，并就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

尔人口迁移行动发言。
陈竺指出，位于孟加拉国科克

斯巴扎尔的安置营正在经历前所未
有的人道危机。过去两年多来，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成员为这里的人
们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然而，
这里的易受损社群仍然面临自然灾
害、卫生健康等诸多新的风险，这一

区域的脆弱性还在加剧，给孟加拉、
缅甸两国也带来巨大负担。

陈竺呼吁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成员集中力量、协同行动，与孟加拉
红新月会一起为科克斯巴扎尔安置
营持续提供人道援助。他强调各国
红会要在本国加强人道倡导，唤起
更多对科克斯巴扎尔易受损社群境

况及需求的关注与行动。
国际联合会主席弗兰西斯

科·罗卡、秘书长阿西及相关国家
红会代表出席边会并发言。

科克斯巴扎尔位于孟加拉国东
南部。2017年8月，70多万原先居
住在缅甸若开邦的民众来此寻求避
难，目前避难者人数已达1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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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单晓华）12月3日至
4 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兼秘书长王平赴新疆宣讲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国红
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精神，并实地调研新疆红十字会
工作。

王平在宣讲中指出，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要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会
精神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群团工作重要论述和红十字事
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
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结合起来，
推进改革创新、推进依法治会，进
一步增强红十字会的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新疆期间，王平一行还前往
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实地调研了
昌吉市董景福乐护养院、苏玉琴志

愿服务工作站、昌吉市团结院社区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以及乌鲁木齐
市米东区三道坝镇十二户西村博
爱家园项目点，对新疆红十字会参
与养老服务、社区治理、志愿服务
及博爱家园项目等工作进行调研，
并走访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基层代表。他
强调，新疆各级红十字会要认真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各项工作
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主
责主业，发挥阵地作用、注重精神
引领，在脱贫攻坚、服务民生、城乡
社区治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方面奋力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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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党组
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自治区红十
字会会长程振山，自治区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隋霞以及昌
吉州、乌鲁木齐市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参加宣讲和调研。

王平赴新疆开展宣讲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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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宗红）当地时间 12
月6日下午，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
会长陈竺在瑞士日内瓦会见国际
联合会主席弗兰西斯科·罗卡。双
方围绕红十字人道教育、国际人才
交流、对叙利亚等地人道援助等相
关议题交换了意见。

陈竺指出，在国际联合会大力
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推进人

道教育事业，红十字国际学院成立
以来，成功举办了青年骨干培训
班、国际交流合作研讨会等，获得
各方高度评价。今后，红十字国际
学院还将发挥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作用，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的
合作与发展，促进区域及全球人道
资源共享。

陈竺表示，了解到罗卡主席近
期前往叙利亚阿尔霍尔营地考察

人道需求，并护送一名叙利亚儿童
到意大利与家人团聚。2018 年，
中国红十字会向叙利亚捐赠大型
多功能移动医疗单元，设置于阿尔
霍尔营地的医疗单元持续为当地
民众提供医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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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人。在
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

将继续为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人
道援助。

罗卡高度赞赏中国红十字会
对叙利亚开展的医疗援助工作，并
对陈竺和中国红十字会在推动人
道教育与交流合作、开展国际人道
援助等领域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希望中国红十字会今后在参与国
际事务、推动人道合作与交流等方
面作出更大贡献。

陈竺会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罗卡

本报讯 （宗红）当地时间 12
月7日上午，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
会长陈竺在瑞士日内瓦会见国际
联合会秘书长阿西。双方围绕

《2030战略》、国际人才交流、国际
人道援助等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

陈竺对联合会大会的成功举
办及大会通过《2030战略》表示祝
贺，高度赞赏阿西领导下的秘书
处为大会成功举办付出的努力，
对秘书处首次将中文纳入 2019年
红十字法定会议工作语言给予的

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认真履
行国际联合会副主席的职责，根
据《2030战略》指导国际联合会开
展好今后一个阶段工作，并带领
中国红十字会为红十字与红新月
运动作出新的贡献。

陈竺指出，在阿西支持下，中
国红十字会与国际联合会人才交
流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希望双方
搭建稳定持续的人才交流机制，
为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及国际人
道事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他表
示，阿西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开展

的“博爱单车”项目给予了持续关
注和大力支持。今年 10 月，中国
红十字会向巴基斯坦红新月会捐
赠800辆博爱单车，支持当地志愿
者在急救服务、卫生促进、道路安
全等领域开展人道志愿服务工
作。“博爱单车”项目正在越来越
多的国家和地区协助志愿者更好
地为易受损群体提供服务。

阿西感谢陈竺为推动人道交
流与合作所付出的大量努力，高
度赞赏陈竺和中国红十字会在推
进国际人道援助方面取得的成

就。他指出，近年来，中国红十字
会在阿富汗开展先心病患儿救助
工作，拯救了许多儿童的生命。
2018 年，中国红十字会向叙利亚
和伊拉克捐赠大型移动医疗单
元，在当地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发
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开
展的“博爱单车”项目为支持一些
国家和地区红十字志愿者扩大服
务范围提供了重要支持。他希望
中国红十字会未来在参与国际人
道事务、推动国际人道交流与合
作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陈竺会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阿西

陈竺出席国际联合会大会“科克斯巴扎尔人口迁移行动”边会

本报讯 （宗红）中国红十字
会副会长于福龙近日在瑞士日内
瓦表示，中国红十字会提倡社会
的包容性发展，主张非暴力的和
平发展道路，已先后与 26 个国家
红会开展人道援助项目合作。

于福龙介绍，今年 9 月，中国
红十字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红
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
2024年）》的决议，力争在5年内把
中国红十字会建设成为组织体系
健全、运行机制科学和更具凝聚
力、影响力、公信力的红十字组
织。

于福龙指出，近年来，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大力推

广人道教育和人道价值教育。今
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发起成立红
十字国际学院，力争将其打造成
为人道教育的平台。在国际联合
会指导下，2019 年 9月，中国红十
字会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国际联合
会国际急救认证的国家红会，并
将与东亚以及亚太地区国家红会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升
急救工作水平。

本次大会适逢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成立100周年。
12月5日，国际联合会大会批准马
绍尔群岛红十字会、不丹红十字
会加入国际联合会。至此，国际
联合会成员增至192个。

中国红十字会已与26个国家红会合作开展人道援助项目

第33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本报讯 （粤红）12 月 6日，广
东省红十字会改革推进会在广州
召开。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省红十字会会长张光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红十字会第七次
会员代表大会精神，通报前期改革
情况、检视存在问题、交流改革做
法、研究破解对策，对下一步改革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推动广东省红十
字会改革方案目标和任务的落实。

张光军强调，全省各级红十
字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
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落实中国
红十字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
会、广东省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

代表大会部署及《广东省红十字
改革方案》的目标和任务，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使命
引领和问题导向，着力破解改革
重点难点问题，确保改革举措落
地落实，推动广东省红十字事业
不断开创新局面，努力为广东实
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
个重要窗口”作出贡献。

会上，阳江，肇庆，汕尾，恩平
4 个市就推进红十字会改革作经
验交流，全省 21 个地市汇报了改
革推进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思路。
广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史先东对当前全省红十字
改革推进情况作总结分析，并就
下一步推动改革工作作出部署。

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红十字
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广东省红十
字会机关及直属单位处以上干部
参加会议。

广东红会召开改革推进会

本报讯 （黄娟）12月 4日至 5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湖北省英
山县举办红十字专兼职干部能力
建设培训班。近 40名英山县红十
字会系统专兼职干部参加培训。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宣传
部副部长边晓表示，总会举办此次
培训班，旨在进一步提升英山县红
十字会系统专兼职干部的综合能
力，促进英山县红十字事业发展，
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在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参训学
员珍惜学习机会，全面提高自身综
合素质和能力，推动英山县红十字
会工作再上新台阶。

来自总会赈济救护部、筹资与
财务部、办公室、组织宣传部以及

总会报刊社工作人员，分别就中国
红十字会救灾与救援、红十字会法
财产与监管及博爱家园项目财务
管理、公文写作基础知识、新媒体
运营、新闻写作等内容进行授课。
中共英山县委常委、副县长张灏讲
授了基层红十字组织志愿服务管
理课程。

培训结束后，边晓为参训人员
颁发了结业证书。

2015 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确定英山县为定点扶贫单位以来，
广泛动员红十字会系统和社会各
界人道力量，从资金、项目、人才等
方面对英山县开展认真扎实的帮
扶行动。2019年4月，英山县成功
脱贫摘帽。

总会在英山举办干部能力建设培训班

本报讯 （晋红）12月 3日，山
西省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五
次会议在太原召开。会议选举山
西省政府副省长吴伟为山西省红
十字会会长。吴伟发表讲话，省
红十字会原会长张建欣出席会议
并致辞。

吴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切实增强红十字工作的政
治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发展道路。要始终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主责主
业，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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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

步增强红十字工作的先进性，以
改革破解难题、以改革促进发展。
要坚持社会化运行机制，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参与，坚持依法治会、
从严治会，建立完善法律监督、政
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的综
合监督体系，努力打造公开透明
的红十字会。各级各部门要严格
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
业发展的意见》以及山西省实施
意见的要求，将红十字会列入有
关议事协调机构，要研究制定与
红十字会法相配套的有关政策法
规，进一步健全红十字事业发展
的政策法规体系，着力提升红十
字会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的能力
和水平。

山西红会召开六届五次理事会

于福龙出席相关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