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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2月9日电 除武
汉外，湖北省黄冈市也面临着严峻
的疫情考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指导组赴
湖北黄冈实地指导落实“应收尽收”
等防控举措。

9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领中央
指导组来到黄冈市疾控中心，看望

一线工作人员，了解疫情防控情
况。孙春兰指出，黄冈紧邻武汉，
春节前大量人员从武汉返乡，给疫
情防控工作带来很大压力。黄冈
医疗救治条件相对武汉较弱，一定
要做好预案，落实区域联防联控，
集中力量抓好源头防控，做到应收
尽收，坚决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看
到来自国家疾控中心以及山东省、

湖南省的医疗队，孙春兰向大家表
示感谢，她说，“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感
谢大家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贡献
才华、智慧与经验。

指导组来到黄冈市黄州区路口
镇谢家小塆村。当了解到全村通过
严格的防控措施，迄今零感染，孙春

兰表示赞许，指出要咬定不放松，把
零感染的纪录保持下去。在赤壁街
道建新社区，孙春兰详细询问了“四
类人员”的隔离收治情况。她强调，
要把关口前移，落细落小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任务到人、责任到人，确
保全部疑似病例及确诊患者得到及
时收治，真正做到不漏一人。

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赴湖北黄冈

指导落实“应收尽收”等防控举措

本报讯 （宗红）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率领总会工
作组于 2 月 1 日晚奔赴武汉，与湖
北省、武汉市党委、政府有关领导
交换意见、共同研究改进工作措
施，推动发挥红十字会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认真调查处置
舆情反映有关问题，依法规范捐赠
款物接受使用和信息公开工作，广
泛动员人道力量，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出贡献。

工作组实地走访了武汉市防疫
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国药控股湖北
物流中心仓库，深入了解物资接受、

调配、分发、公示有关情况；到湖北
省疾控中心、火神山医院等地，实地
督导捐赠物资发放工作；赴湖北省
和武汉市红十字会，指导规范捐赠
款物接受使用和信息公开工作，看
望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
人员、救援队员和志愿者，转达了总
会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志
愿者的亲切问候。

梁惠玲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红十
字会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批
示精神，要求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上来，统一到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决策
部署上来，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

务来抓，采取有力措施，毫不懈怠把
各项落实工作抓实抓细。要求在
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指挥和
统筹调度下，进一步完善沟通协调
机制，把捐赠款物接受使用工作做
实做细，推动加快捐赠物资调配效
率，及时准确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使
用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求
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积极担当作为，
强化严格管理，严谨细致工作，实现
疫情防控工作规范高效、公开透明。
对违规违纪的，从严查处。

工作组指导湖北省和武汉市红
十字会依法依规加强捐赠款物接受
使用管理，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及时
准确公布捐赠款物接受使用信息。
推动武汉市红十字会与市指挥部物
资保障组建立捐赠物资发放清单每

日通报、信息每日发布的公示机制，
现已在长江云客户端开设《请您监
督》专栏，持续公布捐赠款物及具体
使用情况信息。充分发挥总会监事
会作用，全程介入捐赠款物接受使
用管理监督。同时，从江苏、四川省
红十字会抽调精干力量支援湖北
省、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

工作组参加湖北省红十字会干
部大会，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调
度、再部署、再动员，要求深刻汲取
捐赠款物管理失职失责的惨痛教
训，迅速开展自查自纠，采取切实管
用措施，坚决彻底整改到位。引导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信心、昂扬斗志，在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经受考验、作出贡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组赴武汉指导当地红十字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江苏省盐城
市响水县红十字会第一时间组织
红十字志愿者轮值做好新冠疫情
防控宣教工作。志愿者们奔赴全
县各镇（区）卡口点，搭帐篷、挂横
幅、贴标语、发传单，动员群众向
新冠肺炎疫情“宣战”。

（陈东海）

“红马甲”上前线

■ 记者 王达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用
N95 口罩 60 件、护目镜 2 件、手套
（中号）100件、手套 18件……”2月
6日 20时 15分，武汉市红十字会通
过官方网站“捐赠公示台”、微信公
众号“博爱江城”，向社会发布第 6
期社会捐赠物资发放公示。

这是 1月 24日以来，武汉市红
十字会发布的第 29 张公示清单。
截至 2 月 6 日 20 时，武汉市红十字
会共发布社会捐赠款物公示清单
14 期 21 张、物资发放清单 6 张、资
金使用清单7张（其中5张附在现金
公示中），回应社会关切。

认真做好29张公示清单

1月24日19时23分，武汉市红
十字会发布第1期接收社会捐赠款
物情况公示。这是武汉市新型肺炎
防控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
发布第四号通告、市红十字会开通
社会捐赠热线电话的第二天。

该期公示显示，1 月 22 日零时
至 24日 14时，共有香雪制药、派斯

德生化、迈柯唯医疗等10家企业捐
赠药品、医疗防护用品等物资 11
批，11578 人（企业）向市红十字会
捐款，共计1378.61万元。

此后，市红十字会每晚约 20
时，均会发布前一日接收社会捐赠
款物情况公示，并提供接收社会捐
款明细（含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支付宝账户）电子表单，供公
众下载查阅。截至2月6日，共发布
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情况公示14期。

29日，市红十字会将接收社会
捐赠款物公示细分为物资公示、现
金公示两张表单，并在现金公示中
加入拨付情况说明。

1 月 31 日，市红十字会又在每
日公示中，加入社会捐赠物资发放
一览表，包括领取单位、物资品类、
规格和数量等关键信息均有呈现。

2月2日，根据公众反馈意见，市
红十字会再对现金公示表单做出调
整，将拨付情况说明调整为单独发布
的“社会捐赠资金使用明细公告”，对
市红十字会使用第一批15149.45万
元社会捐款进行了说明。

其中，向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

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等 16
家单位拨付定向捐赠款 9758.45 万
元，根据市指挥部统一调配，拨付武
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武汉市肺科医院等单位拨付非定向
捐款5391万元。

5日，市红十字会发布第2期社
会捐赠资金使用明细公告，对第二批
31930.63万元社会捐赠使用情况进
行说明。其中，向火神山医院、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等6家
单位拨付定向捐款1147.6万元，向火
神山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等单位拨
付非定向捐款30783.03万元。

截至2月5日24时，市红十字会
共接收社会捐赠资金 101296.28 万
元。根据通告要求，社会捐赠款物
原则上由市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
市红十字会依法依规公布捐赠物资
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其使
用明细，将在后期陆续集中公示。

专人对接加强信息公开

如何让社会捐款接收使用信息

公开更及时？记者探访了用于临时
存放市红十字会社会捐赠物资的武
汉国际博览中心A馆。

现场办公人员介绍，该仓库实
为武汉市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主要由市指挥部物资保障组负责。

“应该说，现在整个仓库运转有序，
分类整齐，尤其是在 1月 31日九州
通医药物流集团进驻后，紧急物资
配送效率得到了提升。”物资保障组
相关负责人表示。

2月2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决定
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安排专
人每日对接，加强信息公开。

3 日，拿到物资保障组提供的
最新物资发放清单后，市红十字会
于当晚 21时 54分通过官网、“博爱
江城”立即进行公示。截至 6日 20
时，市红十字会已经连续发布 4 期
捐赠物资发放公示，每日1期。

此外记者了解到，因为有些物
资捐赠信息不全，还有部分非医疗
物资正在等待相关部门进行质检分
类。“只要入了库，最后都会‘上
网’。”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说。

武汉市红十字会：加强社会捐赠款物信息公开

本报讯 （记者 王达）2月 8
日，随着6个病区完成竣工验收，武
汉火神山医院再次接诊收治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武汉市定点收治医院
转诊而来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由
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在内的负压
救护车转运，陆续抵达医院。

据悉，为将社会公众的爱心尽
快转化为疫情防控一线急需的医
疗物资，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疫情防控物资保障
联动机制指导下，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计划向湖北疫情地区捐赠 200
辆负压救护车，目前已到位 75 辆
（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根
据湖北疫情防控工作最新需求，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整采购计划，捐
赠数量增至280辆（含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捐赠）。

首批采购的 55辆负压救护车
于2月5日至6日送达武汉。根据
湖北省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安
排，其中24辆交付火神山医院、雷
神山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
市肺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湖北
省人民医院等武汉地区定点收治医

院；其余31辆交付黄冈市传染病医
院、孝感市中心医院、黄石市传染病
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等湖北省其
他市县医院。第二批20辆先后于2
月7日至9日送达武汉，其中10辆
交付武汉市急救中心；10辆临时用
于中国红十字会重症患者救护转运
车队，后期将全部捐赠给当地医院。
相关供应企业正在加班加点生产其
余负压救护车，将陆续送达湖北疫
情防控一线。

“这个车辆相当好用，6 日晚
我们从武汉接回车后，第二天就用
上了。”黄冈市传染病医院医务科
反馈，目前该院共有2台负压救护
车，每天在医院四个院区之间满负
荷转运患者，极大降低了医务人员
的感染风险。

负压救护车是本次应对疫情
的重点需求物资之一，主要用于疑
似或确诊新型肺炎病员的隔离运
送。其与普通救护车最大的不同，
就是增设了一个专用隔离仓，可以
通过“负压隔离”，有效防止外部有
毒气体进入舱体，防止舱内污染空
气外泄，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人员
的交叉感染。

中国红十字会捐赠负压救护车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陈娟）在工业
和信息化部指导支持下，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使用社会公众捐赠资金
1348.319万元紧急采购呼吸机598
台、监护仪 820 台，用于支持湖北
省患者救治工作。

2 月 7 日，物资已全部采购完
毕，从北京、沈阳、南京、深圳、珠海
等地运往武汉，直接发往湖北省疫
情防控指挥部的指定地点。当晚，
第一批物资已运抵武汉，经专业人
员检验、核对物资标准后，按照湖

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筹安排，
配发至定点医疗机构。

呼吸机和监护仪是 ICU（重症
监护病房）必备的医疗设备，是疫情
防控和患者救治急需医疗物资之
一，主要用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
救治。此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
过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的医疗物
资保障联动机制，使用社会捐赠资
金紧急采购了护目镜、负压救护车
等，及时将社会公众爱心转化为疫
情防控一线急需的医疗防护物资。

总会使用社会捐赠资金采购急需医疗物资驰援湖北

本报讯 （记者 王达）2 月 9
日晚上 10 时许，中国红十字会重
症患者救护转运车队首批10辆负
压救护车运抵武汉，来自北京、青
海的11名驾驶员、5名医生正式接
车，开始工作。他们将协助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开展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转运工作。

该车队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组织，北京、青海、内蒙古等地红十
字会选调，共有16名驾驶员、10名
医务人员。

北京队领队、北京市红十字会
999 紧急救援中心院前驾驶员陈
科介绍，此次主动报名驰援武汉的
6名队员中，有 3名党员、3名入党
积极分子，均具有丰富的院前急救
经验。其中，年龄最大的董传江，
是一位有着 20 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2013年曾随北京市红十字 999
救援队奔赴雅安，开展地震抢险救
援行动。

“平时工作中，听前辈们讲起
去汶川、去雅安的难忘经历，我就
常想，一旦再有大灾大难发生，我
也一定要去现场。”陈科说，“而且
我年轻，身体抵抗力好，又是一名
党员，关键时刻必须往上冲。”

来自青海的5名驾驶员、5名医
生，由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青海红十
字医院、青海省医学院、青海省中医
院、青海省心脑血管专科医院和青

海省红十字会搜救救援队、赈济救
援队选调，分别具有呼吸科、重症医
学科经验和救护车驾驶技能。

“光我们医院，就有好几个人
报名，最后很幸运，我来了，他们还
在等下一批选召。”青海红十字医
院主任医师王学军说，“我们都是
党的孩子，在祖国母亲有危难的时
候，我们挺身而出，无上光荣。”

王学军介绍，因为走得比较
急，有 2 名正在机场、火车站执勤
的队员，接到调令后连家都没回，
就背着早就准备好的行李随队出
发了。“虽然大家心有不舍，但国难
当头，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奔赴武
汉，我们也早就做好了准备。”王学
军说。

8日上午 9时许、下午 3时许，
北京队、青海队相继抵达武汉。当
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组织
专家为队员们进行了专业培训，重
点讲授了穿脱防护服的要领，以及
危重症感染者转运途中的注意事
项。“尤其是防护服，脱的时候千万
要注意，绝对不能触碰到任何部
位。”专家再三叮嘱。

“我们大家也会互相提醒，互
相支持，做好防护，确保安全。”董
传江说，做了18年院前急救，干的
就是救人的事，“能救活一个人，心
里感觉很有成就感”。

另悉，内蒙古队已于 10 日下
午抵达武汉。

中国红十字会重症患者救护转运车队“上岗”

本报讯 （宗红）世界卫生组
织执行委员会第 146 届会议正在
日内瓦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引发多方关注。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及世卫组织的多位代表都表
示，中国医护人员及疫区民众树立
了抗击疫情的榜样，他们是真正的
英雄，值得全球感谢。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健康与护理项目总监伊曼纽
尔·卡波比亚科认为，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大量
医务工作者支援疫情前线，中国医
护人员展现出来的勇气和奉献精
神令人敬佩。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奋战在疫情前线的中国医护人员
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与疫区民众一
道，牺牲了自己，保卫了全世界。

国际组织致敬中国医护人员及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