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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
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应对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当
前，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
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零星散发病例
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疫
情在全球出现大流行，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要保持清醒头脑，决不可掉以

轻心。要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总体防控策略，维护好来之不易的
防控成果。武汉市和湖北省要紧紧
扭住医疗救治和社区防控两个关键
环节，继续做好重症患者救治，及时
收治新发病例，并做好流行病学调
查。各地要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
发布信息，不得瞒报漏报，一旦发现
疫情要实行精准管控，聚焦在病例发
生和可能传播的场所，控制在有限范
围。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精准
有效防范疫情跨境输入输出，为国际
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帮助，对
外国商业采购防疫物资提供便利、保
证质量。我驻外使领馆和有关方面
要着力做好对我境外公民的领事保
护和疫情防护帮扶，为他们排忧解

难。
会议指出，要在科学精准防控

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适
时动态调整优化企事业单位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持续低风险
的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要以省域为
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及时
调整和取消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
相适应的防控措施。不得采取审
批、备案等方式延缓企业复工。抓
紧取消外地人员返岗不合理限制，
除对来自极少数仍为高风险和中风
险地区的人员外，对其他人员不实
施上岗前隔离。压实地方和单位责
任，做好工作场所通风、清洁消毒，
根据当地防控要求做好健康监测、
员工防护。各地要保留发热门诊和

预检、分诊等制度，保持应急处置能
力，保证防疫流程畅通，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在做
好防疫工作前提下，全面恢复城乡
道路、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物流园
区、货运场站、快递配送网点等要全
面复工复产。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协
调解决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群
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鼓励实干，务
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要指导各地落实属地责任，与湖
北省主动对接，安全有序做好外地
滞留在鄂人员返乡和湖北籍务工人
员输送返岗等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
蔡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针对疫情变化部署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
在有效防控疫情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王沪宁出席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红十字
人道传播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赴
黄山市休宁县五城、黟县美溪乡、
歙县三阳等 12 个敬老院，为 260
名老人送上价值 4290 元的 13 箱
雅士利正味营养麦片和红十字的
关爱。

该队近期还开展了捐款、消
杀、无偿献血等志愿服务，以实际
行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
十字精神。 （黄红）

温暖老人心

本报讯（陶中权）3月17日至
19 日，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和
当地政府协助下，中国红十字会赴
伊拉克志愿专家团队的韩孟杰和
陈淮两位专家，前往伊拉克南部瓦
西特、米桑、巴士拉3省，走访了解
当地新冠肺炎疫情发展以及防控
情况，与当地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并指导当地中资企业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为期三天的行程中，志愿专家
团两位专家先后与伊拉克南部 3
省的卫生部门、疾控部门等会面，
详细了解当地疫情发生情况及防

控措施，介绍中国防控疫情的经
验。专家们还深入部分医院临床
科室，与当地医护人员交流经验与
临床救治方法，受到欢迎与认可，
当地电视台全程现场直播，让更多
医护人员了解中国在疫情防控方
面的经验做法。

专家们每到一地，都专门走访
当地中资企业，举办疫情防控专题
讲座，为企业员工进行新冠肺炎防
治知识宣讲，现场指导企业营地、
食堂、宿舍、医务室等做好疫情防
控，帮助完善防控措施。

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拉克志愿专家团队
走访南部三省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本报讯 （红展）3月 16 日，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以

“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2020年
度工作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 2019年度工
作，对中心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阶
段总结，并重点部署了中心 2020
年主要工作。会上，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江丹作
2020年度工作会议报告。

江丹指出，2019年，中心在总
会党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精
神、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精神，围绕总会改革工
作任务和中心重点工作，攻坚克
难，开拓创新，在各方面都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

报告中，江丹从七个方面对
2019年工作进行了总结。一是认
真落实总会改革任务和对口扶贫
工作。二是曜阳养老志愿服务取
得积极进展。三是曜阳养老公益
品牌影响不断扩大。四是拔萃品
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日益提升。
五是持续打造“博爱中国”公益品
牌。六是加强内部建设和宣传工
作。七是切实抓好中心党建工作。

谈到中心扎实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时，江丹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事业发展中心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在总会党组的坚强领导下，主动作
为，上下联动，各项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一是做好中心层面的疫情防

控工作。二是指导所属机构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三是积极支持湖
北省及英山县疫情防控工作。中
心党支部组织党员和职工捐款
2.88万元，支持湖北英山县两个对
口扶贫村的疫情防控工作。同时，
中心为湖北省内 48 家养老机构，
捐赠了价值 8 万余元的米面油和
医用口罩。联系爱心人士，向湖北
8家养老院捐赠医用口罩4000个；
联系爱心人士，通过湖北省红十字
会，向武汉市中心医院捐赠一套备
灾数据光存储器设备。此外，中心
还参加了总会机关党委组织的疫
情防控捐款活动，共计捐款 8950
元；联系爱心人士，通过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为钟南山院士科研团队
捐赠人民币500万元；协助巴西南
美洲商会，向扬州曜阳捐赠医用口
罩 5000个。四是帮助所联系的养
老机构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五是
大力宣传疫情防控典型事例。

江丹对 2020年重点工作做出
重要部署：一是紧紧围绕总会工作
部署和要求开展工作。二是扎实
推进曜阳养老联盟相关工作。三
是不断提升曜阳养老品牌的社会
影响。四是持续开展曜阳关爱行
动。五是大力开展曜阳养老志愿
服务。六是持续开展“博爱中国”
系列活动。七是进一步打造拔萃
教育的办学特色。八是加强中心
自身建设和宣传工作。九是进一
步加强党建工作。

中心工作人员、中心所属实体
单位、曜阳养老联盟内300余家养
老机构参加会议。会议由事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魏国主持。

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召开2020年度工作会

本报讯 （黔红）3月 20 日，贵
州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副组长和医疗物资保障组组
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红十
字会会长何力，省政协副主席、省
工商联主席李汉宇率队，走访慰问
贵州援鄂医疗队队员家属，向他们
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并
为他们送去装有大米、水果、牛奶、
蛋白粉、洗护用品、消杀用品等生
活必需品的“优医优属大礼包”，每
个爱心大礼包价值1543.3元。

慰问组先后来到援鄂医疗队
员郭茜、罗天永家中，详细了解家
属们的工作、生活及子女学习情
况，帮助队员家属解决实际困难。

贵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尹秋莲，省卫生健康委二

级巡视员韦春春，贵商总会常务副
会长、秘书长孔祥柱，贵州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院长李海洋，贵州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肖政华，
贵州合力购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李德祥等参加慰问活动。

2月下旬，贵商总会携手贵州
钓鱼台国宾酒业有限公司、贵州省
广东总商会向省红十字会捐赠
224万余元，专项用于实施省援鄂
医疗队“优医优属”慰问项目，面向
1443名贵州省援鄂医疗队队员家
属发放“优医优属大礼包”。全省
各市县红十字会按照省红十字会
慰问行动部署，积极行动，邀请当
地有关领导和组织红十字志愿者
把“优医优属大礼包”陆续送到当
地援鄂医疗队员家属手中。

贵州援鄂医疗队员家属收到1443份“优医优属大礼包”

本报讯 （丁玉琴）截至 3月 13
日，江苏省13个设区市开展了新冠
肺炎康复者血浆捐献工作，完成捐
献75例，近5000毫升血浆已送往湖
北黄石救治重症患者。

截至 3 月 13 日，江苏确诊 631
位新冠肺炎患者全部出院。

江苏75名新冠肺炎康复者献血浆

本报讯 （青红）截至 3月 10日
24时，青海省红十字会系统共接收
防疫捐赠物资7大类（防护用品、消
杀用品、医疗设备、诊断用品、药品、
生活类用品、其他捐赠物资）74 万
余份（件），总价值 5174.14万元，物
资发放率为96.8%。

青海省红十字会通过网站、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依法依规
公示捐赠物资接收使用情况。

青海红会接收防疫物资价值逾5千万元

本报讯（路琮玮）3月22日下
午，上海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中
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上海队）
顺利完成武汉新冠肺炎患者转运
任务，乘坐包机凯旋。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
海市防控指挥部要求，上海市红十
字会紧急协调市卫健委和市红十
字医疗急救中心，从医疗急救中心
抽调了 8 位党员驾驶员组成上海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于2月10日
紧急赶赴武汉执行新冠肺炎转运
任务，承担协和、同济、金银潭、雷
神山、火神山以及各个方舱医院之
间的危重症、轻症患者的转院工
作。40 天内，队员们累计转运新
冠患者 2626人，其中重症 255人、
轻症2371人，共出动738车次。

队员们回到上海后，将统一进
行14天的集中隔离。

上海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凯旋

本报讯 （藏红）为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并纪念“3·28”西藏百万农奴
解放 61 周年，3 月 20 日，西藏自治
区红十字会再次在拉萨市达孜区供
养中心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为
123 名孤寡、失能老人送去党和政
府的亲切关怀。

活动共发放了 123个博爱慰问
箱、15 箱饼干等物资，价值 4 万余
元。

西藏红会为共同战“疫”送温暖

同心抗疫路 你我血脉情
——湖北省红会全力做好“抗疫血浆”捐献者招募动员服务工作

■ 鄂红

2月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明确提出对
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可采用恢
复期血浆治疗。2月 18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
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康复者捐
献恢复期血浆招募动员服务工作的
通知》。2月21日，湖北省红十字会
联合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北
省科学技术厅发布《湖北省新冠肺
炎康复者血浆捐献倡议书》，迅速号
召各地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
2月 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的大
力倡导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卫生局发出《一份给新冠肺炎康
复者的倡议书：请捐献一份“抗疫血
浆”，挽救更多生命！》，向全国呼吁
更多康复者加入志愿捐献“抗疫血
浆”的队伍中来。

有召必应 迅速招募

为最大限度挽救新冠肺炎重
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提出在湖北开展“千人捐浆救
千人”的倡议，即先期动员 1000 名
新冠肺炎康复者志愿捐献血浆，帮

助救治至少 1000 名危重症新冠肺
炎患者，让爱心接力,让生命接续。
湖北省红十字会积极响应，持续开
展新冠肺炎恢复期血浆志愿捐献者
的招募动员工作，以特别方式唱响
湖北“博爱之歌”。自2月14日湖北
省首例新冠肺炎康复者志愿捐献血
浆，至3月21日，短短35天，全省共
招募“抗疫血浆”志愿捐献者 1172
人次，采集血浆量414,405毫升。

多方协调 全面动员

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驻湖北工
作组的指导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
湖北省卫健委联合武汉市中心血站
和湖北省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动员
武汉市的志愿者和协调员队伍，在
武汉市 48 家定点医院现场开展捐
浆宣传动员。2月 28日起，经各定
点医院授权，协调员于每天上午 10
点向医院获取出院患者名单，根据
名单筛选出符合捐献条件的患者，
通过电话联系新冠肺炎康复者，进
行宣传和动员；下午4点前，协调员
将同意捐献血浆的康复者名单报给
武汉市中心血站并做好登记。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驻湖北工作组还针对
武汉中心血站提出的需求，组织 10
辆专用车辆用于全省血站系统保障
血浆运输，并协调中国红十字救护
转运车队接送志愿捐献者。

心理疏导 解除顾虑

开通康复捐浆者心理支持平
台，专项为新冠肺炎康复者提供心
理支持。疫情之初，湖北省红十字
会便指派湖北省红十字会心理救援
队紧急筹备，搭建疫情心理援助平
台，为广大市民、一线医护工作者、
红十字志愿者等提供疫情防控时期
的心理援助。为照顾到特殊人群，
湖北省红十字会专门为新冠肺炎康
复者开辟咨询通道，安排心理救援
队中经验丰富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为
他们提供免费服务，帮助康复者缓
解恐慌，并提供合理捐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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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更多新冠肺炎康复者普
及“抗疫”血浆捐献的意义，湖北省
红十字会向各单位提供相关宣传
展板、折页，通过官方网站供社区
下载使用，并通过省内各新媒体平
台供社会广泛知晓，积极动员广大
新冠肺炎患者捐献恢复期血浆。
自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以来，湖北省
红十字会在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抗疫血浆捐献”相关
报道 50 余篇，联系湖北日报、长江
云、湖北之声、长江日报、汉网等媒
体进行推广，进一步扩大宣传动员
效果。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