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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泰州红会助力开学

本报讯（程新玲）3月24日，
江苏省泰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14名队员携带专业消杀设备，为
大浦小学开展消杀工作。据了
解，这是救援队消杀的第二站，随
后救援队还将对泰州市其他学校
开展义务消杀志愿服务。

龙岩市红会筹款860余万元

本报讯 （周继章 刘家辉）
自福建省龙岩市红十字会开通疫
情防控募捐热线以来，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纷纷捐款捐物，积极支
持疫情防控工作。截至3月27日
下午17时，市红十字会共接收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捐 赠 款
860.820727 万元，其中市本级疫
情 防 控 以 外 的 定 向 捐 赠 款
500.953741万元。

沈阳市红会向日韩捐赠疫物资

本报讯 （付靖翃）近日，受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
沈阳市红十字会向日本和韩国捐
赠防护服、隔离服、N95口罩等防
疫物资，总价值 44 万余元。目
前，四个城市均已收到来自沈阳
的捐赠物资，对沈阳人民的善举
表达了谢意。

西城区红会慰问防疫一线

本报讯（西红）3月27日，北
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来到广外街
道办事处，看望慰问战斗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街道和社区工作者。
区红十字会使用部分疫情防控捐
赠款，购买了价值19.47万元的慰
问品，发放给全区 15 个街道和
259 个社区防疫一线、区疫情防
控专班、区机场境外回国人员防
控办、广安体育馆湖北返京人员
集散点等防疫一线工作者。

阿拉善盟红会筹款近2000万元

本报讯 （阿红）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
善盟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踊跃捐
款捐物。截至目前，全盟各级红
十字会系统共收到 361家企业及
8678 名 个 人 的 爱 心 捐 赠 款 物
1911.39万元，其中捐赠资金1639.8
万元，捐赠物资271.59万元，定向
捐赠湖北武汉资金147.36万元，用
于阿拉善盟疫情防控捐赠资金
1492.44万元。

东城区红会完成审计工作

本报讯 （东红）近日，北京
市东城区审计局对新冠肺炎发生
以来区红十字会捐赠资金和物资
的接收管理工作进行阶段性专项
审计。区红十字会非常重视此次
审计，提前准备好相关制度、会议
记录、审批单据、公示情况及物资
出入库相关手续等资料。审计组
对区红十字会防疫捐赠资金物资
的“台账和会计账目审核无误”表
示肯定。

南华县红会开展抗疫急救培训

本报讯 （李晓锋）近日，云
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人员走进多家
驾校，为广大新学驾驶员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针对当前疫情，培
训采取点对点、人对人的方式，要
求各驾校必须对培训教室全面消
毒杀菌，做好参训学员出入登记、
体温测量，参训学员必须全程佩
戴口罩；培训学员用拍照、拍视频
的方式记下培训老师的示范动
作，确保每位学员都能掌握每个
步骤的动作要领。此次培训预计
将持续到 3月 30日，共培训人员
400余人。

黄山市志愿者关爱老人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
省黄山市红十字人道传播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们赴休宁县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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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南县红会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严小梅）3月25，江
西省赣州市全南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公安局开展针对特巡警的应急
救护知识普及培训，旨在提升一
线巡警遇到突发事件时的现场紧
急救护能力。共有 30 余名基层
特巡警参与此次培训。

金山区红会开展党日活动

本报讯（金红）3月25日，上
海市金山区红十字会党支部开展

“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
肩膀上”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
参加。活动中，大家从防“疫”期
间冲锋在前、顽强拼搏的党员先
进事迹谈起，结合工作实际展开
交流学习。

本报讯（陆麒雯 章友）近日，
浙江宁波市红十字会收到一笔特殊
的捐款，捐款对象是40位在宁波挂
职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
下简称“延边州”）干部。

一边是江南水乡宁波，一边是
东北边陲延边，虽跨越千里，但
2017 年启动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将
两地紧紧连在一起。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40位在甬挂职的延边州干部以
他们的方式帮助第二故乡共克时
艰。

用不同方式参与战“疫”

“宁波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严
峻的疫情下，我们也想尽一份我们
的力。”延边州驻宁波挂职工作队领
队姜施群说。为能够参与到宁波疫
情防控工作中，这支队伍想尽了办
法。

春节前夕，在宁波挂职的延边
州干部陆续回到老家过年。虽然能
够和半年未见的亲友团聚很高兴，
但疫情发生期间，每一位干部的心

都牵挂着宁波。
这支队伍于去年 10 月底到达

宁波，分别在鄞州、奉化、北仑和象
山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工作。尽管
时间不长，但他们已渐渐融入了当
地的生活，对于宁波的相助，延边人
民始终心存感激。

“形势一天天严峻起来，我们总
得做点什么吧。”2 月 6 日，作为这
支队伍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姜施群
和几位支部委员商量，捐款采购防
护物资，姜施群带头先捐1000元。

“我捐 500，支持宁波抗疫工
作，为宁波加油！”这个建议很快就
在工作群得到响应。大家你一点，
我一点，最终凑齐9800元。

起初，他们想采购防护物资直
接送到宁波，但由于物资紧缺，再加
上交通管制，无法实现。几经辗转，
他们联系上宁波市红十字会，捐出
这笔善款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在象山县发展和改革
局挂职的副局长金雄，主动放弃了
与家人团圆的机会，留守象山，至今
仍在疫情防控一线。

感谢红十字会的帮助

宁波与延边的东西部协作关系
已有 3 年。2018 年，市红十字会与
延边州红十字会签署协议，截至目
前，共援助延边州款物466.11万元。

获悉延边州救护培训师资队伍
建设迫切需要交流，2018年11月中
旬，市红十字会邀请延边州学员赴
宁波进行为期一周的师资培训，带
领学员考察该市规模最大的应急救
护培训体验馆，经过 7 天手把手的
传帮带和严格考核，延边州12名学
员取得《二级救护培训师》资格证
书。

2019 年 5 月 8 日，世界红十字
日期间，市红十字会与延边州红十
字会联合《宁波晚报》发起“博爱甬
城 助学延边”贫困学子结对助学活
动。仅用一天时间，就圆满完成项
目筹资目标。共 4 家爱心单位和
120 位爱心人士捐赠资金 20.8 万
元，成功结对延边州建档立卡户、贫
困户及贫困边缘户学子 120 名，解
决他们的上学问题。

“红十字会纽带”与“第二故乡”
40名在宁波挂职延边州干部积极助力抗疫

3月22日，安徽省淮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志愿者、新华书店有限公
司教育运营部副经理蔡冬（左三）组织3名队员，带领市翠峰小学五年级
（4）班陈楠宁（左四）和她的同学，一起来到油菜花田放风筝，感受春天的
气息。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香气扑鼻，令孩子们陶醉其中。

陈楠宁是蔡冬和他部门5人共同资助多年学费的建档立卡贫困生，
蔡冬共数十次到陈楠宁家，自费购买衣物、书卡、书籍、水果饮料等慰问
品，鼓励孩子自强不息，健康成长。 周方玲/摄

放风筝喽！

■ 严小梅

3 月 27 日，江西省赣州市红十
字会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召
开发布会，通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市红十字会本级捐赠款物的接收
使用情况。

自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
来，市红十字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及省、市决策部署，履职
尽责，勇于担当，广泛动员各方爱心
力量及红十字志愿者汇聚到这场守
护生命和健康的战役中，依法依规
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工作，
持续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充分发
挥了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
领域的助手作用。

截至 3月 26日，全市红十字会
系统累计接收 5421.80 万元社会捐
款和价值 1963.61 万元的物资。使
用社会捐款4640.71万元，拨付价值
1954.94 万元的物资，捐款使用率
85.59%，物资使用率99.56%。

周密部署，主动扛起疫情防控责任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市红十
字会根据红十字会职能职责，迅速

行动、紧密部署。1 月 22 日，研究
制定了《赣州市红十字会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成立市红十字会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设立社会捐赠
组、舆情引导组、应急处置组，建立
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的
指挥机制。

赣州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后，全市红十字会系
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集结队伍，尽
锐出战。党员干部放弃春节假期休
息，提前返岗、加班加点，全力投入
疫情防控和社会募捐工作。

与此同时，全市红十字志愿者
也迅速行动起来，按照党委政府统
一安排，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安全
有序地开展人道志愿服务。据统
计，全市共 49 个红十字志愿服务
组织、2435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时长近 23 万小
时。

开展募捐，凝聚抗疫人道合力

1 月 26 日，市红十字会通过官
网、自媒体，以及《赣南日报》、客家
新闻网等市内主流媒体多平台发布

募捐公告，广泛动员社会爱心人士
为疫情防控捐款捐物，开通24小时
热线。

2月6日，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
防控工作所需，在募捐公告中再次
补充急需的防疫物资品名，并在凤
凰网、中国江西网、江西新闻等媒体
发布，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更多捐
赠。

据统计，截至3月26日，市红十
字会本级累计接收944.75万元社会
捐款和价值307.52万元物资。

市红十字会坚持“集体决策、快
进快出、物走账清”原则，用好每一
笔捐款，使用好每一件物资。每天
向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报告款物
接收情况，除定向捐赠款物外，所有
接收到的捐赠款物由市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集中用于
急需防疫物资的采购及疫情防控最
需要的一线，确保专款专用、专物专
用。

无论定向捐赠款物还是非定向
捐赠款物，市红十字会均严格按照
红十字会接收捐赠款物发放的有关
程序、规定执行，履行好相关手续，
做好台账登记。截至 3月 26日，市

红十字会本级使用社会捐款824.01
万元，拨付价值307.52万元的物资，
捐款使用率达 87.22%，物资使用率
达 100%（结余的 67.41 万元是捐赠
方指定用于表彰赣州市抗疫一线突
出人员，待市里表彰决定出台后，这
笔资金立即执行。如果加上拨付此
笔款项，定向捐赠资金使用率将达
100%）。

主动接受监督，提高透明度

市红十字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
高效运转，增强透明度，主动接受监
督，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及时得到
落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加强
监督贯穿于疫情防控募捐工作的每
个环节。

依法依规将募捐方案报市民
政局进行备案，同时根据慈善法有
关规定，依法将募捐方案在“慈善
中 国 ”信 息 平 台 上 进 行 信 息 公
开。

对所有定向捐赠款物，均与捐
赠方签订捐赠协议，并书面约定使
用方向和用途，严格按照捐赠人的
意愿执行；非定向捐赠款物由市疫

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统一调配使
用。

及时将捐赠款物接收使用情况
向派驻纪检监察组报告，主动要求
开展事前、事中监督。同时，认真配
合市审计局对我会开展专项审计工
作。

内部设立指导监督组，负责对
捐赠款物接收使用情况开展全程内
部监督。目前，已履行专项监督 18
次，实地监督9次。

本着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
在市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定期公布
捐赠款物接收使用情况，包括接收
的捐赠资金总额和资金明细，接收
的捐赠物资品种、数量；资金支出
总额和明细，物资分配明细等，有
效保障包括捐赠方在内的社会各
界的知情权、监督权。截至 3月 26
日，已公示款物接收使用情况 18
期。

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坚决防
止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
压紧压实责任，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继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助力赣州市疫情防
控工作，誓与疫情抗争到底。

捐款使用率85.59%，物资使用率99.56%，江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

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控

本报讯（张予）3月25日，河南
省郑州爱心市民庞先生在河南省肿
瘤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位白
血病患者送去“生命种子”，成为郑
州市第295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疫情前，庞先生与一位白血病
患者初步配型成功，就在他期待捐
献时，新冠疫情爆发了，这让庞先生
心急如焚。“如果没能救人，我会遗
憾一辈子。”他说。

3月，疫情有所缓和，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联系了庞先生，得到他坚
定的回复。疫情期间，为保证志愿
者和患者的安全，庞先生又奔波多
次，在医院进行了传染病和胸部
CT 检查。“这些都是小事，为了救
人不算什么。”庞先生说。最终，捐
献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顺利进行。

“如果没能救人，我会遗憾一辈子”

（上接一版）
在汉期间，无论多忙，工作组

每晚都会前往湖北省红十字会召
开由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班子成
员、各专项工作小组负责人参加的
工作调度会，了解疫情工作中遇到
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工作调度，
并与干部职工谈心谈话，鼓励干部
职工振奋精神，昂扬斗志，越是艰
险越向前，认真细致做好各项工
作。

强化捐赠款物管理，高效透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慈善组
织、红十字会要高效运转，增强透
明度，主动接受监督，让每一份爱
心善意都及时得到落实。

在汉期间，工作组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
神为指引，指导湖北省、武汉市红
十字会依法履职，加强捐赠款物接
受、使用和管理，严格执行“三重一
大”制度，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完善
捐赠物资的接受和分配使用工作
流程，按指挥部要求加快定向资金
的划拨、报批非定向资金的使用方
案，提高捐赠款物分配使用效率，
切实做到规范高效、公开透明。

工作组与民政部工作组等密
切配合，召开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
防控社会捐赠工作座谈会，进一步
加强红十字会与慈善组织的沟通
和协调联动。通过湖北省红十字
系统专题会议，向各市州传达民政
部和总会相关会议精神。联合湖
北省红十字会向湖北省各市州红
十字会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社会捐赠物资最终受益情
况填报工作的通知》，坚持每日调
度，并赴黄冈、孝感、鄂州、咸宁等
地进行督导调研，指导湖北省各级
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受使
用管理。

工作组根据湖北省、武汉市红
十字会工作需求，向总会提出建
议，抽调江苏、四川、广西红十字会
共 18 名队员组成赈济救援队赴
鄂，帮助做好捐赠款物接受使用工
作。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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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云客户端、官方
网站等媒体平台每日持续公布捐
赠款物及具体使用情况信息，主动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截至 3月 25
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已公示捐赠款
物接受和使用情况123期，武汉市
红十字会公示 61 期，实现了款物
拨付与信息公开同步。湖北省和
武汉市红十字会还主动邀请审计
部门驻会开展事前事中审计指导，
听取意见，紧盯公开募捐资格、接
受捐赠、分配使用、内部控制、公示
公告五个环节，进一步促进捐赠款
物管理规范高效、公开透明。

在汉期间，工作组还主动对接
武汉及湖北其他疫情地区重点需
求，为总会精准开展急需医疗物资
采购提供依据。协调落实了负压
救护车 300辆，呼吸机 1078台，监
护 仪 820 台 ，体 外 膜 肺 氧 合 仪
（ECMO）13台，除颤监护仪16台、
呼吸湿化治疗仪50台等救治急需
物资，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武汉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和黄冈大别山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落实医务工作
者人道救助项目，截至 3月 25日，

已为 2781名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感
染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每
人资助 10万元；为 38名因公殉职
者每个家庭资助 100 万元。协调
组织生活物资供应，发放婴幼儿及
孕产妇奶粉价值1.01亿元。

推进人道战“疫”，保护生命健康

总会先后从北京、青海、上海、
内蒙古、云南、吉林等6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红十字会选调65名骨
干力量赶赴湖北武汉，组建中国红
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配备 20 辆
负压救护车，入驻武汉市急救中
心、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光谷
院区、协和医院本部、协和西院，开
展新冠肺炎患者特别是重症危重
症患者救护转运工作。

为确保救护转运车队高效有
序运转，工作组认真做好调度和保
障工作，多次走访市急救中心及各
医院，了解队员在工作生活中遇到
的挑战和难题，及时协调解决。赴
汉初期，车载医疗设备及医疗防护
物资严重不足，工作组积极寻求总
会、红十字系统和当地各方支持，
从上海瑞金医院等地紧急协调，想
方设法争取市急救中心和各医院
支持，调拨分配物资，圆满完成转
运任务。截至3月25日，车队累计
出车3495车次，行程超过40000公
里，转运新冠肺炎患者 10572 人
次，赢得了人们对“生命摆渡人”的
广泛赞誉。救护转运队员王学军、
白焕强两名同志获评“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

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是治愈新
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有力武器之
一。工作组积极推动湖北省红十
字会与省卫健委联合转发国家卫
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
知，湖北省红十字会与省卫健委、
省科技厅联合发出捐献倡议书，在
全省推进康复者血浆捐献工作。
动员 7家医疗机构 30余名协调员
参与血浆捐献工作，捐赠 14 辆血
浆运输车开展血浆配送服务，安排
转运队员驾专车接送捐献者，指导
开通红十字血浆捐献心理援助平
台。截至 3 月 26 日 18 时，湖北省
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恢复期血浆
共 1296 人 次 ，累 计 采 集 血 浆
457055毫升。

工作组还积极落实总会部署，
募集急需药品、协调组织安徽红十
字医疗专家团队驰援武汉，积极推
进恢复期血浆与托珠单抗注射液
协同治疗，推动托珠单抗疗法纳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七版）》。截至3月26日，武汉
共有14家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
使用托珠单抗治疗方案，有效降低
病亡率，改善患者预后。

工作组还积极开展了红十字
防疫抗疫宣传工作，组织志愿者开
展防疫消杀、物资分发，指导湖北
省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开展心理
救援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精准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武汉开展工作期间，工作组
慎终如始、善始善终，不麻痹、不厌
战、不松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在各省（区市）红十字
救援队有序、安全、顺利撤离后，工
作组结束为期 55 天的战斗，不辱
使命，胜利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