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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文由山东省红十字会提供

依法履职，改革创新，奋力推进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红十字会2020年工作纪实

2020年，山东省红十字会系统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省委“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定位和中国
红十字会“十一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依法履职、改革创
新，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主动发挥党和政府人道领域助手作
用，按照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广
泛动员人道力量，积极参与联防联控，募集
款物价值10.47 亿元，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贡献力量。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

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制定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党员干部学
习计划，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
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关于慈善组织、红
十字会重要讲话精神，围绕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红十字会如何充分发挥党和政府
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
桥梁纽带作用开展大讨论，强化党
员干部宗旨意识和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
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两个责任”，严格落实“三会一课”、
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
话等基本制度,积极推进模范机关创
建和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机关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定期组织党风党纪教育和警
示教育，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养成纪律自觉。开展
机关干部职工思想状况调研，做好
党员信教问题排查治理，切实抓好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综合

素质。扎实推进“双报到”工作，会
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参加社区活动，
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贫困群
众，开展“助力社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志愿服务活动、“助力疫情
防控红十字救在身边”进社区活动。
实施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成立
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定期开展集体
学习研讨，着力培养提升年轻干部

“七种能力”。积极选派骨干力量
到基层参加“第一书记”“万名干部
下基层”“四进”攻坚行动、加强农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队，助力脱
贫攻坚、抗击疫情、复工复产、美丽
乡村建设。

积极推进改革进程。认真贯彻
落实《山东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要
求，积极推进各市红十字会出台改
革方案。截至目前，淄博、东营、烟
台、威海、菏泽5市红十字会已出台
改革方案。继续推进《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
法》修订，形成具体条款修改建议和
修正草案，提交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和省司法厅。

逐步完善治理结构。积极向省
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并与省委组织部、

编办沟通协调设立监事会有关问题，
省编委会批复省红十字会监事会编
制问题有关事项。各市红十字会设
立监事会工作已明确列入改革任务。
大力推进市级红十字会和有条件的
县级红十字会设立党组，全省13个
市、30个县红十字会已建立党组。推
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工作领
导体制，省红十字会和济南、青岛、淄
博等13市以及56个县级红十字会纳
入群团管理，烟台、济宁、日照、威海、
滨州5市红十字会明确由市委副书

记为分管领导或出任会长。
着力加强信息化标准化建设。

推动山东省网上红十字会平台建设
项目，进一步完善捐赠信息公示查
询平台功能。根据省政务服务工作
要求，做好政务服务管理系统维护
升级和省红十字会官网迁移改版工
作。积极推进高效有序运行流程再
造，对政务服务办事咨询、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接受社会捐赠组织、筹资、
博爱卫生站项目、应急救护培训 5
项工作流程进行优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省各
级红十字会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号召，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成立省红十字会新冠肺炎
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1月 25日
起全员返岗上班，实行 24 小时值
班，全力以赴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

截至目前，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共接受捐赠款物价值10.47亿元，拨
付款物价值 10.46 亿元，拨付率为
99.9%。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孙
继业对红十字会系统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给予批示肯定，全省 3
个集体、10名工作者和志愿者受到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省委省政府
表彰，138 名捐赠人受到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表彰。

及时做好捐赠信息公示公开。
各级红十字会确定专人及时汇总、
审核社会捐赠款物接受使用分配
情况，每天通过官网、官方微信、官
方微博和各级主流媒体进行公示，
让社会各界了解“钱从哪里来、到
了哪里去”。省红十字会每 3 天汇
总发布1次捐赠资金支出公示，每9

天统计发布1次捐赠款物情况公告，
共发布捐赠款物公示信息 114 期。
东营市红十字会与中国工商银行东
营分行合作，研究开发公益捐赠公
示可追溯系统，款物流转和使用手
续都在系统内完成，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实现捐赠款物接受实时公
示和全程反馈，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积极配合各级纪检审计部门进行全
程监督和跟踪审计，全省各级红十
字会捐赠款物接受使用情况全部完
成第三方审计并对审计报告进行公
示，均符合管理要求。

积极参与国际疫情防控合作。
山东省红十字会组织选派的第二批
援助布基纳法索医疗队，主动与布
国卫生疾控部门联系，商讨防控措
施，分享中国防疫经验，为布国疫情
防控提供专业建议。与布国定点收
治医院协同研究诊疗方案，开通医
疗服务热线，提供 24小时线上医疗
服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援外工
作，确定山东省立医院与布国定点
收治医院建立远程视频连线，为其
提供诊疗技术指导，对布国疫情防
控发挥重要作用。认真落实中国驻
布使馆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系统梳
理国内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制定

《第 3批援布医疗队防控新型肺炎
预案》《入布患者处置流程》《在布
中资机构和华人华侨倡议书》，主
动介入布国首例华人疑似病例治
疗工作，为在布华人华侨提供疫情
防控服务。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和副省长、
省红十字会会长孙继业对医疗队
工作给予批示肯定和表扬。

积极开展联防联控和人文关
怀。选派骨干力量参加省委“四
进”攻坚行动，下沉防疫一线，协助
基层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充分发挥联系群众桥梁纽带
作用，全省动员 2000 余个基层红
十字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
3.6 万 余 名 红 十 字 会
员、志愿者，深入
开展社区排查、
健康监测、防
控知识宣传
等工作，发
放 疫 情 防
控 宣 传 材
料 59.36 万
份，发布宣
传 信 息
659.43 万 条
（次），入户排
查 43.52 万人次，
帮扶困难家庭 3378
户，开展心理辅导 4425
人次，对 6777.99 万平方米公共
区域进行卫生消杀，累计志愿服务
时长达 120.63 万小时。枣庄、烟
台、滨州等市派出红十字蓝天救援
队队员 20 余人驰援湖北防疫一
线，开展物资接收、转运、发放和消
杀等任务。切实关心关爱一线医
护人员和困难群众，累计向疫情防
控一线医护人员拨付捐赠款物价
值 1239余万元。启动“暖阳行动”
救助项目，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的困难家庭开展人道救助、困难帮
扶、心理救援工作和送温暖活动。
积极动员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恢
复期血浆，全省成功捐献37人。

◆依法推进红十字会改革

◆着力加强红十字品牌培育
精心培育“红十字救在身边”应

急救护培训品牌。加强救护培训师
资队伍建设，举办2期省级救护师资
培训班，全省注册应急救护培训师资
达到 800名，完成两期 100人次国际
认证课程培训。大力开展应急救护

“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
企业”，全省培训红十字应急救护员
30629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56.57万
人次。争取总会资金 131.995万元，
建设东营、济宁2个国家级应急救护
示范基地项目；筹集资金180万元，在
济南、青岛、枣庄等地立项建设基层
红十字应急救护基地18个，全省应急
救护基地达25处。结合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培训模
式，举办乡村医生培训班3期，现场培
训乡村医生366名，超过75万人次在
线收看培训课程。在山东大学、济南
机场和淄博、烟台、日照等市公共场
所安放AED设备100余台。

精心培育“红十字天使计划”等
红十字救助品牌。春节期间，开展

“博爱齐鲁送温暖”活动，发放救助款
物价值 1263.2 万元，慰问困难家庭
4.94 万户，受益人数 11.82 万人。通
过“小天使基金”“天使阳光基金”，资
助 604名先心病、白血病患儿 1603.5
万元。成立山东省红十字会萤火儿
童肿瘤基金，募集资金 280 万元，对
贫困肿瘤患儿和临终患儿进行救助。
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水滴公益联合
发起“生命接力博爱齐鲁”山东省器
官捐献者子女助学项目，筹集资金
200万元，帮助生活困难的器官捐赠
者子女学习生活。建立志愿者队伍
179 支，培训志愿者 2493 人次，普及
培训 6549 人次，开展养老志愿服务
3189小时，救助老人2400人次。

精心培育“天使阳光 全心救助”

品牌。2020年筹集资金280余万元，
继续开展“天使阳光 全心救助”项
目，救助先心病患儿141名。与省第
九批援藏干部中心管理组、省卫生健
康委开展“鲁藏一家亲 共圆健康梦”
日喀则市先心病患儿全心救助项目，
援助日喀则市困难家庭先心病患儿
到山东接受手术治疗，首批 32 名患
儿已治愈出院。

精心培育“红十字爱心相髓”造
血干细胞捐献品牌。2020 年，实现
造血干细胞捐献122例；全国唯一的
中华骨髓库异地容灾备份数据中心
项目在山东省建成并投入使用；全省
移植医院达到15家。枣庄、东营、济
宁等7市和青岛西海岸新区、莱西市
等县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授予

“见义勇为”表彰。积极推动无偿献
血，全省 509 位红十字志愿者荣获

“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奖”，215 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荣获“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捐献
造 血 干 细 胞 奉 献 奖 ”，47 人 荣 获

“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捐献造血
干细胞特别奖”。

精心培育“红十字生命接力”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品牌。2020 年，
全省新增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报名志
愿者6.54万人，累计报名达到12.5万
人，新增捐献 361 例，累计实现捐献
2954 例，帮助 8000 余名器官衰竭患
者重获新生；新增遗体、角膜捐献登
记报名志愿者1196人、1136人，实现
捐献 190 例、416 例，累计登记报名
13189 人、10978 人，累计实现捐献
2019 例、2648 例。全省 10 个地市已
建成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场所。
清明节期间，以“生命回响∙云上缅
怀”为主题，组织开展了清明云共祭，
缅怀捐献志愿者。

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积极
服务山东省应急工作大局，配合省减
灾委、省应急厅开展应急物资储备情
况调研，红十字救灾救援体系纳入

《山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济宁、日照、临沂等市发生洪涝灾害
后，省红十字会紧急响应，争取总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价值
143万救灾物资，天津

市红十字会援助
救灾资金 10万

元，支援受灾
地 区 救 灾
工 作 。 继
续推进备
灾仓库标
准 化 建
设 ，与 中
国 红 十 字
基 金 会 达

成协议，代储
“赈济家庭箱”

用于紧急救灾救
助。组织应急救援队

开展救援训练和演练，参与各
地应急救援活动 3500 余次，救助
2100余人次。防灾减灾日期间各级
红十字会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培训、
演练等活动85次，发放宣传资料、手
册约 2万份，受益人数达 32万余人。
青岛红十字搜救队开展安全宣讲
800 余场，推广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直接受益群体 3 万余人。组织参加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红十字应
急救护知识竞赛，省红十字会获二等
奖。

加强基层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建
设。截至目前，全省共有红十字基层
组织 8712 个，红十字团体会员 4378
个，红十字会员37.98万人，红十字青
少年会员 83.12万元，红十字志愿者
组织 878 个，志愿者 12.03 万人。在

青岛、临沂、滨州 3 市开展全省红十
字系统基层组织建设改革试点工作。
开展红十字模范单位评选，全省 14
家单位被评为“全国红十字模范单
位”。联合省教育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学校红十字工作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推动学校红十字青少年
工作。

加强红十字文化培育和传播。
联合鲁网开展“众志成城 共克时
艰”山东省抗击疫情“社会责任感企
业（企业家）”宣传展示活动，筛选出
184家企业、106名企业家参与展示，
线上累计参与人数达到 280 余万人
次。中国红十字报、山东卫视、山东
广播电视台、大众日报等媒体报道各
级红十字会疫情防控工作新闻30余
次，学习强国、中国红十字会官网、大
众网等互联网平台刊发红十字会重
大募捐活动、信息公示、志愿者典型
事迹等信息500余条。

省红十字会和济南、青岛、临沂
市红十字会被评为全国红十字报刊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特等奖。围绕

“助力疫情防控，红十字‘救’在身
边”主题，精心策划组织世界红十字
日、世界急救日系列宣传活动，开展
系列活动 200 余场次，宣传普及红
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应急救护和防
灾减灾知识、“三献”工作科普知识，
受益群众超过 120 万人次。打造山
东省红十字文化教育基地，对中国
红十字会创始人吴重熹纪念馆进行
升级改造，按照红十字会历史发展
脉络，建成 6 个展厅和 1 个博爱花
园，收藏清代、民国和建国后等各时
期珍贵实物资料 1000 余件。加强
舆情监测处置和声誉风险管理，密
切关注有关红十字会的舆情，加强
与当地党委政府宣传、网信部门的
协调联系，对于不实信息和谣言，及
时报告并协同处理。

◆全力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着力提升人道服务能力

▲调研社区基层红十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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