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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关键
时期，宁夏各地普遍搭设帐篷为
相关医疗机构设置临时预诊场
所，对门诊患者进行预诊分类和
隔离管控。经报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
会紧急调拨总会储备的救灾帐篷
共166顶、折叠床318张、棉被636
床以及宁夏红十字会储备帐篷
20 顶，在全区 140 多个城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
疫情防治定点医院设置预检分诊
处。目前，该批物资已全部搭设
到位，实现了疑似症状患者的早
期识别和分类管控，有效减少了
发热患者与其他人员密切接触
的机会，防止人员交叉感染。

（宁红）

紧急调用

（上接一版）
疫情发生以来，浙江省红十字

会紧急调拨帐篷、棉被、棉衣等储备
物资 6 批次，价值 14.73 万元，第一
时间运送到防控一线，支持各隔离
点、执勤点开展工作。积极争取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支持，1月 24日当
天即从杭州备灾救灾中心紧急调拨
隔离服200件支持杭州市西湖区建
立隔离点。1月 25至 26日，又争取
总会 14800 件隔离服，夤夜发往全
省各地，用于各执勤点、隔离点开展
防控工作。1月 27日，备灾救灾中
心党员职工齐上阵，半天时间将4.5
万件隔离服打包装箱，驰援湖北和
湖南两省。

捐赠物资快速拨出去。疫情爆
发，时值春节长假，物流运输车辆和
人员十分紧缺。浙江省红十字会党
组把确保及时调运社会各界捐赠的
26批次价值 3532.63万元的救灾物
资作为第一要务，备灾救灾中心支
部迎难而上，在节前做好原物流渠
道准备基础上，主动与中国邮政浙
江分公司取得联系，建立救灾物资
紧急转运机制，动用救灾物资车 50
余辆，确保及时响应各地需求，调拨
转运救灾物资。加强工作对接，及
时掌握捐赠意向和各地疫情防控工
作需求，提前做好物资分配方案，减
少中间环节，目前省本级仓库已实
现捐赠物资“零库存”。

采购物资快速跟上去。省红十
字会党组树立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一盘棋”思想，要求职能处室积极

与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医疗应急保障组对接，建立捐赠
资金定向建议采购机制。根据防控
工作需要，省红十字会紧急采购
120 吨 84消毒液、2000 套防护服等
急需物资，并在第一时间调运、发放
到防控一线。截至目前，已完成
402.1 万元紧缺物资采购，还有近
3000 万元资金正在办理省级防疫
物资进口采购手续。

把国（境）外捐赠渠道建起来

选派专人进驻机场海关。疫情
当前，关口前移。浙江省红十字会
率先派出工作人员进驻萧山机场，
与杭州海关联合办公，24小时为旅
客提供捐赠政策咨询服务，建立捐
赠信息对接、手续办理、物流分拨工
作路链，实现海外捐赠物资15分钟
快速通关。

细化专工加快出关速度。选派
7名工作人员负责做好物资报关资
料的收集、审核、报送、统计等工作，
把工作做在前。细化工作流程，明
确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和工作任务。
每笔捐赠都与捐赠人反复沟通，掌
握发货时间、托运渠道等。精准分
类，确定物资具体类别。提前对接，
和接收单位保持密切联系，物资出
关后第一时间转运。

提供专服对接捐赠对象。在工
作中，充分考虑国内外时差，为了不
漏接任何一个捐赠电话，赈济救护
处和“两捐”中心工作人员 24 小时
保持电话畅通，随时解答通关需要

注意的事项。截至 2月 18日，累计
完成通关、提货手续127笔，价值约
3725.24万元，主要涉及医用和民用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控急需医
用物资，通关物资件数600余万件，
占杭州海关海外捐赠通关物资40%
以上。

努力提升红十字公信力

反馈，及时沟通捐赠单位和受
赠单位。省红十字会先后向杭州滨
江集团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公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爱心捐赠单位
发函，告知捐赠资金去向；向民盟浙
江省委会等爱心捐赠单位发函，告
知定向捐赠资金拨付结果；向武汉
市红十字会、黄冈市红十字会、浙江
省人民医院等受赠单位和一线防控
单位发函，传递捐赠款物拨付信息。
先后制发37份函件，既确保捐赠方
知情权，又确保受赠方提前获取相
关信息，沟通迅速、反馈及时、对接
得力，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和好评。

公开，主动在自媒体公示捐赠
款物信息。省红十字会党组坚持每
一笔捐赠款物拨付和分配方案都经
集体研究，并两次下发通知，要求各
级红十字会规范捐赠款物的使用管
理，加强信息公开公示，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省本
级每天通过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公布截至前
一天 24 时的捐赠款物接收和拨付
使用情况。省红十字会门户网站

“功德榜”栏目滚动公示每一笔接收

的捐赠款物详单，大到 1000 多万
元，小到1分钱，目前已达2万余笔。
从2月1日开始，每天向社会公示捐
赠款物使用明细情况，包括物资数
量、类别、去向、用途等。省红十字
会微信公众号主动开设“抗击疫情”
专栏，及时发布捐赠款物接收和使
用信息，回应群众关切的“怎么捐、
捐了怎么查、捐了去哪儿了”等问
题，得到群众留言点赞。

通报，主动接受监事会和新闻
媒体监督。“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综合协调组组建省红十字会理事、
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微信群，每天
及时报告捐赠款物接收使用工作动
态。舆情管控和宣传服务组建立新
闻媒体信息通报群，及时向媒体通
报款物收支情况。社会监督委员会
委员舒中胜在浙江经视“新闻深呼
吸”栏目为省红十字会的公开透明

“点赞”。物资接收组专班建立与省
防控办的紧密沟通协调机制，派员
参加省防控办应急物资保障组工作
例会，每天报送全省和省本级捐赠
款物接收使用统计数据和十大类主
要防控物资、其他物资接收使用和
调拨转运情况，以及省红十字会本
级库存非定向可用捐赠资金情况。

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斗中，浙江省红十字会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饱含人道情怀，
争当博爱先锋，默默奉献付出，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红
十字精神。

提效率 强服务 促规范
——山东省红十字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推进规范化建设工作纪实

■ 张春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山东省
红十字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根据山东省
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成立领导小组，
制定分工方案，优化工作流程，提高
工作效率，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社会捐赠工作有序开展、高效
运行，受到捐赠方（人）肯定和认可。

完善工作流程提效率

1 月 27 日，山东省红十字会发
布接受社会募捐公告，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全部到岗上班，24 小时值
班，做好接受捐赠工作。

先后召开5次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疫情防控工作，目前已制定印发
3个通知、编发 5期专题会议纪要，
指导各市县红十字会疫情防控和接
受捐赠工作。

坚持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相结
合，加强社会捐赠款物接受和支出
拨付管理，“三重一大”事项均通过
党组会、执委会研究决定，有关疫情
防控和社会捐赠工作均及时上报省
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

为了方便爱心人士捐赠款物，
确保疫情防控捐赠款物尽快用于医
疗救治和防护工作，山东省红十字
会制定完善了5个工作流程：《山东
省红十字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款物捐赠工作流程》《山东省
红十字会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境外物资捐赠接受工作流
程》《山东省红十字会接收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境外捐款流程》《热线
电话接听工作流程》和《山东省红十
字会新冠肺炎疫情捐赠款物接收使
用情况日报告制度》。

各项工作流程化管理，各个工

作环节、工作分工明确，各项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完善。特别
是境外工作流程对外发布后，受到
海关和境外捐赠爱心人士的肯定。

“我们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基
本按照‘三天一清零’的原则快速拨
付。有的款物即收即拨；有的捐赠
物资还未到达，我们报告指挥部并
拿到分配方案，实现接受物资与拨
付物资同步进行，不积压、不延误，
目的就是让捐赠人的爱心第一时间
到达疫区一线。”山东省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说。

“选择通过省红十字会捐款，是
因为我相信他们会不负我们的期
待；看到这些清晰的工作流程和严
谨的工作作风，我们更加放心了。”
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张
巧良说。此前，他号召山东康桥律
师事务所各分所400余名律师通过
山东省红十字会为疫区一线医护人
员捐款100万元。

加强信息公开强服务

春节期间，社会各界咨询电话
纷至沓来。山东省红十字会接听捐
赠热线的工作人员，认真做好咨询、
登记和捐赠服务工作，做到每一个
电话都有登记、有回音，让每一名咨
询者都得到满意、明确的答复，对目
前暂不能接收的其它物资，委婉、耐
心地向捐赠者进行解释说明。

海外捐赠通关手续复杂，且由
于时差原因，很多电话都是半夜打
来，负责海外捐赠的同志坚持热情
细心的解答，及时做好登记、协调，
快速有序做好每一笔境外进口应急
医疗物资的入关手续工作。

确认捐赠的物资符合需要时，
由捐赠人填写《捐赠意向函》、《捐赠
物资登记表》，提供明确的捐赠意
向、企业资质和产品标准、产品价值
的合法有效证明。

对转捐湖北省的捐赠物资，由

湖北省（武汉市）红十字会确认后，
再通知捐赠方发送物资。同时，严
格请示报告制度，工作人员拿不准
的，报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拿不
准的报会领导；不是重点医疗物资
但疫情相关的，报省委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指挥部确定后再通知捐赠
方。

按照及时准确和疫情防护的原
则，进一步简化工作程序，对定向捐
赠的，由捐赠使用单位确认后，建议
由捐赠方将捐赠物资直供使用单
位，由使用单位接收后向红十字会
反馈捐赠物资回执。对于非定向捐
赠的，及时报省委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由其下达分配方案。

2月7日，省委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先后调拨两批物资，省红十字会在
调拨当天即发放完毕。

2 月 10 日，广东格兰仕集团捐
赠定向医疗机构一批消毒用光波
炉，省红十字会做好工作预案，物资
到达当天就将物资分发到各单位。

加强对疫情防控期间相关文
件、信息发布的审核工作，做到文
件、信息发布及时准确，不出纰漏。

山东省红十字会官网每天下午
5 时前公示当天接受捐赠款物信
息。在山东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
增设“新型肺炎疫情捐款”项目，为
社会公众捐款捐物、支援疫情防控
提供信息和渠道，微信捐赠做到即
时公开、一键可查。

山东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在
线捐款项目开通后，省红十字会全
体干部职工包括退休老干部，纷纷
通过微信在线捐款功能为疫情防护
工作捐款献爱心。

主动接受监督促规范

发挥山东省红十字会直属机关

党委、机关纪委作用，号召机关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以实际行
动守初心、担使命、履职责、抗疫情，
严格纪律要求，强化执纪监督检查，
确保疫情防控和社会捐赠工作依法
依规进行。

学习山东省纪委办公厅《关于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的通知》和山东省委组织部《关于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一线考察识别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通知》，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

各级红十字会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层层明确责任、压实责任，主要
负责同志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靠前指挥，亲自部署，亲自协调，
亲自抓落实。把干部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的现实表现作为干部政治素
质考察的重要内容和提拔使用的重
要依据，坚决杜绝在疫情防控中不
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

山东省纪委、山东省审计厅陆
续对山东省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
工作进行纪检检查和跟踪审计。

“监督检查和专项审计对红十
字会工作而言是促进、更是帮助，我
们欢迎纪检和审计部门在红十字会
接受社会捐赠工作中同步跟进和指
导，这可以帮助我们及时修正和完
善工作中不规范的地方，做到即知
即改，少走弯路，不涉险滩，不碰红
线，行稳致远。”李全太说。

“从近期检查情况看，山东省红
十字会依法依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疫区一线的
防控工作。”正在山东省红十字会机
关进行纪检检查的一位纪检干部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跟进检查，
共同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
量。”

打造让百姓放心的公益平台
——天津市红十字会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侧记

■ 津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后，天津市红十字会按照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和天津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的部署安排，积极履职尽责，有
序接受社会捐赠，协调物资募集，认
真做好捐赠款物的接受、拨付、发放
工作，最大限度地为爱心市民及企
业提供专业化、及时性的服务，搭建
让百姓放心的公益平台。

依法依规开展募捐工作

1 月 22 日，天津市红十字会成
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协调联
络、物资募集、捐款接受、现场查验、
管理保障、宣传报道等工作组，要求
每天定时上报防控工作相关情况。
此外，市红十字会安排专人进行 24
小时值守，接听热线电话，接待现场
捐赠及咨询的爱心人士来访。

按照天津市防控指挥部的统一
部署，天津市红十字会于 1月 28日
向国内外发布关于募集急需防疫用
品的公告，更大范围内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截至 2月 19
日16时，天津市红十字会接收款物
7407.57万元，其中接收捐款6372.94
万元，已拨付 5649.41万元，接收物
资价值1034.63万元，已全部定向发
送相关单位。目前，全市红十字会
累计接收各界捐赠款物17327.27万
元，其中捐款 14600.2万元，捐物价
值2727.07万元。

此外，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天津市红十字会
捐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专款 1 亿元，用于湖北武汉及
天津的疫情防控工作。

突出为民服务，规范工作流程

组织每一名工作人员接受业务
培训，严格规范每一个工作流程，精
准对接每一次捐赠，反复核查每一
笔数据，确保捐赠工作规范高效、公
开透明。

会党组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
度，全面加强对捐赠款物分配、拨付
和使用环节的决策、监管。坚持专
款专用、重点使用、及时分配的原
则，按照捐赠方意愿和疫情防控需
要，对所接受捐赠资金和物资进行
及时拨付发放，主要用于重点防控
地区及单位。

在尊重捐赠者意愿的基础上，
把关键物资用于天津市疫情防控各
主要医疗机构，包括定点防治医院
和发热门诊的一线医护人员，以及

全市疫情防控必需部门，如地铁、海
关、环卫等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控。

加强监管监督，拓展信息公开渠道

机关纪委发挥监督执纪作用，
对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应急值守处
置情况、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执行
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加强纪律要
求，纪检工作组全程参与物资接受
点检及发放相关环节工作。

建立事中审计机制、捐赠过程
公证机制、大项经费报审机制，健全
社会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的全
方位监督体制。商函市审计局指派
专业人员到会指导工作，按照专项
审计工作标准和要求，重点规范指
导捐赠款物接受、分配、使用等情
况。同时，向驻地和平区公证处提
出公证申请，该区公证处成立专门
工作小组，指派公证员赶赴市红十
字会认真核实每日捐赠款物的接受
及支出情况，做好相关数据和执行
信息的记录备案，确保准确无误。

坚持每一笔捐款、物资的接受
和使用都向捐赠者进行反馈，面向
社会进行公示，做到信息可查询、流
向可跟踪、数量可追溯、过程可复
原、责任可追究。此外，积极与《天
津日报》、津云等主流媒体沟通，拓
宽公示范围，提高社会知晓度，切实
保障捐赠人的知情权，自觉接受社
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

积极组织引导，发挥志愿服务力量

多支志愿服务队第一时间送来
队员们的爱心捐款，并随时待命。
市红十字会一方面做好志愿者的报
名登记，积极引导志愿者在保障自
身安全的情况下，参与力所能及的
志愿服务；一方面印发《天津市红十
字会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管理办法》，
对志愿者的招募、培训、管理等方面
进行规范。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对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合理
安排志愿者服务班次，保证志愿服
务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此外，市红十字会与参与服务
的志愿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
内容、要求，并为志愿者提供防护。
为进一步保障志愿者权益，在市红
十字会的积极协调下，渤海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为红十字志愿者捐
赠人身保险，并在保险条款中特别
加入了被保险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获得保险赔偿的保障条
款。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天津红
十字人全力投入，竭诚服务，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贵州省红十字会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侧记

■ 贵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贵州省
红十字会以过硬的作风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
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及时响应，迅速进入状态

及时成立领导小组，科学分工
统筹推进工作。1月23日组织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成立应对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确定了“广泛募集款物投
入疫情阻击为主，动员志愿服务力
量联防联控、宣传普及防护防控知
识为辅”的工作思路，有序有力全面
投入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根据捐赠
实际，成立了对外联络、筹资、信息
宣传、物资保障专班以及时鲜蔬菜
水果等临时专班，抽调专人负责抓
好工作推进。

迅速建立协调机制，确保政令
畅通。建立以省红十字会为中心节
点，上传总会、下达市县红会的工作
体系，204 名各级红会防控工作负
责人和联络员确保了全省红会系统
工作调度有序、防控信息畅通。在
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药物资保障
组的统筹下，与贵州省工信厅、卫生
健康委、省工商业联合会、省侨联、
省外办等部门迅速联动，建立沟通
协调机制，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认真接受省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督办督查组关于捐赠款物接收、
管理使用等情况的指导检查工作。

狠抓重点，广泛筹集款物

省红十字会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总会的工
作安排和要求，发挥红十字会优势，
广泛筹集捐赠款物用于疫情防控工
作。

多渠道筹集款物。疫情发生
后，主动电话同香港、澳门红十字会

和浙江、上海等对口帮扶省市红十
字会以及慈善机构取得联系，争取
支持援助；与爱心机构共同发起“贵
州红十字应急防疫基金”，在“博爱
云”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同
时，报经总会批准后，在贵州日报、
天眼等主流媒体以及省红会官网官
微、“博爱云”平台发布《贵州省红十
字会接收社会捐赠公告》，3条接收
服务专线 24 小时值守。主动争取
新闻媒体支持，开展的疫情防控及
捐赠工作，被人民网、央广网、中央
广电总台国际在线、贵州日报、贵州
新闻联播、天眼、动静等新闻媒体的
报道100余篇。

做好公示，确保透明高效

全力做好捐赠款物的使用管
理。捐赠款物支出时，省红十字会
严格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有关捐赠款
物管理办法和省防控领导小组物资
保障组要求，坚持两个原则：定向捐
赠的，严格按照捐赠者意愿第一时
间进行分配；非定向捐赠的，严格按
照省防控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要求
进行分配和使用。对于捐赠物资，
原则上做到快进快出、争取实现零
库存，捐赠资金按照省物资保障组
要求及时划拨到指定帐户用于紧缺
医用物资采购和生产。

通过省红十字会官网官微以及
“博爱云”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每
日将接受和支出捐赠资金、物资明
细进行公示，同时还设置了抗击疫
情爱心榜、在线捐赠公示栏、疫情防
控专项捐赠公示栏等进行公示，确
保捐赠工作规范高效、公开透明，主
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截至2月14
日16时，省红十字会累计接收捐赠
款物 22722.35 万元，支出捐赠款物
15908 万元；其中省红十字会本级
累计接收捐赠款物 10355.58 万元，
支出捐赠款物9354.7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