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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闽红）2月25日上午，
福建省首位主动报名并经评估符合
捐献条件的新冠肺炎康复者在福建
省血液中心成功捐献血浆 300 毫
升。

据了解，胡女士于 1月 18日出

现发热、气促，1月29日就诊福州肺
科医院，经检查诊断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并于2月8日治愈出院。得
知恢复期血浆能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患者，今年29岁的胡女士出院时便
主动报名申请捐献血浆。

本报讯（黔红）2月22日，贵州
省红十字会召开全省红十字系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网络视频会
议，迅速传达总会 2月 21日下午全
国红十字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
络视频会议精神。重点传达学习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
字会会长陈竺，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在会上的
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尹秋莲主持会议并讲话。

尹秋莲强调，现在疫情到了最

吃紧的时候，呈现出焦灼对垒的状
态。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
会、坚决落实陈竺会长从三个方面
阐述的核心要义和梁惠玲书记提出
的具体要求；要狠抓工作重点，加大
捐赠款物筹集和使用分配管理力
度；要切实增强公信力，强化信息公
开，回应社会关切；要切实加强意识
形态工作，着力防范化解舆情风险；
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振奋精神，统筹
谋划好 2020 年工作和抓好机关党
建、脱贫攻坚、红十字改革、红十字
核心业务等各项工作。

本报讯（青红）2月20日，青海
省红十字会举行疫情防控心理援助
志愿服务热线开通仪式。会党组成
员及相关处室负责人、疫情防控心
理援助志愿服务队队员参加了开通
仪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正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为有效缓
解和疏导公众心理压力，促进公众
身心健康，青海省红十字会经过紧
张筹备，安装了4部热线电话，招募

了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
书的57名志愿者，组建了疫情防控
心理援助志愿服务队，制定了疫情
防控心理援助志愿服务工作制度，
明确岗位职责，制作工作流程图，编
写心理咨询工作手册，为社会公众
提供疫情防控心理支持、心理疏导、
危机干预等服务，帮助求助者预防
和减轻疫情导致的心理困顿，促进
心理健康。

本报讯（陕红）2月25日上午，
陕西省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会安哥拉
分会从葡萄牙购置的800件医用防
护服，顺利安全的运抵咸阳国际机
场，省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会秘书处
李颖代表陕西省国际经济合作促进
会安哥拉分会，将 10箱 800件医用
防护服捐赠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手

中。
该批医用物资定向用于陕西省

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和
基层工作者，助力抗击疫情。省红
十字会将严格按照捐赠方意愿，及
时把捐赠物资按领导小组办公室分
配方案发放到受赠单位，通过省红
十字会网站向社会公示。

本报讯（津红）2月25日，天津
市红十字会召开全市红十字系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视频会议，传
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
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精神，
坚决把党中央对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

的重要部署抓实抓细。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红十字系

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视频会议
精神，对前阶段全市红十字系统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了阶段性总结，西
青区、北辰区红十字会分别汇报了
开展疫情防控捐赠工作的做法。市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吴
庆云对下一步统筹疫情防控和年度
工作进行部署。

信任，是这样获得的
——上海市红十字会接收捐赠工作侧记

■ 刘贵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面对纷
至而来的爱心捐赠，上海市红十字
会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认真贯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要
求，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分配使用
捐赠款物，努力将捐赠者的爱心传
递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捐赠款物一定及时分配使用到位”

每天上午 9时 30分，上海市红
十字会召开防控领导小组会议，通
报上一日接收捐赠情况，上海市红
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浩
亮强调：“防控如打仗，救人如救火。
接收的捐赠款物一定要及时分配使
用到位。”

市红会财务部门每日清点接收
资金，核对相关账目，到银行汇转捐
款。安排专人进入市联防联控工作
领导小组后勤保障组，与市卫健委、
市民政局、市药监局和上海海关等
单位现场进行沟通协调，畅通物资
进出通道。根据武汉、本市防控需
求，想方设法采购医疗防护等物资，
并快速发放到位。

从 1月 22日下午开通“防控新
型肺炎”捐赠热线至今，上海市红十

字会接收的捐赠款物基本实现定向
捐赠第一时间发运拨付到位，非定
向捐赠尽可能短时间内到位。

“所有捐赠必须用于防控一线”

“随着春运返程高峰期的来临，
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已进入关键时
期。道路运输行业的工作人员需在
本市省界道口24小时执勤，防护物
资缺口很大，请给予全力相助”，这
是上海市道路运输局给市红十字会
发来的件函，每天类似的来电来函
还有不少。

面对各方面求援，市红十字会
党组研究决定：“所有捐赠必须用于
防控一线。”从公示情况看，市红十
字会接收的捐赠款物全部用于湖北
武汉、本市铁路局各站点、本市2家
定点收治医院和 117 家发热门诊、
各街镇乡及省界道口一线医护人
员，铁路、武警一线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等。

“捐赠资金不得随意使用”

“我们单位能提供消毒杀菌产
品，但需将货款一次性先付给我
们”，市红十字会在采购防护用品过
程中，曾几次遇到类似的情况。

对此，党组会研究认为：“接收

来的捐款满含着捐赠人的一片爱
心。虽然前线急需防护用品，市场
上也一物难求，但也不得随意使用。
采购物资时一定要严格程序、严格
把关，确保产品质量和资金安全。”
为此，市红十字会严格落实“三重一
大”有关规定，每一笔资金使用、每
一批物资采购，都要经党组会集体
研究决定。在采购医疗设备和防护
用品时积极聘请专业人士参与，拟
定合同前，还要落实专人对生产厂
家资质、信用、实力等各方面进行综
合考察。同时，加强与市国资委下
属企业对接，尽量从中选购相关产
品。

随着疫情发展，防疫一线的需
求也在发生变化。市红十字会主动
与湖北等地红十字会对接，与上海
援外医疗队联系，根据不同时期防
控工作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订计
划，防止物资过剩或非急需。目前，
市红十字会正积极采购 79台无创
呼吸机、8台有创呼吸机，支援上海
援鄂医疗队；150台呼吸湿化仪，支
援湖北省红十字会，助力打赢新型
肺炎阻击战。

“捐赠过程要规范、公开、透明”

“捐赠过程要规范、公开、透

明”，这是市红十字会多年来的信念
与追求。

2008年汶川地震后，市红十字
会就对捐赠过程进行了认真回顾总
结，先后制订出台了《关于加强上海
市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基金管理的实
施意见》《上海市红十字会募捐和接
受捐赠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文件，规
范了捐赠过程的相关环节和工作。
2011 年，建成了捐赠信息公示平
台，方便捐赠人查询，实现了信息的
及时公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红十
字会在严格执行相关捐赠制度要求
的同时，建立了财务、综合和分管领
导组成的“捐款捐物接受发放公示
群”，邀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专业人
士参与监督把关，每天利用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示，确保捐
款捐物接收发放使用公开透明。截
至 2月 25日，市红十字会已发布爱
心公示51个，所有的捐赠物资款项
都向社会进行了公示，接受捐赠人
和社会的监督。

“爱心人士将钱款物资捐给红
十字会，是对红十字会的信任。我
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压实责任，将捐
赠款物管好用好，让捐赠者放心。”
张浩亮说。

“高速”接力

2 月 24 日，浙江省衢州市衢
江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12 名队
员，在衢江区余氏家庭农场，用3
小时完成了 3050 箱驰援武汉的
捐赠物资的装运工作。

用汗水和实干赢得赞誉
——江西省红十字会战“疫”工作侧记

■ 石泠 夏晓雯

2 月 24 日，是江西省红十字会
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连续
作战的第33天，全省红十字会累计
接收捐赠款物6.55亿元。“要认认真
真、仔仔细细做好每一项工作，不能
伤捐赠人的心，不能伤老百姓的心，
不能让群众对党委政府失去信任”，
这是省委书记刘奇 2月 4日到省红
十字会检查调研时提出的要求。20
天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省政府
分管领导分别4次到省红十字会检
查指导、调研慰问。这既是对全省
红十字会前期工作的肯定，更是对
今后工作的鞭策，激励着江西红十
字人继续奋斗，用汗水和实干，助力
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全速行动，吹响“集结号”

1 月 24 日，江西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省红十字
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
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成立省红
会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设立了综
合协调组、社会捐赠组、宣传报道
组、指导监督组、对外联络组，建立
了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的
指挥机制。及时向全省红十字会下
达工作指令，作出工作部署。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要求：“全
省红十字会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发挥党和政府人道领域助手的作
用，积极动员人道力量，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25日，省红十字会向全社会发
布公开募捐公告，开展社会募捐。
同时，加强与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
部的联系，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
28日，省红十字会全体党员干部终
止休假，到岗到位。

在防疫“集结号”下，各市县红
十字会也在第一时间组建队伍，迅

速行动，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和社会
募捐工作。

全面部署，发出“动员令”

“我申请，到疫情防控一线去！”
1月 29日，省红十字会召开动员誓
师大会，党员干部递上了请战书，上
面每一个签名都是众志成城的决
心。

红十字会理事、志愿者们也不
甘落后，在各级红十字会号召下，迅
速集结起来，投入到社会募捐、物资
转运、参与社区防控、心理干预和防
疫知识普及、动员捐献恢复期血浆
等志愿服务工作中去。龚全珍、邹
德凤、古剑辉烈士的父亲在第一时
间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支持抗
疫。省红基会首席项目顾问阎志强
在朋友圈写道：“国家有难，匹夫有
责”，率先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个人
一起捐，参与人数达到 1566 人次，
众筹爱心款122795.16元。制作“镇

‘疫’之鼎”、“江小红永远爱你”抗疫
公益广告，倡导疫情期间健康生活
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之情，
用自己的画笔传导正能量，支持抗
疫。省红基会理事万成浩捐赠爱心
口罩 10000个。理事张安华捐赠口
罩2000个及602套防护服。理事周
世鹏捐赠爱心善款 10 万元支援一
线救援工作。理事胡剑峰，在募捐
公告发出的第一时间，个人捐款 1
万元支持抗疫工作，他说：“我啥也
干不了，只能力所能及地做一点事，
你们工作更辛苦。”78 岁的红十字
护理志愿者刘肇清，每天在线12小
时，为武汉市居民和援鄂医疗队提
供咨询和后勤保障服务。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 2 月 25 日，全省有 4503
余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志愿服务时长约 179444 小时。
7名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恢复期血
浆2160毫升。

红十字志愿者的积极贡献得到
了省委书记和省长的点赞。2 月 4
日，省委书记刘奇到省红十字会视
察，当面慰问志愿者，赞扬道：“广大
志愿者大力发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精神，主动请缨，奋战一线，为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阻击工作作出重
要贡献”。2月24日，省长易炼红当
面夸赞志愿者们“在这次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形
成了一道美丽、感人的风景线”。

全力募捐，打好“防疫战”

1 月 25 日，省红十字会启动人
道资源动员机制，线上线下同步推
进，国内海外一同发力，全省系统紧
紧抱团。充分使用省红十字基金会
5A 级基金会的优势，在腾讯公益、
支付宝、帮帮（灵析）、百度、水滴等
5 个网络捐赠平台上，开展网络募
捐，并与省委统战部、省外办、省工
商联、省侨联、海关、药监等部门携
手，打通了国内、海外物资捐赠绿色
通道。

渠道通畅，爱心潮涌。发布社
会募捐公告的第 10 天（2 月 3 日），
全省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款物达
3.07亿元，超过 2019年全年募捐总
额。第 23天（2月16日），达 5.81亿
元，较 2019年翻一倍。截至 2月 24
日，全省红十字会累计接收海内外
捐赠款物6.55亿元，其中善款5.5亿
元，捐物价值1.05亿元。

省红十字会（含省红基会）接收
捐款 1.71亿元，线上募捐金额 5556
多万元，参与捐赠达141万人次，居
全国第一。使用资金 1.06亿元，执
行率达 62%。同时，接收国内外捐
赠物资 123批次，总价值 2653.58万
元，海外物资涉及 27 个国家和地
区。已发放了 111 批捐赠物资，价
值 2336.49 万元，发放率达 90%，有
力地支援了抗疫一线。

全程监督，增强“透明度”

“全省红十字会要不辜负海内
外爱心人士的无私帮助，用好每一
笔捐款，用好每一份物资，把爱心传
递到最需要的地方，把温暖送给最
需要的人，使更多的人认同红十字
会、支持红十字会。”这是易炼红省
长在省红十字会调研慰问时的要
求。为确保社会捐赠接收使用依法
依规，省红十字会创新监督管理模
式，专门设立指导监督组，指导全省
市、县级红十字会社会捐赠工作，着
力聚集三个点，瞄准四个关键，做好
五个紧盯，开展捐赠款物全程监督。

聚焦捐赠运行的关节点。从规
范制度建设入手，先后拟发了四个
专项文件，规范和监督全省红十字
会社会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聚
焦内部管理的薄弱点，专门组建了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微信
群和监事微信群，推进扁平化管理，
及时传导重要指导性信息。聚焦问
题易发的风险点。对开展募捐、款
物使用进度、信息公开等进行重点
指导监督。瞄准关键人，压实主要
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领
导的主要领导职责，监事会的监督
职责，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和监督。
瞄准关键处，高度关注各级红十字
会的公示信息，从公示中发现问题
并及时予以指导纠正。瞄准关键
事，对捐赠款物的执行加强指导。
瞄准关键时，在募捐伊始就建章立
制，规范捐赠流程。

指导监督组成立以来，在盯全、
盯紧、盯牢、盯细、盯准上下功夫。
随时为基层红十字会做好指导监督
服务工作，既答疑释惑，又主动发现
问题进行反馈，从细节入手规范各
级红十字会的募捐款物接受和使用
管理工作，受到了基层红十字会认
可。

本报讯（浙红）2月21日，全国
红十字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
视频会议后，浙江省红十字会立即
召开党组会进行传达学习。省红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陶竞要求，各
地要认真学习陈竺会长和梁惠玲书
记的讲话精神，结合全省工作实际，
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2 月 24 日，又专门组织学习贯
彻中央和省委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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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谆谆教导。省红十字会专门印发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要积极参与“一人一帮扶”工作；要
主动助力企业单位复工复产；要为
提高新冠肺炎治愈率多做工作；要
认真做好捐赠款物接收使用的审计
准备工作；要尽快恢复核心业务工
作正常开展。

贵州红会迅速传达学习全国红十字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视频会议精神

江苏召开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本报讯（苏红）2月25日，江苏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齐敦品主持召开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传达贯彻全国红十字系统疫情
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和陈竺会长讲话
精神，对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再接再

厉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统筹推进红
十字事业发展各项任务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坚持疫情防控和红十字事
业改革发展两手抓、两促进、两不
误，努力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和高
质量发展攻坚战的双胜利。

江苏省红十字会领导班子成
员、驻会纪检监察组、监事会、处以
上干部在省红十字会机关参加会
议，各设区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通过网络在各地参加会议。

天津召开全市红十字会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视频会议

青海红会开通疫情防控心理援助热线

陕西红会协助海外救助物资入境

福建省实现首例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

浙江省红会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
及总会有关会议精神抓紧抓实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