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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人道力量 践行使命担当
——辽宁省沈阳市红十字会2020年工作综述

2020年，辽宁省沈阳市红十字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带领下，在辽宁省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统筹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赠工作和“三救三献”核心业务等工作，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为沈阳市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市红十字会全体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人道主义工作新篇章，荣获“中国红十字会报刊宣传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沈阳市文明单位”等荣誉称
号，会机关党支部获评市直机关工委“服务群众典型”。 （本版图文由沈阳市红十字会提供）

加强党的领导，以党建带红建
落实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总要

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党
的领导落到实处，把稳全会政治方
向。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推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走深走实，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三会一课”“四史”教育
和“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
论”等方式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市红十字会机
关党支部被市直工委选树为第一批
功能性服务组织。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意
识形态责任制，牢固树立守土有责
意识。每季度召开一次意识形态工
作总结及形势研判分析会，在重大

工作部署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控
制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确保意识形
态领域绝对安全。

做好会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工作。履行党组书记抓基层
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扎实开
展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进营
商环境建设，开展“强党建、亮承诺、
比服务、优环境”实践活动，将机关
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形成共
同发展，共同促进的良好局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强化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开展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
展史教育，会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参观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
址陈列馆、抗美援烈士陵园等，加强
政治教育。

会机关党支部与铁西区圣工社
区开展“共联共享共建共促”活动，
组织党员多次前往社区，了解社区
实情、解决实际困难。发挥红十字

业务特长，强化社区宣传建设，着
力提升社区便民服务能力和质
量，让社区居民切切实实地感
受到共建带来的变化。活
动中，为社区送去了宣传
展架、宣传品和社区居
民急需的折叠轮椅，为
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帮
助。为社区居民举办了应
急救护知识培训，受到了群
众的欢迎。

2020年9月11日，邀请赴武
汉抗疫先进人物——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护理组
长、护师黄蕊，为党员干部上党课，
分享援助湖北抗疫期间感人的故
事，带给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进一
步净化思想、陶冶灵魂、提升境界。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
组，认真贯彻落实“一岗双责”制，研
判党风廉政建设风险点。开展“以
案释德、以案释纪、以案释法”警示
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架起大爱桥梁，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市红十

字会积极开展募捐工作，一是面向
全市发布《沈阳市红十字会接收社
会捐赠公告》，开展募捐工作。二是
针对疫情防控工作新情况，及时优
化工作机制，规范捐赠流程，完善捐
赠制度。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先后
修订出台《沈阳市红十字会捐赠款
物工作管理办法》《疫情防控期间企
业（个人）物资捐赠流程》《沈阳市红
十字会疫情防控期间物资出入库流
程》等多项工作制度和流程，并下发
至各区、县（市）红十字会，为全系统
开展捐赠工作提供制度支撑。三是
在市级红十字会不具备境外募捐
资格的情况下，为了做好募捐工作，
积极协调省民政厅等部门，办理接
收境外捐赠物资资格，创新制定了

《沈阳市红十字会关于接收境外捐
赠物资流程》，有力地保障了防疫物
资顺利入境。四是为保证依法有序
开展工作，防控风险，建立了律师审
查咨询工作机制，委托沈阳观策律
师事务所协助起草、审查相关文件
和协议。五是及时公开募捐信息，
接受社会监督。截至目前，全市红
十字系统累计接收捐款 2418.08 万
元，沈阳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心
对 86 家单位捐赠的物资进行了认
证，认证金额达2713.44万元。接收
境外捐赠物资 24 笔，折合人民币
400万元。随着全球疫情形势快速
变化，国内疫情防控初见成效，但新
冠肺炎疫情在一些国家呈加剧态
势。受沈阳市人民政府委托，市红
十字会开展了境外援助工作。先后

向日本川崎市和札幌市、韩国大田
市和仁川市等6个国家10个友好城
市，援助疫情防控物资 10 笔，援助
物资种类有口罩、防护服等，折合人
民币95.45万元。

在工作中，严格落实工作制度
和工作程序。在企业（个人）咨询捐
赠事项时耐心解答，详细讲解，及时
主动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沟通协
调，提升受赠物资转交效率，
实现零库存，做到第一时
间，为一线医疗救治机构
和防控单位分发急需
物资，有效缓解了物
资紧张的局面，为
防疫物资的供给
提供了坚强的
保障。

关注弱势群体，发展核心业务
关注最易受损害群体，开展人

道主义救助工作。在元旦春节期
间，走访困难群众、日孤及养父母
等群体，发放了慰问品，送去党和
政府的关心、红十字会的关爱以及
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全市红十字
系统共走访困难群众1603户，受益
人数 2903 人，送去救助金、慰问品
折合人民币 28.69万元。积极配合
总会开展的“小天使基金”和“天使
阳光”大病救助工作，共有5名贫困
白血病患儿得到小天使基金”的救
助，累计救助金19万元。向社会爱
心企业募集10万元救助资金，对中
国医科大学和农业大学的200名贫
困学生进行了救助。设立“舒惠镕

丞”救助项目。在法库
县、康平县开展大病

救助和扶困助学，
为法库县红十字

会捐赠 2 万元，
用 于 对 庞 贝

病 患 儿 王
维 佳 同

学治疗
使用；

为 康 平
县 红 十 字

会 捐 赠 6 万
元，分别用于

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和贫困儿童。

加强应急救援、
应急救护，提高灾害救

助能力。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期间，
全市红十字系统开展了以“提升基
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
人民防线”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共
开展各类宣传活动20场，设立宣传
展板 190块，发放宣传品（单）26000
份，受益群众 29000 人。全年共举
办了 110 期公益普及培训班，普及
人数6423人。开办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急救员培训班51期，1945人经
考核合格取得了《红十字救护员证
书》。2020 年 7 月，沈阳市 5A 级景
区世博园红十字救护站正式投入
使用。

开展捐献遗体、干细胞等工
作，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在清明节
期间，市红十字会推出了“生命回
响·云上缅怀”网上祭祀活动。共
有1200余人通过网上献花、留言等
方式参与网上祭祀活动。全年办
理遗体捐献志愿登记 693 人，眼组
织捐献志愿报名73人，实现遗体捐
献51例，实现眼组织捐献1例。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与沈阳市
红十字会医院、沈阳中心血站签订
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合作协议，
健康适龄的沈阳市民可以到沈阳
市红十字会医院和沈阳市献血屋
留取造血干细胞血样，加入中华骨
髓库。积极开展造血干细胞采样
入库、初筛、再动员、高配、体检及
捐献工作。全年造血干细胞采样
164人份，成功捐献 7人，累计捐献
49 人。累计捐献人数在辽宁省排
名第一。

在“世界献血者日”期间，组织
志愿者在劳动公园、于洪广场等地
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共有 100
余名志愿者参加，发送各类宣传单
500份，招募志愿者12人，无偿献血
17人，受益群众2000余人。全年多

次组织宣传活动，共有4928人参与
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567010毫升。

积极组织开展红十字青少年
工作。一是组织红十字志愿者、青
少年等5万人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组织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
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活动，
获得单位组织一等奖。二是为做
好艾滋病预防与宣传工作，承接了
省红十字会艾滋病关怀项目，在维
景北约客大酒店举办了4期艾滋病
预防与宣传同伴教育培训班，共有
红十字青年骨干200余人参加。三
是在线上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开展
艾滋病知识培训工作，全年累计培
训9次，受益人数2000余人次。

继续做好参与养老服务试点
工作。开展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服务为依托、医养相结合的社
会化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目前已
在 7 个区、县设立了红十字养老试
点。推动社区积极参与养老事业，
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
求，为养老服务业提供人道救助，
提高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为各试点单位发放了
养老设备，并开展红十字养老培
训，共有516人参加培训 。

发挥志愿服务工作在不同领
域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广大志愿者冲
锋在前，在“特殊”时期用实际行动
影响、触动着身边的人，为全市抗
击疫情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在所辖志愿服务组织
中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志愿者带头
加强防护，自觉按照科学指引做好
个人和身边亲友的防护工作，“戴
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会”。
组织骨干临时成立防控服务队，依
法依规，有序参与市红十字会组织
开展的捐赠物资运输和后勤保障
等工作之余，协助当地党委、政府
有关部门和社区落实联防联控措
施，积极宣传科学防控疫情知识、
开展健康监测和入户排查，做好困
难家庭和人员帮扶，开展人道救助
和心理辅导工作，取得了积极成
效。特别是在农村疫情防控的关
键战役中，组织协调辽宁省航空运
输协会志愿者出动无人机 1500 余
架次，对全市 13 个区、县（市），146
个乡镇，1352个村（社区）的农村疫
情防控情况开展高空巡查。组织
317个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区联防
联控，参与志愿者人数 4892 人，志
愿服务时长 351037小时，发放科学
防控疫情知识宣传材料 718566份，
对群众进行健康监测、入户排查
1417798 人，帮扶困难人员 779 人，
进行心理辅导 2121 人，开展社区
环境消毒杀菌面积 3138315.38 平
米。

2020年 12月 5日，沈阳市红十
字会举办了“志愿服务 战疫瞬间”
——沈阳市志愿者主题故事演讲
活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来自全市红十字系
统和慈善志愿服务组织的8名选手
逐一登台演讲，畅谈参与志愿服务
的感悟，重温疫情中的人间温情，
分享助力疫情防控的感人瞬间，感
悟平凡中的伟大！演讲结束后，与
会领导及嘉宾共同为演讲选手们
颁奖。

围绕全市重点，发挥群团作用
做好机构改革工作。为了进一

步贯彻落实总会、省红十字会机构
改革方案，积极调研15个副省级市
和区、县（市）红十字会情况，经与深
改办、组织部、编办等 11 个部门沟
通，制定了《沈阳市红十字会机构改
革方案》，并已通过市委深改委审
议，即将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文件印发。

迎接市人大常委会视察。2020
年 6 月，视察组先后实地察看了皇
姑区太平社区红十字智慧养老服务
站、市红十字会市民服务大厅、沈阳
蓝天救援队，详细了解了市红十字
会开展“三救”“三献”工作基本情况
及存在问题，并听取了市政府关于
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
会法》情况汇报，全面了解全市红十
字事业发展情况。视察组充分肯定
了全市贯彻实施会法取得的成绩，
并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

加强营商环境建设。2020 年
11月27日，沈阳市红十字会召开优

化营商环境企业座谈会，邀请东北
制药集团等 20 余家爱心捐赠单位
代表，结合红十字公益事业，共同探
讨促进沈阳市营商环境建设。向各
位企业代表介绍了疫情期间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出台的相关制度，汇报
了爱心捐赠数据以及接收社会捐赠
款物的收支情况，企业代表在座谈
中，对沈阳市红十字会干部职工在
疫情期间，加班加点接受社会捐赠，
为企业提供周到服务给予赞扬。

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2020
年11月20日，举办沈阳市红十字系
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暨能力建设培训班。市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张春青传达
领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培训班邀请辽宁省红十字会
筹资财务部部长金珊，市纪委监委
党风室张雪，沈阳广播电视台主持
人、沈阳市礼仪文化推广大使宫
正，市应急救护学会师资张海宇等
分别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
法》的修订、廉洁从政意识的强化、

礼仪文化的养成、应急救护
知识的普及等方面，对全体参
训人员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培训
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与好评，收到了
预期的效果。

▲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
副会长张春青等人看望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王楠

▲市红十字会机关党支部到社
区开展共联共享共建共促活动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孟丽君、
赈济救护部部长邢万镝接收爱心企
业捐赠的机器人

▲市红十字会原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段阳，副会长孟丽君，秘书长付
靖翃接收社会爱心捐赠抗疫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