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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快、严、联”充分发挥作用
——山西省红十字会参与防控抗疫工作侧记

■ 晋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山西
省红十字会通过规范管理、强化监
督、严明纪律，充分调动省市县三级
红十字会在人道救援方面的独特优
势，有力有序支持疫情防控大局，让
红十字旗帜在“抗疫”一线高高飘
扬。

“快”，高效有力捐赠让受助者暖心

募捐快。疫情就是命令，山西
省各级红十字会 1月 25日（正月初
一）即结束假期开始“抗疫募捐”，第
一时间通过手机、报纸、网络、电视、
广播等传媒向社会广泛公布接受捐
赠方式、专用账号，开通二维码快速
捐款途径，为疫情防控一线募集急
需的资金和物资。各地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华人华
侨踊跃捐款捐物，截至 3 月 2 日 12
时，山西省红十字会系统募集款物
价值总计 70614.80 万元，其中集体
和个人捐款 56387.06 万元，国内外
捐赠的防护用品、消杀用品、医疗设
备、药品、生活用品等物资价值
14227.75万元。

转运快。通过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工作预案，做到募捐物资接受、
转运快而不乱，快而有序。安排质
检、药监、商务等部门联合成立募捐
物资核查办公室，对所募物资认真
核检，确保质量安全；统筹物流、航
空、邮政、储备等部门为募捐物资提

供运输、仓储支持；选派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共同驻守物资仓库，确保募
捐物资接收与发放的安全、准确、高
效。

拨付快。坚持“快进快出、物
走账清”，第一时间将捐赠款物送
到疫情防控工作一线。对于定向
捐赠款物，资金转拨不超过 48 小
时，物资现场发放不落地，比如日
本埼玉县捐赠的防疫物资到达后，
在机场检验后即第一时间发放给
铁路、航空、海关、公安、环卫、物
流、物业等领域。对于不定向捐赠
款物，及时请示省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以最快的拨付速度，让款物尽
快发挥作用。截至 3 月 2 日 12 时，
累 计 拨 付 使 用 款 物 价 值 总 计
63526.57 万元，包括资金 49856.75
万元、物资价值 13669.83 万元，总
拨付率 90%。其中发放到湖北抗
击疫情一线款物价值 8722.82 万
元。尚未拨付的，正按照山西省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和防疫
一线实际需求加快拨付。

“严”，规范透明管理让捐赠者放心

信息公开严。对每一笔捐赠款
物的接收、拨付、使用都按照山西省
委省政府要求“四公开”，即：通过红
十字会官方网站公开、通过微信公
众号公开、接受捐赠情况当日向山
西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报告、向捐
赠人员出具正规票据并颁发捐赠证
书。截至 3 月 2 日 12 时，山西省红

十字会系统已发布爱心榜 389 期、
款物发放公告 211 期，做到了募捐
的全部款物，笔笔有交代，件件能查
询，切实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监督
权。

过程监督严。安排纪委监委和
审计部门对红十字会募捐款物管理
使用全程跟进监督，对物资安全、资
金审批、款物使用效率等方面进行
重点监督，做到了事前有监督，事中
有程序，事后有审计，确保所募款物
的管理使用规范高效、公开透明。

指导把关严。严格落实山西省
省长林武同志对三级红十字会提出
的“三个把关”要求，各级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对红十字会募捐款物管理
使用严格把关、山西省红十字会对
市级红十字会严格把关、市级红十
字会对县级红十字会严格把关，及
时掌握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促
进整改，确保募捐款物接收使用程
序合规，手续齐全，票据完整，账实
相符。

“联”，广泛凝聚合力给社会以信心

联合红十字志愿者。疫情发生
以来，山西省各级红十字会参与抗
疫募捐救助工作的志愿者达 2496
人，志愿服务总时长 11.33 万余小
时。广大志愿者不计报酬，不辞辛
苦，不分昼夜，承担了捐赠人员引导
登记、捐赠款物接收、物资搬运等工
作，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生动
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
联合社区工作者。发挥红十字

会的社会组织功能和联系群众优
势，按照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同志
提出的“五严五防”（严把入口关防
输入；严把医治关防感染；严把扩散
关防蔓延；严把集聚关防失控；严把
宣传关防恐慌）工作要求，协助社区
开展了健康监测、入户排查、困难家
庭帮扶、心理辅导等工作，广泛运用
红十字服务站、救护站、生命健康安
全体验馆等阵地，采用社区黑板报、
标语、公示栏、LED电子屏、农村广
播站等宣传形式，有针对性地宣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法规政策，
引导社区居民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
防护能力，积极营造联防联控、群防
群控的浓厚氛围。

联合新闻媒体。各级红十字
会联合电视台、电台、报刊和新媒
体，发出抗击疫情倡议书，广泛宣
传防控工作的扎实成效，对抗击疫
情的典型事迹和红十字会募捐工
作进行专题报道，比如与晋商银行
共同设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博爱
救助基金”，专项用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一线医护人员及工作
人员因公牺牲（殉职）抚恤金或感
染治疗慰问救助金，与扶贫办共同
采购贫困地区扶贫企业农产品慰
问援鄂医疗队等，在全社会倡导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切实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
强大正能量。

守护前线
关爱家人

3月6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
县红十字会组织人员走访慰问该
县援鄂一线医护人员家属，送上
慰问金和铁皮石斛、破壁袍子粉
等慰问品。

（浙红）

用好每一笔捐款 使用好每一件物资
——宁夏红十字会依法依规接受使用捐赠款物

■ 宁红

3 月 10 日上午，宁夏回族自治
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第
十二场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行。宁
夏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田永华应邀就
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作介绍。

疫情发生以来，宁夏红十字系
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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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尊重捐赠人意
愿的基础上，坚持“集体决策、快进
快出、物走账清、零库存”原则，用好
每一笔捐款，使用好每一件物资。
先后制定《捐赠款物使用管理办法》

《捐赠款物使用管理监督办法》《捐
赠款物调配发放公开工作制度》等
14项制度办法，建立健全向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和各级指挥部疫情防控
日报工作制度、非定向捐赠款物请
示、定向捐赠款物报备机制，并坚持
集体研究决策和每日公开接受捐赠
情况。

截至 3 月 9 日 12 时，宁夏红十
字系统累计执行捐赠款物 1.28 亿
元，执行率 84%。待执行捐款构成
中，主要是慰问宁夏援鄂抗疫医疗
队的1132.45万元捐款，将在援鄂医
疗队返回后用于发放补助和奖励。

其间，自治区一些企业、协会，
不计代价、不顾己困，积极支持疫情
防控。其中，宝丰能源集团联合燕

宝基金会作为最大的捐赠方，在先
期捐款 2000万元后，又通过各种渠
道多方努力从国内外采购3批急需
医疗物资 12 万余件（只）、价值
469.5万元；宁夏塞尚乳业捐赠2000
万的牛奶蛋白粉，宁夏企业家协会
等 7 个行业协会动员 171 家捐款
1086万元；宁夏建龙龙祥钢铁有限
公司、伊品生物科技、吴忠仪表、金
昱元化工集团、宁夏金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三元中泰冶金有限
公司等民营企业也尽己所能，充分
展现了企业的责任担当。

用好捐赠款物 高效准确调配

关于捐赠款物的使用，自治区
党委、政府和指挥部的要求是一贯
的、明确的，要求红十字会及时、公
开、透明使用好每一分钱和每一件
物资。宁夏红十字会一直坚持严格
程序，能快则快。尤其是疫情防控
急需的医用类物资，遵循“快进快
出、物走账清、零库存”的原则，按照
捐赠方意愿和指挥部指令，能直接
送达使用单位的，采取先送后办手
续的办法；不能直接送达的，采取同
步接受、同步办理手续、同步组织运
送的办法，让医疗单位和一线人员
第一时间用到疫情防控。

对于防控一线急需的消杀用
品，在指挥部协调生产伊始，就及时
与生产企业对接，生产一批、发放一
批，让一线防控人员以最快时间用
上消杀用品。

遇到捐赠物资转送需要协调
时，比如金河乳业和宁夏塞尚乳业
捐赠给援鄂医疗队的牛奶和蛋白粉
等物资，主动与自治区卫健委和湖
北省红十字会多次协调接收单位和
运送方式，确保一线医护人员尽快
用上捐赠物资。

主动协助海外捐赠方办理国内
通关手续，并代表海外捐赠方将捐
赠物资送到医疗单位和防控一线。
截至 3 月 9 日 12 时，所有接受捐赠
物资已经全部发放到医疗单位和一
线防控单位。

强化内外监督 确保公开透明

按照“五个主动”要求，把加强
监督贯穿于每个工作环节。主动强
化内控管理，做好自我监督；主动强
化制度监督，把以制度管人、以制度
管事落到实处；主动接受组织监督，
先后接受了自治区党委疫情防控督
导检查组、财政厅、审计厅、驻自治
区政府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的检查指
导；主动接受第三方监督；主动发布
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强
有力的监督实施，确保捐赠款物公
开透明。

内部监督坚持全过程全方面。
为了自己监督好自己，宁夏红十字
内部专设了核查监督工作组，按照
14 项制度办法，把捐赠款物的接
受、管理、使用，从决策到执行都做
到了有核查有监督，先后现场监督
28次、电话回访366次。另外，区红

十字会还招标第三方审计公司，对
全区红十字系统接受使用捐赠款物
情况进行内部审计，确保捐赠款物
使用工作合法合规，不出事、不出
错。

组织监督坚持多部门即时性。
首先是坚持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及
时报告红十字会疫情防控及募捐工
作情况；其次是落实每日报告制度，
主动向自治区指挥部、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驻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纪检
监察组每日报告接受捐赠款物及使
用的有关情况；第三是定期向自治
区审计厅、财政厅、民政厅报告开展
募捐工作情况。

社会监督坚持多渠道多方式。
第一，主动“晒账单”，开展“阳光募
捐”。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官方渠道公开募捐信息，公开每日
工作和募捐概况，公开每天接受捐
赠款物清单，分批次公开支出款物
清单。目前，已发布接受捐赠公示
42期，使用公示5期，公众可以登录
自治区红十字会门户网站查询。第
二，主动反馈情况。对于能到现场
的，专门邀请捐赠人进行现场监督；
不能到现场的，在给捐赠人发布的
感谢信中写清楚接受监督和查询的
渠道，方便捐赠人随时监督。第三，
邀请第三方监督。主要是采取安排
志愿者一起发放物资、给自治区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送信息等办
法，主动接受监督。

履行职责 靠前监督 保障高效
——青海红会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工作侧记

■ 青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青海
省红十字会监事会在会党组的领导
下，全面履行监事会工作职责，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监督工作责任，深入
开展疫情防控监督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工作职责

疫情发生后，省监事会第一时
间启动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监事长
被列为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员，
及时就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出监督
建议。监事会内部就开展监督工作
做出监督部署，要求每一位工作人
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
认识，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工作职
责，把监督工作贯穿于疫情防控工
作始终。会同驻会纪检组，机关纪
委成立监督检查小组，明确监督工
作重点，细化工作措施。对人道救
助组、宣传组、物资筹集组的工作全
程监督、靠前监督，参与捐赠物资分
配等专题会议30次，确保疫情防控
社会捐赠工作高效规范。

强化监督职能 落实监督责任

规范防控物资的管理和使用，
第一时间制定《青海省红十字会监
事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捐赠款物使用管理的
通知》等文件4份，对捐赠款物的接
收管理使用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把规范各级红十字会捐赠款物公示
工作作为监督工作重点，建立以各
级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
人的捐赠款物信息公开工作机制，
督促各级红十字会落实捐赠款物公
示责任，及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

监督检查小组前往西宁市红十字会
和部分医疗机构进行督导检查，详
细了解捐赠款物发放使用情况，确
保捐赠物资在疫情防疫工作中发挥
最大效能。结合监督检查，向会党
组提出进一步完善红十字会捐赠信
息公示平台建设的合理化建议，推
动阳光红会、数字红会建设。

强化信息公开 提升红会公信力

针对在此次疫情期间，省红会
接收的社会捐赠款物数量大、品种
多的实际，为了让社会满意，捐赠者
放心，让每一笔捐赠款物的接收、使
用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监督，监
事会及时下发了《青海省红十字会
监事会关于认真做好新型肺炎社会
捐赠款物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对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利用省
红会捐赠信息公示平台及时对捐赠
款物的公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并进行了全面跟踪检查和督查，使
青海省的捐赠公示工作更加规范，
确保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在阳光
下运行。

对省本级接收的捐赠款物的管
理使用适时进行检查，2 次赴备灾
救灾中心检查疫情防控捐赠物资接
收和使用情况，对发现的不足及时
更正。通过检查，物资仓储整齐划
一、分类科学，捐赠物资账目收支记
录及时规范。捐赠物资接收、发放
出入库手续完备，物资调拨程序严
谨科学，物资发放公示及时高效，捐
款实现 24 小时内公示。对定向捐
赠的物资分配工作建言献策，提出
合理化建议，为提升社会捐赠款物
使用执行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展现新时代南丁格尔精神
—— 贵州医科大学南丁格尔护理志愿队抗疫记事

■ 贵红

疫情发生以来，以贵州医科大
学护理学院和附属医院护理师生为
成员的“贵州红十字志愿护理服务
队”和“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
总队贵州医科大学分队”队员在抗
疫前线勇敢逆行，展现了新时代“南
丁格尔”精神，以行动诠释了红十字
志愿服务精神。

驰援一线 共同战“疫”

1 月 21 日凌晨，贵州省第一例
新冠肺炎患者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确诊。该院护理部主任、中国
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贵州医
科大学分队副队长李亚玲立即动员
全院护理人员，全身心投入抗疫工
作。李亚玲将家搬进了医院，隔离
病房、发热门诊、ICU……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她。2月11日，李亚玲
作为领队与 92 名队员一起前往湖
北，支援鄂州。到达鄂州后，李亚玲
把前期积累的抗疫经验运用到管理
和后勤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前线工
作的高效安全运行，为新冠肺炎病
患的收治当好“大管家”。

志愿队员、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乳腺外科主管护师马小霞是贵
州援鄂医疗队雷山医院二病区的护
士长。医院下发赴鄂支援通知，家
中年幼的儿子和女儿、70岁的母亲
都是她的不舍，但她放下一切，主动
请缨。2月 25日下午，马小霞收到
了一封16名患者签名的感谢信，上
面写着：“致敬每一位奋战在鄂州抗
疫一线的贵州白衣天使们！特别感
谢马小霞护士长带给我们的关心和
鼓励，是你让我们打开心结，重拾信
心，走出肺炎疫情的阴影。事无大
小，每一次的亲切问候、用药指导，
敲门声、关门声，都使我们倍感亲
切。”

收到信的那一刻，马小霞眼眶
湿润了，“那一刻真切感受到患者对
我们的认可，觉得之前的辛苦和付
出都是值得的。心理的安慰和物资
的保障同样重要，我作为护士不能
忘记这点。”

在武汉方舱医院、在鄂州雷山
医院、鄂州中心医院、鄂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等新冠肺炎战“疫”一线，110
名贵州医科大学南丁格尔护理志愿
队员以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对生命的
敬畏，克服重重困难，不顾个人安
危，为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发挥专长 主动请战

在贵州抗疫前线，贵州医科大
学护理志愿队队员们也尽己所能，
为抗疫无私奉献。2月 12日，南丁
格尔志愿队队员代表在请战书上签

下了自己的名字，郑重请战：志愿加
入疫情防控的第一线，随时待命、听
从调遣、服从大局、恪尽职守。有的
志愿者因为管控等原因不能及时赶
到现场，也用微信短信的形式发出
了请战宣言。

作为“贵州红十字志愿护理服
务队”和“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
务总队贵州医科大学分队”队长，2
月 5 日，王秀红在贵州医科大学党
委向贵州省委递交的请战到疫情防
控救治一线工作的请战书上郑重写
上了自己的名字。2月8日，是元宵
节，这天下午王秀红作为医疗救治
组成员与贵州医科大学其他专家一
同入驻贵州省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
院省职工医院，负责协助开展护理
相关工作。她说：“作为一名有着近
20 年党龄的老党员和近 30 年工龄
的护理工作者，也作为一名一直坚
守在感染科抗‘疫’一线的医生家
属，大疫当前，责无旁贷。”在王秀红
的组织倡导下，贵州医科大学护理
志愿队的教师和学生志愿者纷纷加
入到抗疫一线工作中。

为助力一线医院筹措必备医疗
物资，贵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1024
名志愿队员和师生累计捐款3万余
元，全部用于帮助贵安新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购买抗疫
物资。

为发挥志愿队师生的专业特
长，护理学院充分发挥“贵医护院”
微信公众号及时便捷、传播迅速的
特点和庞大的关注群体优势，以图
文、视频、图解等多种形式为推送手
段，向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开展防
疫防控政策知识宣传，推送内容涵
盖工作动态、防疫科普等诸多方面，
力求提高师生家长和社会的防控能
力，共同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役”。

1 月 31 日至今，该公众号已发
布防控科普知识 9 篇、贵医护理校
友抗疫事迹10篇、南丁格尔护理志
愿抗疫故事系列报道4篇。这些防
控知识和先进人物事迹的及时宣
传，为抗击疫情、维护社会秩序稳
定、宣传南丁格尔精神和正能量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疫情影响下，正在实习的护
理学 2016级同学暂停实习，全部原
地待命，随时准备前往抗疫一线。
甲班何欢同学激动地说：“我渴望参
与到抗疫一线工作中去，只因我现
在处于毕业实习阶段，还未取得相
关的证书，如果可以，我随时准备支
援疫情最严重的武汉。”

贵州医科大学南丁格尔护理志
愿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的责任和担
当，更诠释了华夏儿女的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