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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博）3月 4日上午，
陕西省卫生产业监督协会联合健康
产业、消毒行业的30家企业向陕西
省红十字会捐赠 60 余吨、价值 360
万元的消杀类防疫物资，定向用于
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等 80 多所学校
的疫情防控工作。

陕西省卫生产业监督协会副会
长杨明表示，协会会将爱心企业捐
赠的新型、安全、高效的消毒产品及
防控用品分批配送到80余所学校，
确保师生健康与正常教学活动，助
力陕西教育系统抗疫工作，保障祖
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陕西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
职副会长舒玉民表示，感谢陕西省
卫生产业监督协会等倡议单位和捐

赠企业对省红十字事业的关心和支
持。此次捐赠活动，展现了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的家国情怀和大爱之
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
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同
时，他还简要介绍了省红十字会疫
情防控中接收捐赠款物的收支情
况，并祝愿爱心企业不断发展，不断
创造辉煌。

此批捐赠物资主要有酒精喷
剂、免洗手凝胶、84消毒液、过氧乙
酸、消毒粉、季铵盐抗菌物表消毒液
等消杀物品，可用于学校环境消毒、
学生入学晨检手喷、门把手、课桌
椅、体育器材及学生容易接触到的
物体表面消毒。

陕西卫生产业监督协会
捐赠价值360万元消杀类防疫物资

汇聚战“疫”力量
——江苏省红十字会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 苏红

2020年的春天，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医疗保障和物资供应紧
张，防控工作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江苏省红十字会自疫情发生以来，
及时响应，高效运作，积极参与联防
联控，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紧急，行动迅速

1 月 22 日，省红十字会党组召
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传达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通知精神，部署防控工作
有关要求。

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抓紧建
立防控工作有关机制，明确责任分
工，切实把防控工作有关要求落到
实处。会议要求，要结合假期值班
安排，建立应急值班报告制度，抓紧
与各设区市红十字会建立信息报送
渠道，细化信息报送形式和时间要
求，确保责任落实到人。要通过网
站、官方微信等平台，宣传科学防护
知识和疫情防控措施，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要强化值班
制度，值、带班人员要坚守岗位，确
保通讯畅通。

省红十字会党组迅即成立以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齐敦品为组长
的领导小组，将全会的工作人员分
成了综合协调组、应急救援组、卫生
救护组、捐赠款物接收组、宣传报道
组等 5个工作组。自上而下建立工
作体系，将总会要求及时落实到基
层，对加强防控宣传、完善工作预
案、做好自我防护等进行部署，切实
做到全省红会系统防控指挥一张
网，值守应急一张图，防控工作一盘
棋，确保一个声音传到底。

爱心，聚沙成塔

疫情发生后，一场“众志成城，
同舟共济”的捐赠热潮在江苏大地
迅速掀起。募捐现场，涌现了许多
感人的故事。

莱克·尼盛集团、江苏奥赛康药
业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国）热
水器公司、江苏果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万宝利（苏州）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等爱心企业通过红十字会率先
捐款，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

发肺炎疫情工作伸出援助之手。
江苏警官学院离退休教职工党

总支和六个支部组织老党员们开展
“战疫情、献爱心”捐款活动，得到大
家的积极响应，两次共计捐出人民
币 48010元。捐款名单里有离休老
干部、退休老领导、老教授、老职工
等，涓涓细流汇成了爱的江海。

扬州江都区首位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王高明，得知受疫情影响扬
州血库告急后，便立刻赶到了江都
采血点，献出 400 毫升鲜血。当天
下午，又到红十字会捐款 1000 元
现金。宝应三位捐献者也第一时
间到红十字会捐款 6000 元，94 岁
的“中国好人”、“ 泗洪最美乡贤”
许乃荣，每月不到 3000 元的退休
工资，但决定捐出 10000 元支持抗
疫前线。

12 名来自循化县撒拉族群众
在爱心代表韩素力毛的带领下，到
无锡市梁溪区红十字会捐款 7000
元，谱写了各族同胞团结抗疫的感
人篇章。

截至 3月 10日，省红十字系统
累计接收捐赠款物 72917.71 万元，
其中资金 52943.05 万元，物资价值
19974.66 万 元 ；累 计 支 出 款 物
65393.79 万元，其中资金 45419.13
万元，物资价值19974.66万元。

奋战，深入基层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广大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响应号
召，放弃休息、团聚，主动投入一线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在疫情防控中，处处可见红十
字志愿者的身影：小区门口，测量体
温，同筑社区防线；公共场所，背起
喷桶、认真消杀，保障环境安全；面
对高龄老人、特扶家庭、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主动送上生活用品。同时，
省红十字会发起“江苏省援鄂医务
人员关爱行动”，积极筹集善款，对
援鄂医务人员进行关怀慰问，组织
志愿者成立后方支援团帮助其解决
生活困难。

“作为菱塘回族乡一名基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当前严峻的防
控战役中，能冲在最前线，我感到光
荣和自豪。”红十字志愿者嵇福秀
说。嵇福秀是高邮市菱塘回族乡红
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是一名新转

正的中共党员。大年初二，嵇福秀
被抽调到乡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每天都奔波在返乡人员间，最多
时一天要见几十人，晚上还要汇总
一天的信息，经常到很晚才能回到
家。

泰州市第 39 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泰兴小伙吴成东，积极参加所
属乡镇的疫情防控工作，参加泰兴
市红十字会组织的“天冷心暖”慰问
交通卡口活动。每天轮岗值守在交
通卡口执勤点，拦截询问、测体温登
记、解释告知……每天总能看到他
忙碌的身影。

接力，热血真情

恢复期血浆是治疗新冠肺炎重
症、危重症患者的有效手段之一。
这些血浆来自于康复者的捐献。

徐州市的王女士，1 月 27 日感
染新冠肺炎入院，2月9日治愈出院
后就联系医院捐献血液。2月14日
下午，王女士捐献的 400 毫升血液
经过处理，顺利注入到了危重病人
的身体内。

2 月 12 日晚，盐城一位康复者
为同样血型的重症岳父捐献新鲜血
浆400毫升，经检测合格后，13日输
注，15日其岳父核酸检测阴性。

截至 3月 10日，全省 13个设区
市均开展了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捐献
工作，完成捐献 69 例，4000 多毫升
血浆已送往湖北救治重症患者。

感动，血脉相连

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医疗防控
物资紧缺，海外华人、境外企业等纷
纷采购防疫物资，为疫情防控出力。

1 月 31 日，江苏省红十字会派
人专程到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协调理
顺进口捐赠物资入关事宜。经过协
商，于 2月 1日起，南京禄口机场海
关与省红十字会启动疫情防控物资
通关现场联合办公，省红十字会派
员进驻南京禄口机场海关，与南京
海关、药监等携手开通境外捐赠物
资免税绿色通道，打通个人和企业
捐赠手续办理“最后一公里”。

2 月 15 日，加拿大白求恩医学
基金会在加拿大采购的价值 81 万
元的 76000只医用防护口罩抵达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通过江苏省红十
字会捐赠给省人民医院、省中医院、

鼓楼医院等8家单位。
2 月 12 日上午，江苏省驻德经

贸代表处沈渡洋等 56 人用众筹方
式购买了 189 件防护服定向捐赠
给江苏省中医院。澳大利亚徐州
总商会在会长沈红卫的组织下，呼
吁在澳徐州籍乡亲捐款捐物，商会
会员跑遍墨尔本医用品超市、商
店，挨家挨户询问购买，有的不辞
辛苦驱车数百里到远郊购置，有的
还将自己的住所腾出来专门供存
放物资。

特殊时期，国际航班多条航线
停飞取消，空运费用暴涨，物资从采
购、运输、报关、清关付出了平时无
法想像的艰辛。但海外同胞友人不
计成本，不放过一线机会为中国抗
疫出力。

截至 3月 10日，江苏省红十字
会累计办理境外捐赠物资通关手续
183 个批次，其中包含医用和民用
口罩479.72万只、医用防护服44.60
万套、医用手套38.04万双等各类防
护用品，共计折合人民币4870.82万
元，已全部定向捐赠有关医疗卫生
单位和一线防控部门。

主动，公开透明

抗击疫情是对红十字会能力的
一次大考。疫情发生后，省红十字
会接收社会捐赠工作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

省红十字会严格落实“三重一
大”制度，集体研究捐赠物资接受、
分配工作，所有捐赠款物严格按捐
赠人意愿和指挥部指令，直接发往
受疫地区和单位，确保物资零库存。
捐赠款物每日汇总、专人审核、准确
公示，大宗捐赠接受一笔公示一笔，
捐赠物资转拨一批公开一批，切实
做到全程公开透明，最大限度服务
重点地区防控物资需求，最大限度
保障捐赠人意愿和社会公众的知情
权、监督权。

2月4日，江苏省红十字会主动
函请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
省审计厅和省红十字会监事会提前
介入，通过派员进驻、列席会议、现
场监督等多种形式，对省红十字会
捐赠款物使用、服务意识、工作效率
等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监督，主动回
应社会关切。

黑夜中的消杀

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疫
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百色市红
十字搜救救援队担负起了防控点
的搭建任务，同时每晚定时对城
区的公共场所、大街小巷、单位社
区等地方进行消杀。

大面积的消杀需要以车代
步，队员站在皮卡车上，举着内燃
机向天空喷洒，轰轰的声音在夜
晚显得格外的响亮。

（百红）

让每一笔捐赠在阳光下运行
——江西省红十字会接受捐赠工作纪实

■ 夏晓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江西省
红十字会积极履行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成员单位职责，依法开展社会募
捐工作。病毒无情，赣鄱有爱，社会
各界的爱心涌向红十字会，截至 3
月 8 日，全省红十字会累计接收社
会捐赠款物 7.53亿元。其中，省红
十字会（含省红十字基金会）累计接
收款物 2.1亿元，累计参与捐赠 150
万余人次，汇聚了万众一心，共克时
艰的磅礴力量。省委书记刘奇视察
省红十字会时谆谆叮嘱：“珍视每一
笔捐赠，坚持在阳光下运行。”这既
是党和政府的要求，也是 150 余万
捐赠者的期盼。

收支透明，每笔捐赠都可追溯

网友“天使来这转一转”在江西
省红十字会微博留言：“看到了，我
捐的钱用到一线，开心！”这条微博
记录了2月14日用网友捐款购买的
20 辆负压救护车已交付省内一线
医疗机构和随州的情况。照片上，
领用人员正在试驾救护车，车上张
贴着“网友捐赠”的字样。这是省红
十字基金会截至目前最大的一笔网
络筹款支出，共计1333.8万元，用于
采购35辆负压救护车，其中已分两
批交付了 25辆，还有 9辆在生产线
上。这笔支出不仅在微博、网站发
出了新闻稿，在网友捐赠的网络平
台的“项目进展”中，还可以查到包
括拨付分配、接收回执和转账单等
更详细的内容。

为方便社会各界多种渠道捐献
爱心，江西省红十字会（含基金会）
向社会公布了 2 个捐赠账户，开通
了网站捐赠链接，并在腾讯公益、水
滴筹、支付宝公益、帮帮公益（灵
析）、百度公益等5个网络平台发起
募捐项目。募集的社会捐赠中，定
向捐赠在签订捐赠协议后，按照指
定去向即收即转，非定向捐赠由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统一
调度分配。

适时设立人道救助基金，对江
西省疫情防治一线的医疗人员及其
家属开展人道关怀，鼓励新冠肺炎
康复者捐献恢复期血浆，目前已向
13 名捐献血浆的康复者发放了慰
勉金。

截至3月8日，江西省红十字会
（含省红十字基金会）共接收捐赠款
17163.8 万元，物资价值 3819.34 万
元；使用捐赠款14222.52万元，拨付
物资价值3529.42万元，使用率分别
为82.86%和92.41%。

为回应社会关切，江西省红十
字会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头条
号等开辟了公示栏，公布了25期省
红十字会、省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
款、物资明细，24期使用捐款、物资
明细。同时，发布4期“江小红致敬
捐赠人”——物资捐赠情况反馈信
息，向物资捐赠人汇报其捐赠的每
笔物资的具体流向和用途。借助腾
讯公益、水滴筹、支付宝公益、帮帮
公益（灵析）、百度公益等 5 个网络
平台，及时发布信息，让每个网友都
能实时查看捐款总数额、参与人数、
自己捐款的详情，并跟踪项目进展
情况。每一笔捐赠款物都记录在
案，做到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踪、
数量可追溯、过程可复原、责任可追
究

提速提效，捐赠款物快速用到一线

疫情似火。为加快社会捐赠款
物的流通速度，尽快用到抗疫一线
最需要的地方去，江西省红十字会
在服从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统一调度、保证程序规范的前
提下，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探索
出捐赠款“早沟通、快采购、勤跟进”
和捐赠物资“零库存、不中转”，监督
自查“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新路
子，确保捐赠款物接收、发放规范有
序，快进快出、钱（物）走账清，捐赠
信息及时准确公开。

江西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第二天，省红十
字会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制定分工
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对接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每日向
省防控应急指挥部报送接收非定
向捐款和当日待分配捐赠物资情
况台账，提前沟通款物使用去向。
根据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反馈的采购清单，与指定收储
平台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对接，
签订采购合同，支付款项，并借助
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完备的物
流体系，直接将采购的抗疫急需物
资运送到位。截至目前，已拨付
8733.08 万元采购了口罩、防护服、

负压车、试剂盒、测温仪等防疫
急需物资。

接收捐赠和采购的物资，则
根据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物资分配清单，即时对接疫
情防控定点医疗机构等接收单
位，物资“快进快出、物走账清”，
避免积压。省红十字会开通了
24 小时捐赠热线，并成立“海外
物资捐赠组”，与省委统战部、省
外办、省侨联、海关等部门密切配
合，开通海外物资捐赠绿色通道，
提前对接捐赠者，确保捐赠的都
是当前急需的紧缺物资。联合药
监、质监部门，建立物资质检快速
通道，确保物资质量标准。

制定快速转运流程，取得物
资质量证明后，联系接收单位持
单位证明前往捐赠方物资运抵地
签收领取，或引导捐赠方将物资
直接运抵接收单位，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现场见证。遇上大批量的
捐赠物资，借用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物资定点收储平
台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完备的
物流体系，商请捐赠企业将物资
直接运至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
接收，分发至各地受捐单位。非
定向捐赠物资使用率达 95% 以
上，做到了“通知快，协调快，对接
快，到位快”。

截至3月8日，省红十字会接
收国内外捐赠物资 190 批次，总
价值3819.34万元，其中海外物资
涉及37个国家和地区，共计发放
N95口罩 145970个、医用防护口
罩 313912 个、隔离服 4114 套、护
目镜 19414 个等医护急需物资，
有力地支援了抗疫一线。

全程监督，每笔捐赠都要用规范

公信力是红十字会的生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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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省长易炼红在
省红十字会调研慰问时要求。

为确保社会捐赠接收使用
依法依规，省红十字会同时开展
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社会监督，
三管齐下，全程监管。省红十字
会指挥部专门设立了指导监督
组，负责指导全省市、县级红十
字会社会捐赠工作，开展捐赠款
物全程监督。指导监督组聚焦
捐赠运行的关节点，从规范制度
建设入手，先后下发了四个专项
文件，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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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指
导监督募捐情况、款物使用进
度、信息公开。

在工作方法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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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捐赠流程进行管理。既
做好指导监督，又做好沟通服
务，为基层红十字会答疑释惑，
回复反馈，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3 月上旬邀请省纪委
省监委派驻机构到红十字会，开
展事前事中执纪监督，开展重点
督查。省红十字会会同省纪委省
监委派驻机构，下到3个设区市5
个县（区），专项督查募捐款物接
收和使用管理工作。疫情结束
后，还将及时聘请依法独立第三
方机构，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
用情况进行审计，自觉接受审计
监督。

省红十字会主动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持续定期通过网站、微
博、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自媒
体，依法依规及时公布捐赠款物
接收使用情况，24小时接听热线
电话，及时回复网友留言提问，回
应社会关切。

“让每一笔捐赠都在阳光下
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的庄严承
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江西红
十字人全力投入，竭诚服务，为打
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贡献力量。

江苏省红十字会赴湖北工作组
组织学习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苏红）3月11日下午，

江苏省红十字会赴湖北工作组认真
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
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

党支部书记聂城强调，在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
自部署下，来武汉工作的一个多月
时间里，亲眼目睹湖北、武汉疫情
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变化，取得阶段
性重要成果。在抗击疫情的关键
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一线考
察，对疫情防控把关定向、精准指
导，进一步坚定了武汉必胜、湖北
必胜、中国必胜的信心。要求全体

队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
时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把思想、行
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保持
昂扬的精神状态和顽强的斗志，坚
守初心，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善作
善成，以实际行动完成好省委省政
府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赋予的任
务，为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
战作出积极贡献。

全体队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武汉看望一线人员，深受鼓舞，
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谨细致的
作风，与武汉人民并肩战斗，安心工
作，坚持到疫情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