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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蒲江县红会回访爱心捐赠人

本报讯（李成珏）3月19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回
访部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爱心捐
赠人，为他们送去捐赠证书，向他
们反馈捐赠款物使用去向，并听
取他们对红十字会工作的意见建
议。截至 3月 18日 24时，县红十
字会接受和使用社会捐赠资金
1139739.16元、捐赠物资80笔。

呼和浩特市红会关爱医务人员

本报讯 （呼红）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开
展主题为“人道情 为奉献者奉
献”关爱赴湖北抗疫医务人员家
属慰问活动。自治区红十字会代
表将蒙牛集团定向慰问赴鄂医护
人员家属的 20 万元捐赠款转交
给市红十字会。慰问活动为 80
名赴湖北抗疫医务人员家属每户
发放 2000元慰问金以及口罩、手
套、牛奶等价值500元慰问物品。

靖边红会无偿献血助力抗疫

本报讯 （李文春）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支援一线临床紧急
用血，3 月 16 至 19 日，陕西省榆
林市靖边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健
局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为防
控疫情贡献力量，120 人参加活
动，献血量24000毫升。

灌南县红会慰问防疫老人

本报讯（潘凌）3月18日，江
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来到李集镇大杨村，看望
慰问为抗疫捐款的老人们，为他
们送去食用油等生活用品，感谢
他们为防疫所作的贡献。老人中
最年轻的88岁，最年长的已90多
岁。虽然他们平时生活清贫，但
都在疫情期间热心捐款为抗疫助
力。

盐城市红会医院进行疫情监测

本报讯（王蕙）3月15日，江
苏省盐城市盐马路车站恢复运
营，为切实做到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市红十字会医院根据上级统
一部署，自 15日起每天派 2名医
务人员驻守车站，做好入站旅客
体温监测、苏康码查询等工作，确
保该市输出旅客健康安全。

黄山市服务队获评优秀组织

本报讯（黄红）3月20日，安
徽省黄山市 2020 年第一季度志
愿服务典型评选结果公布，5 支
志愿服务组织获得“优秀典型组
织”称号，黄山区红十字救援队和

“博爱休宁”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获
评志愿服务优秀典型组织。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支服务
队的志愿者们捐款捐物、协助分
发物资、搭建引导点帐篷、心理援
助、公益消杀、村居防疫宣传、值
守等，全方位为疫情防控助力。
据悉，全市红十字系统参与抗疫
志愿服务组织 26 个、志愿者 799
人、志愿服务工时14823小时。

南浔镇红会关爱困难家庭

本报讯（南红）3月20日，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红十字
会志愿者们通过上门慰问的方
式，为辖区内86位特殊困难家庭
的老人送去口罩等防疫物品，并
叮嘱他们尽量不要去人流密集场
所，勤洗手，戴口罩，注意身体，有
困难及时和村、社区联系。

西城区红会慰问医务人员

本报讯（西红）3月20日，北
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区卫生健
康委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
120医务人员。区红十字会用部
分疫情防控捐赠款，购买了价值
9440 元的牛奶、八宝粥等食品，
通过区卫健委发放给防疫一线急
救人员。下一步，区红十字会还
将使用疫情防控捐赠款对街道、
社区等防疫一线人员进行慰问。

合肥市红会慰问一线英雄

本报讯 （张妍）3 月 19 日，安
徽省合肥市红十字会将澳门安徽
联谊总会的7.18万元捐款转赠市
卫健委，用于慰问合肥市支援武
汉的7批共63位医护人员。市红
十字会与市卫健委沟通对接，制
定捐赠分配方案，及时将善款送
到一线英雄手中。

武义县红会关爱火灾户

本报讯 （谢晓艳）3 月 18
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带着大米、面、食品、
内衣等生活用品及 2000 元慰问
金，前往桃溪镇红四村子坑自然
村,失火困难户邹伟文家中开展
人道慰问。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向邹伟文送上慰问金，老人再三
表示感谢。

■ 姜洪

走进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卫健
局三楼的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就是
走进市红十字会的抗“疫”史。

捐赠无小事

3 月 19 日清晨，由中国红十字
基 金 会 转 赠 的 价 值 61.5 万 元 的
9000 箱“六个核桃”运抵赤壁市红
十字会，15 名志愿者迅速卸运、分
发到位。

这是赤壁市红十字会接收的最
新一批捐赠物资。

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邓敏提供了
一组数据：截至 3 月 19 日 12 时，市
红十字会已累计接收捐赠46批次、
85831件，其中，定向捐赠23161件、
非定向捐赠 62670 件，折合人民币
10030858.56元。

这 1000余万元的捐赠物资，是
由市红十字会仅有的2名在编工作
人员联系、争取到的。

“每天都有捐赠，定向非定向。
每天报表报送八九个地方，至少花
一个多小时。”邓敏说，捐赠无小事，
各级红十字会都抓得很，当天的捐
赠物资数字、出入库情况，都要形成
电子表格，第二天报送市防指、各级
红会及相关领导。

“2 月 6 日以来，各种文本就有
600多份。”邓敏从办公室搬来一个
沉甸甸的纸箱，里面捐赠需求、方
案、请示、公示、报表、信函、文件、宣
传稿等分门别类，装订成册，整理归
档，规范、完善、清晰。

专职副会长马瑜庆说，“压力

大”“硬是像打仗”。很多时候，压力
是无形的，“不怕没有东西（捐赠物
资）来，而是怕东西来了没管好、用
好”。捐赠无小事，一旦出现捐赠物
资分配出错、被浪费等情况，责任就
大了。所以，市红十字会对分发捐
赠物资要求很严，物资被送到相关
接收单位后，必须授受双方各两人
共4人签字交接。

市红十字会严格按照捐赠法要
求，对捐赠物资分发坚持一线原则、
特困原则、需求原则。

“一个总的原则，即来即发，捐
赠物资在最短时间分发到位。”及时
收发，及时公示，确保零库存、零死
角、零差错、零投诉。

为做到“四零”，市红十字会总
结出一条经验——时刻保持前瞻
性，提前做好准备。接到上级红会
捐赠文件，市红十字会立即做方案，
联系志愿者。捐赠物资到达后，立
即按方案以最快速度卸运、分发。

2月9日，上海一位女士要向湖
北捐 1000个口罩。起初，她不肯捐
给红十字会。邓敏得到这个信息，
立即与她联系，再三做工作，最后她
终于同意。这让邓敏感到很欣慰，

“争取回来的，不止是一批物资，更
是捐赠人对红十字会的认可，这是
双重意义上的胜利。”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

仅有2名工作人员的市红十字
会，短时间内争取、接收、分发 1000
多万元捐赠物资，压力之大，可想而
知。

每天早晨 7时 30分到办公室，

晚上 9时 30分甚至更晚才回家，每
天12至15个小时的工作量，长时间
超时长、超负荷运转，成为他们的常
态。

马瑜庆“主外”，负责捐赠物资
的收发。大年三十，相关市领导给
他打电话，要求红会积极向上争取
支持，同时发动志愿者参与。从那
时起，他每天要跟多位领导请示、汇
报捐赠情况；不管下雨下雪，每天在
外奔波，现场处置捐赠物资，一直忙
得停不下来。

3月8日，中国红基会送来一批
总值114万元的捐赠物资。当天大
雨，马瑜庆冒雨一直守候在现场，直
到捐赠物资全部分发完毕，才放心
离开。

物资发放后，为了确保分配不
出问题，马瑜庆亲自打电话，挨家督
办，核查捐赠情况。严格按照要求，
提交确认函、分配花名册、公示照片
等相关资料。不合要求的，要求重
新分配，重新提交，直到符合捐赠要
求为止。

“主内”的邓敏，已在红十字系
统工作13年多，她利用自己的人脉
资源，每天与咸宁市、湖北省红十字
会乃至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保持频繁
联系，尽可能争取抗疫捐赠物资。

据统计，此次疫情期间中国红
基会为市红十字会捐赠物资价值
5577060 元，占市红十字会接收捐
赠物资总值的55.5%(不含中国红基
会通过其他途径转赠市红会物资)。

1 月 27 日，中国红基会计划将
一批医用防护物资直接捐赠赤壁
市。但各地疫情告急，这批物资被

转送到更加急需的城市。为了弥补
“损失”，中国红基会另将 1379 件、
总值 101.4万的安纽希婴幼儿用品
转赠赤壁市，极大缓解了该市一线
医护人员和隔离点婴幼儿需求缺
口。

邓敏思路敏捷，在收发捐赠物
资过程中，无论对主管领导还是上
级红会，她察觉问题后会立即谏言
并督办整改到位。

抗疫以来，邓敏设计工作报表
22 个（套），累计起草分配方案、需
求请示、整改报告、工作总结、捐赠
报表等相关文书100余份。她设计
的报表和文书，多次受到市防指、各
级红会及相关单位好评。

“工作时间太长，中午又不能午
休，扛不住了”“每天都感觉要倒下
了，吃药支撑着”“这段时间说话太
多了，嗓子都说坏了”这是两位赤壁
红会人的共同感受。

志愿者流汗不流泪

众多捐赠物资，需要依托志愿
者完成捐赠流程。市红会招募了
31 名志愿者，云南捐赠的 33 吨西
瓜，河北捐赠的 55 吨蔬菜，中国红
基会捐赠的 300 多万元医药用品，
在两天之内，全部发出。能做到捐
赠物资零库存，志愿者功不可没。

“搬运工”“跑腿哥”“送货师傅”
“数据员”“守门员”“叉车工”“电焊
工”……疫情防控战场上，他们的角
色多变，他们的身影无所不在。

志愿者汪庆明，2 月 18 日通过
招募走进市红十字会，开始了志愿
服务活动。做捐赠物资的登记，拟

定捐赠物资分配方案，跟进方案进
展情况，对接方案审批和签发，回收
签收确认函，核对签收情况，督查物
资使用去向，回收最终受益对象签
字表……他始终任劳任怨，受到市
红十字会领导好评。

志愿者鲍志华作为防控物资运
送组成员，一直自带车辆，协助红十
字会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物
资，一批接一批运抵赤壁，他没有落
下一次。他说，只要扛得住，我都愿
意出一份力。采访中，说到动情处，
这位 50 多岁的汉子，竟然潸然泪
下。

志愿者魏萍，因为临近小区有
确诊病例，管控人员始终坚持不予
放行。她就在家里工作，听从红十
字会安排，组织、调配志愿者，为志
愿者搞好后勤和管理工作，为这次
疫情防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据统计，抗疫工作开展以来，市
红十字会共出动志愿者 230 人次，
卸运 46 批次捐赠物资，总重量 300
余吨。

志愿者也需要管理和爱护。市
红会提前为志愿者办好通行证，建
立临时工作群，指定专人负责。得
知志愿者购买口罩困难，立即将接
收捐赠的 1000 个口罩全部分配给
志愿者，用于装卸物资时个人防护。
防疫期间，所有志愿者没有一例感
染新冠肺炎。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
征，夙夜在公。”正是赤壁市红十字
会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真实写
照。

2人2月争取、接收、分发1000余万元捐赠物资

赤壁红会人的“速度与激情”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卫生院开展献血活动，37 位战
“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伸出手臂，献血战“疫”。

七都卫生院近一半职工参与此次献血，总计献血量8900毫升。七都
镇红十字会希望通过此次献血活动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挽起袖子献血
战“疫”，争当“热血蒙面侠”。

潘丽晴/摄

“热血蒙面侠”

本报讯（甬红）3月17日，浙江
省宁波市红十字会监事会召开会
议，听取执委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社会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
的专题报告。全体监事、执委会成
员参加会议。

监事会认为，执委会严格做好
了疫情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工作，
建立了严密的防控工作机制规范捐
赠，做到了善款善用、专款专用、公
开透明、物清账明，对于公信力建设

有重要意义。监事长要求监事会成
员与审计人员协作，对疫情防控款
物进行有效监管，做好已拨付款物
的跟踪追查，共同努力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

这次会议是执委会自觉接受监
事会内部监督的一次会议，也是宁
波市监事会成立以来，首次依法履
职对特定事项进行专项监督的一次
会议，有利于进一步确保款物接受
和使用管理规范。

宁波红会监事会监督捐赠款物接受使用情况

■ 鄂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旗红十字
会严格按照旗疫情防控指挥部及上
级红十字会统一部署，多措并举、严
防死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形成合力，群防群控。一是做
到人员排查全覆盖。自 1 月 25 日
起，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与志愿者
共同开展疫情的值班值守工作。
在完成前期秀水花苑、中鼎郎郡
453 户的摸底排查工作之后，全面
接管了秀水花苑 191 户的疫情防
控具体工作。统筹领导小区物业、
包片民警、卫健委工作人员形成合
力，进行地毯式摸底排查，做到不
漏一户一人。二是做到重点人员
管控全落实。全面做好外来人员
信息台账、日常居家隔离监控管理
台账、外来人员解除隔离台账，全
面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疫情风险。

三是做到返抵人员服务保障全到
位。第一时间发放温馨提示等宣
传资料，耐心做好答疑解惑。截至
3月 18日，旗红十字会为业主办理
出入证 496 张，开具解除隔离证明
41份。

预防引导，宣传先行。旗红十
字会坚持将宣传引导作为疫情防控
的重要举措，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
台，一方面是宣传科学防治知识等
信息，另一方面发布爱心企业、爱心
组织、爱心人士的善行义举和接收
款物使用情况公示。截至 3 月 18
日，通过旗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发
布及转载疫情相关文章共计52篇，
鄂温克宣传微信公众号推送报道文
章18篇，鄂温克电视台播放新闻15
条。

筹资募捐，协调有序。作为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成员单位，旗红十
字会的主要职责是全力做好社会各
界捐赠款物的接收和发放工作。为

实现物资零库存，旗红十字会直接
在捐赠现场与旗疫情防控指挥部物
资保障组办理物资交接，确保在最
短时间内将捐赠物资用到抗击疫情
一线。为方便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
士转账捐款，旗红十字会开通线上
转账业务，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直
接将捐款转至鄂温克旗红十字会募
捐账户上。截至3月15日10时，旗
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款
636673.14 元，接收捐赠物资价值
320370 元；支出资金 542800 元，支
出 物 资 320370 元 ；结 余 资 金
93873.14元，物资零库存。

物资保障，一线关怀。疫情
期间，旗红十字会加强人文关怀，关
怀慰问奋战在防控一线的工作人
员。旗红十字会为疫情防控关键卡
点以及驻守疫情防控点的工作人员
送去御寒棉大衣 241 件、棉帽子 45
顶、棉手套125副、棉靴108双，慰问
物资价值6万余元。

闻令即动,听令即行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红十字会疫情防控工作记

本报讯（郭海涛）3月19日，由
山西省晋中市红十字会、市公安局
主办的中华爱心基金会携手太原大
宁堂捐赠物资仪式在市公安局举
行，市红十字会现场将价值101.376
万元的 16896盒麝香牛黄丸全部转
赠给市公安局，专项用于参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公安民警。

本次捐赠是市红十字会继提
供免费帐蓬和折叠床后的又一暖

心之举。2019 年底与市红十字会
与市公安局联合建立“爱心互助
金”救助项目，市红十字会依托该
项目全力支持市防控一线的公安
民警。

自1月27日市红十字会发出紧
急呼吁后，大量爱心款物向全市红
十字系统汇聚，截至3月18日，全市
红十字系统接受捐赠突破 1 亿元，
有力支持了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晋中红会百万物资用于防控一线公安民警

本报讯（通红）3月20日，在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西拉木伦公园献
血屋内，两位新冠肺炎康复者成功
捐献血浆 800 毫升，成为通辽市首
批捐献新冠肺炎恢复期血浆的康复
者。

2月28日，市卫健委、市红十字
会联合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
自治区红十字会捐献“抗疫”血浆倡
议书。在得知可以捐献血浆后，两
位罹患新冠肺炎后康复并解除隔离
期的刘先生主动联系提出捐献申
请。最终，在市卫健委、市红十字
会、市中心血站等相关部门的指导

下，两人每人成功捐献血浆 400 毫
升。

捐献完成后，市卫健委、市红十
字会和市中心血站分别为两位捐献
者颁发荣誉证书，发放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以及自治区红十字会的感谢
状和慰问金。

两位捐献者将价值 6000 元的
慰问品及 6000 元慰问金全部捐献
给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他
们说：“我们不要也不能要一分钱，
国家为我们免费治病，我们感恩不
尽，所有的慰问品和慰问金都捐给
给更需要的人”。

“感谢国家为我治病”
通辽市两名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后再捐慰问金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2019年全国统一换发

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国新出发【2019】39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的要求，我单位已对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核，现
将名单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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