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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姝）伊朗当地时
间3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
关人员与伊朗卫生部官员及三位
呼吸科和传染病科专家进行视频
连线会议，就重症患者治疗进行交
流。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朗志愿专
家团队参加会议。

伊朗当地时间3月15日凌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增派的两位医
疗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西区检验科主任李明

博士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王东升飞
抵伊朗，协助伊朗方面准确使用中
方捐赠药品并及时监测疗效。

当天，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朗志
愿专家团队前往德黑兰医科大学，
与伊朗卫生部前部长、现伊朗医学
科学院副主席 Reza Malekzadeh，
德黑兰医科大学临床试验专家、医
学伦理专家、伊朗生物制药公司代
表等进行诊疗经验交流。

中国红十字会赴伊朗志愿专家团队分享诊疗经验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
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部署，因时因势调整工
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继续做好湖
北和武汉的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和
后续工作，坚决防止其他地区疫情
反弹，精准做好防范疫情跨境输入
输出重点工作，加快打通堵点、清除

障碍，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快速

扩散蔓延，我国输入性病例逐渐增
多，防控压力持续加大。要加强国
际协调合作，做好国际航班疫情防
控。对所有来自境外疫情重点地区
的航班，入境时要安排专用机位、廊
桥和通道，指定安全区域开展口岸
卫生检疫，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对检疫判定的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等，及时按规定
落实转运、治疗、隔离等措施，确保
无缝对接、闭环运作。对虚报信息、
隐瞒病情的人员依法追究责任。暂
停跨境国际道路旅客运输。加强国
际航线水路客运管理。各地特别是
境外疫情输入重点地区，要加强药

品、防护物资和抢救设备保障，提前
做好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等救治准
备。同时，要做好人员跨境流动安
全风险提示，减少不必要的出境活
动，暂停组织出入境旅游业务。加
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情防控的指导
和支持，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继续为有关国家疫情防控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享防疫经
验，为他们从我国商业采购医疗物
资提供便利。

会议指出，目前全国大部分省
份已下调了疫情应急响应级别，绝
大多数地区已是低风险地区，要以
省域为单元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要认真总结前一段既严防新
发疫情又推动复工复产的经验，完

善精准防控措施，促进加快复工并
提高复产率。抓紧出台在有效防控
的同时推动全面复工复产的指导意
见，根据疫情变化，适时动态调整优
化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
施指南。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
货物流动，必要的健康证明要做到
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对人
员采取隔离措施。各单位在落实防
控措施情况下，对来自低风险地区
人员不实施上岗前隔离。同时，保
障应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现病例立
即妥善处置，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防范聚集性疫情。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
蔡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调整优化防控措施 进一步精准防范疫情跨境输入输出
适应形势变化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

王沪宁出席

3 月 21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
区红十字会负压救护车及配套医
疗设备捐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
行。

此次捐赠的 24 辆负压救护
车中，有6辆救护车被捐赠给6家
医院，组成内蒙古红十字救护转
运车队，承担自治区入境人员转
运工作。其余 18 辆救护车用于
全区12个盟市疫情防控工作。

此前，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医
疗救援转运工作迫切需要，在自
治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统一指
挥下，自治区红十字会积极动员
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赠
1137.6万元，紧急采购了24辆负
压救护车及配套医疗设备。

（蒙红）

战“疫”提速

■ 刘姝

3 月 19 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转运车队青海队圆满完成任务，离
开武汉，踏上归途。

自 2月 8日驰援武汉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这支救护转运车队
连续工作40多天，共转运新冠肺炎
患者 2417 人，其中危重症患者 585
人、重症患者 1794 人、轻症患者 5
人、出院33人。

在执行任务的最后几天，随着
武汉一家家方舱医院休舱，救护转
运车队青海队的任务发生了变化，
他们将患者从方舱医院和其他医院
转运至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和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的安排，这段时间里，他们
还负责将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
重症、危重症患者，集中转运至 30
公里外的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虽然转运患者人数少了，但跨
区域转运路程和时间长，转运风险
反而更高。青海队队长王海涛表
示，转运车队随时调试好车载设备，
做足充分准备，迎难而上，无惧风
险，尽全力完成疫情防控冲刺阶段
的转运任务。

“武汉的天热起来了，花也开
了，武汉的春天真正来了。把最后

一名患者转运到目的地后，我们要
脱下防护服，摘下护目镜，再走熟悉
的武汉长江大桥，仰望武汉的万里
晴空。”王海涛说，每天包裹在层层
防护服里，他们看到的都是氤氲的
世界。武汉的春天来了，他们的晴
天也来了。

回想2月初刚刚接到通知时的
情景，青海队队员们都记忆犹新。

“青海省红十字会接到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任务，要组建救护转运
车队支援武汉，负责转运新冠肺炎
患者。任务艰巨，也有风险，有没有
人愿意去当志愿者？”“我报名！”“我
报名！”41天前，王楷博、李斌、张春
华、吴花葳4名来自不同地方、不同
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因为武汉、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聚到了一起。他们
都曾是青海先锋紧急救援中心的志
愿者，拥有丰富的急救车辆驾驶经
验。一到武汉，他们很快就进入了
角色。

王楷博，西宁人，38岁，拥有自
己的公司和幸福的家庭，是一名多
次参加国内外救援任务的红十字战
士。2月7日，接到省红十字会的电
话，王楷博坚定地说：“我要去一线！
不计报酬！不论生死！”他放下手头
的工作，以最快速度奔赴西宁机场。
王楷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队

友们的个人防护更是在意，他总是
一遍遍地对队友们说：“保护好患
者，也要保护好自己。”他是这么说
的，也是这么做的。多少个深夜收
车后，他不顾劳累，坚持为救护车彻
底消毒，为第二天的转运工作做好
准备。

李斌，西宁人，49 岁。转运工
作需要与新冠肺炎患者直接接触，
队员们必须每天包裹得严严实实，
里面穿着两层隔离服，外加一层防
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时间长了
就会闷得慌，身体出现各种不适。
有一天，李斌心脏不适，队友为他检
查认为情况不好。“我没事，我能坚
持。”李斌咬着牙说。队长王海涛命
令他休息，但一天后，李斌穿好防护
服直奔医院：“我身体好了，可以与
大家并肩作战了！”

张春华，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
县人，28 岁。去武汉支援前，他没
有正式工作，甚至没有告诉家人他
去武汉的事。家人看到关于张春
华的报道后，才知道他在武汉，又
生气又高兴。生气的是一家人为
他担心，高兴的是他在为武汉战疫
出力，保人民平安，一家人为他骄
傲。从加入救护转运车队那一刻
起，张春华就闲不下来，不管谁的
事，他看见了总要搭把手。他说：

“接受党的教育多年，‘为人民服
务’早已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
印，不管是在青海，还是武汉，不管
穿便装，还是隔离服，我始终都要
为人民服务！”

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是吴花
葳，22岁，河南人，在西宁一家修理
厂工作。别看他年龄最小，却有着
让大家称赞的驾驶和汽修技术，急
救车辆出现故障，他随叫随到。

2月25日，武汉大雪，救护转运
车队的负压救护车突然断电，车载
设备全部无法使用，当时已是深夜，
但危重患者还等着转运，情况紧急。
正在休息的吴花葳接到电话，立马
跳下床，冒着风雪找到救护车，准确
排除断电故障。当所有人松了一口
气时，才发现小吴身上的衣服早已
湿透，已冻得嘴唇发青。

队友们问吴花葳，“为什么要加
入救护转运车队”，他的回答是：“那
么多患者等着转运，我开车技术还
不错，又年轻，就应该为大家做点什
么。”

3月19日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出发口，武汉群众高呼“感谢青海！
向您致敬！”列队欢送，中国红十字
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队员们怀着
激动又留恋的心情踏上归程。

春暖花开时 踏上归乡路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圆满完成任务

本报讯 （宗红）当前国际疫
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正与世
界携手，共抗新冠肺炎疫情。在国
家援外的统一部署下，中国红十字
会已派出多支医疗专家团队，赴意
大利等疫情严重的国家开展防控
和救治工作。3月23日，中国红十
字会联合恒大集团开展抗击新冠
肺炎国际人道援助行动，恒大集团
捐资1亿元人民币，在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设立“恒大国际抗疫援助基
金”。该基金用于向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人道援助，
主要包括支持中国红十字会采购
受援国急需的医疗物资、防护物
资，派出国际援助医疗队的后勤保
障等。

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数据，截
至北京时间2020年3月22日7时，
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210644例，累计死亡病例9517例。
目前，国内疫情发展已得到有效控
制，但国际防疫形势却日益严峻，
多国确诊人数持续上升。许多国
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出现医
疗物资、防护物资严重短缺的情
况。在国家援外的统一安排部署
下，中国红十字会联合爱心企业积
极援助境外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
和地区，捐赠防护物资、派出志愿
专家组，同时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经
验，携手抵抗人类共同面临的疫情

灾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表示，设立恒
大国际抗疫援助基金，支持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抗击疫
情，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
挥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
动中的作用、积极践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体现。此次
恒大集团助力中国红十字会开展
国际人道援助行动，体现了恒大集
团作为一家杰出中国企业守望相
助的社会责任感和休戚与共的国
际情怀。

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
局主席许家印表示，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是恒大始终不变的初心。新
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对的共同挑
战，此次恒大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
成立国际援助基金，将在国家援外
统一部署下，为中国红十字会派出
的国际援助医疗队提供支持保障，
为急需帮助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人
道援助，希望能为全球抗疫贡献一
份力量。

此前，恒大集团于2月12日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资金 1000
万元设立“恒大救助基金”，向自愿
捐献恢复期血浆的新冠肺炎康复
者提供人道慰勉金，同时支持购置
托珠单抗注射液用于救治新冠肺
炎重症患者。

恒大集团捐款1亿元

联合中国红十字会发起恒大国际抗疫援助基金

又讯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赴
伊朗志愿专家团队再次应邀前往
德黑兰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
行交流，双方就近期伊朗疫情有关
情况和两国传统草药结合治疗新
冠肺炎的方案进行了研讨。伊朗
积极采纳中国诊疗新冠肺炎的临
床经验，德黑兰医科大学在伊朗全
国有14家附属医院，其中6家综合
性医院负责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两

家医院已开展新冠肺炎治疗的临
床试验。

自2月29日以来，中国红十字
会向伊朗方面捐赠的5个批次6大
类物资已顺利运抵伊朗德黑兰，其
中包括核酸检测试剂及检测仪、呼
吸机、药物注射液、中成药、检测仪
及检测试剂、病毒样品采集试剂盒
等。

本报讯 （晋红）近日，经与捐
赠方山西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充分
沟通协商，山西省红十字会先后向
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等新冠肺
炎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红十字会
转赠价值 112 万元人民币的防护
服 3500 件，并通过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转赠捐款 632.4万元，用于购
买 ICU设备供中国援意医疗队使
用，支持意大利开展抗疫工作。

日前，山西省红十字会举行防
疫物资捐赠仪式，通过山西省政府

外事侨务办公室，将山西建设投资
集团公司捐赠给省红十字会防护
服分别转赠日本埼玉县和韩国全
罗南道各 1000件，共计价值 64万
元。此外，转赠意大利防护服
1000 件，转赠德国防护服 500 件，
共计价值48万元人民币。

山西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
长吴伟，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文栋，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郑红，山西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孙波等出席捐赠仪式。

山西省红十字会驰援四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夏晓雯）3月 11 日，
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在腾讯公益
平台上发起的“抗击疫情 赣红行
动”项目筹集的 2618.67 万元善款
全部执行完毕。这是江西省红十
字基金会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
起的首个网络捐款项目。

1月25日，江西启动一级卫生
公共事件响应第二天，江西省红十
字基金会在江西省红十字会指导
下，在腾讯公益上发起了“抗击疫
情 赣红行动”项目，并通过江西省
红十字会专项募捐公告向社会发
布捐赠二维码。截至1月31日，筹
款 26186724.57 元，完成捐款目标

的 100.7%，参 与 捐 赠 人 数 达
476308人次。

江西省红十字会、江西省红十
字基金会提前协调，快拨快转，在
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统一调度
下，及时将网友捐赠款用于采购抗
疫一线急需物资，支援重点医疗地
区和单位。至3月11日，项目所筹
善款均已执行完毕。

截至 3 月 11 日 17 时，江西省
红十字基金会在腾讯、水滴、支付
宝、帮帮、百度等 5 个公益平台发
起9个抗疫专项筹资项目，累计筹
款5640.38万元，已执行4946.54万
元，资金使用率达87.7%。

江西红会首个抗疫网捐项目执行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