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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德涛

截至 3月 11日 12时，河北省红
十字会系统累计接受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捐赠款物总价值 100429.87 万
元，累计支出款物91058.15万元，占
接受款物总额90.67%。

“首次突破 10 亿元，这是全省
红十字会系统历史上接受数额最大
的一次捐赠。”河北省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宋振江说。

捐赠款物如何分配使用？是否
存在搁置、截留现象？如何确保每
一笔捐赠去向清楚、有迹可查？针
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河北省红十字会给出了清晰、明确
的回答。

“我想捐赠，怎么捐？”
公开捐赠流程，尊重捐赠人意

愿，增设“疫情”捐款栏目

“我想捐款，怎么捐？”1月22日
以来，河北省各级红十字会的热线
电话不断，企事业单位和群众纷纷
要求为疫情防控奉献爱心。

河北省红十字会迅速在官网、
微信公众号上公示公开捐赠流程，
对机关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业务
培训，24 小时守听值班电话，积极
接受每一笔捐赠款物。

1月 22日，邢立兴，60元；2月 6
日，愿家乡一切安好，200元；2月12
日，河北省敬业公益基金会，1200万
元……为方便公众捐款，各级红十字
会除接受现场捐赠外，还开通了网
银、支付宝、微信等在线捐赠渠道。

1 月 26 日，一家境外企业打来

电话，表示想捐赠一批防疫物资，但
不知捐赠流程和要履行的手续。

“直接接受境外捐赠没有先
例。”河北省红十字会业务部副部
长江富荣介绍，省红十字会当即与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石家庄海关、
省民政厅等单位联系，就如何接受
境外捐赠沟通协调，快速打通相关
通道。

第一次接受境外捐赠，从接到
捐赠方电话，到物资通关、入境、检
验核对、发放，再运抵防疫一线，给
捐赠方反馈情况，共花了四五天时
间。

目前，河北省红十字会经过反
复推敲，已制定完善了国内、境外物
资捐赠流程，明确了疫情期间捐赠
相关规范。

“前几天，澳大利亚河北商会捐
赠一批口罩，从接收到发放，整个过
程仅用了不到24小时。”江富荣说。

截至目前，河北省红十字会先
后制定有关疫情防控指导性文件
13个，各类规范和捐赠流程7个。

根据捐赠流程和规范，河北省
红十字会帮助捐赠方准备好《捐赠
函》，只要捐赠方把物资数量、规格、
价值、意向等要素填好，拍照发过来
就可启动捐赠程序。

据介绍，从 1月 22日接受第一
笔用于疫情防控的爱心捐款开始，
到4月1日，全省红十字会系统累计
接受款物价值106829.68万元，支出
款物价值 99355.51 万元，定向湖北
武汉等地款物做到即收即转、物走
账清。

除了接受发放捐赠款物，各级

红十字会积极参加社区联防联控，
承德、秦皇岛等地组织红十字志愿
者协助开展防疫宣传、健康监测、环
境整治等，邢台、邯郸、沧州等地组
织红十字志愿者参与物资分发转
运、社区（单位）消杀、应急服务保障
等，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开展“四送”
志愿服务，廊坊市红十字心理救援
志愿服务队、唐山市红十字心理咨
询志愿者服务队为刚下战场的一线
医护人员、集中隔离区医学观察人
员、公安干警和居家学生送上最温
暖的心理疏导套餐等。

截至目前，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共动员红十字志愿者 7.17万人次，
服务工时 32.15 万小时，受益人数
544.39 万人，充分展示了红十字志
愿者亮丽风采。

“我捐的款物，哪儿去了？”
多渠道向社会公示捐赠款物收

支情况，接受监督

“我捐的钱去哪了？”“我们捐的
物资是不是第一时间送到最需要的
地方去了？”这不仅是捐赠人关心的
问题，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

3 月 25 日，河北省红十字会网
站最新公告一栏中，滚动播放着河
北省红十字会应对疫情接受捐款明
细公示、省红十字会应对疫情支出
捐款明细公示等内容，尤其醒目。

3月15日，武汉市雷神山医院，
7886 元；3 月 19 日，武汉市红十字
会，476408.06元；3月 20日，省卫生
健康委转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
104700元……

点开支出捐款明细公示，每一

笔捐赠款物的支出时间、支出去向、
支出金额，一目了然。

“每一笔捐赠款物的接受和使
用都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及红十
字会理事工作群、监事工作群等渠
道向社会公示。”河北省红十字会业
务部部长牛志强介绍，公众在线捐
款后，可以点击捐赠查询平台，实现
随捐随查。

信任无比珍贵，责任重于泰山。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任献
强说，为规范捐赠物资的管理和使
用，全省红十字会系统主动加快支
付进度，主动接受内部监督，主动接
受纪检、审计等部门检查，主动回应
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款物随到随
拨，去向清楚、有迹可查。

据省红十字会监事会副监事长
高继芳介绍，监事会采取不打呼方
式，对各级红十字会接受款物使用
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并通报结果。
执委会每天对款物接受分配使用集
体研究，定期向省应对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工信厅、省审计
厅、省民政厅、驻省卫生健康委纪检
监察组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告
捐赠款物接受使用情况。

针对可能影响捐赠款物发放进
度的问题，省红十字会要求各市县
红十字会主要负责人及时向当地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当
面请示，快速拿出分配使用方案并
尽快分配，对进度慢的进行通报。
日前全省红十字会系统接受捐赠款
物支出比例 93%，其中省本级支出
比例97.01%。

用在刀刃上 晒在阳光下
——河北省红十字会接受疫情防控社会捐赠纪实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4月1
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湖北
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
讲话》。

文章强调，湖北和武汉是这次
疫情防控斗争的重中之重和决胜之
地。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
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
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
务依然艰巨繁重。越是在这个时
候，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越是要慎
终如始，越是要再接再厉、善作善
成，继续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
大事和最重要的工作，不麻痹、不厌
战、不松劲，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

各项防控工作，坚决打赢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

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重点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
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
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
延势头。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
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火线驰
援，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

文章指出，要把医疗救治工作
摆在第一位，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
功夫，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
病亡率。要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
技术力量救治患者，加速推进新型

检测试剂、抗体药物、疫苗和诊疗
方案等科技攻关，加快推广应用已
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提升救
治水平。

文章指出，要打好群防群控的
人民战争。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重点在“防”。要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提高群众自
我服务、自我防护能力。要加强进
出人员管理，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工作。要保持内防扩散、外防输
出的防控策略，同时要在做好健康
管理、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

“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集中精准
输送务工人员安全返岗。

文章指出，要加强力量薄弱地
区疫情防控工作，加大对医疗力量

薄弱市州的支持力度，发挥高水平
专家团队的作用，探索巡回诊疗、远
程会诊等有效做法，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
件，加强农村医务人员和基层干部
培训，提供必要的防护物资。

文章指出，要保障好群众基本
生活。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
稳。要充分考虑群众基本生活需
求，保障米面粮油、肉禽蛋奶等生
活必需品供应。要加强心理疏导
和心理干预，加强舆论引导，坚持
依法防控，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
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

文章指出，要形成同疫情防控
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这

次疫情，短期内会给湖北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响经济稳
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要在
加强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
略，适时启动分区分级、分类分时、
有条件的复工复产。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部委要继续加大对湖北的
支持力度，帮助湖北解决实际困难
和具体问题，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
道。

文章指出，要补齐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短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要
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
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

线。要着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要着力完善城
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
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新路子。

文章强调，我们党在内忧外患
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
克难中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
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在这场
大考中磨砺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
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
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

4月1日上午，安徽省黄山红
十字人道传播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来到黄山市徽陵，向遗体器官角
膜捐献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并绕
碑缅怀追思，表达对捐献者的敬
意。

黄山市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
纪念碑落成于2019年12月，镌刻
了自 2006 年以来 49 位遗体、器
官、角膜捐献者的姓名。截至目
前，黄山市共有51人69例遗体、
器官、角膜捐献，2019 年实现遗
体、器官、角膜和人体组织捐献
12人18例。 （黄红）

我们从未忘记
本报讯 （蒙红）3月 31 日，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首批援助抗疫物
资运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

为支持蒙古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受内蒙古自治区政
府委托，自治区外办、自治区红十
字会共同为蒙古国红十字会、中国
驻蒙古国大使馆和中国驻扎门乌
德总领馆捐赠首批10.6万件/只防
疫物资，总价值42.9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第一批援助蒙古国抗
疫物资包括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
该批物资经中国二连浩特海关运
往蒙古国。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
蒙古国政府在该国发起“永久邻
邦、暖心支持”行动。蒙古国红十
字会第一时间向内蒙古自治区红
十字会发来慰问函，并捐助了2万
只口罩。扎门乌德市政府、蒙古国
东方省红十字会等先后向自治区
红十字会伸出了援助之手。

内蒙古援助蒙古国首批抗疫物资运往乌兰巴托

本报讯 （滇红）日前，为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控策
略，充分发挥红十字志愿者的专业
特长，云南省红十字会经与昆明海
关沟通协调，首次针对边境疫情防
疫工作启动翻译志愿服务项目，派
出红十字翻译志愿者到勐腊、南
伞、畹町、瑞丽和章凤等5个海关，
开展以入境人员健康申请卡填写
指导、阅读和翻译、审核等工作为
主的红十字翻译志愿服务，助力疫
情防控工作。

为实施好疫情防控翻译志愿
服务项目，云南省红十字会发布红
十字志愿者招募公告，对报名的
112名志愿者进行了严格的面试，
最终选定了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

族大学、保山学院等学校的 11 名
学生（2名老挝语翻译、8名缅甸语
翻译、1 名英语翻译）作为第一期
疫情防控翻译志愿者。

3月29日，11名志愿者分别在
勐腊县、镇康县和陇川县，接受了
来自省、州（市）红十字会师资组织
开展的红十字知识、安全防范知
识、志愿服务要点等专业培训，并
正式到边境一线上岗，支援5个海
关开展相关工作。

各海关对志愿者的到来表示
欢迎，对红十字会提供的服务表示
衷心的感谢，并对红十字志愿者提
供与海关人员同等的防护措施，以
支持志愿者开展相关工作。

云南红会启动边境防疫翻译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讯（渝红）4月1日上午，
重庆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李如元一行来到重庆市人体
器官捐献纪念园，对重庆市 4873
名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表达追思。

李如元表示，遗体器官捐献者
用无私大爱，传承“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值得我们永远
怀念、永远铭记。

李如元强调，要落实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按照重庆市

《2020 清明节祭扫方案》要求，紧
扣“生命回响、云上缅怀”主题，实
施网上祭奠、预约限时限量祭扫，
做好捐献者亲属人文关怀工作。

重庆市红十字会、市遗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璧山西郊福寿园有
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活动。

重庆红会举行遗体器官捐献者公祭活动

本报讯 （宁红）3 月 23 日至
27日，按照《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
于举办全区领导干部廉政警示教
育周活动的通知》精神，宁夏回族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精心组织，扎
实开展“领导干部廉政警示教育
周”活动。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专门成
立活动领导小组，召集全体党员干
部集中学习《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习
近平总书记有关反腐败的系列讲
话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规定》等党内法规，传
达学习全区领导干部廉政警示教

育大会精神，集体观看《叩问初心》
警示教育片，对红十字会机关各岗
位进行廉政风险点排查并制定防
范措施，召开会党组从严治党专题
会议，研究审议《2020年自治区红
十字会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点》《2020年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任务安排》等，安排部
署 2020年自治区红十字会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

通过本次集中警示教育活动，
宁夏红十字会全体党员干部理想
信念更加坚定，增强了守初心、担
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宁夏红会开展“领导干部廉政警示教育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