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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红会信息

吴兴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 （吴红）5 月 21 日至
22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红十
字会联合爱山街道红十字会在中
石化湖州分公司开展应急救护发
证培训，40 名员工参加培训，并
全部通过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
顺利拿到红十字救护员证。

张家港养老照护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港红）5月21日，江
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北荫村（学前
社区）联合市红十字会举办“养老
护理知识走进学前社区”健康知识
讲座，红十字养老照护培训师为参
加活动的30多位居民授课。

肥东县红会慰问道德模范

本报讯 （谢飞）近日，安徽
省合肥市肥东县红十字会联合撮
镇镇政府慰问该镇第四届 10 位
镇级道德模范，给予每位镇级道
德模范2000元慰问金。

隆昌慰问救助患儿

本报讯（隆红）5月20日，在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四川省
内江市隆昌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走访慰问了3名得到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和“天使
阳光基金”救助的患儿。

长沙县志愿者慰问抗战老兵

本报讯（易芳）5月20日，湖
南省长沙县红十字会和退役军人
事务局组织爱心企业与红十字志
愿者赴该县高桥镇慰问抗战老
兵。应志愿者的要求，老人给大
家讲述了曾经的峥嵘岁月。

赣州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本报讯（赣红）5月19日，江
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召开座谈
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全体
党员参加会议。

广州助力复学复课

本报讯 （广红）近日，广东
省广州市红十字会购买 2150 支
额温计分送各区红十字会，由各
区红十字会会同当地教育局，及
时分发到最需要的学校，为师生
安心复学复课提供支持。

珠田乡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珠红）5月22日，江
西省吉安市遂川县珠田乡首届红
十字会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信阳慰问残疾儿童

本报讯 （信红）5 月 17 日是
第 30 个全国助残日，16 日，河南
省信阳市红十字会联合民进信阳
市委到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价
值1万元的夏凉被180床，用于改
善学校夏季住宿条件，提高学生
生活学习质量。

长汀县开展急救讲座

本报讯（长红）5月21日，福
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红十字会受邀
为60余名民兵营（连）长及专武干
部开展了一场应急救护知识讲座。

崇信县急救培训进乡村

本报讯（任园园）5月20日，
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红十字会来
到柏树镇信家庄村，现场发放价值
3万元物资（按捐赠人意愿购买），
并为村民进行了应急救护培训。

垦利区救护培训走进社区

本报讯 （苏鲁惠 王春花
李海霞）5月19日至20日，山东省
东营市垦利区红十字会在东方社
区举办救护员培训班，40名社区网
格员、楼栋长、志愿者参加培训。

钟管镇红会助力乡村旅游

本报讯（钟红）5月19日，浙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第三届
乡村旅游文化节盛大开幕，为助
力旅游文化节成功举办，镇红十
字会特组织镇、村红十字会志愿
者开展了现场志愿服务活动。

马鞍山救护培训进警营

本报讯（马红）5月20日，安
徽省马鞍山市红十字会组织救护
师资，在市公安局楚江分局为一
线公安干警开展了一场应急救护
培训活动。

梁溪区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季华）5月21日，江
苏省无锡市梁溪区红十字会启动
疫后首场应急救护培训，助力无
锡雅阁大酒店复工复产，60名员
工通过初级救护员资格考核。区
红十字会还向该酒店捐赠了 12
个“红十字急救箱”，全部放于酒
店服务区，以便员工能第一时间
实施急救。

■ 安红

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陕西省
安康市红十字会作为全市接收捐赠
款物的重要渠道，在省红十字会的
正确指导下，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统一部署，牢记职责使命，强化服
务意识，增强服务能力，确保将每一
份爱心捐赠用在刀刃上，助力打赢
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

截至目前，市红十字系统累计
接收社会捐赠款物2717.77万元，其
中 资 金 1344.52 万 元 ，物 资 价 值
1373.25 万元。累计支出社会捐赠
款 物 2686.84 万 元 ，其 中 资 金
1323.32 万元，物资价值 1363.52 万
元。市红十字会接收捐赠款物
1458.8 万 元 。 其 中 ，接 收 资 金
630.75 万元，物资价值 828.03 万元
（不含未提供价值的物资）。先后拨
付资金 630.75万元，已发放至辖区
各县区、市直定点医疗机构的物资
价值 818.29万元（不含未提供价值
的物资）。

强化政治站位，吹响战斗“集结号”

“ 妈 ，今 年 过 年 我 不 回 来 了
……”大年初二（1月26日），市红十
字会办公室小薛正准备带孩子回韩
城过年，接到单位取消休假的消息
后，立刻给妈妈回电。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从大年初二起，市红十字会全体干
部职工取消休假，并迅速从基层红
会抽调人员、招募志愿者进入战斗
状态。第一时间制定《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要求全市红十字系统以战斗姿态积
极参与联防联控工作。

市红十字会第一时间成立以主
要领导为组长的募捐工作领导小
组，组织精兵强将，在综合协调、信
息报送、入库登记、物资整理、出库
登记等方面明确分工，细化职责，规
范流程，确保款物高效有序接收和
分发。

接收热情细致，确保爱心“保温”

“感谢您的爱心和对我们的信
任，您的捐赠物资已经收到，我们将
按照您的意向用好，第一时间将结
果反馈给您！”每次收到快递物资并
清点检验无误后，库房物资接收人
员陈敏都要立即对捐赠人进行电话
回复。

“宁可少吃一口饭，少睡一会
觉，多跑几趟腿，多说几句话，也不
能让任何一份爱心‘冷心’。”陈敏
说。

对于捐赠者提出的上门接收捐
赠物资、举办捐赠仪式等要求，市红
十字会一一给予满足，对于不能接
受的爱心捐赠，他们也热情沟通，详
细解释。

“收到您的爱心，我很感动，也
很感谢您！但很抱歉，我们目前不
受理此项捐赠……”2月11日中午1
点过，办公室工作人员小刘接到一
个捐赠电话，得知一名女子想将案
值 5 万元的官司捐赠给红十字会
后，耐心地向该捐赠者解释。

管理规范有序，确保帐实相符

“这是消毒水，不能和酸奶放一
起，请放过来。”疫情期间，这样的
话，库管志愿者汪春晓每天都要说
很多次。

针对大量不同型号的口罩、酒
精、消毒水、手套、护目镜等物资，在
指挥部没有分配发放或领取之前，
库房工作人员要对物资进行分类、
标记、整理存放。根据捐赠意向，将
捐赠款物分成定向、非定向两类，仔
细了解各类捐赠物资种类，区分医
用和非医用物品，分类筛选急需主
要物资、普通民用防控物资以及生
活用品，分别落实跟踪责任人。

同时，严格执行仓库安全措施，
做好防火、防盗、防潮、防霉变、防腐
蚀等工作，定期清查捐赠物资是否
存在变质、毁损、短缺或错发等情
况，定期对库存物资进行清查对账，
确保账实相符。

分发合理高效，避免物资闲置

“2000个检测试剂盒快到安康

了，请你们开具介绍函马上过来
取。”2月5日，工作人员秦川接到北
京陕西企业商会捐赠检测试剂盒的
电话后，立即与接收该批物资的市
疾控中心联系协调，办理相关手续，
物资到库半小时后，市疾控中心就
顺利地提走了物资。

“对于紧迫需要的医疗物资，要
特事特办，需要的手续，能简化就简
化，不能简化就后续补办，要确保每
一份爱心捐赠及时有效地用在刀刃
上，所有拨付资金必须用于疫情防
控，严禁提取任何形式的工作经
费”，是市红十字会的工作准则。

为严格分发手续，市红十字会
按照市指挥部办公室款物分配表或
调拨函，根据各受赠单位开具的介
绍信分发款物。对于不能存放、无
法入库的非医疗物资,接收后及时
汇报，根据指挥部意见，第一时间将
物资分配到医疗、环卫、公安等一线
人员。对发放现场进行拍照或摄
像，确保重要医用物资一件不差地
及时拨付到指定单位，避免出现捐
赠物资闲置的情况。

信息公开及时，确保精准透明

社会捐赠公众关注度高，也十
分敏感，为及时精准公开信息，市红
十字会坚持做到“四公开”，即程序
公开、款物去向公开、受益对象公
开、执行发放标准公开，要求各受赠

单位 30 日内向市红十字会提供款
物发放清单。

严格按照程序，每天下午汇总
捐赠款物接收和使用情况，在市红
十字会官方网站公示；积极与工行
对接，及时公开社会资金捐赠情况，
实时记录捐赠物资出入库情况；及
时向捐赠方反馈使用情况，每天定
时向上级红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纪委派出纪检组等单位，报送款物
接收、发放情况，自觉做到信息和数
据透明公开。

自觉接受监督，确保“战疫”必胜

市红十字会自觉接受监督检
查。邀请纪委派驻纪检组参与物资
接受点检及发放等工作，积极配合
纪委派驻纪检组对款物的入库入账
进行核查；协调市民政局先后派出
3 人全程参与指导捐赠款物接受、
分配、使用等情况；主动邀请市委市
政府分管领导、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负责人检查指导。

与此同时，先后招募 4 名志愿
者全程参与募捐活动，邀请社会知
名人士周发猛、爱心企业负责人李
本华等参观查看款物接收情况；积
极与当地主流媒体沟通，拓展公示
范围，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
体的监督，扩大社会知晓度，切实保
障捐赠人的知情权，为助力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珍惜每一份爱心
——陕西省安康市红十字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侧记

本报讯（陈勇）5月21日，安徽
省淮北市首批2台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在淮北火车站候车大厅正
式“上岗”，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指导中心、市红十字会“益路同
心，红十字‘救’在身边”AED 城市
布点项目正式启动，首批 200 台
AED年内将陆续到位，人均率将达
到10万人10台。

上午，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老师为火车站一线职工开展了心
肺复苏、气道梗阻、创伤包扎、AED
使用办法等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并
在火车站一楼候车大厅开展模拟突
发情况下，现场使用AED配合心肺
复苏救治患者的演练活动。此后，
这种培训和模拟场景演练活动将会

定期开展。
据悉，今年以内，“益路同心，红

十字‘救’在身边”AED城市布点项
目将在淮北市各类学校、社区、体育
中心、景区、政务服务中心等公共场
所布点安装 200 台 AED。同时，市
红十字会还将积极推进，实现AED
布点区域周边群众应急救护培训全
覆盖，把每一个AED布点作为普及
急救知识的培训点、宣传点，让更多
的群众成为敢用和会用AED、敢救
和能救的红十字救护员。此外，市
红十字会将联合各布点区域管理单
位定期组织开展模拟场景应急演
练，不断提高布点区域人员应急救
护能力，维护广大群众生命安全和
健康。

淮北首批“救命神器”上岗
“益路同心，红十字‘救’在身边”AED城市布点项目正式启动

本报讯 （乌红）近日，内蒙古
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接受了
由自治区红十字会委托内蒙古天合
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的第三
方绩效评估，对该市“2018-2019年

‘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项目”和
“2016-2019 年彩票公益金支持的
应急救护师资培训项目”进行了评
估。评估组对两个项目给予充分肯
定，并提出合理建议。

绩效评估组通过认真听取工作
汇报，实地查阅相关资料，到集宁区
红十字会和“光明行”手术实施医院
——乌兰察布朝聚眼科医院进行实
地察看的方式，对“光明行”项目及
救护师资培训项目，从专业的角度
进行了全方位绩效评估。

经评估，评估组对“光明行”项
目实施和救护师资培训给予充分
肯定，认为“光明行”项目实施规范
有序、资料完整齐全、档案整理科

学有序，能够全面反映项目实施的
全过程，特别是项目实施中进行的
典型案例收集整理和宣传报道，在
全社会中产生了良好效应，为下一
步持续开展“光明行”公益项目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评估
组认为，彩票公益金支持的救护师
资培训项目能严格按照经费预算
执行，保证了师资培训的质量和效
果。

评估组还从进一步做好“光明
行”项目宣传和回访工作、师资培训
后期跟进、提高师资利用率等方面
提出了多项合理化建议。

本次评估是红十字会实施新的
法律规定，加强社会监督，完善红十
字会内部治理结构的具体实践，对
于推动红十字会参与全社会支持实
施人道公益项目，加强红十字会公
信力建设，提升红十字会良好社会
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乌兰察布市红会接受绩效评估

本报讯 （寇艳琦）“六一”儿童
节前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
区红十字会将4000元“润苗基金”发
放到育红小学8名贫困孩子手中。

2018年，齐齐哈尔市红十字会
转交给建华区红十字会 2 万元捐
款，它来自于一对没有留下联系方
式的老夫妻，这钱是他们从退休工
资中攒出来的。接到这份沉甸甸的
信任与馈赠，区红十字会倍感珍惜，
将这笔善款命名为“润苗基金”。为
让善款发挥更大作用，帮助更多贫
困孩子，区红十字会通过严格走访
和调查，最终决定对育红小学 8 名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给予资助，资
助将持续5年，以每年每人500元的
形式，发放到孩子家长手中，作为他

们的学习基金。
在这对老夫妻的感召下，一名

机关党员干部也希望在能力允许的
情况下帮助别人。2019年初，她在
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慷
慨捐出 5000元钱。同年 8月，根据
她的意愿，区红十字会将这 5000元
助学金送给了当年考入大学的一位
贫困家庭学生。

去年，8 名孩子中有两位以优
异成绩升入初中，未来，他们将继续
得到资助，直到初中毕业。

近日，收到助学金的学生们纷纷
表示，来自社会的温暖让他们坚定了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今后，他们
将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传递爱心，回报社会。

建华区红会心系贫困学子

“润苗基金”聚力助求学

■ 孙永春

“快 23∶00了还打扰您，太不好
意思了！”“没关系，捐赠要紧，今晚
我加班录完，明早你去海关申报，就
可以了。”

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
会接受新冠肺炎疫情捐赠工作以
来，工作人员与境外捐赠物资免税
手续办理志愿者朱厚芳无数个深夜
对话中，最平常的一句。说明情况、
接受任务，电话往往只有两句话，背
后却是朱厚芳每次至少两个小时、
连续近两个多月的随叫随到、加班
加点的无私付出。

自2月加入红十字志愿者队伍
以来，朱厚芳敢于担当、无私奉献、
严谨细致的点点滴滴，一直感动着
身边的人，她用自己的方式，为抗疫
工作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发挥所长，助力抗疫是我的荣幸”

2 月初，为第一时间将境外捐
赠物资运送到需要的地方、用于疫
情防控，确保物资及时通关、享受免
税政策，自治区红十字会积极争取
海关支持，海关把新疆嘉润国际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的优秀员工朱厚芳
推荐给了红十字会。

提起有着多年进出口贸易免征
税申报业务经历的朱厚芳，乌昌海
关免税处、报关处的工作人员纷纷

竖起大拇指，大家都夸她精通业务，
是个乐于助人的人。

临危受命，朱厚芳欣然接受：
“发挥所长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是我的荣幸。虽然境外捐赠物资
接触不多，但是我会尽全力帮助每
一份爱心善意落实。”

成为红十字志愿者以来，朱厚
芳不但自己加班加点，还积极主动
争取公司领导支持，用公司的免税
申报系统，帮助自治区红十字会、捐
赠企业进行免税证明申报。

“打仗不能没有弹药”

2 月初，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
期，一线工作人员需要大量防护
镜、防护衣、医用口罩等物资，全国
各家医院纷纷在网上发出求助信
息。

“就像打仗枪械不能缺少弹药
一样，冲锋在一线的战士们不能没
有保护自己的武器，当时最为紧要
的，就是为每一票境外捐赠物资办
理清关、免税申请，让物资第一时间
到达需要的人手里并发挥作用。”朱
厚芳说。

在无偿承接自治区红十字会业
务的同时，朱厚芳还承担了政府采
购的一些进口防疫物资的免税业务
办理。截至 3月 31日，她已协助办
理30余笔、价值1200多万元境外捐
赠防疫物资的免表申请。

“只为迅速通关，早日赢得战‘疫’”

国内战“疫”一打响，广大海外
华侨华人及海外企业就热情满怀，
纷纷采购防疫物资，都想以最快的
速度将物资运往一线。

面对大笔境外捐赠物资，工作
量是巨大的。按照捐赠程序及免表
申请，一般一单捐赠需要准备15项
材料左右，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
朱厚芳的工作要求她必须保持注意
力高度集中，与捐赠人、报关员充分
沟通，保持信息一致。

有两次碰到从北京、上海需要
报关的两单境外捐赠业务，因捐赠
企业需要及时办理报关，转运防疫
物资，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朱
厚芳以及海关、报关行通力合作，牺
牲周末休息时间，主动加班加点，深
夜搜集整理材料，制作免表申请单，
使得平常需要两天才能办理好的业
务在不到 5 个小时内，就完成了所
有材料准备、上报、审核等环节，第
一时间将免表电子版发往报关企
业、办理清关业务。上海、北京的报
关员纷纷点赞，他们在微信联络群
里说：“北京、上海也没有这么快，新
疆效率高。”

工作受到大家肯定，朱厚芳也
感到很开心。“只希望能让捐赠物资
迅速通关，早日助力打赢疫情防控
战。”她说。

用行动践行红十字精神
——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志愿者朱厚芳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绸都小学开展了“红十字会宣传标语”设
计制作活动。活动结束后，学校对每班选出的5名标语设计优秀代表进
行了表彰。

图为一名学生和她设计的标语。 乔煜青/摄

红十字标语
设计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