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京红）6月14日是第
17 个世界献血者日，由北京市红
十字会主办的以“安全血液，拯救
生命——献血，送给孩子一份特殊
的礼物”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宣传活
动在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举行，旨在
动员更多市民参与无偿献血、报名
加入中华骨髓库等行动，帮助更多
血液病患者实现早日康复的梦想。

当天，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王海京，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宋永红出席活动并成功
捐献全血。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副会长谢延智现场慰问了参
与活动的志愿者。爱心大使、北京
电视台主持人邬晔纬捐献了成分
血，希望通过身体力行带动更多人

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据介绍，北京市红十字会举办

该活动，希望通过创新献血捐髓宣
传形式，积极推进首都无偿献血宣
传，推动志愿者队伍建设，使无偿
献血工作宣传常态化、参与常态
化，带动更多志愿者和社会爱心人
士加入“献血捐髓”的行列。

本报讯 （京红）6月 12 日，北
京市红十字会在东直门枢纽站举
办“我为冬奥做贡献、冬奥有我更
安全”——纪念世界献血者日暨
2022 年冬奥会无偿献血宣传活
动。

该活动依据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与北京冬奥组委会签署的合作
备忘录，着眼于“安全城市，健康市
民”的总体目标，围绕 2020年世界
献血日活动主题“安全血液拯救生
命”，是北京市红十字会切实履行
2022 冬奥会赋予的职责，做好冬
奥会无偿献血和RhD阴性血志愿
者献血宣传动员工作的具体举措。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的形势，本
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活动现场，世界冠军张昊和来自中
国石油大学红十字会的聂宇婷联
合向社会发出《争做 2022 年冬奥

会无偿献血志愿者倡议书》，呼吁
更多人士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的
队伍中。在活动仪式上，市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宝峰向张昊颁
发了“2022 年冬奥会无偿献血宣
传形象大使”聘书。出席活动的嘉
宾和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带头在志
愿服务背板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
名字，成为红十字志愿者；最后，部
分志愿者代表在北京市红十字血
液中心东直门献血方舱内无偿献
血。线上活动通过腾讯平台进行
了发布和推广。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市红
十字会、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北京冬奥组委会、北京市红十字血
液中心和北京公联交通枢纽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枢纽公司的相关领
导、无偿献血志愿者和大学生代表
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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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鼓干劲 增信心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赴湖北指导组深入基层慰问帮扶受疫情影响的残疾人机构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 14 日召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
要求，研究部署北京市近期聚集性
疫情防控工作。国务委员兼国务院
秘书长肖捷出席会议。

孙春兰强调，此次聚集性疫情与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高度关联，市
场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疫情扩散的
风险很高，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切
实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以新发地及
周边地区为重点实施最严格的流调，
开展深入全面的溯源工作，更加主动
发现并控制感染源头。支持北京市
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对重点区域、重
点人群检测全覆盖，逐步扩大检测范

围，及时发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严格社区管控措施，开展拉网排
查，对“四类人员”进行集中隔离管
理。加强所有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规
范设置和改造，严格落实首诊负责
制，强化院感防控。深入开展新时代
爱国卫生运动，对全国农贸市场、餐
饮等场所及物流等环节集中开展消
杀，落实环境卫生等防控制度。

孙春兰指出，由于对新冠病毒
变异、传播规律等还没有完全掌握，
境外疫情仍在蔓延，常态化下防控
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各地区、各部门
切不可有任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必须时刻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强化“四方责任”，
落细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慎终如
始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孙春兰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上强调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遏制北京聚集性疫情扩散蔓延

《人民日报》北京6月14日电
6月 11日以来，北京连续出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病例均与北京新发
地批发市场关联。目前，北京正按
照统一部署，采取果断措施，坚决
阻断疫情传播渠道，坚决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对此，北京有信心、有
决心、有措施、有方法。全市上下
以“三级响应、二级防控”的力度迅
速行动，流调、溯源、检测、排查工
作全面展开，各项防控措施从严落
实。

北京全力抓好病例流调溯源。
据北京市新闻发布会介绍，从目前

情况看，有几点情况已比较清楚：一
是本地传播源头较为清楚，已查明
均与北京南郊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关
联。二是传播渠道较为清楚，即到
过新发地者和其密切接触者。三是
确诊者的行动轨迹迅速摸清查明，
第一时间向社会详细公开。四是市
民的防护意识比较到位，发热者主
动就诊，大多主动骑车去就医。五
是多样化排查同时推进。由于新发
地是物流、人流集散地，北京正实行
重点排查与全市排查相结合，本地
排查与人流、物流走向排查相结合。
六是全市筛查。北京要求对5月30

日以来到过新发地市场和与新发地
销售人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检
测，以社区为单位筛查。

此外，北京全力开展核酸检测，
应检尽检、愿检尽检。12 日起，北
京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
业人员，在全市开展农贸批发市场、
大型超市排查，对海鲜、肉类等食品
及外环境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同时，迅速调集力量，对新发地
批发市场内人员、周边小区居民，以
及5月30日以来与新发地市场有密
切接触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截至
14日 20时，在新发地设置的 5个现

场采样点，共采集人员样本 8186
件，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新发地
市场周边小区居民、对 5月 30日后
来过新发地市场的或与新发地销售
人员有过密切接触的 11 万多名人
员的核酸检测正在进行中。

新发地是北京最大的菜篮子，
13日凌晨3时起暂时关闭。对此北
京已启动保障机制，在阻断疫情传
播的同时保障市场供应。记者采访
时看到，市场情况总体平稳，14 日
上午部分超市叶菜出现扫货情况，
到下午由于各商店补货及时，恢复
正常。

有信心、有决心、有措施、有方法

北京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6 月 13 日 16 时 40 分左右，
G15沈海高速温岭市大溪镇良山
村附近高速公路上，一辆槽罐车
发生爆炸，引发周边民房及厂房
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晚上23时许，浙江省永康市
红十字救援队 35 名队员携带救
援设备抵达良山村一线。

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全体救
援队第一时间有效组织红十字志
愿者开展安置点服务，积极组织
志愿者前往医院协助救助伤病人
员，为受伤人员开辟生命通道，在
国道和主要干道协助维持秩序，
疏导交通。

14 日晨 6 时许，救援队得到
当地政府撤离指令，完成支援温
岭的救援任务，安全返回永康。

（浙红）

救援温岭

本报讯（记者 陈娟）“感谢社
会各界对残疾人企业的关心，我们
一定用好这笔救助金，全力减少疫
情对残疾人员工生产、生活的影
响。”6月8日，湖北万和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蒋红奎感激地对前来
慰问帮扶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赴湖
北指导组、湖北省红会和湖北省残
联工作人员说。

湖北万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
于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是一家专
门从事砖茶生产加工的企业，还是
省级残疾人就业创业品牌基地。今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订单量同比下
降较多，受损严重。为助力打好疫
后重振的民生保卫战，近期，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划拨 1000 万元社会捐
赠资金，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
开展对湖北省残疾人康复机构、托
养机构、盲人按摩机构及省级残疾
人就业创业品牌基地进行帮扶支
持，帮助残疾人机构复工复业，对重

度残疾和生活困难残疾人进行救
助，由湖北省红会和省残联统筹使
用、执行。该项慰问帮扶活动将覆
盖湖北省 663 家残疾人康复机构、
托养机构、盲人按摩机构和残疾人
就业创业品牌基地等残疾人机构，
将惠及超过 7000 名受疫情影响的
困难残障人士。

湖北万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
是此次接受慰问帮扶的残疾人企业
之一，该公司现有职工 40 人，直接
安置残疾人 7 名，生产的茯砖茶和
保健茶原料主要来自周边的陶家
河、杨柳湾等5个乡镇，帮扶带动残
疾人户142户，使每户年均增收2万
元以上。当天，总会赴湖北指导组
通过湖北省红会、湖北省残联为企
业送去 3 万元慰问金，并勉励企业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想办法
拓展销路，把损失降到最低。

“希望你们能将慰问金用于企
业复工复产和残疾人职工，减少疫

情影响带来的各项损失，尽快复工
复产，撸起袖子加油干，带领企业员
工努力创收、增收。”指导组还深入
企业工厂，参观了万和农业主打产
品茯砖茶筛制、气蒸、压制、发花的
各个环节，查看了企业复工复产的
实际情况，鼓励他们积极抢抓机遇，
加快复工复产，同时继续发挥好辐
射带动作用，带领更多贫困残疾人
就业增收。

蒋红奎表示，一定不辜负社会
各界的爱心，把慰问金收好用好，
落到实处。他们打算将资金用于
三个方面：一是继续为企业员工购
入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二是
用于改善在职残疾员工的生活，马
上又到第二季水稻种植期了，为他
们提供一些生产帮扶；三是工厂部
分设备老化，利用这笔资金进行改
善，让残疾员工操作起来更加方
便、省力。

北京红会举办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
王海京出席活动并献血

本报讯（赣红）6月12日，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向江西省赣州水灾灾
区捐赠的 1000 只赈济家庭箱已从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赣州备灾仓库发
出，运往南康、赣县、上犹、龙南、全
南、兴国、宁都、于都、会昌、寻乌等
10个受灾县区。

每个赈济家庭箱中有棉被、拖
鞋、手摇发电式手电筒、日化用品 5
件套、不锈钢日用品 10 件套等，基
本能够满足1个转移安置群众家庭
的日常需要。

据悉，6月 2日以来，赣州市遭
遇了今年入汛后持续时间最长、降
雨强度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降雨
过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1 日，
连续强降雨造成兴国县、宁都县、瑞
金市、于都县、会昌县、龙南县、全南
县、上犹县、赣县区、南康区10个县
（市、区）92 个乡（镇）6.2 万余人受
灾，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5000 余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评估灾情后，启
动应急响应，决定想赣州市支援
1000只赈济家庭箱，共同应对洪涝
灾害。

中国红基会向赣州灾区
捐赠1000只赈济家庭箱

本报讯（沪红）6月3日，上海
市红十字会召开“四史”学习教育
动员部署会暨专题报告会。会议
邀请上海市“四史”学习教育宣讲
团成员、市档案局副局长邢建榕作
了题为“黄浦江、苏州河与近代上
海城市格局的形成”专题辅导报
告。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张浩亮作动员讲话，会议
由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李江英主持。

报告紧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
围绕黄浦江、苏州河在上海产业结

构、市民文化、区域规划形成和调
整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以生动的历
史故事、大量的史实资料、丰富的
人物案例，深刻阐释了上海城市形
成的曲折历程。

张浩亮在讲话中指出，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员、干部
学习教育的重要主题，是牢记党的
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体现了上
海的重要优势，是推动红十字事业
发展的重要契机，必须要根据目标
任务，抓好落实，确保“四史”学习
教育扎实开展。

上海红会举行“四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暨专题报告会

本报讯 （王磊）6 月 11 日，陕
西省红十字会召开 2020年度全面
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关居正代表会党组总结
2019 年度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深
入分析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
题，安排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
省纪委监委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
组组长李宏杰充分肯定全省红十
字会系统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的成效。
会议要求，全省红十会系统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以党的政治建设统
领红十字事业发展，继续从“延安
精神”汲取力量，大力发扬“西迁精
神”，始终把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奋力谱写陕
西红十字会工作新时代追赶超越
新篇章。

陕西红会召开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本报讯 （孟德涛）6月 13 日，
由河北省红十字会主办的“云上公
益行 关爱留守儿童”互联网公益
活动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刘庄中心
小学举行。

在活动网络直播现场，河北省
红十字会、网易河北、河北向日葵爱
心公益联盟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做客
直播间参与访谈，共同探讨推动云
公益发展新模式。同时，来自爱心
企业、单位代表和社会组织的志愿

者，带着社会各界的关爱，分别奔赴
井陉中心小学和鹿泉西胡申小学的
困难留守学生家庭进行现场捐赠，
并与直播现场视频连线。

活动共为来自灵寿县刘庄中
心小学、赞皇县凯星小学、胡家庵
小学等多所学校的困难留守学生
捐赠140台智伴儿童教育机器人、
650 本图书、760 个儿童口罩、100
套文体用品及 30 幅书画作品，价
值20余万元。

河北红会举办关爱留守儿童线上主题公益活动

本报讯（刘忠勇）6月1日，江
西省红十字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
全国两会和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主持会议并
讲话，省红十字会机关、直属单位
副处级以上干部列席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了全国两会精神，并就学习贯
彻会议精神进行了部署。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一定要深
入学习、深刻领会两会精神，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贯彻落实到
红十字工作方方面面中去，全力以
赴做好各项工作。

为确保会议精神在我会落地
落实，江西省红十字会党组结合实
际，提出了具体的贯彻措施。一是
聚焦主责主业，增强人道救助实
力。二是推进改革创新，提高服务
能力。进一步完善治理机构，优化
治理体系。三是推进组织队伍建
设，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四是建立
合作联动工作机制，全力参与疫情
防控和防汛。

江西：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贯彻措施

我为冬奥做贡献 冬奥有我更安全
北京红会举办纪念世界献血者日暨2022年冬奥会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