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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红十字人基层红会信息

淄博举办抗疫捐赠座谈会

本报讯（博红）6月11日，山
东省淄博市红十字会召开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捐赠爱心企业（人士）
座谈会，报告了抗疫专项募捐工
作情况和财务开支情况，并为爱
心企业（人士）代表颁发了感谢
状。13家驻淄媒体现场报道。

黄山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 （黄红）近日，安徽
省黄山市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全市红十字系统防控
疫情相关工作，包括动员社会各
界捐款捐物、规范管理使用捐赠
款物、组织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
等情况。

兴安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白新慧）6月11日，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红十字会召
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研究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南通急救培训进小学

本报讯（徐建华）6月11日，
江苏省南通市红十字会6名应急
救护培训教员走进市曙光小学，
为 4 至 6 年级近 500 名师生开展
了一期应急救护技能培训课程。

乌兰察布开展党日活动

本报讯（乌红）6月11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
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廉
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义乌救援队赴气象局参观学习

本报讯 （义红）近日，浙江
普降暴雨，防汛压力突增。为科
学认识气象灾害，提高救援救灾
前瞻性、针对性，金华市义乌市红
十字会组织红十字救援队骨干成
员赴市气象局开展了一次参观学
习活动，学习气象专业知识，提升
科学救援备灾能力。

晋中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张荣）6月 9日，山
西省晋中市红十字会走进治超
办，为30多名干部职工开展公益
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新建区关爱职工健康

本报讯 （南红）6 月 11 日，
由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委统战
部牵头，民盟新建区支部主办，
区红十字会、区二轻总公司协办
的“关爱职工健康，彰显统战担
当”健康义诊活动在区二轻总公
司举行。

栖霞区开展急救培训

本报讯 （王凯）今年 6 月是
全国第 19 个“安全生产月”。10
日，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
会在中建安装石化工程公司举行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并以网络
视频的形式在全国各分公司同步
直播，100多位员工在线学习。

蒲城县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王蓉荣）近日，为
进一步增强全体党员干部的党纪
党规意识，按照上级安排，陕西省
渭南市蒲城县红十字会深入开展

“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动，教育
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

利津县举办安全实战演练

本报讯（李茂友）6月13日，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红十字会联
合县民政局组织开展全县养老机
构员工消防安全实战演练，全县
12家养老机构员工30人参加。

苍溪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苍红）6月10日，四
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红十字会组织
苍溪聚爱救援协会、苍溪红十字
救援队共60名红十字志愿者，在
县城区红军路、少屏社区、杜里社
区和药博园景区开展“三创联动”
志愿服务活动。

镇沅县发放奖学金

本报讯（镇红）6月11日晚，
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
祜族自治县红十字会在民族中学
举行“‘99 公益’爱在身边 滇苗
助学助你成长”助学金发放仪式，
为民族中学 11 名困难学生发放
助学金11000元。

彭福村开展逃生急救演练

本报讯（彭红）6月11日，江
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彭福村红十字
会邀请市应急救援大队，为南京
盛洁日用品有限公司职工做了一
场火灾现场逃生及急救演练。

■ 张春中

3月5日至5月26日，受山东省
委选派，我和本单位一名同事以及
省社会主义学院3名工作人员组成

“省派滨州省社会主义学院和省红
十字会联合工作组”（以下简称“工
作组”），到滨州市惠民县开展进企
业、进项目、进乡村、进社区“四进”
攻坚行动。

从春寒料峭到烈日炎炎，83天
时间里，工作组在基层一线抓防控、
抓发展、抓民生，帮助基层解决疫情
防控、患者救治问题，解决企业复工
复产、双招双引中遇到的问题，解决
脱贫攻坚、民生保障中的困难，在付
出心血和汗水的同时，也留下了一
段段令人难忘的回忆。

抓防控：明查暗访不放松

3 月初，疫情防控形势出现积
极变化，但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
冲击也亟待修复。

根据省委要求，工作组一行 5
人于3月5日上午到达惠民县。了
解情况后，工作组连夜召开会议，提
出“一对一调研帮带、五帮一聚力攻
坚”的工作思路，即组长牵头抓总，
联系企业、项目、乡村、社区，再由其
他4名成员每人联系帮带一个服务
对象，组长轮流到各联系点指导推
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在

“一对一”调研帮带的基础上，针对
各联系点调研发现问题，工作组将
集中全体人员智慧和力量，群策群
力解决难点堵点，对发现问题进行
聚力攻坚、重点突破。

第二天，工作组开始重点走访
查看所联系企业、项目、乡村、社区
的疫情防控情况。

惠民县疫情防控工作做得非常
扎实。3月7日，工作组成员到该县
孙武街道古城社区某小区查看疫情
防控工作，即便社区负责同志说明
来意，在小区门口“把关”的老大爷
仍以“未见到介绍信”和“未接到上
级电话”为由，坚决不让我们进门。
好说歹说，只允许我们在小区门口
查看和了解小区居民疫情防控和生
活保障情况，而且要尽快离开。虽
然受到阻拦，但是看到这位“倔强”
的老大爷，我们反而更放心了。

为了解当地疫情防控的真实情
况，工作组除“明查”外，还专门安排
了“暗访”。一次，在某小区门口，我
试图冒充居民进入小区内部，被门
口一位负责安检的老大爷一下拆
穿：“知道为什么让我当安检员吗？
我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了，是不是
我们小区的居民我一看就知，想蒙
混过关，没门！”

尽管天特别冷，但看着这些较
真的“安检员”，大家心里特别暖和。

抓发展：牵线搭桥促合作

惠民县是农业大县，有种植洋
葱、大蒜、辣椒的传统。我们联系的
乡村——李庄镇冯马自然村，就是
传统的“三辣”产业种植基地。

几年前，村主任老冯就领办了
“三辣”种植合作社，集中经营300多
亩洋葱、大蒜、辣椒。随着市场需求
的变化，“三辣”产业面临改良升级。

了解这一需求后，我通过同学

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主
任、葱姜蒜种植专家孔素萍博士取
得联系，专程邀请孔素萍等3位专家
到李庄镇冯马自然村“三辣”种植基
地参观考察，了解当地土质气候状
况，对农产品种植提出指导意见，最
终促成李庄镇与该研究所刘冰江、
孔素萍2位研究员签订合作协议，建
立长效合作机制，对“三辣”产业进
行改良升级，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提高经济效益，助力脱贫攻坚。

协议签订后，老冯脸上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

近年来，惠民县加快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特色
农产品种植、加工产业发展迅速，但
由于农业科技人才不足，农业生产
科技水平不高的问题一直存在。

为帮助解决这一问题，4 月 29
日，我邀请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王兴军一行3人到惠
民县调研指导乡村产业发展和农业
科技创新工作，为县域农业转型升
级提供科技助力。调研组一行现场
了解了惠白菊、蒲公英、丹参、苗木、
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和生产加
工情况，就各类农产品种植、深加
工、销售和农业旅游观光项目等现
代农业发展方面问题，与产业带头
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经工作组积极协调，惠民县委
组织部、县科技局相关领导与省农
科院专家就合作共建农业产业研究
院、国外院士工作站、花生种植基地
等事宜进行了意向性探讨，并就建
立双向联络交流机制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

抓民生：情系百姓苦也甜

4月初，疫情在国外快速蔓延。
在一次工作组例行走访中，我们见
到了满面愁容的老冯。

“今年，受疫情影响，原本许多
出口的订单未能如期兑现，大量洋
葱积压在冷库里。年前 2000 多元
一吨的洋葱，现在1600元一吨也没
人要，还得降价。”

在合作社门外，工作组看到了
许多倾倒在路边已经腐烂的洋葱，
让人感到十分辛酸。

此后几天，工作组与老冯座谈
交流，统一思想。让他立足本地企
业、高校和机关事业单位，先作保本
销售，努力减少损失；同时积极协调
兰陵、济宁等地蔬菜销售大客户，争
取让他们“带货”，帮助解燃眉之急。
在工作组协调下，再加上一些老客
户帮忙，洋葱最终得以平价售出。

这下老冯高兴了，见到工作组
第一句话就是：“我给工作组 30 吨
洋葱，你们看着分配，我要表示感
谢！”

看着满脸真诚的老冯，工作组
全体成员都乐了。

“洋葱我们当然不能要，抓紧平
价卖出去，多挣一些算一些。”工作
组组长解军先说。

协助冯马村农村合作社解决农
产品滞销问题后，我们又把精力放
在社区、乡村贫困户救济上。我主
动协调省市红十字会筹集温暖箱
12件、牛奶20箱、一次性口罩5000
个、医用手套 4000 副，支援当地疫
情防控工作，并到孙武街道古城社

区和冯马自然村走访慰问了 12 户
困难群众。

冯马自然村村委会大院由于长
期无人清理，院内长满了杂草。屋
内设施也十分陈旧，墙皮脱落，地面
潮湿。工作组第一次去走访的时
候，我就跟村两委成员开玩笑说：

“一进院子就有‘百草园’和‘聊斋’
的感觉，老百姓还怎么愿意进来？
应该抽时间清理清理。”

5 月中旬，工作组筹集资金对
冯马自然村村委大院进行修葺改
造，院内全部进行硬化，屋里屋外装
修一新，还添置了新的办公家具，并
协调省社会主义学院为村委捐赠电
视机 2 台，将村委大院打造成为能
够开展支部党建工作、儒学讲堂、村
民休闲娱乐等活动的多功能活动场
所。

说来也巧，村委大院完工那天，
正是工作组接到省委通知要撤回的
日子。在崭新的村委大院内，村两
委成员高兴地向我们诉说着改造前
后的变化，村里的老百姓也争相涌
入院内参观，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那一天，工作组成员
和村两委成员在修葺一新的村委大
院内合影留念，依依不舍地与村民
们挥手道别。

返回济南的路上，我感慨万千，
一首打油诗油然而生：“八十天四进
攻坚，惠民生未敢轻慢。听命令今
日撤回，把丹心永留州县。五兄弟
朝夕相处，情义深难说再见。盼他
日重新聚首，为发展再谱新篇。”

（作者系山东省红十字会办公
室主任）

一对一调研帮带,五帮一聚力攻坚

我在基层搞“四进”攻坚

本报讯（嘉红）6月10日上午，
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地红十
字会齐聚吴江，共同签署《长三角三
地红十字会合作框架协议》，宣告长
三角三地红十字会区域合作工作正
式拉开帷幕。

通过此次签约，三地红十字会
进一步搭建了合作平台，确定了合
作内容，制定了合作机制，明确了三
地红十字事业区域合作目标。

三地红十字事业区域合作以融

合资源、优势互补、区域联动、扩大
影响为远期目标，重点发挥辐射效
应、聚集效应和品牌效应；以信息先
通、项目先联、机制先建为近期目
标，探索合作模式，提供机制保障。

未来几年，三地红十字会将着
力共享“毗邻党建”平台、共建应急
救援平台、共创文化传播平台，实现
长三角三地红十字会工作“优势更
优、短板补长，整体提高、协调发展”
的目标，发挥示范作用，为长三角红
十字系统区域合作提供可复制、可

借鉴的经验。
签约后，三方表示，各方将在红

十字文化传播、应急救援一体化建
设、红十字示范学校创建等方面加
强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互相联动，
让三地红十字事业更具影响力、公
信力和凝聚力，更好地造福三地群
众，服务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

会后，各方人员参观了吴江区
红十字救护体验馆、机关党建服务
中心以及同里 5A级景区红十字救
护站等。

《长三角三地红十字会合作框架协议》签订
青浦、吴江、嘉善三地红十字会开启区域合作新篇章

本报讯（张冬光）6月11日，
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将近期累
计 接 收 的 抗 击 疫 情 捐 款 共 计
54575 元拨付给北京市口腔医
院，用于购买防疫物资 N95 口
罩。至此，区红十字会拨付抗击
疫情捐款执行进度已达99.99%。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区红
十字会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积极
接收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并在区

防控领导统筹小组统筹下，按照捐
赠意愿将捐赠款物全部拨付给区
医疗系统、街道社区、相关单位、海
外留学生等，用于辖区内防疫工
作。

据统计，疫情期间，区红十字会
共接收抗击疫情捐款207.364万元，
拨付疫情捐款 207.3564 万元，接收
并拨付 20 批防疫捐赠物资，合计
57.7954万元。

东城区红会拨付抗疫捐款执行进度99.99%

本报讯（张鹏）6月10日，上海
黄浦区红十字会接到市公安局边防
和港航分局的消息，该分局执勤民
警在外滩公务码头趸船处，利用设
置在那里的 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配合心肺复苏救治术，成功抢救
一名落水男青年。

6月3日凌晨2时37分，边防港
航分局接到市局情指联勤中心 110
指令：广东路水域有人落水，请速速
前往营救。分局即刻派水上巡逻支

队民警到达现场水域搜救。发现落
水者后，4 名民警借助救生设施合
力将落水者托上码头，此时落水者
已经陷入深度昏迷。

民警一边拨打 120 电话，一边
对落水者进行施救。对落水者情况
进行判断后，参加过救护员培训的
民警第一时间对其实施心肺复苏，
并使用AED配合营救，最终成功使
落水者恢复心跳，为医院后续抢救
争取了宝贵时间。2时58分，120到

达码头，将该男子送往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抢救。

2019年，区红十字会与边防港
航分局签署AED设置及培训协议，
在该局外滩公务码头趸船设置
AED等现场急救设施设备，并组织
救护培训师资对 30 余名民警进行
了救护培训，参加培训的民警全部
获得救护员证书，有效提升了该局
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关键时刻保
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上海市边防港航分局利用AED成功抢救落水青年

本报讯 （张燕）近日，江苏
省苏州市太仓市红十字会与邮政
集团太仓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双方在物流仓储、应急救
援、品牌推广等方面达成合作共
识。

在物流仓储方面，市红十字
会将引入“第三方仓储物流监管”
思路，进一步规范仓储物流管理。
邮政公司将为市红十字会开通捐
赠物资寄递绿色通道，做好紧急
状态下捐赠物资的运输和邮件收
寄投递服务，全力保障邮路安全
畅通。

在应急救援方面，邮政公司
将选派政治素养高、纪律观念

强、身体健康且自愿从事应急救援
工作的职员参与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的筹建，双方不定期举办各项技
能培训，努力提高队员素质与技
能。

在品牌推广方面，邮政公司将
利用丰富的线上、线下媒体资源、渠
道资源及活动落地能力优势，发挥
邮政业务网点资源，拓展市红十字
会在全市的服务“窗口”，开展“三救
三献”等业务活动宣传，助力提升红
十字品牌传播。

此次与邮政公司开启战略合
作，是市红十字会推进群团改革、探
索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红十字事业的
举措之一。

太仓红会牵手邮政公司开启合作新模式
双方在物流仓储、应急救援、品牌推广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

本报讯 （德红）为全力打造
安全的饮食环境，近日，浙江省
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红十字会
积极协助镇食安办，组织志愿者
深入辖区餐饮店开展食品安全
检查，护航舌尖上的安全。

检查中，红十会志愿者们协
助镇食安办工作人员仔细检查
了每一家小餐饮店的食品安全

监督公示栏，主要针对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
等相关证件进行了检查，并对环境
卫生、原材料仓库、索证索票等进
行了查看，要求负责人严把食品原
料进货关。同时，志愿者们还宣传
了食品安全知识，并倡导广大顾客
养成使用公筷公勺等良好习惯。

钟管镇红会深入餐饮店协助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护航“舌尖”上的安全

6月9日晚，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开启首次夏季城
市应急救助巡逻，助力地摊经济，对地摊市场人员密集区域做好防疫督导
工作。此次任务出动陆路、医疗、水域队员共计21人。 婺红/摄

护航地摊经济

巩留县红会为全县近万名幼儿发放口罩
本报讯（闫盼 马智慧）6月

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巩留县红十字会联合
县教育局举办防疫口罩发放活
动，为全县68所幼儿园近万名幼
儿免费发放一次性医用口罩（小
号）11.5万只，价值17.25万元。

其中，乡镇 59所幼儿园统一
在县红十字会领取口罩，县城 9

所幼儿园 2900 名幼儿通过班级分
批次通知家长到新疆欣嘉爱民医药
连锁公司门店免费领取。

此次发放的口罩全部为新疆海
王欣嘉医药有限公司向县红十字会
捐赠，由县红十字会统一分配用于各
所幼儿园学生使用。截至目前，该公
司已通过县红十字会捐赠价值47.41
万元的医疗防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