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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鄂尔
多斯市红十字会系统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在红十字精神指引下，把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首要政治
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不惧风险、
率先垂范、冲锋在前，第一时间成
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修改
完善《突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启动一级响应机
制，加大人道资源动员力度，汇聚
起全民战“疫”的强大力量。

截至 2020 年 5 月，鄂尔多斯
市社会各界通过红十字会系统累
计捐款捐物2.8亿元。其中，为湖
北武汉等地区定向捐赠款物超 1
亿元。捐赠款物位居自治区 12
个盟市之首。

善款必须善用。
在做好爱心款物接收的同

时，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系统坚

决把款物使用、管理“晒出来”。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让每一
份爱心善意都及时得到落实的重
要指示精神，制定下发《鄂尔多斯
市红十字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疫情捐赠款物
使用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市红十
字会系统本着公开、公正、透明、
高效的原则，加强捐赠款物管理。

定期主动向纪检监察、审计
等部门及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监
事会汇报款物接收、使用等情况，
全过程多方面接受监督；

加强对旗区捐赠款物使用管
理的监督指导，定期调度工作，确
保不出现任何违规违纪问题；

建立捐赠款物公示四层级审
核机制，通过市内各主流媒体和
市红十字会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公
示 13 期，点击量超过 10 万。同

时，每天在所属官方网站公布当
日捐赠款物收支信息，让每份爱
心善意“晒”在阳光下；

此外，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
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
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心群众、
情系一线；

为医院、一线医护人员、援鄂
医疗队和病毒检测员等送去价值
82万余元的慰问款物；

关心、关注包联驻村干部，为
全市 1000 余名帮扶干部捐赠口
罩、手套等防护物资，主动为党
委、政府分忧；

为因疫情影响暂时没有收入
的困难群众、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队、一线防疫人员、红十字志愿者
等捐赠价值 87 万余元的人道关
怀金、口罩、棉衣等；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后，
通过协调各方资源，紧急采购一
次性医用口罩10万余只，经申请
发放 8 万余只，缓解了一线人员
及市直各部门复工后防护物资短
缺问题。

涓涓细流汇大海，点滴善举
成大爱。在这个难忘的春天，鄂
尔多斯，再一次用爱温暖世界。

前路无终点，理想有赓续。
新起点，再出发，风雨兼程，聚爱
成光。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
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
精神，苦干实干加油干，奋力书写
新时代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事业改
革创新发展新篇章，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亮丽内蒙
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东风正劲，抚拂新绿遍野；旭日蒸蒸，照映前行
疾步。

时代在发展，万物在生长。千百年来，鄂尔多
斯人与苍茫草原同阅人间沧桑，与滔滔黄河共历天
地变化，终成一座融古通今的“大爱之城”。

在时代大潮中挺进的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事业，
始终坚持与自强、逐梦的鄂尔多斯一道，在“人道、
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引领下，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革故
鼎新、攻坚克难、聚力奋进，用大爱善举滋养“慈善
之城”的美誉，用初心使命温热“文明之城”的时空。

逐梦奋进再出发逐梦奋进再出发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综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坚持把
党的领导作为红十字事业发展的
最高政治原则，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巩固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扎
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
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

持之以恒地加强红十字会系
统党的组织建设，推进有关旗区
红十字会设立党组，理顺体制机
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红十字工

作全过程；
严格履行党建主体责任，狠

抓党风廉政建设，连续 5 年召开
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

推动全市红十字会系统改
革，制定《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改
革方案》，指导旗区推进改革落
实，加强治理结构、人事制度、运
行机制、工作方式等方面创新，组
织活力明显提升；

胜利召开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新一届理
事会、首届监事会；指导鄂托克前

旗红十字会先行先试，选举产生
自治区首个旗县级红十字会监事
会；指导推动有条件旗区依法换
届，选举产生监事会，全市已成立
的旗县级红十字会监事会占自治
区 50%，监事会建设工作走在自
治区前列；

进一步增强全市会员代表大
会代表、理事、常务理事的代表性
和广泛性，增加社会各领域和基
层一线代表比例；依法依规调整
优化内设机构、直属单位设置，理
清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职责；

加强红十字基层组织和阵地
建设，在苏木乡镇（街道）、嘎查村

（社区）、学校等行政企事业单位
积极发展红十字基层组织，形成
覆盖城乡的红十字组织网络体
系；增强红十字救护站、博爱家
园、博爱卫生院（站）等红十字基
层阵地的服务功能，使其成为基
层公共服务、社区治理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平台。

……
蹄疾步稳，方能谋深致远。

随着一项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系统全面深
化改革正以破竹之势，在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破冰前行，唱响一
曲曲愈发铿锵的奋进之歌。

不论在西藏地震、巴彦淖尔
市及市内洪灾等灾害赈灾救援现
场还是脱贫攻坚一线，“红十字”
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服务人民、
服务社会的光荣使命。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按照党政所需、群众所盼、
职责所在，把满足人民群众的人
道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广泛凝聚人道资源和力
量，真心关爱群众，努力为国奉
献、为民造福，在应急救援、救护
培训、救灾救助、关爱生命等方面
播种了关怀曙光，点燃了阑珊希
望。

——持续推进“博爱一日捐”
等募捐筹资工作，全系统累计筹
集款物7637.99万元，达到历史新
高；

——严格执行“235”资金管
理使用制度规定，全市各级红十
字会备灾储备金累计达993.97万
元；

——参与西藏地震、阿拉善
盟地震、巴彦淖尔市洪灾和市内
干旱、洪灾等灾害赈灾救援行动，
投入救灾款物价值 710 余万元，
帮助受灾群众度过难关；

——投入 232 万元，在 2 个
5A 级景区建成红十字救护站 2
个，红十字应急救护点 41 个、红
十字应急救护角 94 个，实现 4A

以上景区和机场、火车站、汽车站
红十字应急救护站点角全覆盖；

——全市投入 2800余万元，
广泛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
大病救助等活动，为 4 万余人送
去人道关怀；

——推进“光明行”社会公益
活 动 常 态 化 工 作 ，累 计 筛 查
46195 名白内障患者，为 2128 例
贫困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实
施“护眼”公益行动，累计为26万
名青少年进行筛查建档，对 904
名贫困青少年实施免费救治；

——开展“捐衣助贫”活动，
洗消旧衣 5.3万件，为蒙古国、乌
兰察布市困难群众发放衣物3万
件；

——争取“小天使基金”和
“天使阳光基金”139 万元，使 46
名 0-14岁贫困家庭白血病和先
心病患儿得到人道救助、带来新
生希望；

——投入539.5万元，先后建
设鄂尔多斯市红十字生命健康安
全体验馆、鄂托克前旗红十字人
道主义救援救护培训基地和培训
教室；

——在自治区率先发布 25
部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地图，
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及时查
询；

——全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累计入库4418人份，实现捐献11

例。全市累计登记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者 1206 人，实现遗体捐献 2
例，器官捐献 3例，眼角膜捐献 2
例。争取专项资金为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购买终身保险、给予遗体
和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人道抚慰
和救助。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
传活动，普及无偿献血知识。

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今
年 3 月开始，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伊金霍洛旗红十字会共同帮
扶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塔尔河
村，经过多次深入走访调研、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最终确定在帮扶
村实施一村集体经济项目——塔
尔河被服厂，主要生产棉被。据
了解，该被服厂以红十字会“博爱
家园”立项，为鄂尔多斯市首个

“扶贫车间”，由自治区红十字会、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伊金霍洛
旗红十字会投入 52 万元，实行

“党支部+公司+农户”的经营模
式，重点吸纳镇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富余劳动力开展订单式生产，
计件付给酬劳，并与建档立卡贫
困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计划拿出被服厂纯利润的 15%，
用于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
产，帮助其提高生活质量。目前，
招聘工人3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5户 10人，已签订单 8000
床，预计今年可实现产值 100 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23 万元，建

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4000元。
此前，鄂尔多斯市各级红十

字会还选派骨干力量组建9支驻
村 工 作 队 ，投 入 和 协 调 资 金
279.46 万元，在帮扶村实施生命
健康、人道关爱等惠民项目建设，
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其中，鄂尔多斯市红十字
会着力在包联村准格尔旗大路镇
二旦桥村发展鹌鹑养殖、煤矿后
勤服务等村集体经济和杏林产
业，实现村集体纯收入达 14 万
元，产业纯收入达 60 万元。此
外，全市红十字系统以“博爱家
园”项目为依托，投入 850 余万
元，建成“博爱家园”33 个，助力
推动帮扶村发展特色种养、牲畜
交易、乡村旅游等产业，切实增强
了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

民间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在
上级红十字会的指导下，鄂尔多
斯市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和主动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与蒙古国红
十字会和蒙古国达尔罕乌拉省红
十字会实现互访，并与达尔罕乌
拉省红十字会续签了合作备忘
录。还先后到安徽、海南、温州等
省市学习借鉴“博爱家园”、青少
年眼健康、生命体验馆建设等先
进经验做法。深化与台湾及各省
市和各兄弟盟市红十字会交流合
作，构建起突出国内、内外兼顾的
民间交流新局面。

夯实党建根基夯实党建根基 改革创新蹄疾步稳改革创新蹄疾步稳

聚焦主责主业聚焦主责主业 人道工作提质扩面人道工作提质扩面

倾力疫情防控倾力疫情防控 小城大爱温暖北疆小城大爱温暖北疆

“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系统党员干部录制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系统党员干部录制《《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快闪

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系统党员干部参观党员政治生活馆

五家单位为鄂尔多斯护“眼”公益行动捐资100万元

鄂尔多斯市首个扶贫车间——塔尔河被服厂

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援队开展实战演练 红十字应急救护队员模拟火灾现场急救

97岁老党员为疫情防控捐款1万元 慰问援鄂医疗队及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

红十字志愿者为空巢老人量血压鄂尔多斯市红十字眼科医院走进幼
儿园开展青少年眼科健康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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