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62 期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农历庚子年五月初十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主办

报刊社网站：www.redcrossol.com
电 子 邮 箱 ：editor@redcrossol.com

战略合作伙伴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12
邮政发行代号：1-15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0004
发行（传真）：010-65238052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43号
邮编：100010

印刷：中国青年报印刷厂

定价：1.2元
编辑：贺 晔

电话：（010）65597609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

习近平指出，6月以来，我国江
南、华南、西南暴雨明显增多，多地发

生洪涝地质灾害，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做好
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
等工作，防灾救灾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多地进
入主汛期，一些地区汛情严峻，近期

即将进入台风多发季节。国家防总
等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指导相关
地区做好防汛、防台风等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
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作，坚

决落实责任制，坚持预防预备和应
急处突相结合，加强汛情监测，及时
排查风险隐患，有力组织抢险救灾，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维护好生产生
活秩序，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6月22日，在建党99周年来
临之际，江西省红十字会机关第
三、五、六党支部一行 20 人赴对
口扶贫点新余市分宜县程家坊村
联合开展“不忘初心忆峥嵘 结
亲结对庆佳节”主题党日活动。

进村后，党员们顶着烈日拎
着大包小包赶回自己结对的“亲
戚”家中，与“亲戚”拉家常，话桑
麻，送去节日的问候和慰问品。

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还与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一起在程家坊
村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党员大会。

此外，江西省红十字会宣讲
团走进洞村乡小学，为孩子们送
去了一堂生动的防溺水课程。

（舒晟）

不忘初心忆峥嵘

■ 浙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
省红十字系统累计接受社会捐赠款
物 13.22亿元。为确保款物使用规
范高效科学透明，提升红十字组织
公信力和美誉度，省红十字会党组
高度重视写好抗疫捐赠“后半篇文
章”。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
会长陶竞强调，全省红十字会系统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慈
善组织、红十字会要高效运转，增强
透明度，主动接受监督，让每一份爱
心善意都及时得到落实”的重要指
示，把捐赠款物接受使用工作做细
做实，深化“三服务”，向爱心捐赠者
反馈款物去向明细，让群众满意，让
捐赠者放心。

即时反馈答谢

在捐赠工作启动时，浙江省红
十字会就把反馈答谢工作列入议事
日程。

省红十字会列出新规，第一个
接听捐赠热线的人员，解答捐赠咨
询后，要添加捐赠方微信；收到捐款
汇出信息后，立即通知财务人员查
询入账信息并开具捐赠票据，制作
捐赠证书；线上将票据和证书扫描
件传给捐赠方，线下立即快递寄出，
即时反馈并致电答谢；每笔捐赠要
在门户网站“功德榜”栏目进行滚动
公示。

疫情初期，省红十字会每天在
微信公众号、官网公告全省红十字
系统和省红十字会本级接收社会各
界捐赠款物总体情况，以及海外捐
赠物资接收使用情况，疫情稳定后，
不定期发布捐赠款物接收和使用情
况公示，至今已达59期。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也按此公示
当地接收款物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浙江省各级红十会
累计通过电视、报纸、公众号、网站
等媒体发布公告 2100多期，充分保
障捐赠者和社会大众的知情权，确
保爱心捐赠“分分都公示、件件去一
线”。

针对捐赠人申请票据和捐赠证
书需求量大的实际，省红十字会 2
月6日向省财政厅申请启用电子捐
赠票据，并组织开发了电子捐赠票
据申领和电子捐赠证书申领系统。
目前，全省已有 8个设区市和 27个
县（市、区）红十字会启用电子捐赠
票据。切实做到让爱心捐赠企业

“一次不用跑”，及时享受到税前扣
除红利。

上门致谢告知

3 月 10 日，浙江省红十字会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结合“三服务”及
时做好爱心捐赠单位和个人的回访
致谢工作，建立长效联系服务机制。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性胜利后，省红十字会领导分别率
队赴金华、杭州、绍兴等地走访横店
集团、森宇集团、滨江集团、浙江医
药、京新药业等爱心企业，送上感谢
信、功德牌，向捐赠单位介绍省红十
字系统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
反馈爱心捐赠的使用去向，转达受
捐单位的谢意，同时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情况，为企业做好服务。

作为省防控应急物资保障组成
员单位，省红十字会和省卫健、经
信、民政、商务、交通、杭州海关等部
门通力合作，极大地提高了捐赠款
物使用效率，确保来自社会各界的
爱心捐赠款物，能够按照捐赠人意
愿，快速送达重点疫区以及最急需
的医疗机构和基层一线。省红十字
会对合作单位也上门致谢，送去感
谢信，介绍红十字整体工作情况。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贯彻落实省

红十字会要求，把向捐赠方反馈款
物使用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据不完全统计，各级红十字会
和领导班子 200 多人，累计走访
1100余家捐赠企业（爱心人士），发
放、邮寄捐赠证书，感谢信（状），功
德牌等5万多份。

做好服务回馈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浙江省委
省政府“两手抓、两战赢”的决策部
署，2月 18日，省红十字会下文，要
求各级红十字会充分发挥专业特
长和组织优势，动员会员、志愿者
力量，为爱心捐赠企业提供个性化
服务，协助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助
力复工复产。

提供评先评优服务。省红十字
会领导应邀出席中天控股集团
2019公益慈善报告会，介绍红十字
疫情防控工作，向中天集团全体员
工表达感谢之意。积极推荐中天控
股集团、横店集团、滨江集团参加第
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温州市红
十字会推荐爱心人士参加温州最美
抗疫人评选。衢州市红十字会推荐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参加衢州慈善
奖评选。

做好复产消杀服务。全省各级
红十字会持续推进“三服务”，开展
防疫宣传、健康监测、环境消杀等工
作，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据统计，全
省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参与防控和
复工复产 30万余人次，为 1万多家
企事业单位免费提供消杀防疫服
务，消杀面积达5000万平方米。

解决复工复产困难。金华市红
十字会联合金华市中医医院、金华
市第二医院和金华交投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组建救护培训、心理救援、中
医药服务、爱心车队等 4 支志愿服
务队，对爱心企业进行逐个回访，为

企业送去捐赠证书、感谢信、助企服
务卡和《复工复产防护手册》，协调
解决爱心企业物流运输、防护物资
购买等难题；组织 140 余名红十字
志愿者和救援队员前往贵州等省份
接回复工人员18批次近4000人，累
计行程32.5万公里。宁波、湖州、嘉
兴、台州等市县红十字会组织志愿
者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应急救护
培训。湖州市还组织心理健康志愿
服务队开通咨询热线，不间断提供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杭州市为爱心
企业申请征信加分等政策推动企业
健康发展。

活动宣传致敬

在“五八”世界红十字日期间，
浙江省各级红十字会把宣传捐赠方
的爱心善举纳入活动内容，唱响红
十字好声音。

杭州市红十字会邀请捐赠方参
加杭州城市大脑·杭红捐赠平台发
布仪式，利用媒介资源免费为企业
进行宣传，通过媒体赋能，帮助企业
降低疫情影响。

温州市红十字会联合温州广播
电视传媒集团，在温州电视台举办

“‘益’路同行·感谢有您”主题宣传
活动。通过快点温州直播平台进行
网络直播，感谢在疫情防控期间作
出贡献的爱心单位、个人和红十字
人，展示人道公益项目品牌。

嘉兴市红十字会开展“人人献
爱心、‘嘉禾’万事兴”系列图片展。
绍兴市红十字会制作“致敬逆行
者”“致敬捐赠人”等系列主题公益
活动海报，在商业中心户外大屏滚
动播放，传递抗疫正能量。柯桥区
红十字会举办红十字博爱奖表彰仪
式。天台县红十字会推出博爱好人
贷公益项目。富阳市红十字会邀请
爱心单位联合慰问援鄂医务人员及
家属。 （下转三版）

写好抗疫“后半篇文章”
——浙江省红十字会系统捐赠款物接受使用工作综述

本报讯 （宗红）近日，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针对贵州、江西、湖南
等地的暴雨洪涝灾害，先后启动四
级应急响应，向三省调拨了赈济家

庭包、毛巾被、服装等救灾物资，并
拨付了紧急救灾备用金，款物价值
共计285.56万元，用于支持三省开
展灾害救助工作。

总会向黔赣湘洪涝灾区提供救助支持

本报讯 （红基会）近日，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玉米爱心基金携手
专业美术老师及玉米志愿者赴湖
南保靖县阳朝小学开展了为期两
天的“黄房子（The Yellow House）
——美学启蒙公益项目”主题课活
动，并向阳朝小学定向捐赠额温
枪、抗菌洗手液、紫外线空气消毒
器、泡腾消毒片等防疫消杀用品。

围绕“共同抗疫”“保护家园”
“爱护动物”等主题，来自北京尤伦
斯艺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陈睿、董
笑歌及 5 名“玉米”志愿者在阳朝
小学的“黄房子”中，为刚刚复课的
学生们带去丰富多彩的美术课。

参与此次活动的学生分别来
自阳朝小学三、四、五年级，在专业
老师和志愿者的指导下，学生们不
仅体验了线稿、蜡笔、彩笔、水彩等
不同绘画形式，还认识了保靖县特
有云豹、金钱豹、猕猴、蓝果树、红
豆杉等动、植物，描绘了书本中山

川、河流、海洋、森林等多样性的地
球环境，学习了疫情发生时个人健
康的防护知识和方法。

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为保障
“黄房子”项目实施学校师生复课
后的健康安全，玉米爱心基金开展

“后疫情时代，健康防护进校园”公
益项目，包括开展防疫主题课，向
学校捐赠额温枪、抗菌洗手液、紫
外线空气消毒器、泡腾消毒片、迷
雾消毒机等防疫消杀用品，共有湖
南、云南的3所学校在该项目中受
益。

“黄房子（The Yellow House）
美学启蒙公益项目”由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玉米爱心基金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发起设立，旨在通过向乡
村学校援建美育教室、捐赠美育设
备和教材、组织美学课程和活动等
形式，为信息相对闭塞、条件相对
落后的乡村学校学生打开一扇美
与爱的窗口。

中国红基会玉米爱心基金“黄房子”主题课开课

本报讯（涂文涛 刘雨彤）近
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召开 2020 年
度机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总结省红十字会 2019 年度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安排部
署 2020年工作。省红十字会全体
在汉党员干部和直属单位负责人
参加会议。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高勤指出，2020 年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收官之
年，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之
年，也是省红十字会深化改革、红
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形势越是严峻，任务越是繁重，越
要加强党的建设，要增强抓好党建
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的主动
性和自觉性。一是要坚持政治引
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
政治机关意识，把“两个维护”坚决
落到实处，做好“三个表率”，积极
履行主责主业。二是要强化思想
引领，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心走实。
要把学习作为终身课题，用好各种
学习平台加强思想政治学习，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三是要锻造坚强
有力基层党组织，提升党支部组织
力。强化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严格
党员日常管理，推动党组织和党员
在抗击疫情中走前头作表率。四
是要持续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大力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
提高服务能力。五是要加强领导，
抓好工作落实。压实党建主体责
任，加强机关党委自身建设。

高勤表示，要坚定不移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推进
机关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红十字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夺取疫情防控
和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双胜
利”做出新的更大努力。

湖北红会提出“五点要求”推进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本报讯 （朱骁）6 月 23 日，
2020年度江苏省小天使基金和天
使阳光基金业务培训班在南京举
办。来自设区市和部分县（市、区）
基金项目执行人员 42 人参加培
训。

此次培训总结了近年来江苏
省红十字会天使系列救助基金执
行情况，对《小天使、天使阳光基金
管理规则》《彩票公益金项目执行
手册》等法规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解
读，从申请、审核、资助、评估 4 个
阶段对基金救助流程进行规范，现

场审核了部分小天使基金申请和
回执资料，针对救助过程中出现的
难点问题进行了研讨，组织参训人
员进行理论测试。培训期间，无锡
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处处长宋扬
分享了基金执行经验。

据 悉 ，江 苏 省 红 十 字 会 自
2009年开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彩
票公益金项目以来，累计拨付救助
资金 6948 万元，救助省内贫困白
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2231
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江苏红会举办小天使基金和天使阳光基金业务培训班

本报讯 （滇红）6 月 19 日至
21 日，来自云南省文山、红河、曲
靖、昆明等地的 66 名红十字“三
献”志愿者在昆明参加专题培训。

据介绍，2019 年云南省成立
红十字会“三献”志愿者服务大队。
为了让队员更加熟悉红十字会“三
献”工作，更好地开展团队建设，云
南省红十字会专门组织了此次培

训。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云南

省累计实现人体器官捐献407例，
共捐献大器官1267个，眼角膜652
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26969 人。此外，有 9 万余名志愿
者加入中华骨髓库，已实现219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

云南红会举办“三献”志愿者专题培训

本报讯 （蒙红）6 月 22 日上
午，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举办纪
念建党99周年专题党课报告会。

会上，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王芳作了题为“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用
心用情用力发挥好助手和桥梁纽
带作用”的专题党课报告，结合全
国两会精神，深刻解读习近平总书
记连续三年在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红十字事业
主责主业和核心业务，深入浅出地
分析红十字工作在服务改善民生、
助力精准脱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并激励全区红十字会系统干部职
工要主动担当、奋发有为，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继续
发挥好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
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
做信念坚定的信仰者、深学践悟的
笃行者、深化改革的实践者、为民
服务的奉献者、履行使命的担当
者。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孟克宝音，党组成员、秘书长
陈华及会机关各部室、备灾救灾中
心、应急训练中心全体党员和干部
职工参加了专题教育党课报告会。
会议由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机关党委书记陈立本主
持。

内蒙古红会举办纪念建党99周年专题党课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