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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晓肖）6
月 30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苏州
大学、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京签署
创办红十字国际学院合作协议。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
字会会长陈竺出席签字仪式，并与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梁惠玲，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王平，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
涌、副校长杨一心等一起见证协议
签字。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汝
鹏、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理事长郭长江分别代表合
作方在协议上签字。梁惠玲主持签
字仪式。

陈竺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红十
字事业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红
十字国际学院的创办正当其时，它
不仅将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将为解
决国际人道问题、促进国际红十字
运动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他希望合作各方加快学院筹建
工作，做好顶层设计，调动各方资源
和力量，使红十字国际学院早日建
成开学、发挥作用。

王汝鹏在致辞中指出，全世界还
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院校。
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联手
有着百年传承的苏州大学，共同创办
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国际学院，

是两个“百年老店”在新时代的一个
创举，必将在中国红十字运动乃至国
际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写下光彩的
一笔，对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发展
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江涌在致辞中指出，与中国红

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创
办红十字国际学院，是苏州大学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和幸事，也
是苏大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未
来，红十字国际学院将在红十字理
论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国际

传播等方面努力成为基地和高地，
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红十字事
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红十字国际学院筹建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苏州大学有关方面负责
人参加签字仪式。

红十字国际学院创办协议在京签署

三方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讯 （宗红）6月 26日至 27
日，中国红十字会 2019年“博爱家
园”助力脱贫攻坚项目现场会在云
南昭通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王海京，云南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董和春，云南省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张宽寿，昭通市委书记
杨亚林，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郭大
进，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干部
李铀等出席开幕式，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李立东主持开
幕式。

王海京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
“博爱家园”项目是在城乡社区开展
的以“推动社区治理、提升社区能
力、促进社区发展”为目标，以“防灾
减灾、健康促进、生计发展、人道传
播”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发展型项
目。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前一
阶段“博爱家园”项目工作进行梳理
和总结，现场观摩学习项目实施的
有益做法，通报第三方评估结果，并
对“博爱家园”项目未来发展战略进
行研讨谋划。项目自 2011 年启动
至今，通过持续投入、不断探索，强
化专业人才队伍培养，严格项目管
理流程，形成了“两个基本”，即基本
形成思想共识，基本形成一定规模；
实现了“两个一批”，即打造一批典
型示范社区，培养一批懂项目、会管
理的人才队伍。

王海京强调，实施“博爱家园”
项目是红十字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具
体体现，是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抓

手，是实施核心业务的重要平台，是
传播红十字精神的重要阵地。希望
各级红十字会进一步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巩固助力脱贫攻坚成果，持
续精准发力；强化产业帮扶，进一步
激活生计资金潜力；加强项目软件
建设和组织发展，严格项目流程和
管理规范；各级红十字会要共举一
面旗帜，同喊一个口号，努力打造

“博爱家园”这一品牌项目。总会将
继续安排资金，在城乡社区开展“博
爱家园”项目，在助力脱贫攻坚、推
动社区治理方面发挥红十字会的积
极作用。

会议通报了“博爱家园”项目
第三方评估报告。为更好参与推
动社区治理，进一步提升红十字在
社区的影响力，更加科学有效地实
施“博爱家园”项目，今年初，总会
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
第三方机构对“博爱家园”项目在
夯实地方红十字会工作能力、参与
精准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升社区治理水平、促进红十字精神
在基层的传播等方面取得的实质
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也指出了项
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进一
步做好“博爱家园”项目提供了科

学依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考察了昭通

市昭阳区永丰海升苹果种植基地生
计发展项目、鲁甸县光明村“博爱家
园”项目、鲁甸县龙头山新集镇（甘家
寨）“博爱家园”项目，分享了项目经
验和做法，学习了中国红十字会项目
信息管理系统。同时，与会代表结合
第三方评估报告梳理的“博爱家园”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就新形势下

“博爱家园”项目的定位与发展、启动
城市社区“博爱家园”项目、夯实基层
红十字阵地、破解生计金难题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人员表示，此次会议时机
关键，主题鲜明，对红十字会参与脱
贫攻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
进。关于下一步工作，与会人员表
示，“博爱家园”项目资金量相对不
大，但是小项目构建了大平台，小项
目融入了大战略，小项目服务了大
格局，小项目助推了大传播。我们
将继续找到着力点，找准切入点，与
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与红十字会职
责、与基层实际相结合，继续实施好

“博爱家园”项目。
开幕式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为获得全国红十字系统“博爱家园”
项目助力脱贫攻坚十大精品项目和
十大优秀项目颁发了奖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
会分管领导及项目人员出席会议，
云南省各地（州、市）红十字会领导
列席会议。

“博爱家园”助力脱贫攻坚项目现场会在昭通举行
项目实施8年来，已形成“两个基本”，实现“两个一批”

本报讯 （川红）6 月 28 日，四
川省红十字会在机关举行庆祝建
党98周年大会。省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冉茂琴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红十字会机关、直属各
单位及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全体
党员参加活动。

冉茂琴在讲话中回顾了党的
光辉历程，强调红十字人必须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
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绽放思想，挥
洒汗水，与各行各业千里奔涌、万
壑归流的中国力量汇聚，开创全省
红十字事业的新局面。

冉茂琴强调，要坚定目标，继
续按照“一拓二增”“三合四升”的
转型路径，做大事业体量，提升发

展质量，增强行业影响，凝聚社会
信心，切实发挥红十字精神的引领
作用、红十字事业的旗帜作用；要
敢于攻坚克难，敢于打胜仗，坚持
和困难作斗争，不负年华，不负组
织重托；要不断开拓创新，以学促
思、勤学多思、学思结合，做到以思
考催生思想、用思想开阔思路、按
思路谋划工作推动发展；要团结一
致，攻克难关，开创局面，形成“众
人划浆开大船”的气势，推动事业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会议表扬了四川省红十字会
2019 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党员，开展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红色经
典传唱。

四川红会举行庆祝建党98周年大会

本报讯 （瑞红）自动体外除颤
器(AED)、诊疗床、绷带、三角巾、降
温贴、活络油、保温毯、创可贴……
途经浙江省温州市绕城高速陶山服
务区的旅客今后可以享受一份更加
贴心的服务。

6 月 27 日上午，陶山服务区红
十字服务站正式亮相，30余种应急
设备、物品及药品一应俱全，40 余
位服务区一线工作人员学习应急救
护技能，24小时为过往旅客提供服
务，最大限度保障服务区旅客及工
作人员生命健康安全。

陶山服务区工作人员郑美雪认
为，设立红十字服务站非常实用，可
以随时帮助别人，“服务区来往旅客
比较多，意外时有发生，如果我们每
位工作人员都学一些急救技能，就
能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

“这次现场应急救护培训实用
性很强，像中暑、晕厥、摔伤这类意
外伤害我们经常碰到，学会之后马
上可以派上用场。”陶山服务区工作
人员林群说。

据悉，陶山服务区是浙江省第
一个设立红十字服务站的高速服务

区。“红十字服务站是一项尊重生
命、以人为本的民心工程，也是红十
字会为民服务、对外宣传的窗口。”
瑞安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岑慎键表
示，这一举措不仅完善了高速公路
应急救援体系，使公众出行更加安
全、便利，也向群众传播了红十字精
神，让更多人了解红十字运动。

根据《瑞安市红十字服务站管
理制度》，瑞安市红十字会、陶山服
务区还签订了合作协议，保障红十
字服务站长期、有效运作。

首创！浙江首个高速服务区红十字服务站亮相
本报讯 （孙永春）6 月 24 日

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
会机关第一党支部按照机关党委
统一部署和要求，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召开党
员大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自
治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隋霞同志过“政治生日”。

据悉，此项活动是自治区红
十字会机关今年提升党建工作质
量的一项新举措，今后将作为一
项制度落地执行，坚持为一名党
员举行庄重仪式，实现党员过“政
治生日”全覆盖。

新疆红会为党员过“政治生日”

王海京与参会代表观摩永丰海升苹果种植基地生计发展项目。 谢毅/摄

本报讯（宗红）6月24日至28
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梁惠玲率团访问蒙古国，正
式启动“天使之旅——‘一带一路’
先心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蒙古国
二期行动”和“一带一路·光明行”
蒙古国行动，并出席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向蒙古国红十字会捐赠
应急救护、康复医疗设施设备暨

“红十字博爱苑”启用等活动。
梁惠玲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并

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自治区红十
字会名誉会长布小林，蒙古国国防
部长、蒙古国红十字会会长尼·恩
赫包勒德，蒙古国卫生部长德·萨
仁格日勒共同见证了《“一带一路·
光明行”白内障患者人道救助计划
蒙古国行动合作协议》和《蒙古国
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二期项
目合作协议》的签署。中国驻蒙古
国公使衔参赞杨庆东、蒙古国红十
字会秘书长那·宝勒尔玛、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负责人、项目合作医院
负责人、中国红十字医疗队专家和
蒙古国白内障受益患者等约 100
人参加仪式。

梁惠玲在致辞中说，值此中蒙
建交 70周年和蒙古国红十字会成
立 80周年之际，为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倡议，进一步加强中蒙两会
的交流合作，中国红十字会依托内
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计划未来五年为蒙古国
实施 1000 例白内障患者复明手
术、救治 100 名先心病患儿、培训
500 名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这
些人道合作项目将成为增进中蒙

两国人民友谊、促进民心相通的桥
梁和纽带。

访问期间，梁惠玲会见了蒙古
国国防部长、蒙古国红十字会会长
尼·恩赫包勒德和秘书长那·宝勒
尔玛，双方共同回顾了两国红会的
友好合作和传统友谊，同意在“一
带一路”和“发展之路”框架下继续
密切协作，落实好上述项目，为易
受损群体谋福祉，为国际红十字与
红新月运动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做贡献。

梁惠玲还赴国防医院和第三国
立医院看望了刚刚完成白内障手术
的蒙古国患者和正在接受中国红十
字援外医疗队筛查的先心病患儿，
前往乌兰巴托市北郊区回访了去年
接受过救治的先心病儿童。

访问期间，梁惠玲还拜访了蒙
古国外交部和国家应急管理部，向
两个部门的副部长介绍了中蒙两
国红会的合作情况，希望人道领域
的合作能够为中蒙两国的传统友
谊添砖加瓦。

据悉，“天使之旅——‘一带一
路’人道救助计划蒙古国先心病患
儿一期行动”共救治患儿 98 名。
此次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在乌兰巴
托进行了为期3天的筛查，共筛查
患儿 120余名，确认符合手术指征
患儿56名。“一带一路·光明行”蒙
古国行动目前已成功实施复明手
术 109 例。此次中国红十字医疗
队对乌兰巴托市9个区的789名白
内障患者进行了筛查，为符合手术
指征的 95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
费手术。

梁惠玲率团访问蒙古国

梁惠玲为白内障患者揭开眼罩

本报讯（宗红）7月1日，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组织党员干部来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梁惠玲，党组成员、副会长、
机关党委书记王海京，党组成员、
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平，党组成员、
副会长尹德明及总会机关、直属单
位近 90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党
支部委员参加了活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
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
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
不叛党。”上午9时，党员干部们来
到纪念馆门口，在王海京带领下，
面对党旗，举起右手，用响亮的声
音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过程中，每一个党员干部
都怀着对革命先烈光辉业绩的敬
仰之情，认真倾听讲解员讲解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的
事迹，重温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
血、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讲到加
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抗日战争时
期在中国抗战救人的故事时，所有

参加活动人员感到格外亲切，一种
对红十字事业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白求恩大夫当时是在红十字国际
组织协调下来到中国，从事战地医
疗救护工作。看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首任秘书
长胡兰生 1934年给一位保加利亚
人开具的红十字工作证明、会员
证、捐赠收据等文物时，党员干部
们纷纷拍照记录，对红十字先辈们
所从事的崇高事业表示赞叹。

此次活动是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纷纷表示，
在建党 98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参
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回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荣历史，缅
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的先烈，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
期间及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在
战地救护、救济难民、民间外交等
工作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激励着新
时代的红十字人继续发扬人道主
义精神，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
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作出应有
的贡献。

“七一”建党 98周年纪念日期
间，总会机关各部门、直属单位党
支部集中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主题党日”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