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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孙春兰在辽宁调研时强调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新华社大连7月28日电 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落
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27 日至 28 日到辽宁省大连市调研
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常
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严防输出，遏制疫情
扩散蔓延，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孙春兰实地考察了海关、社
区、企业、医院、医学院校，详细了
解重点场所防控和核酸检测、物资
保障、患者救治、公共卫生人才培

养等情况，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汇
报。她充分肯定辽宁省和大连市
前期防控工作，要求采取坚决果断
措施，严防反弹，统筹运用好包括
第三方在内的检测机构，快速进行
全员筛查，及早把感染者集中隔
离、精心治疗，严格社区等重点场
所管控。要严防输入，口岸实行人
物同查，所有入境人员闭环管理，
对进口货物加大检验检疫力度，守
好疫情防控的国门。要严防输出，
坚决落实对离开大连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信息推送、追踪管理措施，
不使疫情扩散到其他地区。

孙春兰召开流调溯源工作专
题会议，指出查找源头是科学精准
防控的重要环节，要开阔思路，不
放过任何一条线索，依法追查到
底。要抽调公共卫生、信息技术等
方面的精干力量组成专班，深入细
致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做到传统流
行病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现场流调
与临床诊治、流调分析与实验室比
对、查人与查物、境内与境外相结
合，尽快把疫情传播的脉络搞清
楚，力争在溯源上有所突破。

近期我国局部地区出现零星
散发或聚集性疫情，防控任务依然

艰巨，不能有任何松懈麻痹。孙春
兰强调，要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
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相对固定的流
调溯源、医疗救治、中医药专业团
队，建立核酸检测目录管理制度，
形成区域机动力量。要研究制定
针对不同场景、不同风险等级的处
置规范，加强培训和演练，提高处
置疫情专业化水平。一旦发生疫
情，各地区各部门要迅速进入战时
状态，加强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落
实“四早”要求，压实“四方”责任，
确保迅速控制疫情，最大限度降低
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研究生教育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
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

习近平强调，研究生教育在
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
度重视研究生教育，推动研究生
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
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
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
业调整，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
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齐心协力
7 月 25 日，浙江省红十字会

赈济救援演练在湖州市德清县拉
开帷幕。

此次演练旨在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系列指示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
署，进一步完善省红十字防灾减
灾救灾体系，加快提升省红十字
赈济救援队快速反应和综合救援
能力。

演练模拟浙江省某地遭受暴
雨和强台风袭击，引发水灾和山
体滑坡，当地大量房屋垮塌，群众
流离失所急需临时安置，省红十
字赈济救援队立即响应实施救援
的全过程，搭建各类帐篷 15 顶，
运输救灾物资 2 吨、野外净水 5
吨、现场供餐100余份，并不间断
提供照明、供电、通讯、心理救援
服务，可保障 100 余名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 （浙红）

安徽红十字系统继续做好赈灾救灾工作
本报讯 （皖红）目前，安徽省

红十字系统持续做好各项赈灾救
灾工作。

7月2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救灾小组赴安庆市怀宁县洪铺镇
走访慰问4户受灾群众，详细了解
当地灾情及群众需求，并为他们发
放了装有米、油、薄被等日常所需
生活用品的赈济家庭箱。

继续积极接收社会各界爱心
捐赠，做好款物接收、使用公示工
作。省红基会继续通过腾讯公益、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继续募集
款物支持安徽洪涝灾害救灾款物。
截至目前，省红十字基金会共募集
救灾款物总价值 344.57 万元。目
前，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在做好救灾
工作的同时，认真做好救灾款物接
收、使用、发放的公示工作。

宣城、铜陵、马鞍山、淮南、阜
阳、六安、滁州等多地市、县两级红
十字会根据当地防汛救灾工作指
挥部的统一部署，继续通过官网、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积极募集救灾
款物。

各地红十字救援队继续坚守
灾区开展工作。省红十字救援队
直属队已完成在庐江灾区的救援
任务，顺利返回合肥。各地红十字
救援队继续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开
展群众转移、临时安置、巡堤护堤、
转运发放物资等工作。滁州市红
十字救援队继续在东至县、全椒县
受灾区开展救援，解救受困群众，
全力助力防汛工作。

截至7月29日，全省红十字会
系 统 共 筹 集 救 灾 款 物 总 价 值
4643.07万元。

山西红会召开六届理事会六次会议
本报讯 （晋红）7 月 22 日下

午，山西省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
第六次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召开，山西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
会长吴伟在太原主会场出席会议
并讲话，为山西省红十字志愿者协
会新当选的首任会长颁发证书。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郑红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会议传达学习了总会2020年工
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
精神，审议了省红十字会2019年以
来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对
2020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江苏红会监事会召开半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 （苏红）7月 21日，江

苏省红十字会监事会在南京召开
半年工作会议。

会议总结了省监事会成立以
来的各项工作，研究部署了下一
阶段任务。会议指出，要进一步
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明确目标，
在省红十字会党组领导下，努力
推进江苏红十字会监事会工作开
好局、起好步，为全国红十字会监
事会改革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更

好服务红十字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省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齐敦品向监事会介绍了省
红十字会上半年主要工作。省红
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陈小兵
向监事会通报了全省红十字会半
年工作会议情况。省人大常委会
教科文卫委副主任、省红十字会
监事长张亮出席会议并讲话。

湖北红会举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讨会
本报讯 （涂文涛 邹卫）7 月

24 日下午，湖北省红十字会召开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暨
省委十一届七次会议精神（简称

“全会精神”）集中研讨交流会，这
是继 7月 10日集中学习后安排的
第二阶段内容。

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高勤出
席交流会时指出，组织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集中研讨交流是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入开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教育培训
的一项具体举措，是推动全会精神
在红十字会系统落地生根、走深走
实的重要抓手。本次讨论交流会是
一次高质量的感悟交流会和思想碰
撞会，体现了学习精神有深度、研究

思考有广度、联系工作有粘度、落实
措施有力度的鲜明特点。

会上，机关各部室和直属单位
负责人分别围绕用好社区平台树
立红十字人良好形象、努力做好赈
济救护工作、推动工作落实、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投身于红十字事业、
在红十字志愿服务助力基层社会
治理中彰显人道作为、扎实做好各
项财务工作、坚持和完善红十字救
灾物资储备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骨
髓库发挥资源优势发挥机构能力
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等方面作交
流发言。

党组成员陈波主持会议。其
他党组成员和会领导、会机关和直
属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参加。

上海红会举办通讯员和传播师资培训班
本报讯（崔海燕）7月16日至

17 日，2020 年上海红十字系统通
讯员和传播师资培训班在市红十
字备灾救灾中心举行。上海市红
十字会副会长程国樑作开班动员。
来自市各区、街镇、社区、学校、行
业红会、冠名医疗机构和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的通讯员和传播师资近
50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主要面向基层干部和
新进职工“开班”，内容侧重于新闻
报道和知识传播的 ABC。培训
中，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何

诚、《青年报》摄影记者施培琦分别
作“新闻写作基础与实务”和“新闻
摄影基础”授课。安徽省红十字会
党组成员、秘书长曹芦松应邀来沪
授课，他结合红十字会工作实践，
就“新闻线索的发现与写作”分享
了经验和体会。市红十字会信息
传播部路琮玮和崔海燕分别讲解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和红十字运动知识。

参训学员还参观了上海红十
字历史文化陈列馆，并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陕西红会召开第八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
尹德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陕红）7月29日，陕西
省红十字会第八次全省会员代表大
会在西安召开。会前，省委书记胡
和平、省长刘国中接见与会代表并
合影。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尹德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卢建军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副
省长方光华主持大会。

尹德明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长期以
来重视、关心和支持红十字事业发
展的陕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
政协以及各有关部门、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衷心感谢。他希望陕西省各
级红十字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自觉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扎实推进红十字会改革，
积极履行好法定职责，着力加强自
身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

卢建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
会召开表示祝贺。他强调，全省各
级红十字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
七次全会精神，在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改革创新，提升工作规范化、标
准化水平。对标“八种本领”，加强
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工作质量效率，
为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
剑代表人民团体致辞。

大会审议通过了陕西省红十字
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陕西
省 红 十 字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21-2025年）》，选举产生陕西省
红十字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会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届理事会
聘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为陕
西省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选举方光
华为陕西省红十字会会长，选举关
居正为常务副会长。第八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推选省审计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吴向荣为陕西省红十字
会监事长。

内蒙古举办筹资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区红十字网络筹资大赛培训班
本报讯 （蒙红）7 月 21 日上

午，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系统筹资
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区红十字网络筹
资大赛培训班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来自各盟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筹资工作负责人和参加网络筹资
大赛项目负责人共 60 余人参加了
培训。

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
会长、机关党委书记陈立本出席会
议并讲话。来自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腾讯公益平台和江西省红十字
会、云南省红十字会的领导与专家
讲授了网络筹资和公益传播知识，
并与内蒙古红十字系统同仁分享筹
资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近年来，自治区红十字会始终
坚持党的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大力弘扬红十字精神、积极参与
人道主义救助，特别是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全区各级红十字会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服从
疫情防控大局，闻令而动、主动担
当，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广泛组织动
员社会资源。

自1月27日发布接受捐赠公告
以来，截至6月底，全区红十字系统累
计募集接受捐赠款物 96689.142725
万元，位居全国红十字系统前列。

陈立本指出，全区红十字系统
筹资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区红十字网
络筹资大赛培训班的举办，主要任

务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分享和交流新形势下人道资源
动员工作，学习筹资新思路、掌握筹
资新方法、拓宽筹资新渠道，不断提
高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筹资能力和水
平，为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他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坚持以提升人
道资源动员能力为支撑点，努力增
强红十字系统核心竞争力；二要坚
持以因应社会人道需求为落脚点，
着力打造具有红十字特色的项目品
牌；三要以强化网络筹资为突破点，
不断提升红十字系统筹资整体能力
和水平。

为提升全区红十字系统网络筹
资能力，备战“腾讯99公益日”网络
筹资活动，自治区红十字会近期组
织开展了“首届全区红十字网络筹
资大赛”，现已进入网络筹资项目初
审阶段。

此次红十字网络筹资大赛共征
集到59个项目，其中关注困境儿童
项目 20个，医疗救助项目 17个，助
学项目 5个，助老项目 4个，助残项
目2个，关爱环卫工人项目2个。内
蒙古红十字基金会紧扣红十字会核
心业务，打造红十字特色的品牌项
目集群，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动员，上
下合力，最大程度地凝聚更多的社
会资源参与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