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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再创人道工作佳绩
——重庆市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工作综述

本版图文由重庆市红会提供

▲发起“渝爱同行”2019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打造的“新红会法宣传专列”运行

▲积极开展救灾工作，为受洪涝灾害家庭发放赈济家庭箱

▲持续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常务副会长李如元看望慰问贫困老党员

▲红十字心理志愿服务队郭爽获得2018年度重庆“十大公益人物”；“红心
侠‘救’在你身边”项目荣获重庆市2018年度“十大公益项目”

▲市红十字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2019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活动在重庆举行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以来，重庆市红十字会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总会
的指导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第十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
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近五
年来，募集各类款物5.22亿元，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 275 万人次，实施造
血干细胞捐献 83 例、器官捐献 417
例，挽救 1168 名患者的生命，实施
遗体捐献 2168 例，实施角膜捐献
2059 例，1271 位眼疾患者重见光
明，救助大病儿童 123102 人次，实
施疾病应急救助患者 27520 名，开
展人道救助和慈善公益项目 275
个，人道公益支出款物价值 4.29亿
元。

夯实根基，大力加强党的建设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大力加强政治建设。坚持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会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来抓，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努力提升政治站位，坚定
政治方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党对红十字事业的领导，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充分发挥红
十字会各级党组织统揽全局作用。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大力加强
思想作风建设。认真开展“三严三
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突出问题
导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狠
抓“四风”专项整治，推进“三严三
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要求，扎实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学习教
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和整改落实
贯穿全过程，初步达到了理论学习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
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
作表率的目标。

以机关党建为龙头，大力加强
自身建设。成立了市红十字会机关
党委，组建了6个党支部，强化支部
政治功能，完善支部工作制度，提升
支部组织力，实现党建工作社会组
织全覆盖。印发《重庆市红十字会

党的建设“三基”工作实施方案》和
《重庆市红十字会党建目标管理责
任方案》，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严格执行
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抓好“三会
一课”制度，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发
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成立机关
纪委，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加
强法纪法规和警示教育，机关工作
作风明显转变，办事效率明显提升。
开展“建功新时代”业务技能竞赛，
自身建设不断提高。

服务基层，核心业务全面推进

加强应急体系建设，着力提升
备灾救灾能力。修订完善了《重庆
市红十字会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并纳入全市和总会应急救
援体系。争取市里规划 2700 平方
米房屋作为红十字会应急救援物资
仓库，备灾救灾中心建设取得新进
展。在荣昌 674 处物资仓库基础
上，新设立垫江、黔江 2 处备灾分
库，救灾储备能力不断增强。组建
了医疗、赈济、供水三支救援队，加
强专业化培训和应急救援演练，应
急救援能力不断提高。

立足服务民生，人道救助多措
并举。坚持每年元旦春节开展“博
爱送万家”活动，让贫困家庭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爱心关怀。“博爱助学”
帮助 1180 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红十字博爱班”资助480名贫困大
学生家庭实现就业。“博爱送医”指
导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开展义诊、
免费送药、减免挂号费和检测费，减
免费用达 500余万元。实施博爱家
园项目51个、应急救护培训基地项
目10个。主动融入精准扶贫，出台
助力脱贫攻坚11条措施，落实帮扶
项目11个。

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募捐筹资
能力不断增强。强化募捐筹资能力
建设，大力开展与企业的战略合作，
积极搭建爱心平台，广泛动员社会
资源，拓展募捐筹资渠道。尊重捐
赠人意愿，建立助贫、助困、助学、助
医、助老等各类专项基（资）金 135
个。大力开展人道救助和公益慈善
项目，以项目为载体开展募捐筹资，
人道救助实力不断增强。积极承接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实施疾病应急
救助基金政府购买服务，专项救助
资金4881万元。

以“五进”为抓手，大力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广泛普及应急救护培

训，组织编印针对性教材，推进应急
救护培训“五进”常态化、全覆盖。
加大救护师资培训力度，举办应急
救护师资培训班26期1325人，选派
人员参加总会高级培训班 8 期，培
训 287人。开展机关干部救护培训
班，通过进党校、进市直机关、进区
县干部学堂，提升领导干部应急救
护应知应会技能。组织 46 支参赛
队伍，成功举办全市首届红十字应
急救护大赛，市级相关部门领导现
场观摩，并获好评。

立法规建机构重关怀，生命健
康事业跨越发展。出台《重庆市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建立重庆
市遗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遗体器
官捐献迈上新台阶。健全完善服务
机制，加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
伍建设，建立了56个遗体器官捐献
登记站、3个遗体接受站、3个眼库、
3个生命健康教育基地。深入开展
人道关怀和缅怀纪念活动，对 417
个器官捐献困难家庭实施人道救
助，建成了1个市级和2个区县级遗
体器官捐献纪念场所，承办 2019年
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暨宣传
普及活动。稳步推进造血干细胞捐
献 工 作 ，累 计 招 募 志 愿 捐 献 者
59546人。

深化群团改革，推动组织建设。
按照中央关于“强三性，去四化”群
团改革总要求，制定出台《重庆市红
十字会专项改革实施方案》，推进红
十字会专项改革。召开市红十字会
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制定五年发
展规划。狠抓基层红十字组织建
设，探索红十字业务与基层群团服
务站深度融合，27 个区县建立街
（镇）红十字组织 416 个、村（社区）
工作站1536个，24个区县成立行业
红会，29个区县发展红十字团体会
员 992 个、个人会员 31325 个，5 个
区县成立了监事会。

以项目活动为载体，红十字志
愿服务不断深化。建立全国首个省
级红十字志愿者协会，组建了24支
志愿服务队，拥有志愿者 14 余万
人。打造“博爱山城”志愿服务品
牌，实施志愿服务项目35个，“红心
侠‘救’在你身边”获得重庆市 2018
年度“十大公益项目”称号。积极开
展志愿者星级评定，红十字志愿者
孙蓉被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
11部委评为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最美志愿者荣誉称号。着力加
强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推进区县教
育行业红十字会和高校红十字会建

设，每年举办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
组织开展“青春善言行”活动，试点
实施“探索人道法”项目。

突出发挥资源动员能力，加强
社会组织管理。成立红十字基金
会、儿童医疗救助基金会、红十字志
愿者协会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纳
入会党组统一管理，明确分管领导，
提出工作要求，指导制度建设，两个
基金会分别获得 5A、4A 基金会认
定和全市第一批慈善组织公开募捐
资格。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业务指
导，3 个社会组织业务范围不断拓
展，业务能力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不
断壮大，较好地促进了红十字人道
救助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传播人道，大力强化宣传工作

弘扬人道精神，在典型推介上
下功夫。以第 45 届南丁格尔奖章
获得者赵庆华为红十字先进典型，
弘扬红十字精神，凝聚社会力量。
以重庆市首例涉外器官捐献事迹为
事例，在第 27 届国际器官移植大
会、世界卫生组织器官捐献与移植
特别委员会成立大会期间展播《跨
越国界的生命礼物》专题片，传递红
十字好声音。重庆市13岁少女“果
果”器官捐献者父母参加央视《朗读
者》栏目，重庆红十字故事感动中
国，“捐献器官田坎书记李永波”荣
登“中国好人榜”。

着力品牌建设，在创意创新上
下功夫。打造品牌形象，策划推出
重庆市红十字会公益 IP形象“红心
侠”。突出创意创新，组织实施红十
字“博@”计划，发布器官捐献“心肝
宝贝”公益广告，开行轨道交通红十
字会法“宣传专列”。创新设计“红
心侠”系列宣传品，发布“红心侠”公
益歌曲，开展“红心侠”公益项目，推
动创新品牌发展。

强化媒体宣传，在网络传播上
下功夫。利用“两刊两网”宣传优势
发挥人道阵地作用，出版《人道与博
爱》杂志。加强与主流媒体合作，先
后被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社、
中新社、环球时报等国内外主流媒
体宣传报道1000余次，其中41次登
上中央电视台。突出网络传播，“博
爱山城，纸鹤传情”网络传播活动，
扩散到全国23个省市和14个国家，
参与志愿者20多万人，“生命如花，
我们需要每个人”H5网络爱心传递
参与人数达69万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