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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奋力开创新时代山东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奋力开创新时代山东省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

——山东省红十字会“八大”以来红十字事业发展回眸
播撒大爱暖人间，展开壮丽新画卷。
山东省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以来，红十字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有力提升，红十字事业砥砺奋进、快速发展，红十字精神广泛传播、影响扩大。

“八大”以来，山东省红十字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群团工作和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
真履行法定职责，加快推进改革创新，扎实抓好核心业务体系建设，积极发挥了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及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新时代激发新担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十字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赋予红十字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坚定
了全省各级红十字组织增强责任意识，推进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开展人道救助，真心关爱群众，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的决心和信心,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党和人民争取
更大光荣。 （图文来源：山东省红十字会）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全省13个市、43个县红十字会已建立党组，发挥党组
领导作用，深入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和模范机关建设，各
级红十字会机关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两个责任”，推动红十字会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坚决防止“四
风”问题反弹。切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确保意
识形态安全。

改革进程稳步推进。出台了《山东省红十字会改革方
案》，着力“强三性、去四化”，努力构建“小机关、强基层、全
覆盖”的群团组织体系。截至目前，济南、淄博、枣庄、东营、
烟台、日照、威海、临沂、菏泽 9市红十字会已出台改革方
案，16市和72个县级红十字会纳入群团管理。依法推进各
级红十字会设立监事会，省红十字会监事会将通过本次大
会选举产生。依法推进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县级红十字会
理顺率达到77%。在青岛、临沂、滨州开展红十字基层组织
建设改革试点，滨州市工作经验获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尹德明，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孙继业批示肯定，
全省红十字基层组织达到9044个，淄博、烟台、德州等市14
家单位获评为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干部队伍作风明显改善。注重在基层一线和艰苦环境
中培养锻炼干部，各级红十字会选派骨干力量、年轻干部参
加援非医疗队、第一书记村、万名干部下基层等派驻帮扶工
作，多人被评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第
一书记等荣誉称号。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组织省市县红十
字会业务骨干赴浙江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开展综合素质
能力培训，提高广大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

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改革更具成效

大力推进法治化建设。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重点
推进《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规专
题学习和培训，坚持学法用法守法，干部队伍法治意识和法
治思维明显增强，依法履职能力得到提高。聘请了法律顾
问，为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2015年启动“信息公开年”活
动，开发捐赠信息统一公示查询平台，在全国红十字会系统
率先实现县级以上红十字会捐赠收入信息统一公示、查询。
公示查询平台入驻“爱山东”政务APP，成为全省首批上线
的政务服务事项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
十字会会长陈竺对山东省红十字会信息化建设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

着力推进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连续开展“制度
建设年”“标准化建设年”“工作落实年”活动，制定了红十字
会标准化体系建设整体规划，“山东省红十字会社会公益服
务标准体系”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批准列入“山东标准”
建设行动试点项目，编制了《山东省红十字会标准化工作手
册》《业务工作指导手册》和《行政管理规章制度》。严格标准
执行，推动红十字工作实现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运行。

全力以赴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案，向社会发出募捐倡议，规范高效做好社
会募捐工作。全省红十字系统共接受捐赠
款物价值 10.47亿元（除湖北省外位列全国
第三位），拨付款物价值 10.46亿元，支援湖
北省疫情防控款物数量位居全国红十字系
统第一位。捐赠信息每天通过官网、官方微
信和各级主流媒体公示，省红十字会及全省

接受捐赠的 16 市和 107 个县级红
十字会全部进行第三方审计
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均符
合相关管理规定。主动承担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进口物资
接受任务，接受境外物资捐
赠142笔，涉及口罩、手套、防
护服等紧缺防疫物资 430 万
件，总价值 3000 余万元。动
员全省2000余个基层红十字
组织、志愿服务组织，3.6万余
名红十字会员、志愿者，深入
乡村社区开展入户排查、健
康监测、防控知识宣传等工
作，3 个集体、10 名红十字工
作者和志愿者受到中国红十
字会和省委省政府表彰。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发挥红十字会在精准脱贫
中的独特作用，“十三五”以
来，全省各级红十字会投入
救助款物价值 6.98 亿元，面
向困难群众持续开展博爱
齐鲁送温暖、扶贫帮困、助
医助学等人道救助项目，建
设“博爱家园”项目 238 个、
博爱卫生站（乡村卫生室）
127 处，受益群众超 160 万人
次。积极开展对口支援西
部地区工作，筹集款物价值
6400 余万元，援助困难群众
生产生活，援建博爱小学、

博爱卫生室等项目，受到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通报表彰。

积极开展应急救援救灾工作。2018、
2019年山东省遭遇“温比亚”“利奇马”严重
台风灾害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河北、浙
江、贵州等16个省（市、自治区）红十字会以
及香港、澳门红十字会大力支援全省救灾救
援，各级红十字会组织 40支救援队投入灾
害救援工作，募集并发放救灾款物价值
4625.95万元。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发生
特大暴雨灾害后，紧急动员调派 30支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伍奔赴救灾一线，开展受困人
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防疫消杀等应
急救援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3.6万余人，
募集并支援灾区救灾款物价值 2160 余万
元。加强应急救援专业能力建设，中国红十
字（山东）水上救援队荣获全国首届社会应
急力量技能竞赛团体第二名。

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积极开展志
愿者表彰、招募、培训活动，全省共有红十字
会团体会员 4192 个，会员 42.79 万人，青少
年会员 87.55万人，红十字志愿者组织 1097
个，志愿者 12.6万人，成为山东省志愿服务
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济南、青岛、东营等
市红十字志愿者被评为全国、全省学雷锋志
愿服务“四个 100”最美志愿者，淄博、烟台、
威海等市12名红十字志愿者被评为全国红
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深入挖掘红十字
文化，在滨州市打造了吴重憙红十字运动纪
念馆等红十字文化教育基地。

积极承担援外医疗任务。受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委托，山东省承担了中国与布基纳
法索复交后首批援布医疗队组建任务，分别
于 2019年和 2020年组建两支医疗队，在济
南、枣庄、东营、潍坊、聊城市红十字会、医疗
机构选派 18名队员，到布基纳法索执行为
期 2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主动参与当地疫
情防控，分享中国防疫经验，受到当地民众、
中资机构和华人华侨广泛赞誉。山东省委
高度重视援外医疗队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第一时间确定山东省立医院与布国
定点医院建立远程视频连线，为其提供诊疗
技术指导。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
会、中国驻布大使馆分别对援布医疗队给予
通报表扬和肯定。

坚持服务中心，作用发挥更加有力

打造“红十字‘救’在身边”应急
救护培训品牌。推动应急救护“进社
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
关”。“十三五”以来累计培训红十字
救护员26.93万人，普及应急救护知
识300余万人次。加强救护培训师
资队伍建设，成为首批中国红十字会
救护员培训国际认证课程试点省份。
加强应急救护阵地规范化建设，建设
国家级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7个，
省级基地22个。大力推进志愿者参
与现场救护，实施“红十字救在身边”
行动，积极推广公共场所配备急救
包、自动体外除颤仪等急救设备，建
设红十字救护站141个，实现5A级景
区红十字救护站和马拉松赛事应急
救护服务保障全覆盖。启动乡村医
生培训计划，建立“山东省红十字会
乡村医生培训基地”，现场培训乡村
医生 1600余名，通过山东乡村广播
融媒体网络平台直播培训4次，超过
200万人次在线收看。济南、青岛、济
宁、泰安、临沂等市开展“爱，‘救’在”

“第一响应人培训”“珍爱生命 关爱
健康”等系列培训项目，拓展了应急
救护培训领域。

打造“红十字天使计划”等红十
字救助品牌。持续开展“红十字天
使计划”，累计发放医疗救助金1.52
亿元，救助贫困家庭白血病、先心病
患儿 5444人。联合省妇联、省教育
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医疗保障
局、山东广播电视台等 6 部门启动

“天使阳光、全心救助”先心病患儿
公益救助项目，对14周岁以下贫困
家庭先心病患儿兜底救助，已投入
救助资金 1222.76 万元，救助患儿
573人。开展“鲁藏一家亲 共圆健
康梦”日喀则市先心病患儿全心救
助项目，资助日喀则市32名先心病
患儿来山东接受手术治疗，均已康

复。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
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发起山东省红
十字会“萤火”儿童肿瘤基金，救助
关怀贫困肿瘤患儿。济南、青岛、滨
州等市红十字会打造了“春天行动”

“微尘”“情暖滨州”等地方红十字救
助品牌项目，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参与人道救助帮扶，“微尘”爱心
公益群体荣获改革开放 40 周年感
动山东人物（群体）奖。

打造“红十字爱心相‘髓’”造血
干细胞捐献品牌。加强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管理，全省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血样累计入库 20.45
万人，位居全国首位，实现捐献
1023例，位居全国第二位。全国唯
一的中华骨髓库异地容灾备份数据
中心项目在山东省建成并投入使
用。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济宁、
日照、滨州、德州市和青岛西海岸新
区等县区将“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纳
入“见义勇为”表彰，临沂市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获选改革开放 40
周年感动临沂人物群体。

打造“红十字生命接力”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品牌。积极开展遗体
和人体器官捐献社会宣传、志愿登
记、捐献见证、缅怀纪念、贫困救助工
作。截至目前，全省人体器官捐献登
记报名志愿者达到20.77万人，实现
捐献 3189 例，位居全国第二，帮助
9000余名器官衰竭患者重获新生；遗
体、角膜捐献登记报名志愿者分别达
14117 人、12236 人，实现捐献 2200
例、2888例。全省10个地市已建成
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场所，数量和
覆盖人口比例位居全国第一。临沂
市红十字会在公共景区建设开放式
红十字文化园区——临沂市博爱园，
探索宣传教育、纪念追思、精神传播
相结合的缅怀纪念新模式。

坚持品牌带动，为民服务更具特色

坚持依法治会，工作运行更加规范

▲山东省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孙继业看望“鲁藏一家亲 共圆健康梦”日喀则市先心
病患儿全心救助项目救助的首批来鲁治疗先心病患儿

▲山东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全太到滨州市调研社区基层红十字组织建
设，图为滨州市沾化区富源街道

▲爱心大使看望救助患儿

▲山东省红十字会现场动员为贫困先心病患儿捐款

▲援布基纳法索医疗队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发送救灾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