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十一大”””””””””””””””””””””””””””””””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特刊 星期五
2019年8月30日

编辑/贺 晔 杨振宇
电话：（010）65597609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以来，四川省红十字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

注重“内外”结合，破解发展瓶颈。强化“点
面”同频，服务中心大局。

聚力脱贫攻坚；聚焦社会治理；聚合“一带一
路”。

狠抓“上下”联动，主业增量增效。做大应急
培训；突出救急扶弱；发力生命关爱。

作实“表里”兼修，推动持续发展。坚持政治
引领；夯实内核塑造；完善内控体系。

主动对外分享公募平台，主动对外链接人道
资源，积极构建财政支持与自主筹资“两条腿”走
路的运行机制。一方面，大力争取财政资助，2018
年四川省级财政新增1000万元，2019年再次增资
500万元。另一方面，大力开展社会筹资，改组四
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引入现代公益理念，搭建社会
筹资平台，建立人道救助基金 47个，吸引 60多家
企业通过红十字平台与渠道履行社会责任。第一
次试水互联网筹资就跃居全省公益组织的第一
位，起步年筹资近2000万元。2018年全省筹集和
接收捐赠2.32亿元（其中省本级近8000万元），增
幅为33.6%。

省本级在贫困地区实施博爱家园项目 50多
个，投入资金 2750万元；2018年举办培训班 3000
余场次，培训持证救护员 15.25万人，普训急救知
识 83.6万人次；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报名增至
14164人，位居全国第4位，实现器官捐献203例。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以来，安徽省红十字会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中央和安徽省委群团
工作改革为契机，主动围绕现代化五
大发展美好安徽建设，依法履职，有效
发挥了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
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紧握党建工作抓手，推进安徽红
十字事业改革发展迈上新征程；党建
工作不断加强，党政支持力度持续加
大，红十字会深化改革积极推进；搭建
救助服务平台，具有安徽特色的人道
资源动员机制形成新格局；建立完善
人道资源动员机制，创新人道资源动
员方式，增强人道服务的凝聚力；促进
救援救护联动，灾害应对能力和群众
自救互救意识实现新提升；树立生命
关怀理念，造血干细胞和遗体、器官捐
献数量质量取得新突破；加强规范管
理，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长足进步，遗
体器官捐献工作有序开展；夯实志愿
服务载体，助推红十字文化和人道精
神传播紧跟新时代，“安徽好声音”广
泛传播。

近 4 年累计筹集款物 3.11 亿元，
安徽省红十字基金会获评 5A级社会
组织；平均每年筹集款物价值近 500
万元、慰问困难家庭 1 万余户；建立

“三献”志愿服务队18支，志愿者超过
500 人；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达
49972 位，累计实现捐献 187 例，实现
捐献增幅和库容使用率居全国第三。

中国红十字会“十大”以来，
河北省各级红十字会紧紧围绕
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河
北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总会各项任务安排，夯
基础、创特色、严规矩、促规范，
依法推动河北省红十字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
大以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在知行合
一上见实效，在改革发展上有新
作为，奋力开启新时代红十字事
业发展新征程。

系统党建工作不断加强。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狠抓作风建
设不放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夯实组织建设基础；推动地方立

法取得重大突破。
全面深化改革进展顺利。

积极落实和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积极推动出台《河北省红十字会
改革方案》和市县红十字会改
革；积极推进理顺县级红十字会
管理体制和基层组织建设试点
工作；积极推进内部治理结构改
革。

助力精准扶贫脱贫成效明
显。不断加大精准救助力度；深
入推进技能扶贫；大力开展设施
扶贫；全面推动养老服务试点工
作；向定点脱贫帮扶聚力；联合
实施京津冀人道扶贫行动；积极
参与和推动城乡社区治理。

应急救援救护机制进一步
完善；生命关爱工程有序规范推

进；京津冀红十字事业合作持续
深化。

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得到
加强。换届大会圆满成功，依法
设立并选举产生监事会。

共招募“魔豆妈妈”6700 余
人，完成培训 4500 余人，帮助
1130 名“魔豆妈妈”通过云客服
项目居家就业实现脱贫减贫。
2018年，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募集
各类款物总价值 12554.02 万余
元，比上年增长 20.32%；支出款
物总价值 10591.55万余元，比上
年增长 26.37%，受益群众达 32
万余人次。五年来，累计投入资
金1000余万元，覆盖38所高校，
培训师资3000余名，救护员4万
余名，新生近30万名。

中国红十字会“十大”以来，广东省红十字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接见“十大”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凝
心聚力，奋发有为，对标“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红
十字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
团发展道路，大力推动红十字事业沿着正确方向
稳步向前发展

聚焦群众所盼所需所求，深入扎实开展救灾
救助救护工作，助力政府民生兜底保障。2015年
以来，广东省红十字会募集捐款 8223.04万元，物
资价值 6012.9万元，救助救济困难群众 100万余
人（次）。

围绕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积极动员人道力量
救济危难，参与推动“三献”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造血干细胞捐献成绩显著。2015年至今，广东分
库累计库容量达到 2.9万人份，成功捐献 363例。
累计库容使用率连续8年居全国第一。广东省器
官捐献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自2010年开展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截至 2018年 12月,广东省
共完成多器官捐献 2984例，捐献例数连续 8年居
全国第一。

注重人道资源动员，着力打造项目品牌，有效
凝聚和团结各界力量参与人道服务大局。人道传
播影响力不断增强。人道动员成效性不断增强。
人道项目品牌建设不断加强。

围绕改革创新，敢于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推动
红十字会改革稳妥向纵深发展。

敢于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走在前面。抓好法
规保障，夯实改革发展基础。抓实基础基层，组织
建设得到加强。

中国红十字会“十大”以来，山西省红十字会
在总会精心指导下，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
下，深入学习领会“十大”及历次理事会议精神，扎
实推进红十字会改革创新，不断推进全省红十字
事业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发展红十字事业的
正确政治方向。山西省红十字会以加强党的建设
为抓手，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
载体，不断强化政治引领，为全省红十字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基础。

适应人道需求，认真履行红十字会法定职责。
“十大”以来，山西省红十字会党组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持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紧紧围绕中
央和省委脱贫攻坚工作重心，扎实抓好“三救三
献”核心业务，切实发挥好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
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面向基层群众，以扎实人道救助工作助力精
准扶贫。积极稳妥开展人道救助，深入开展“红十
字博爱助医、助学、助困、助老、助残、助幼”项目。

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人道服务能力。深
入贯彻落实红十字会法。以世界红十字日等特殊
节点为抓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红十字会法，着力
强化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视以及对红十
字会性质和工作职能的认识与认同，切实形成依
法开展人道救助工作、促进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良好法治氛围；积极推动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做好《山西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工作。

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红十字会影响力公
信力。“十大”以来，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上下联动，
紧紧围绕红十字会“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工作宗
旨，积极动员媒体力量，广泛宣传红十字精神和理
念，以“三救”“三献”工作和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
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感人事迹为主线，广泛深
入开展红十字文化“大宣传”。

坚持深化改革，推动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
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山西省委
关于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的决策部署，把推进红
十字会改革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政治考验、重
大发展机遇，以改革统领全局，以改革破解难题，
以改革推进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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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福建省各级红十字
会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

《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
意见》，持续不懈创业，奋力开拓创新，
接力生命救护，传递人道爱心，红十字

“人道传播、生命救护”核心职能更加
凸显，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红十字事业发
展方向。强化思想理论学习，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发展
方向；强化干部作风建设，持续整治

“四风”；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注重预防
把控。

在服务民生中凸显红十字会桥梁
纽带作用。彰显人道爱心的救援救助
卓有成效；维护生命安康的救护接力
行动深得人心；引领公益善行的人道
传播释放社会正能量；跨越海峡的人
道交流合作更加贴近两岸互动需求。

在改革创新中激发红十字事业发
展活力。创新人道传播途径；创新人
道救助平台；创新人道奉献载体。

在依法治会中推动红十字事业跨
越发展。组织体系不断健全；运行机
制日趋规范；事业发展形成特色。

先后为西藏、台湾等地震灾区，以
及省内台风洪涝灾区等开展募捐救援
行动，直接援助的救灾款物达4800多
万元；累计救助困难群众6万多人次，
直接发放救助金5.4亿多元；为福建省
5A、4A景区援建“红十字救护站”、培
训1500多名景区应急救护人员；先后
为闽浙赣粤鲁琼6省和台湾地区培训
水上安全救生员 633 人次，新组建红
十字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队30支；
现有基层组织 2933 个、会员 842671
人、登记志愿者682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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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导和海南
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海南省红十
字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海南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
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充分
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
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筑牢战斗堡
垒；大力推进应急救护和救援工作，助
力建设平安海南；积极开展人道救助，
助力扶贫攻坚工作；持续开展“三献”
工作，助力建设健康海南；扎实推进志
愿服务，助力建设文明海南。

2015-2016年全省开展16课时救
护员培训，培训救护员18944人次，知
识讲座普及 63769人次。在海南医学
院投入 63 万元建设了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体验基地；为 11200 余名困难
群众发放价值 461.26 万余元慰问物
资；全省共有 444549人次参加无偿献
血，献血量 713826 单位；动员 5637 名
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累计有 102
名志愿者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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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基础，创特色，严规矩，促规范

中国红十字会“十大”以来，
河南省红十字系统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
业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中央群
团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不断加
强自身建设，严格依法治会，加
快推进改革，有效履行人道职
责，河南省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
心竣工投入使用，造血干细胞捐
献例数连续 6年位居全国第一，

“红十字进社区”融入工作大局，
核心业务、脱贫攻坚、服务人道
需求等工作成效显著。

高举党建旗帜，引领人道事
业发展。明使命，牢记主体责
任；抓学习，强化理论武装；强措

施，突出党建重点；严要求，落实
党建制度；促工作，提升党建实
效。

聚焦主责主业，唱响人道主
旋律。融入工作大局，打造人道
新品牌。实施结伴同行脱贫路
专项行动；下活“红十字进社区”
这盘棋；持续推进“红会送医计
划”。

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人道服
务能力。

“十大”以来，河南省新增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3.5 万人，总库
容达到 12.7万人，有 773位志愿
者先后捐献造血干细胞，其中为
境外患者捐献 20 例，在全国率
先达到 300 例、400 例、500 例、

600 例 、700 例 捐 献 ；先 后 有
12397 人次献血 4196750 毫升，
1124名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
全省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26948
人，实现器官捐献 1523例，捐献
大器官4370个。

招募 9136 名医疗专家红十
字志愿者，组成 122 支“红会送
医计划”志愿服务队，接诊患者
25 万人，直接受益群众达 50 多
万人，帮带基层医护人员 53053
人次；开展“结伴同行脱贫路”专
项行动，招募志愿者 15300 名，
募集款物价值 1.7 亿元，在脱贫
攻坚中充分发挥了红十字会作
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
作用。

加强自身建设，推进事业发展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会员
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湖北省红十
字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各项工作取得
较好成绩。

坚持并依靠党的领导，保持
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建设“七个服务体系”，打造
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

建设红十字“三献”服务体
系，做大生命保护伞；建设红十
字人道救助服务体系，主动融入
脱贫攻坚；建设红十字应急救护
服务体系，主动融入健康湖北；
建设红十字应急救援服务体系，

主动融入城乡防灾减灾；建设红
十字志愿服务体系，主动融入社
会治理；建设红十字青少年服务
体系，主动融入青少年发展；建
设红十字对外合作交流服务体
系，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探索多元化筹资，人道资源
动员工作实现突破。

突出主责主业，红十字宣传
大格局巩固完善。

聚焦重点突破，深化改革工
作初现成效。

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专业化
人道公益服务平台。

践行群众路线，以群众工作
方式方法履行法定职责。

严格依法治会，不断提升红
十字会公信力。

2015年以来，湖北省人体器
官捐献志愿登记 20043人、实现
捐献 1986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库容达10.3万余人；全省共投入
扶贫帮困资金 1.352亿元，50.87
万人受益；全省培训救护师资
1411名、救护员 129395名；全省
建成 600 个社区红十字服务站
和 50 个城市社区博爱家园，实
施 1000支红十字志愿者队伍建
设计划，登记注册志愿者 28624
名。

坚持党的领导，续写事业发展新篇章

“十大”以来，在湖南省委、
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亲切关怀和正确指导
下，湖南省各级红十字会认真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
法》和省政府《关于促进红十字
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切实加
强党的领导、锐意进取、改革创
新，努力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
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发挥
了积极作用。

突出特色，助力健康湖南建
设。

大力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参
与无偿献血；大力开展造血干细
胞捐献；大力推动遗体和人体器
官捐献；大力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

挖掘资源，助力脱贫攻坚。

设立人道救助金；扎实做好
博爱家园项目和“博爱送万家”
活动；做好对口帮扶工作。

发扬传统，助力应急救援。
弘扬精神，助力践行核心价

值观。大力推进“红十字进学
校”，广泛培育红十字青少年；加
强志愿服务规范管理。

发挥优势，助力“开放崛
起”。

围绕中心，助力经济发展。
参与养老服务；规范管理冠名红
十字医疗机构；筹建湖南省红十
字999应急救援中心。

开拓渠道，构建立体宣传体
系。提高政治站位，尽力推进改
革。坚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党组
和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尽力推

进红十字会专项改革。
在 全 国 率 先 建 立 了 包 括

RH（-）型（熊猫血型）等各类血
型的 10 余万人的志愿者队伍；
近五年全省参与无偿献血年均
50 万人次，无偿献血量由 2015
年的 130 余吨上升至 2018 年的
172.8 吨 ，完 成 中 华 骨 髓 库
134506人份入库数据任务，实现
造血干细胞捐献612例。

培训救护员 46914 人，普及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240 余万人
次；全省红十字会系统接受捐款
捐物近 10 亿元，其中省本级接
受捐赠款物6.0271亿元；走访慰
问特困家庭 18 万多户，发放款
物总价值 6866.95 万元；全省共
有“红十字学校”168所，志愿服
务队 100余支，红十字志愿者总
数突破20万人。

锐意进取，助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

中国红十字会“十大”召开
以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精心
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在甘肃省
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甘肃省
红十字会各项工作取得了新成
效，重点工作取得了新突破。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进红
十字事业改革发展。

主动融入党委政府中心工
作，在脱贫攻坚中贡献红十字会
力量。

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力度，甘肃省红十字会及陇南
市、定西市、临夏州红十字会分
别与天津、青岛、福州、厦门 4市
红十字会建立了协作帮扶机制。
援建博爱卫生室（院）10所、博爱
学校 1所，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
手术868例，开展助学活动40余

人次，帮扶 80 名艾滋感染者开
展生产自救，为精准扶贫联系村
办实事好事近 200件；投入资金
882 万元，在“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中慰问城乡受灾和生活
困难群众 35600余户；救助白血
病、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515 人，
资助资金1425.5万元；整合资金
878万元，在 22个贫困村开展博
爱家园项目。

白银市景泰县“小金瓜”项
目获得全国红十字会系统众筹
扶贫大赛一等奖，定西市“巧脚
绣娘”权红梅获得全国“魔豆妈
妈”创业扶贫大赛一等奖。

2019 年首届甘肃省红十字
众筹扶贫大赛已有 20个项目正
式在京东金融平台上线，动员
24.1 万人参与，点赞红心 423.9

万颗。
强化备灾救灾能力建设，在

全省应急救援体系中发挥积极
作用。充分发挥省减灾委成员
单位作用，主动应对各类重大自
然灾害，每年救助省内各类自然
灾害 10余次。每年采购储备 70
万元应急救灾物资。组建了赈
济、医疗、心理救援队，定期开展
演练，积极参与救灾行动。

稳步推进救护培训和“三
献”工作，在“健康甘肃”建设中
承担重要任务。

精心培育志愿服务品牌项
目，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
生力军作用。

加大红十字精神宣传传播，
唱响时代主旋律，引领社会新风
尚。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新突破

中国红十字会“十大”以来，
在贵州省委坚强领导和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有力指导下，贵州红
十字会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和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服
务社会经济发展更加自觉，聚焦
主责主业更加坚实，联系服务群
众更加紧密，动员人道资源更加
广泛，深化人道改革更加有效，
加强党的建设更加稳固，强化自
身建设更加有力，努力探索一条
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

份的贵州红十字发展新路。
强化政治引领，在服务党政

工作大局中显作为。坚定不移
“跟党走”；全力参与“大扶贫”；
对外交流“强合作”。

聚焦主责主业，在推动核心
业务工作上新发力。应急救援
救护能力显著提升，服务群众救
助实力逐步增强，“三献”工作开
展日益深入人心。

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深化
人道改革上求突破。积极推进

改革工作；创新人道供给侧改
革；着力提升社会公信力。

加强党的建设，在推动自身
建设上下功夫。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基层组织
高质量发展。

锤炼过硬作风，提振新时代
干事创业精气神。着力根植贵
州精神，坚持把深入开展“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教育和培育弘
扬新时代贵州精神贯穿到党的
建设和各项核心业务工作中去。

探索一条红十字发展新路

2015年5月，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开，同年，江西省红十字会第七
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开启了江
西省红十字会改革创新、转型升
级新征程。几年来，在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的指导和江西省委省
政府领导下，全省各级红会齐心
协力，重点抓好独具特色的七大
亮点工作。

党建引领，深化改革出实
招。“十大”以来，江西省红十字
会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按照

“转职能、改作风，强素质、树形
象，求创新、促发展”的目标，深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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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和对江西工作的重要要
求，强化党对红十字事业的领
导，奋力推进全省红十字会改革
工作。

协同作战，人道动员勇争
先。2017 年 4 月，“江西省红十
字会人道资源发展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正式成立，定编 7
人，为正处级公益一类全额拨款
事业单位。中心成立后，江西省
红十字会按照“搭建两个平台，

坚持两手都抓；建立三种机制，
用好三个手段”的思路，发挥好
中心和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
（2016年10月注册成立）相互融
合补充作用，探索江西人道资源
动员新模式。

探索“七化”，养老服务展特
色。2017年 4月，江西省红十字
会启动红十字养老服务试点。
通过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了“七
化”模式养老服务新特色。

创新实践，IP 形象拢人心。
2017年“五八”期间，一个身穿超
人披风、拥有一个哆啦A梦神奇
口袋的卡通形象火遍了全国红
十字会系统。这个卡通形象名
为“江小红”，是江西省红十字会
的“形象代言人”，这也是全国首
个省级红十字会卡通“形象代言
人”。

顺应趋势，信息平台全升
级。两年来，江西省红十字会顺
应“互联网+公益”的发展趋势，
加强公开透明的信息化建设，提
升红十字会品牌和社会公信力，
向江西省发改委一次性争取专
项资金 650万元，倾力打造集全
流程线、全业务环、全生态圈为
一体的全省综合信息业务管理
平台。

左右协同，政策环境创优
良。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红 十 字 会
法》，江西省红十字会积极争取
江西省人大科教文卫委支持，
由其自主提请《江西省红十字
条例》立法工作。将“加强应急
救护救援培训、发挥人道救助
主渠道作用、推动遗体器官、造
血干细胞捐献、开展人道外交”
等红十字工作纳入《江西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将应急救护工
作纳入《江西省突发事件应急
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江
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西省政
府 2018 年民生工程、2019 年民
生实事。2016年 7月，江西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
进全省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意
见》，11 个设区市随即出台《实
施意见》。

紧跟时代，自身建设持发
力。“十大”以来，江西省红十字
会按照总会制订的“十二五”发
展 规 划 及 江 西 省 红 十 字 会
2016-2020 事业发展规划的要
求，在加强全省红十字会自身建
设上攻难关、出实招，推动事业
健康发展。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七大亮点”闪耀

中国红十字会“十大”以来，
云南省红十字会紧紧围绕党委
政府的决策部署和总会的工作
安排，积极动员人道资源，广泛
汇聚人道力量，主动融入和服务
中心工作，攻坚克难，奋力拼搏，
人道救助和服务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作出了新贡献。

聚焦生命安全，打造救援救
灾“云南模式”。着力建强救援
队伍，积极探索实践专职干部+
志愿者+专业技术人员的红十字
会应急救援队伍新模式；努力提
升救援能力，修订完善了自然灾
害救援应急预案，实现了应急预
案清单化、流程化；全力开展灾
害救援，积极参与国际救援行
动；强化应急救护培训，积极推
广“微型应急救护站”设置，宣传
普及急救知识，充分发挥急救作
用。

聚焦生命健康，书写“三献”
工作“新篇章”。广泛开展无偿
献血宣传动员，积极开展造血干
细胞捐献工作，积极稳妥推进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

聚焦中心任务，打好助力脱

贫“攻坚战”。在总会、红十字国
际委员会及香港红十字会支持
下，在 15 个州（市）48 个县（市、
区）实施博爱家园项目 154 个，
投入项目资金 6424.21万元。着
力实施贫困肢残患者假肢安装
与康复项目，累计投入项目经费
4800多万元，为 10069人（次）肢
残患者提供了假肢安装、维修和
康复理疗服务。争取和募集资
金 4600 余万元，救助了 3301 名
儿童先心病、白血病和致盲眼病
等患者。筹资 600万元设立“云
南省红十字会致盲眼病公益救
助基金”和“云南省红十字会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公益救助基
金”，累计救助患者 2102名。筹
措帮扶资金444.7万元,实施8个
脱贫项目。

聚焦民心相通，迈出服务
“一带一路”“新步伐”。对缅流
离失所民众发放价值 500 万元
家庭包，持续实施对缅援助项
目。与越南老街省红十字会签
署合作交流会谈纪要，持续实施

“云南省红十字会援助越南老街
省肢残患者假肢安装与康复项

目”。
聚焦恢复重建，做成援建项

目精品工程。全国红十字会系
统 3年投入恢复重建资金 2.8亿
元，实施项目 196个。项目分布
在鲁甸“8·03”地震波及的 2市 5
县44个乡镇的138个村（社）。

聚焦宣传筹资，构建人道资
源动员“新引擎”，策划实施“助
力脱贫攻坚网络众筹大赛”。

聚焦品牌培育，下活志愿服
务“一盘棋”。全省成立专业志
愿服务队 80余支，其中省本级 7
支。

聚焦从严治党，建设政治过
硬“红会铁军”。全省红十字会
系统始终把持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认真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努力
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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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动员人道资源，汇聚人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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