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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民心相通
“十大”以来，广西壮族自

治区红十字会主动服务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以“关爱民生”为
主旨，筹措款物 1.7亿多元，开
展各项人道工作，助力广西脱
贫攻坚。

援建红十字博爱家园，投
入资金 2000 多万元，在全区
20 多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100
多个贫困村屯建设人畜饮水
及小型减灾工程，为村民开展

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培
训。实施“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红十字天使计划”人道救
助项目，发放救助款物 7300多
万元，慰问困难群众 27 万余
人，救助重大疾病贫困患儿约
2500人。

建成 1个区级备灾救灾中
心、4个区级和一批市、县级备
灾仓库，总仓储面积超过 1 万
平方米；成立赈济、供水、医

疗、搜救、水上救生、心理等 6
大类共 28 支专业救援队，初
步实现“应急预案完备、信息
渠道畅通、救援队伍健全、救
灾物资有效、救灾响应迅速”
目标。积极响应“红十字与

‘一带一路’同行”倡议，2017
年、2018年连续两年成功举办
中国—东盟红十字博爱论坛，
加强与东盟各国红会之间的
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融入工作大局，工作取得成效
2015年至 2019年，黑龙江

省红十字会围绕省委省政府中
心工作，主动融入工作大局，聚
焦主责主业，积极作为，工作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

在黑龙江省彩票公益金项
目支持下，在全省多地举办了
270 期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
12期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共
培训救护员 13500 余名，救护
师资 360 名，举办社区应急救
护知识普及公益讲座近 200

期，数万人受益；争取5所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示范基地建设
项目落地黑龙江并投入使用；
得到总会养老服务项目支持，
培训红十字养老服务护理员
300名，养老服务师资15人；广
泛参与马拉松及相关赛事救护
服务工作，联合黑龙江省体育
局下发《关于在我省马拉松及
相关赛事中加强红十字应急救
护服务工作的通知》，作为组委
会成员单位，为赛事运动员提

供救护服务；在 7个市 13个贫
困县的社区（村）实施“社区为
本-博爱家园”项目；在全省 9
个景区建立红十字救护站，
1000 名景区工作人员接受应
急救护培训；已建或在建红十
字博爱卫生站 11所；在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乡村医生培训”项
目支持下，依托省内两所医学
院，举办了 3 期乡村医生培训
班，近 300 名乡村医生参加培
训。

抓住机遇，谋划改革，取得进展
“十大”以来，吉林省红十

字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机
构改革为契机，牢固树立服务
意识，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
持，在发挥红会职能作用、谋
划改革、加强“三救三献”工作
及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
进展。

2017 年全省红会系统筹
资额首次超过 1 亿元，2018 年
全省红十字系统筹资额共计

1亿2700万元；2017年，吉林省
红十字会在吉林省直党群部
门绩效考核工作中被评为一
类等次单位；吉林大学第二医
院副院长兼护理部主任殷艳
玲荣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授
予的第 46 届南丁格尔奖章；
2018 年吉林省红十字会被吉
林省直机关工委命名为文明
单位；吉林省红十字会副调研
员刘丽伟被评为“全国优秀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并荣获

2017年度第四季度“吉林好人
标兵”荣誉称号。2019年，《吉
林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正式
印发，经吉林省编办批准，吉
林省红十字会增加副会长职
数 1个，内设机构 1个，增加人
员编制 5 名，在吉林省红十字
会带动下，吉林省已有 5 个市
州级红十字会在机构改革中
增加内设机构、人员编制，长
春市二道区红十字会依法理
顺管理体制。

擘画蓝图，依法兴会，全面发展
“十大”以来，内蒙古自治

区红十字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贯彻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制定了《2016—2020 内蒙古红
十字事业发展规划》，擘画了事
业发展蓝图；依法设立了全国
首个省级红十字会监事会，提

供了依法治会兴会、优化内部
治理结构的内蒙古方案；制定
了《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改
革方案》，在全国各省首个以党
政两办联合印发；成立了全国
首家省级红十字人道文化传播
与研究中心，为新时代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智力支撑；建成了造血干细胞
采集室，填补了内蒙古空白；筹

资 5.42亿元，打造了“光明行”
“健康心”等一系列公益救助品
牌，人道救助能力和水平显著
提升；开展了“一带一路·光明
行”蒙古国行动、天使之旅蒙古
国先心病患儿救助计划等交流
合作，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服务困难群众的桥梁纽带
和人道领域助手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当好助手
“十大”以来，青海省红十

字会坚持问题导向，锐意进取，
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
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红十字
事业得到新发展。

创建并实施“红会助力红
色”党建品牌，选择海北原子城
等4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设立
红十字救护站，普及救护知识，
传承红色基因。投资 4646 万
元建成 6600 平方米的省级备
灾救灾中心，储备救灾物资价
值 2000 余万元；组建赈济、搜
救、心理等 5 类 8 支应急救援
队，救灾救援能力不断增强。

接受国内外社会捐赠资金近
24 亿元，用于捐建的涉及教
育、卫生、文化、民房、备灾设施
等 96 个玉树灾后重建项目顺
利完成并投入使用。累计投资
4246万元，在全省110个村、社
区实施“博爱家园”项目；持续
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
动，累计筹措 5940万元的物资
开展慰问活动，80万贫困群众
受益。投入 3024 万元，救助
3284名贫困家庭的先心病、白
血病、脑瘫等大病患者。投资
2000 余万元配置救助救护中
心及生命体验场馆，开展应急

救护知识培训“八进”活动，累
计培训 44 万人次。创新性在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
国内外重大赛事中建立红十字
流动救护站，为赛事提供应急
救护保障。建成集公示、查询、
统计、捐款为一体的“青海省红
十字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将
玉树“4 · 14”地震以来接收的
28.48 亿元捐款，3.3 亿元捐物
共 12 万余条信息全部上网公
示，并实现与市（州）、县（市、
区）三级红会信息同步互联互
通。

围绕中心，努力开拓，依法履职

守好民生底线，助力长治久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

十字会坚持党对红十字会
的绝对领导，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致力于改善最易受
损害群体境况，协助党和政
府守好民生底线，在实现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
目标进程中展现红十字会
新作为。

推动总会与自治区政府
签署《中国红十字会对口支
援新疆红十字事业发展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2016-2020
年）》，明确新一轮对口援疆
思路。建立基层红十字组织
2831 个，团体会员单位 3514

个，会员 43.7万人，注册志愿
者 46300 人；推动全区 14 个
地州市、65 个县市区政府
（行署）下发落实国务院 25
号文件精神的意见，自治区
本级及 11 个地州市红十字
会、18 个县级红十字会成立
党组。

2015 年以来，争取资金
3784.55 万元，救助先心病、
白血病、唇腭裂患者1416名。
募集资金 1724.3 万元，开展

“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慰问困难群众约 16.4 万人
次。2017年开始连续三年协
助总会实施“一带一路”阿富

汗先心病患者救助项目，共
接待五批次来疆治疗阿富汗
患儿，有效促进中阿两国民
心相通。建成应急救护培训
示范基地 2 个，在全疆 14 个
项目点实施救护培训项目，
为80个区直理事单位配发红
十字应急救护箱，培训师资
795 名、初级救护员近 10 万
名，受益群众约 40 万人次。
2015年以来，每年选派1/3的
干部参加“访民情、惠民生、
聚民心”驻村活动，深入推进
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工
作，先后投入近1103万元，助
力精准脱贫。

努力开拓进取，谋求事业发展
“十大”以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
红十字会努力开拓，扎实工
作，依法履职，圆满完成各项
目标任务，红十字事业有了
较大发展。

加强备灾救灾物资储备
库管理，组织开展物资储备
库等级评定工作。启用中国
红十字会灾害信息化管理系
统，组织对 14 个师市红十字
会专兼职工作人员进行灾害
信息化管理系统实际应用培
训，确保兵团范围自然灾害
及突发事件信息第一时间进

行统计、报送。完成《突发公
共事件后的心理救援与心理
危机干预》和《心理创伤与心
理危机干预》核心项目培训
教材出版；举办红十字心理
危机干预与应急救护培训班
60 期，应急救护普及培训讲
座 27 场，培训学员 9209 人。
累计培训红十字救护员 8442
人，掌上急救学堂宣传推广
15.51万人次，卫生救护知识
宣传和应急救护技能普及培
训累计 50.12万人次，无偿献
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捐献
人体器官知识普及宣传 51.9

万人次。
5年来，募集各类救灾救

助款物价值 1186 万元，用于
救灾救助和项目款物价值
1219.78 万元，受益 28.64 万
人。积极扶持和培育兵团红
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增强青
少年学生正确应对突发事
件、关爱人的生命健康意识
和青少年学生参与现场急救
的 能 力 。 连 续 五 年 组 织
20000 余人参加全国红十字
青少年各类主题知识竞赛活
动，多次获集体组织和个人
奖项。

突出重点，服务旅客，成效显著
“十大”以来，中国铁路

系统红十字会认真落实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工作部署和要
求，健全有效运行机制，丰富
工作载体，突出工作重点，服
务广大铁路旅客健康，大力
弘扬红十字精神，取得了良
好成效。

建立了覆盖全路的红
十字救护网络，认真组织开
展红十字宣传教育、救护培
训，拓展活动载体，做好红
十字应急队伍建设等各项
工作。目前，全路共有红十

字救护员近 7.5 万人。积极
探索适应高铁发展的应急
救护体系。按照标准每个
车站客运班组、每个旅客列
车乘务班组配备两名兼职
救护员；将红十字救护纳入
高铁和动车乘务人员培训
的基本内容，实行上岗前培
训、每三年一次复训，合格
后才能上岗作业；动态优化
培训内容，除包括救护新概
念、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常
见急症、紧急避险外，增加
了针对铁路行业特点的救

护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红
十字药箱药品管理、使用、
旅途常见病处置；培训红十
字应急救护员 11 万人，采购
药箱药械 37 类，补充到了各
旅客列车班组，为客运乘坐
火车期间疾病应急治疗提
供了必要保障。紧密配合
各级红会做好抢险救援物
资 运 输 、医 疗 用 品 紧 急 递
送、公益事业宣传推广等工
作，在应急抢险、重大活动、
应急救护、民生保障等各个
方面勇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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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以来，西藏自治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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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核心业务和自
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努
力开拓，依法履职。

组建国内首家高海拔空
中应急救护（援）中心和 4支
医疗卫生、赈济救护应急救
援（护）队伍，救助受灾群众
3100 余人次。组织开展“4·
25”地震募捐活动，共募集捐
款 1513.19 万元，接收价值

946.53万元物资，第一时间将
捐赠物资发放到户，有力保
障了灾区群众的生活需求；
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开
展“天使之旅—西藏行动”，
募集善款200万元，为日喀则
市聂拉木等 4 个重灾县捐建
了 8 个村级卫生所。积极向
总会争取 120 万元国家彩票
公益金粮食，用于救助受灾
地区8个县，每个县救助物资
价值12万元以上。召开首届
中国红十字会对口支援西藏

工作会议。
总会与自治区人民政府

签署了《中国红十字会对口
支援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事业
发 展 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2018-2020 年）》。截至目
前，江苏、浙江等十余个省红
十字会积极与各对口市（地）
红十字会进行了人道需求和
帮扶对接，部分地区还与当
地签署了对口支援框架协
议，进一步加大了援藏工作
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