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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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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
业发展的意见》和《中国红十字会改
革方案》，扎实开展各项人道工作，
盐城市红十字会多项工作在江苏省
领先。先后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表
彰为“红十字卫生救护工作先进集
体”“红十字报刊宣传十佳单位”；连
续 17 年被江苏省红十字会表彰为

“目标管理考核一等奖”、江苏省红
十字会系统先进集体，江苏省委宣
传部表彰为“三下乡”工作先进集
体；被盐城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盐
城市文明单位标兵”“盐城市社会事
业发展先进集体”。

完善应急体系，积极参与救援

多年来，盐城市红十字会高度
重视建设一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
通过公开招募队员、开展专业培
训、配置救援装备、加强日常演练
等，不断加强和完善市红十字会应
急救援队建设，被江苏省红十字会
确定为首批省级红十字应急救援
队，先后参加江苏省以及沪苏皖、
苏陕应急救援演练。这支救援队
在抗击盐城“6·23”特大龙卷风冰雹
灾害、响水“3·21”爆炸等重大灾害
事故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2016年6月盐城“6·23”风雹
灾害发生后，盐城市红十字会立即
启动灾害应急预案。当天，盐城市
和阜宁县、射阳县红十字会立即组
织志愿者深入灾区帮助运送伤员，
为受灾群众送去食品和生活用品。
盐城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连夜冒
雨为灾民临时安置点搭建红十字会
紧急拨发的救灾帐篷。紧急救灾期
间，盐城市红十字会共组织5支应急
救援队1684人次志愿者深入灾区参
与救灾工作，出动自驾车46台次，将
92名受伤灾民送到医疗点，为灾区
群众搭建帐篷 1200多顶，搬运发放
救灾物资110多吨。红十字志愿者
视灾区群众为工作目标，不怕苦累，
坚持战斗在灾区一线，在灾区群众
心中竖起了红十字丰碑。盐城市红
十字会积极参与灾后援建工作，共
接受各地、各单位捐赠款物3535.56
万元（其中捐款2768.54万元），全部
按照捐赠者意愿用于救助灾区群众
和灾后重建。按照盐城市“6·23”援
建指挥部统一安排，将接受的捐款
重点用于援建阜宁县戚桥村、邵湛
村和射阳县晨阳佳苑3个博爱家园
安置点，共援建灾区群众安置房485
户、幼儿园和小学3所、卫生室3个、

“博爱桥”2座，援建项目于2017年5
月全部竣工交付使用。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在全国推广盐城市结合救灾
推进博爱家园建设的做法，2018年
12月，盐城市红十字会代表江苏省
参加在香港举办的“灾后恢复重建
项目”研讨会，并作大会主旨交流发
言。

在2019年3月响水“3·21”爆炸
事故中，盐城市红十字会组织市和
响水县、射阳县、阜宁县、东台市 5

支应急救援队志愿者，深入事故一
线开展救援工作，共搭建帐篷 140
顶，安置折叠床350张，发放救灾棉
被 3000床、家庭包 60箱，为奋战在
救援一线的部分消防官兵提供基
本营地保障服务，为部分伤员家庭
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共募集药品、
医疗用品价值 628.82万元，其他物
品价值 27.39万元，捐款 8.94万元，
其他救灾款 60 万元，支持响水“3·
21”爆炸事故伤员救治工作。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陈竺在做好自然灾害等公
共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上，表扬盐城市、响水县在“3·21”
事故救援中积极行动，工作有力。

顺应群众需求，推进养老试点

2017年，盐城市被总会选定为
首批参与养老服务的市级试点城
市，在全国率先开展红十字养老服
务试点工作。盐城市红十字会系
统紧紧围绕社会困难老人所需，积
极探索红十字会参与养老服务的
模式和途径。盐城市红十字会争
取市编委批准，在市红十字会医院
成立“盐城市红十字会失能老人康
复中心”，利用医院人才、场地、设
施等优势，打造医疗护理、康复、临
终关怀等一体化的医养结合服务
模式。在盐城市红十字会医院失
能老人康复中心实施“红十字博爱
病房”项目，对住院困难老人开展
救助和医疗费用减免，成立“南丁
格尔”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助老
志愿服务；组建 9 支红十字养老照
护志愿服务队，率先建设养老照护
培训基地、实践基地，全市红十字
会扎实开展养老照护知识培训，面
向志愿者、老人及家庭护理员普及
养老照护知识；在博爱家园建立志
愿者结对入户服务机制，推行“爱
心养老服务卡”，常态开展养老照
护入户志愿服务；在部分社区实施

“红十字助老活动中心”项目，建成
博爱书屋、健身室、棋牌室和培训
室，组织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日间照
护、文体娱乐、健康保健等服务；全
市红十字会还积极开展困难老人
帮扶救助活动，帮助困难家庭老人
缓解生活困难。

截至 2019 年 6月，盐城市共完
成养老照护知识培训 19777 人，入
户养老照护志愿服务 2945户，直接
受益老人 5301人，慰问救助困难老
人 10641 人 次 ，发 放 救 助 款 物
519.82万元。盐城市红十字会养老
服务试点工作受到总会、省红十字
会充分肯定，2019年6月，盐城市红
十字会代表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养老服务试点工作交流会，在大
会上作交流发言。2018年12月，江
苏省红十字会养老照护工作现场
会在盐城市召开。

强化志愿服务，彰显服务特色

盐城市红十字会围绕法定职
能，结合社会服务需求，面向社会
公开招募志愿者，组建无偿献血、
捐献造血干细胞、应急救援、仁爱
妈妈、仁爱之子、养老照护、南丁格
尔等专业化志愿服务队，成立红十

字会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制定红
十字会志愿服务管理办法、出台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管理意见，建立 53
个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站，健全红
十字会志愿服务运行机制，指导全
市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常态开展
活动。盐城市红十字会坚持从志
愿者招募源头把好“入口关”，面向
社会公开选配“领头羊”，实行志愿
服务队队长、副队长竞聘上岗，激
发志愿者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保
证志愿服务工作优质、有序、规范
开展。盐城市红十字会始终坚持
对新招募志愿者进行专业培训后
持证上岗服务，先后邀请台湾红十
字组织教师、心理学教授、公共服
务组织专业人员为志愿者开展专
业化培训，有效提升了志愿服务队
专业化服务能力。盐城市红十字
会建立志愿服务轮班制度，形成常
态化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特色志
愿服务,开展常规、专业、应急等志
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特色品牌进
一步彰显，全市涌现出一批优秀红
十字志愿服务组织和优秀红十字
志愿者。

5年来，盐城市红十字会共有6
个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荣获省文
明办、省红十字会等 6 部门表彰；3
个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参加省委
宣传部、省文明办等组织的省志交
会展示交流；2 个红十字志愿服务
品牌荣获盐城市第三届、第五届

“十佳文明新事”；8 名红十字志愿
者被表彰为“全国优秀红十字志愿
者”或“江苏省优秀红十字志愿
者”；4 名红十字志愿者荣获“中国
好人”，5 名红十字志愿者荣获“江
苏好人”，18 名红十字志愿者荣获

“盐城好人”称号；3 名红十字志愿
者荣获市级“五一劳动奖章”或市
级“劳动模范”，5 名红十字志愿者
荣获“盐城市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称号。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指定总结盐城市红十字会志愿服
务工作经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
部部长在江苏省志愿服务工作大
会上交流。

扎实开展救助，助力脱贫攻坚

广泛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
近5年元旦、春节期间，盐城市红十
字会系统共发放救助款物 2327.75
万元，慰问救助农村、社区低保户
和孤寡失能老人、大重病困难患
者、麻风残老康复村休养员等困难
群众 91024人次。盐城市红十字会
2次被表彰为江苏省“三下乡”活动
先进集体，连续14年被表彰为全市

“三下乡”活动先进集体。盐城市
红十字会连续 13 年与盐城市教育
局实施“红十字助学圆梦”项目，联
合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开展“博爱
助学”活动。近5年，盐城市红十字
会系统共救助慰问孤儿和困难学
生 31037 人 次 ，发 放 救 助 款 物
1536.69 万元。盐城市红十字会连
续 14 年与盐城市卫生计生委联合
开展“关爱生命红十字助医惠民”
活动，市、县红十字会联合冠名红
十字医院实施“博爱病房”项目，救
助大病困难患者，努力帮助困难家

庭缓解看病困难。近 5 年，盐城市
红十字会系统博爱助医惠民，共救
助慰问困难患者 27022 人次，发放
助医款物1500.57万元。

推进生命工程，助力健康盐城

2012年以来，盐城市红十字会
认真实施江苏省政府“公益性百万
救护培训项目”，积极推进救护培
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
业、进机关，普通百姓积极学习急
救技能。全市累计完成公益性救
护员培训 86980 人，普及性培训
558537 人次。盐城市红十字会先
后举办全市救护培训师资公开教
学观摩比赛，高校大学生应急救护
技能竞赛，与市人社局、市总工会、
市级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盐城市应
急救护技能大赛。开展“救”在身
边大型公益行动暨寻找“最美救护
员”活动，为提升人民群众应急救
护技能发挥积极作用。盐城市红
十字会积极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
宣传工作，通过编印《捐献者的故
事》《献血者的风采》，摄制捐献造
血干细胞专题宣传片，广泛宣传献
血捐髓志愿者的大爱精神。不断
加大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动员、
招募、回访、捐献等服务工作力度，
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进一
步壮大，入库志愿者质量不断提
升。

截至 2019 年 6月，盐城市入库
志愿者达 13967 人，实现成功捐献
56例，入库数和成功捐献数量持续
保持苏北苏中领先。盐城市红十
字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常态化
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和志愿服务活
动，为盐城市连续 5 年创建和保持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作出了积
极贡献。盐城市红十字会稳步开
展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服务工作，
按照统一要求做好宣传登记、捐献
见证、善后服务等工作。截至 2019
年6月，全市共有14人捐献遗体，41
人捐献器官 120个、眼角膜 6对，切
实践行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宗旨，
为挽救生命和医学教育事业发挥
了积极作用。

加强阵地建设，助力事业发展

盐城市红十字会重视强化基
础设施和服务阵地建设，先后建成
盐城市红十字会医院1万平方米业
务楼，建成盐城市红十字会备灾救
灾中心 5806 平方米综合楼、仓储
楼，增挂“江苏省红十字会沿海备
灾救灾中心”牌子，库存物资累计
10.28万件，价值331.5万元，在省内
重大自然灾害和困难群众救助工
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扎实推进
县级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仓
库）建设，备灾救灾网络初步建成，
灾害救援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全
市建设 16 个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基地、1 个红十字生命体验馆、2 个
红十字养老服务培训和服务基地、
15个红十字博爱家园、55个红十字
志愿服务基地，为盐城市红十字事
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依法履职显担当依法履职显担当 服务民生善作为服务民生善作为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获评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