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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宗合）9月 11 日是第
22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

“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结合
红十字特色和当地需求，各地红十
字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纪念活
动，倡导人人成为英雄——关键时
刻挽救生命的急救英雄。

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举办“人人学急救 你行我也
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颁发培训证
书、为志愿服务队授旗、启动在线培
训、现场救援展示等形式，普及应急
救护知识技能，宣传推动应急救护
工作，提升社会公众的健康意识和
自救互救能力。

当天，北京地区100名闪送员参
加 4 学时应急救护培训并顺利结
业，将组成闪送红十字爱心志愿服
务队，让闪送员成为城市急救力量
的重要一环，为城市居民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北京市红十字会网络
培训也正式上线，为社会公众提供
免费的线上参训机会。

上海市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交
通委员会共同启动“红十字应急救
护进交通”培训项目，计划为交通
行业从业人员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

训，鼓励具备急救知识和技能的人
员在交通场站使用急救设施设备对
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并
向交通行业赠送了价值6万元的红
十字急救箱和急救包。

重庆市红十字基金会携手上海
福寿园公益发展基金会和社会各界
爱心单位、志愿者团队，共同创作

《一秒万年》全国应急救护公益歌
曲，用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结合
有故事性的 MV，重现了红十字救
护员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一
个个真实、感人的救人故事，传播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应急
救护理念。目前，该MV 观看人数
已经超过 10 万，近 3000 人转发，
3500余人点赞。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红十字
会、南京市红十字会、秦淮区红十字
会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省红十
字会向省教育厅现场捐赠150具救
护培训模拟人、2000个急救包等救
护培训器材，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
了自行研发的“一键互救”APP急救
演练。目前，已有 1 万余名救护员
通过该APP注册成为救护志愿者，
为南京市民构筑快速反应的生命安

全急救网络。
广东省红十字会在珠海举办

2021年水上救生培训班，通过加强
基层红十字水上救生教练员师资力
量培训，进一步扩大水上安全救生
进学校、进社区覆盖面，致力为学
生、社区居民织就水上“安全网”。
湛江、茂名、肇庆、梅州等地也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辽宁省红十字会向高铁沈阳站
捐赠自动体外除颤仪（AED），并向
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授旗，广泛招
募应急救护志愿者，深入城乡开展
应急救护培训、宣传活动。

黑龙江省红十字会在哈尔滨师
范大学夜市、防洪纪念塔组织开展
主题宣传活动，通过为群众讲解心
肺复苏等急救知识、邀请群众动手
参与、设置有奖问答、开展现场义诊
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急救相关
知识。

山东省滨州市红十字会联合市
卫生健康委等 6 部门共同启动“全
民自救互救能力提升工程”，为公众
增添更多安全健康保障。今年以
来，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局
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市红十字

会系统累计培训各行业救护员
4655人，培训交通、消防、公安三支
队伍救护员 163 人，培训市直机关
党员救护员 100 人，培训市直教育
系统救护员 682 人，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4万人次。

湖南省长沙市红十字会牵头组
织地铁突发事件联合救援演练活
动，模拟地铁 4 号线杜家坪站受暴
雨影响，积水冲入停车场出入段发
生雨水倒灌，影响列车运行的场景，
组织各演练单位有条不紊地完成联
动应急响应，顺利开展乘客疏散、救
援救护、乘客安抚、交通接驳等工
作。今年，长沙市红十字会还围绕
推进长株潭三市救护培训工作，拓
展“红十字移动救护站”建设，深化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工作和推进
AED布放工作，助推长沙文明城市
建设。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红十字会
应急救护讲师通过社区直播间，向
网络观众讲解和示范创伤包扎、心
肺复苏术等知识与技能，3140 余
人观看，点赞人次超2.7万。

河北、四川、湖北等地也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

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第22个“世界急救日”宣传纪念活动

本报讯 （京红）2022年北京冬
奥会进入倒计时阶段，赛事的应急
救护保障工作进行得如何？近期，
北京市红十字会向社会发布了备战
北京冬奥会应急救护保障工作情
况。

北京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宋永红
介绍，北京市红十字会及所属机构
重点承担了医疗服务保障、应急救
护培训、无偿献血宣传等方面工作，
将为北京冬奥会贡献红十字力量。

在医疗服务保障方面，北京市
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原紧急救
援中心）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提供救护车地面医疗保障，
将派出 34 辆救护车、236 名医务服
务志愿者承担北京、延庆和张家口
3 个赛区，国家体育馆、冰立方、五
棵松体育馆、首钢滑雪大跳台等 4
个竞赛场馆,首体速滑训练馆、首体
花滑训练馆 2 个训练馆，主媒体中
心、冬奥组委总部、延庆冬残奥会颁
奖广场3个非竞赛场馆的医疗保障
任务。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全部采用负压救护车，工作人员着
防护服等，实现闭环管理。

市红十字会还将与中信海洋直
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提供直升机
医疗救援服务，派出2架救援型直升

机、2架医疗型直升机承担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云顶滑雪公园、古杨树场
馆群航空医疗救援保障服务。为确
保任务顺利完成，市红十字会做了
三方面准备。一是建立有效工作机
制。制定并完善了《直升机医疗救
援保障工作方案》，组建了直升机医
疗救援保障团队，制定了包括雪天、
旋翼结冰等各类应急保障预案，形
成了与空管、气象等多部门的联动
机制。二是加强准备工作针对性。
为满足冬奥组委承诺直升机救援 5
分钟到达现场，15分钟完成救援的
要求，加大对特殊地型、极端天气下
的运行保障安全的准备，在冬奥组
委的支持下，分别在张家口和延庆
赛场半径10km内搭建了保温机库，
全力克服低温对直升机救援的影
响，满足救援要求。三是多轮次全
流程全要素演练。连续两年在延庆
和崇礼赛区开展了极端天气下的直
升机训练测试工作，包括航线建立、
长绳救援、急救转运等。截至目前，
顺利完成“红十字与冬奥同行”等联
合飞行训练和演练10次；派出60车
次，208人次，参与地面救援演练17
场次。市红十字会的地面及航空救
援能力、团结协作精神和实战保障
状态赢得了冬奥组委和合作医疗机

构的肯定，红十字航空医疗救援能
力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在应急救护培训方面，2020年
已为冬奥组委培训来自京冀 70 余
所大专院校的志愿者指导师 90 余
名，培训赛场工作人员近 500 名。
以总会“应急救护培训推进年”为契
机，结合北京“奥运城市”建设要求，
为全市重点行业包括冬奥志愿者提
供应急救护培训，预计取证 16 万
人，群众普及 200 万人次。2020 年
以来，北京市红十字会动员社会爱
心企业为地铁、学校、公交场站等公
共场所捐赠 AED140 余台，在公共
交通工具和重点场所配置急救箱
5400余个。

在无偿献血宣传方面，履行宣
传动员责任，向志愿者特别是特殊
血型志愿者发出了《争做 2022年冬
奥会无偿献血志愿者倡议书》。市
红十字会联合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
心，招募稀有血型志愿者，目前已有
200 多名志愿者报名，随时准备为
冬奥会提供血液保障。

“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 140 多
天，我们将继续发挥好红十字组织
的独特作用，为举办一届精彩、非
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献红十字的
力量。”宋永红表示。

红十字系统全力备战北京冬奥会应急救护保障工作
红十字与冬奥同行

本报讯（川红）9月16日凌晨
4:33，四川泸县发生6.0级地震，省
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二级地震应
急响应，四川省红十字会迅速派出
泸州红十字山地救援队45人携搜
救犬及搜救装备，前往受灾地区救
援。

同时，省红十字会已派出救灾
工作组，由党组成员、副会长袁波
带队赶赴震中。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紧急调拨救灾家庭包 1000 个、
帐篷 50 顶，省红十字会紧急调拨
帐篷50顶已装车发往受灾地区。

四川红会紧急驰援泸州地震灾区

本报讯（沪红）9月13日至14
日，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逼近上
海东部沿海，上海市防汛办启动全
市防汛防台二级响应行动。市红
十字会积极响应本市防汛防台工
作，支持金山和浦东家庭生活应急
包 500个,总价值 14.45万元，用于

基层红十字会开展防汛防台紧急
救灾救助工作。

13日，该批物资紧急发运，当
日已运抵金山和浦东，区红十字会
第一时间为受灾群众送上家庭应
急包，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需求。

上海红会向金山浦东发运防台救灾物资

本报讯 （渝红）9月 13 日，重
庆市红十字会召开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
题宣讲报告会，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曾维伦作专题
宣讲报告。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李如元主持会议。

报告会上，曾维伦从深刻认
识、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征程上
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三个方
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讲解，进一步
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对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

李如元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要以此次专题宣讲报
告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的实际行动，把学习成果转
化和落实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高标准完成“十四五”时期红十
字事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上，以更
加坚定的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
推动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而不懈奋斗。

重庆红会召开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会

本报讯 （蒙红）9月 15 日，内
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联合自治区
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教育工委、
自治区国资委在呼和浩特举办“博
爱一日捐”捐赠和配置 AED 公益
活动。自治区副主席奇巴图、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魏国楠出席活动，并
为捐赠单位颁发感谢状。

2020 年，自治区红十字会共
接收到来自自治区直属机关、企事
业单位干部职工、内蒙古军区官兵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捐款 652
万余元；累计支出“博爱一日捐”善

款 840.97万元（含上年结余189万
余元），全部用于备灾救灾、人道救
助、应急救护等人道领域重点工作
的开展。今年以来，自治区红十字
会 共 筹 集“ 博 爱 一 日 捐 ”善 款
382.58万元。

为回馈服务捐赠单位，自治区
红十字会分批为参加“博爱一日
捐”活动的自治区直属单位安装配
置 AED144 台、培训应急救护员
1133 名，为干部职工的生命健康
安全提供了有效保障。

内蒙古举办“博爱一日捐”捐赠活动
2020年共接受捐款652万余元，支出840.97万元

本报讯（陕红）8月30日至9
月5日，陕西省红十字会在西安举
办陕西省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救
护师资培训班。省红十字会二级
巡视员舒玉民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来自西安、延安、榆林、汉中、安康
等地市的42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课程涵盖红十字运动基
本知识、救护概论、常见急症处
置、心肺复苏最新理论及实操、创
伤救护技能等，邀请资深专家，采
用“理论+案例”的讲解方式，分
享了常见急症的院前急救、搬运
途中和院内急救的主要经验和做
法，并组织开展了理论考试、实操
考核、试讲考核。

陕西举办救护师资培训班

本报讯（青红）9月10日，青
海省红十字会在西宁举办全省红
十字会系统新闻宣传培训班，来
自全省各市州、县（区）和高校红
十字会负责人、志愿者、新闻宣传
骨干等共计50余人参加培训。

省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昆参加
开班仪式并讲话，要求进一步推
动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提高政治
站位，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宣传，
党管意识形态，加强党对宣传工
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
宣传思想工作的全过程，不断增
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青海举办新闻宣传培训班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
红十字会志愿者走进县幼儿园，
对该园 50 名教学和生活老师进
行幼儿急救实操培训，帮助他们
提高应急处理能力，掌握基本急
救知识和技能。

（吴志贵）

手把手教
面对面学

本报讯 （徽红）9 月 15 日上
午，安徽省红十字会第九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委书
记李锦斌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等省领导出席
开幕式。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尹德明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副省长杨光荣主持开幕式。

李锦斌在讲话中首先代表省
委、省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和奋
战在全省红十字战线的同志们表
示诚挚问候。他要求，全省各级红
十字会和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
员、志愿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群团工作重要论述和红十
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光
荣传统，践行人道宗旨，服务中心
大局，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推动全省
红十字事业创新发展，为加快打造

“三地一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
好安徽作出更大贡献。要始终坚
持党的领导，在践行“两个维护”中
进一步增强政治性，在强化理论武
装中进一步增强先进性，在加强联
系服务中进一步增强群众性，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
道路。要始终聚焦主责主业，把满
足群众人道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
和落脚点，广泛动员人道力量，持
续优化人道服务，坚定不移当好党
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
要始终围绕中心任务，把红十字事
业放到构建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
系、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快
皖北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等全省重
点工作中去思考，放到推动高质量
发展、促进高品质生活、实现共同
富裕中去谋划，在加强应急救援、
助力社会治理、关爱生命健康、引

领社会风尚上展现更大作为，坚定
不移服务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要始终加强自身建设，深化
改革创新提升影响力，坚持依法治
会提升公信力，建设过硬队伍提升
凝聚力，坚定不移推动全省红十字
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尹德明在讲话中指出，安徽省
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以
来，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线，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中找准定位，在改革创新、
履行职能中奋勇争先，积极投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参与健康安徽建设、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抗疫抗洪和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中展现作
为，积极推进“三救”“三献”核心业
务，互联网筹资、造血干细胞库容
使用率等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希望安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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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关于群团
工作重要论述和红十字事业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
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当好
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发挥
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着力
推进改革，为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
展增动力添活力，在新的起点上谱
写发展新篇章。

大会审议通过安徽省红十字
会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安徽
省红十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纲要（2021-2025 年）》，选举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聘请李锦
斌、王清宪担任省红十字会名誉会
长，聘请魏晓明、李和平担任省红
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选举杨光荣为
省红十字会会长、张青为常务副会
长、方正为监事长。杨光荣在闭幕
会上讲话。

安徽省红十字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李锦斌讲话 王清宪出席 尹德明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