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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达）9月2日
上午，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议。王勇国务委员出席会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执行主
席陈竺主持会议。

会上，大会执行主席梁惠玲代
表第十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报告
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以来，全国红十字系统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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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
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大力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全面实施《中
国红十字事业2015-2019年发展规
划纲要》，认真依法履职尽责，大力
推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砥砺奋
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取得
新成就：一是应急救援救护工作更

加有力，在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中发
挥重要作用；二是人道救助范围不
断扩大，成为党和政府保障改善民
生的得力助手；三是人道资源动员
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参与度明显提
升；四是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民
间外交重要渠道作用日益突显；五
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组
织活力明显增强；六是党的建设全
面加强，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报告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统领红十字事业发展，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
路，必须始终坚持党对红十字事业
的领导，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必须始终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始终坚持与时
俱进、改革创新，必须始终坚持依法
治会、从严治会，必须始终坚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始终坚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

报告提出，未来五年红十字事
业的发展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
心任务，以为国奉献、为民造福为主
题，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以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为
突破，健全体制机制、增强能力实
力，聚焦主责主业、提升服务质效，
努力建设更具凝聚力、影响力和公
信力的红十字组织。”

报告要求，全国红十字系统要
努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充分发挥

人道领域助手作用，着力聚焦主责
主业，在履行人道使命中彰显新作
为；着力汇聚人道资源，在动员社会
力量方面实现新突破；着力传播人
道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引领新风尚；着力健全
组织体系，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展
现新气象。要深化改革创新，加强
自身建设，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坚强保障，着
力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到实处；着力
构建高效透明规范的体制机制；着
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着力建设政
治坚定、本领过硬、敬业奉献、担当
作为、清正廉洁的红十字干部队伍。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干部代表、红十字志愿者代表和
医护人员代表等共约 1100 人参加
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记者 王晓肖）9月 1
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第十届理事
会第七次会议在京召开。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会长梁惠玲作的中国
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筹备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审议
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修正案）
（草案）、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2020—2024年）（草案）、中国
红十字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组成方案

(草案)、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组成方案（草案）、中国红十字会
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主席团
组成方案（草案）。

会议通过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同意召
开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同意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红十字会
章程（修正案）（草案）、中国红十字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20—2024
年）（草案）、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届
理事会组成方案(草案)、中国红十

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方案（草
案）、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主席团组成方案（草
案），决定将以上文件提交中国红十
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审
议。

陈竺表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将于 9月 2日开幕。这
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回顾总结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全

面把握党和国家对红十字事业发展
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对未来
五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作出规划
和部署。五年来，各位理事为红十
字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向大
家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各位理事能
够继续关心和支持红十字事业，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
红十字事业再上新台阶、开创新局
面。

民政部副部长、中国红十字会
副会长高晓兵，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成员、副会长王海京，党组成员、副
会长兼秘书长王平，党组成员、副会
长尹德明及中国红十字会第十届理
事会理事参加会议。

此前，召开了中国红十字会第
十届常务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中国红十字会召开十届七次理事会
本报讯（记者 杨振宇）9月

1 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
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会议在京召开。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尹德明主
持会议。

会议审查了中国红十字会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资
格，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报告指出，本次大会 691 位代表
的资格条件和代表推选的办法、
程序等，符合《中国红十字会章
程》《中国红十字会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代表产生办法》的有关规定，
代表资格全部有效。691名代表
中，来自社会各领域和基层一线

的代表占 58.3%，中共党员代表占
75.8%，妇女代表占 38.6％，少数民
族代表占12.7%。

据了解，此次大会代表推选工
作依照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
酝酿、逐级推选的办法进行，按照
推荐提名、确定考察人选、组织考
察、报审、公示等5个步骤推选产生
代表。代表推选坚持把政治标准
放在第一位，认真进行代表人选的
组织考察，广泛深入听取党组织、
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红
十字会基层组织及相关部门的意
见，严把代表政治关、廉洁关、身份
关，确保此次大会推选代表的先进
性、代表性和广泛性。

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

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红十字会
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山西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
辽宁省抚顺市红十字会
吉林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
江苏省盐城市红十字会
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红十字会
福建省泉州市红十字会
江西省赣州市红十字会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红十字会
河南省驻马店市红十字会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红十字会
湖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
广东省珠海市红十字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红十字会
海南省三亚市红十字会
重庆市潼南区红十字会

四川省内江市红十字会
贵州省红十字会筹资与财务部
云南省曲靖市红十字会
陕西省咸阳市红十字会
甘肃省陇南市红十字会
青海省海东市红十字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红十字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红十字

会办公室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宣传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关于表彰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局）、红十字会：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正确领导下，全国红十字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履行救灾、
救护、救助等职责，不断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促进红十
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
人。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弘扬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激发广大红十字工作者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授予北京
市海淀区红十字会等 32 个单位

“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授予郑杰等 10 名个人“全国红十
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获得

“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工作者”称
号的人员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
得者待遇。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
个人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发扬成
绩，再接再厉，为中国特色红十字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红十字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要向受表彰的“全国红十字系统
先进集体”和“全国红十字系统先
进工作者”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
帜鲜明讲政治，信念坚定、对党忠
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决
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各级红
十字组织要把深入开展向“全国红
十字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红十
字系统先进工作者”学习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大

力宣传“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
体”和“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工作
者”先进事迹，激励引导红十字工
作人员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坚定的理想信
念坚守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知重负重、攻
坚克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2019年8月27日

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名单

王友国
天津市和平区红十字会一级主任科员
洪永男（朝鲜族）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红十字会秘书长
花茂波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郑 杰（女）
浙江省绍兴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萧 相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

黄晓红（女）
江西省新余市红十字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刘磅礴
四川省广元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事业发展部部长，昭化区白果乡山

溪村第一书记
杨海龙（哈尼族）
云南省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募捐宣传科副科长
夏碧娟（女）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红十字会赈济救灾部部长
刘雁平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综合处处长

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工作者名单

尊敬的阁下，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谨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向中国红十字会顺利召开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示热
烈祝贺。

2019 年是《日内瓦公约》通
过70周年，各缔约国为尽力减少
冲突中的人类苦难而做出了普遍
承诺，我们为此感到欣慰。

如今，《日内瓦公约》是构筑
国家间合作的最伟大的成果之
一，向我们展示出各国通过多边
和单边行动，来维护法律和人道
原则的可能性。

通过分享最佳实践有助于提
高人们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第
33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将于今年12月召开。届时，各国
政府和运动合作伙伴将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如何加强对国际人
道法的尊重。

各位同仁，借此机会，我希望
向那些为帮助受冲突或灾害影响
的民众而倾力奉献的同仁致以敬
意。他们的事迹正是在践行运动
的基本原则。

在此我向南丁格尔奖章获奖
者李红女士表示祝贺。

南丁格尔奖章是全球护理界的
最高荣誉，李红女士在灾害应对、公共
卫生及护理教育领域做出了卓越贡
献，以其杰出的服务脱颖而出。

我深信，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
能够为推动人道工作发展做出重
大贡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继续在
中国开展人道外交工作，保持行动
层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开拓潜
在的合作领域。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行动，随着中国红十字会与相关
国家不断加强合作，这也为增进我
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遇。

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
国红十字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我表
示由衷的赞赏。

2018年，双方签订了《中国红十
字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备忘
录》，旨在加强合作，共享资源，优势
互补，为应对人道挑战寻求创新。

双方将不遗余力地在推广国际
人道法与人道教育、应急准备与响
应、生计发展、假肢康复及重建家庭
联系等领域开展合作、扩大影响。

各位同仁，我预祝本次大会取
得圆满成功。

谢谢。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王岐山
阁下，
尊敬的各位中国国家领导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各位代表，各位同仁，
女士们，先生们：

值此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
谨代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致以热烈祝贺！向中国红
十字会会长、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副主席陈
竺先生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所有
工作人员、会员、志愿者们致敬，
感谢你们为中国及世界提供了优
质的人道服务。中国红十字会成
立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我
们与有荣焉。本次大会不仅对中
国红十字会意义非凡，对国际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全体成员来
说也是值得骄傲和共同庆贺的时
刻。

当今世界，人道挑战与日俱
增。我们全世界的红十字人有
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挽
救生命，减轻人们的苦难。在践
行“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
承诺中，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成为
引领全球人道行动的表率之一，
贵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无私
奉献为最易受损群体提供了巨
大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在灾
害救援方面成绩显著，不仅是国
内灾害，也参与了很多国际重大
灾害的响应，比如菲律宾海燕台
风，尼泊尔地震。中国红十字会
建立的应急救援队拥有训练有素
的救援人员，已经完全具备了高
效、迅速应对大型人道危机的能
力。

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积极开展发展合作项目，加强
当地社区的韧性和支持社区能力
建设，促进民心相通，用实际行动
履行了“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的承诺。
新修订的红十字会法进一步

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在人道领域
的政府助手地位，为开展人道工作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博爱家园
项目，为实现中国扶贫减贫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际联合会的
十亿人抗灾力联盟的目标做出了
巨大贡献，国际联合会欢迎博爱家
园项目的经验向国际推广。

中国红十字会还将是全球首
个获得急救培训国际标准认证的
国家红会。除此之外，中国红十字
会通过开展人道主义教育和人道
价值传播，成为促进社会和谐文明
进步的生力军。几日前，红十字国
际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这将为整个
国际红十字运动和从事人道工作
的机构提供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理
论研究的宝贵平台。

当然，这些成绩离不开中国政
府和人民的支持与认可，在此，国
际联合会也想对中国政府和人民
表示感谢。

此外，我也很自豪能在此见证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第 80 位荣获
护理届最高奖项-南丁格尔奖章的
获得者在此接受荣誉。

2019 年也是国际联合会成立
100 周年，值此百年，我们回顾历
史，更要面向未来。国际联合会愿
意进一步加强并深化同中国红十
字会的合作，我们期待看到中国红
十字会在国际人道行动中发挥更
大作用，与世界分享中国经验，同
国际联合会和兄弟国家红会一道
共同建设“和平与人道”的一带一
路。国际联合会同所有成员国红
会期待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政府
及中国伙伴继续合作，建设更美好
的世界。

最后，我代表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大家庭，预祝本次
中国红十字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取得丰硕成果。

谢谢大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莫雷尔

致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贺词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弗朗西斯科·罗卡

致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贺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