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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3 日，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在京闭幕。中国红十字
会第十一届理事会根据《中国红十
字会章程》有关规定，聘请国家副
主席王岐山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
会长。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届理事
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陈竺为中国红十字会
会长，选举梁惠玲为中国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第十
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健
为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届监事会
监事长。

闭幕会上，中国红十字会新任
会长陈竺讲话。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红
十字会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修
正案）的决议和关于中国红十字事
业发展规划纲要（2020－2024 年）
的决议。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
聘请王岐山为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陈竺

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3日上
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
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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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奋斗。
（人民日报）

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学习时间

各位代表，同志们：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经过与会代表共同努
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
幕。本次大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向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形势下召
开的，这是我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
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开创新时代中
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
意义。

这是一次高举旗帜、催人奋进
的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
王沪宁、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切接见会议代表，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在开幕式上作了重
要讲话，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为第47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红
十字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颁奖，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继续出任中国红
十字会名誉会长，这些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红十字事业和本
次大会的高度重视，全体与会代表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孙春兰同志
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内
容丰富，充分肯定了中国特色红十
字事业发展成就，对红十字事业未
来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和明确要
求，是今后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
遵循。工作报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回顾和系统总结了中国红十字会第
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来的工
作，深刻阐明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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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事业发展道路的七个“必须始终
坚持”，谋划部署了今后五年红十字
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
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红十字事
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
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谋划科学、切
实可行。章程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章
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必须长期坚
持的指导思想，增写了坚持党的领

导、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有关内容。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这次大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红十字事业的要
求，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改革发展取得的创新成果，是一次
高举旗帜、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大
会。

这是一次凝心聚力、共谋发展
的大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立足
新时代，肩负新使命，紧紧围绕大会
主题，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本地本单
位实际，以对红十字事业高度负责
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认真学习孙
春兰同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审议
工作报告、规划纲要、章程修正案等
会议文件，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发展中
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建言献策，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大家一致认为，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和重视关怀是中国特色红十字
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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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
表一致认为，本次大会是在重要历
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盛会，纷
纷表示一定要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
点，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切
实增强责任意识、奋力开拓创新，努
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发展新局面。通过这次大会，进一
步增强了全国广大会员、志愿者、工
作者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红十字事
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统一
了思想、凝聚了共识、激发了干劲，
焕发出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作
出新贡献的热情和动力。

这是一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的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
事会、监事会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
第一次选举产生了监事会，建立了
理事会决策、执委会执行、监事会监
督的新型治理结构，这是构建高效
透明规范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是
全面深化红十字会改革的重要内
容，是认真贯彻落实红十字会法规
定的重要举措。代表，理事，常务理
事，兼职、挂职副会长来自社会各领
域及基层一线的比例进一步提高，
符合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

总会改革方案要求，代表性、广泛
性、群众性明显增强。与会代表纷
纷表示，一定按照大会部署安排，振
奋精神、开拓进取，不忘初心使命，
勇于担当作为，在中国特色红十字
事业发展新征程中，为党、为国家、
为人民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位代表,同志们！感谢大家
对我的信任，第十一届理事会选举
我继续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我
深感责任重大。我将和新一届理事
会、监事会成员一道，忠实履行红十
字会法和红十字会章程所赋予的职
责，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与大家一道锐意进取，砥砺奋进，努
力开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新局
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红十字事业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人民群众对人道服务的新
需求在不断增加，红十字会协助党
和政府兜住民生底线、关爱生命健
康的任务更加繁重；国际社会对中
国红十字会履行人道主义责任和义
务充满了更多期待。

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我们要
认真学习领会孙春兰同志重要讲
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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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论述和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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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责任意识，扎实推进改革，加
强自身建设，开展人道救助，真心
关爱群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更加积极
主动地投身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
发展，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
践中。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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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定正确发展方
向。要自觉接受并紧紧依靠党的领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认真履
行政治责任，更好地承担起引导
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任务，
把所联系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
结在党的周围。要始终坚持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
考、在大局下行动，聚焦主责主
业，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充分发
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
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
带作用。要秉承人道宗旨、践行
人道使命，服务人民群众，充分发
挥红十字会特殊优势，切实做好

“三救”“三献”工作，当好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困难群
众的“暖心人”，架好党和政府与
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重要论述和
党中央关于群团改革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增
强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动力与活
力。要切实增强改革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问
题导向，着力破除影响事业发展
的思想观念障碍，着力解决制约
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以改
革破解难题、以改革促进发展。
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进治理
结构、人事制度、运行机制和工作
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着力转
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持社会
化运行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要坚定不移推进理顺管理
体制，县级以上红十字会要依法
依章程按期换届，依法设立监事
会，强化内部监督。要大力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推进组织、阵地、
工作有效覆盖，发展壮大红十字
会员、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会
员、志愿者在人道服务工作中的
主体作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支持，研究制定与红
十字会法相配套的有关政策法
规，健全红十字事业发展政策法
规体系。要着力加强“网上红十
字会”建设，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
度，规范信息发布工作，建立完善
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
自我监督的综合监督体系，努力
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

（下转二版）

闭幕会现场。 中新社 张兴龙/摄

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常务理事会名单
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王岐山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梁惠玲（女）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马朝旭、钟登华、余蔚平、王贺胜、郑国光、王

平、尹德明、孙硕鹏（蒙古族）、于福龙、白岩松（蒙古族）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平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福龙、马朝旭、王平、王征、王贺胜、尹德明、白岩松（蒙古族）、孙利

军、孙波、孙硕鹏（蒙古族）、吴相君、余蔚平、张鹰（女）、陈竺、郑功成、郑国
光、钟登华、黄晓军、梁惠玲（女）、谭炯

中国红十字会监事长：陈健
中国红十字会副监事长：李立东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届监事会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立东、吕通云（女，蒙古族）、陈健、周长强、柏永明、贾晓九、徐华、崔

明（女）、阎成谦、蒋敏

中国红十字会监事长、副监事长、监事会名单

丁乐超
万 英（女）
于福龙
马朝旭
王 平
王 芳（女）
王 彤
王 征
王 斌
王小亮
王文梅（女）
王世涛
王志远
王贺胜
王桂英（女）
王海涛
牛继东
方光华
尹秋莲（女，侗族）
尹德明
邓向阳
卢 柯
卢 彦
田永华（女）
史先东
冉茂琴（女，土家族）
付炳才
白岩松（蒙古族）
白剑峰
冯国平
成岳冲
朱玉国
朱洪海
朱恒鹏
任 浩
邬焕庆
刘 阳
刘筱柳（女）
齐敦品
关居正（满族）
江 丹（女）
江 维
池子华
汤栩懿（女）
安立佳
许 凌
许亚南（女）
孙 林（回族）
孙 岩（女）
孙 波
孙东生
孙利军
孙继业
孙菊生
孙硕鹏（蒙古族）
孙新春

严金海（藏族）
苏婉娴（女）
杜丽群（女，壮族）
李 磊
李 黎
李全太
李如元
李玛琳（女）
李丽明（女）
李京文
李宝峰
李剑涛
杨 华（女）
杨 辉（女）
杨贤金
杨培君
时 骏
吴以环（女）
吴庆云（女）
吴相君
吴桂英（女）
何 力
何 伟（女）
何一帆
余蔚平
邹和建
邹德凤（女）
宋悦明
宋振江
张 华（女）
张 青
张 虎
张 柳
张 菊（女）
张 鹰（女）
张光军
张建欣（女）
张春丽（女）
张浩亮
张宽寿（白族）
张绪东
阿勒屯古丽·买提尼
牙孜（女，维吾尔族）
陈 明（满族）
陈 竺
陈卫强
陈丹萍（女，土家族）
陈文华
陈远飞（女，回族）
陈星莺（女）
邵 锋
苻彩香（女，黎族）
林圣魁
松杰旦周（藏族）
欧阳晓晖
国桂荣（女）

罗 梅（女，藏族）
金宝杰（满族）
金修竹（回族）
金锦萍（女）
周 瑾（黎族）
周海涛
郑 红（女）
郑巧汀（女）
郑功成
郑国光
单钢新
宗 明（女）
屈 谦
赵 阳
赵建忠
赵海山
胡万进
胡立山
胡郭秀萍（女）
钟登华
侯峰忠
姜 军
姚立新
贾丽娜（女）
徐明非
徐建培
徐振宇
栾 新（女）
高 岩（女）
郭 爽（女）
陶 红（女）
陶 竞（女）
黄如楷
黄俊华（壮族）
黄晓军
曹小红（女，回族）
曹怀杰
曹国希
阎 雄
梁惠玲（女）
隋 霞（女）
彭世华
彭志坤
韩树荣（女）
程振山
鲁旭平
温雪琼（女）
詹 晖
廖贻东
谭 炯
黎 明（女）
潘闻嘉（女）
戴柏华
鞠海洋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名单
（共16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