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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宗红）近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印发《关于表彰全
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的决定》，授予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
区等98个城乡社区、天津市静海
区瀛海学校等97个学校、上海市
静安区陆金弟“双疏”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等 98 个红十字志愿服务
组织、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等 59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益阳
红十字医院等 18 个冠名红十字
医疗机构“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称号。（表彰名单详见四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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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重视、支持、积极参与红十字事

业，大力加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
设，积极开展红十字特色活动，充
分发挥了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
人道领域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
纽带作用，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城乡
社区、学校、志愿服务组织、机关企
事业单位和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
的先进典型。这次受到表彰的城
乡社区，从群众人道需求出发，扎
实开展人道服务、人道救助、人道
传播，扩大社区服务供给，助力健
康安全，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
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积极推进社区
精神文明建设；受到表彰的学校，
发挥红十字工作育人作用，积极开
展健康教育，保护青少年生命健
康，推动文明校园建设，助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受到表彰的志愿

服务组织，或奋勇前行，投身抗疫、
抗震、抗洪、搜救等应急救援行动，
或扎根基层，开展具有红十字特色
的生命教育、便民、帮困、敬老、助
残、心理援助等志愿服务，在服务党
政大局、满足人道需求、保护生命健
康、促进全社会向上向善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受到表彰的机关企
事业单位，积极组织动员职工开展
救护培训、无偿献血、人道救助、灾
害募捐、疫情防控等红十字特色活
动，彰显社会责任，弘扬了正能量，
引领了新风尚；受到表彰的红十字
冠名医疗机构，大力开展群众性应
急救护培训和义诊服务，建立志愿
医疗救护队，在参与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总会号召，全国红十字系统要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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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精神，充分认识“两个确
立”的全局性、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树立大抓基
层的鲜明导向，大力宣传受表彰
单位的先进事迹，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积极支持和参与红十字事
业，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
进基层组织建设的工作格局，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谱写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本报讯 （宗红）近日，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印发 2022 年度中
国红十字会“会员之星”名单，赵
祎等 501名中国红十字会会员被
评为“会员之星”。（表彰名单详见
二三版）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红十
字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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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动员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红十字事业，大力加强
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积极开展红
十字特色活动，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
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手和联系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涌现出一批红
十字会员先进典型。

这次推选出的 501 位“会员之
星”，能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精
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热爱红十字事业，模范履行
会员义务，自觉维护红十字会良好
形象，在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援、人道
救助、救护培训，参与、推动无偿献
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造血干细
胞捐献，开展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
年工作、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表现突出。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号召广大红
十字会员以“会员之星”为榜样，增强

社会责任，密切联系服务群众，努
力为国奉献、为民造福。全国红十
字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树立大抓基层的鲜
明导向，大力宣传“会员之星”的先
进事迹，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和支持红十字事业，在新征程上
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国红十字会表彰370个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中国红十字会推出501名“会员之星”

本报讯 （宗合）近日，《中国红
十字报》、《博爱》杂志 2023 年订阅
工作正式启动。各级红十字会积
极响应，通过交流学习、宣传推介
等方式，推动“一报一刊”订阅，要
求把红十字报刊宣传作为红十字
人道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扩
大“一报一刊”覆盖面，让更多人了
解、关心、支持红十字事业。

《中国红十字报》、《博爱》杂志
（以下简称“一报一刊”）是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主管主办的机关报刊，是
中国红十字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重要宣传阵地和舆论阵地，
是指导全国红十字系统宣传工作的
重要窗口，是全国红十字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的交流平台。长期以来，

“一报一刊”深入宣传在党的领导下
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成就，
深入宣传广大红十字系统干部群众
团结奋进的先进事迹，积极传播国
内外红十字运动的信息，弘扬红十
字精神，为红十字事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2023 年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
征程的关键之年。“一报一刊”作为
中国红十字系统的机关报刊，将进
一步肩负起宣传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政策解读、理论传播、舆论
引导、交流信息、指导工作等重要
职责使命。不断扩大“一报一刊”
覆盖面，提高“一报一刊”影响力，
对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凝
聚团结奋进、奋发向上的精神力
量，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红十字事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红十字工作者通过‘一
报一刊’相互学习借鉴、交流成长，
深化了理论功底，提高了业务工作
水平，服务群众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不断增强。”山东省红十字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一报一刊’刊登的优秀经
验、工作亮点、新闻动态等稿件涵

盖了各地红十字工作的经验智慧，
我们都在第一时间认真组织学习
借鉴，开拓了思路。”内蒙古自治区
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订促学，把‘一报一刊’作
为最具权威性的人道主义理论学
习平台和红会基层干部的良师益
友，深入发动各级红会和广大会
员、志愿者进行订阅、学习交流，提
升了本领，开拓了眼界，促进了成
长。”江苏省南京市红十字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学校、社区、媒体、医院等
企事业单位广泛宣传‘一报一刊’，
让红十字工作在更大范围‘影响那
些有影响力的人 ’，帮助更多人了
解、支持红十字工作，也助推了咸
阳市红十字会各项工作的有利开
展。”陕西省咸阳市红十字会负责
人表示。

各地红十字会也积极采取措
施，通过各种途径推广宣传“一报
一刊”订阅。陕西省红十字会要求
早宣传、早动员、早订阅，努力扩大

订阅覆盖面，让更多人了解、关心、
支持红十字事业；江苏省红十字会
要求为每一位理事订阅“一报一
刊”，帮助他们深入了解红十字系
统整体部署、核心工作和重点任
务；上海市红十字会要求符合实际
开展订阅，加强督促，避免重订轻
阅、订而不阅；山东省红十字会要
求深入挖掘身边的新闻素材，积极
通过“一报一刊”向全国大力宣传
当地特色活动及工作中的先进经
验、典型案例和感人事迹。

天津、重庆、四川、江西、安徽、
浙江、湖北、广东、福建、河南、吉
林、甘肃、贵州、辽宁、云南、内蒙
古、广西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红
十字会也纷纷提出，要把“一报一
刊”作为宣传工作主阵地，既要练
好“做功”，也要练好“唱功”，策划
重点宣传、主题宣传、专题宣传，加
强红十字文化传播，引导更广泛社
会力量关注并参与红十字工作，营
造良好宣传舆论氛围，推动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

读好学好用好“一报一刊”助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各地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一报一刊”订阅工作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盐都
区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资应邀
走进东进路小学，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红十字师资采用通俗
易懂的方法，指导学生现场示
范常规自救演练，让学生了解
救护知识，并掌握了基本的自
我救助技能。

图为该校三年级学生在应
急救护培训师资指导下演示心
肺复苏技能。 （薛飞）

急救知识进校园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
月16日电（记者白林 刘华）当地
时间 11月 1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继续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并发言。

在讨论数字转型问题时，习近
平指出，当前，数字经济规模扩大，
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成为影响世
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主
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首次
把数字经济纳入二十国集团议程，
提出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
能。近年来，二十国集团在适应数
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凝聚
了更多共识，推进了更多合作。希
望各方激发数字合作活力，让数字
经济发展成果造福各国人民。

一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
合作。合力营造开放、包容、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
境，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方
面推进国际合作，释放数字经济推
动全球增长的潜力。搞所谓“小院
高墙”、限制或阻碍科技合作，损人
不利己，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

益。二要坚持发展优先，弥合数字
鸿沟。各国应该携手推动数字时
代互联互通，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
民数字技能和素养，尤其要帮助发
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数字化
浪潮，努力消除数字鸿沟。中方已
经发起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倡议，并
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
重点合作领域，期待就此同各方开
展合作。三要坚持创新驱动，助力
疫后复苏。中方提出了《二十国集
团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旨在
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实现创新
成果普惠共享，欢迎各方积极参
与。中方愿继续同二十国集团成
员合作，携手构建普惠平衡、协调
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
数字经济格局。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巴厘岛峰会宣言》。

当地时间 11月 15日晚，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印度尼西亚
总统佐科和夫人伊莉亚娜在巴厘
岛神鹰广场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欢迎晚宴。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有关活动。

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湖南 11 月 10 日至 11 日，湖
南省红十字会举办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
班，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伍英主持
并讲话，省红十字会全体党组成
员，机关及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
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叶建军以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加绚丽的华章》为题对党的二十大
精神进行了系统解读和深入阐释，
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处长章清
以“学习新党章 奋进新征程”为题
对党的二十大新修订的党章进行
了专题辅导。培训期间，还组织党
员干部围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开展了集中学习研讨、进行了
党的二十大精神应知应会知识测
试，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
心、见行见效。

伍英强调，全会党员干部要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不断
增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劲动力，为推
动湖南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
团结奋斗。

青海 11 月 14 日，青海省红
十字会召开党组理论

中心组第 20 次集体学习会议，传
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省红十
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孟海主
持会议，对今后一段时间全会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
行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全省红十字会要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把全省红十字系统党员干部的思
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
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
项任务上来。

要结合中央的决定、省委的实
施意见，结合省红十字会实际工作
情况，迅速行动，制定贯彻落实方
案；要通过党组会议、理论中心组
学习会议、邀请宣讲团成员辅导等
方式，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从现在起到明年年
初，要在全面系统学习、准确领会
把握的基础上，根据省委要求，深
入基层联系点和定点帮扶村等开
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要对
照具体工作方案，对照年度目标任
务，对照三年高质量发展九个专项
行动，一步一个脚印抓好落实，切
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会落
地生根、见到实效。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各地红十字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黔红）近日，第六期
全国红十字系统备灾救灾骨干培
训班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来自全
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红十字会
分管负责同志及赈济部门、备灾救
灾中心业务骨干和红十字救援队
代表等10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采取专题讲座、业务交
流、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
有关领域专家、教授和总会赈济工
作业务骨干，分别围绕新时代应急
管理理念与实践创新、重大应急捐
赠物资管理、应急救援培训基地及
信息化建设、物资储备库建设与管
理、“博爱通”捐赠管理系统使用说

明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和指导。
培训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应急
救援能力建设，强化阵地管理，创新
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备灾救灾管理
水平。要结合红十字会救援工作特
点，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可靠、作风优
良、业务过硬、管理规范的专业化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伍。要积极参与应
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公共
事件，开展紧急救援、人道救助，更
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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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动红十字应急救
援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国红十字系统备灾救灾骨干培训班在贵阳举办

本报讯（宗红）11月13日，由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台湾红十
字组织协办、上海市红十字会、香
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
行政区红十字会、新高雄红十字
会、苗栗县红十字会承办的“终身
学急救，救护伴我行”沪港澳台红
十字青年应急救护交流活动在线
上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 2022年
世界急救日“终身学急救 救护伴
我行”为主题，聚焦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分享四地在学校红十字救护培
训中的经验与成果。

本次活动包括云交流、云演
示、云参观三个部分。两岸四地红
十字青年代表重点介绍了当地的
学校救护培训体系、青少年救护培
训的进阶课程、青年参与的救护项
目以及推动青年参与救护培训和
服务的具体举措，并围绕如何倡导
青年人参与社会急救、组建高效的

社区急救网络、便捷使用AED（自
动体外除颤仪）以及利用科技手段
提升公众应急救护技能等具体问
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在云演示部分，四地红十字青
年代表在线上展示了各自的急救
技能，以及在轨道交通、地震等不
同灾害事故场景中的应急处突方
式。四地红十字青年代表还创新
性地通过“云参观”的方式，介绍和
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救护培训场所
和专业救护设备，让各地红十字青
年能够更加直观了解不同地区救
护工作特色。

今后，沪港澳台的红十字青年
将以此次应急救护线上交流活动
为契机，持续深化四地红十字青年
在应急救护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建立四地红十字青少年的长
效沟通机制，提高海峡两岸暨港澳
红十字青少年交流互动水平，不断
增进两岸及港澳青年群体融合。

终身学急救 救护伴我行
沪港澳台红十字青年应急救护线上交流活动成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