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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间

中国红十字会召开全国红十字系统应急救护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宗红）4月28日，中国

红十字会以视频方式召开全国红十
字系统应急救护工作推进会，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
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红十字事业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健康中国行动
2022年工作要点》，按照《中国红十
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
2025年）》《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
2024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
进一步推进应急救护工作的指导意
见》相关要求，对深入开展“关爱生
命、救在身边”活动进行动员和部
署。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

长孙硕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红
十字会监事会副监事长李立东出席
会议。

会议指出，2022年是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的关键一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各级红十字会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充分
认识新时代、新阶段做好应急救护
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担负起开展
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的主体责任，
将应急救护作为红十字生命教育
的重要内容，奋力推进应急救护由
点及面、提质增效，保障公众生命

健康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
维护”。

会议强调，各级红十字会要抢
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实现应急救
护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进一
步加强与卫生健康、教育、交通、文
化和旅游、广电、体育等部门协作，
合力开展“救在身边·救护伴行”“救
在身边·景区守护”“救在身边·校园
守护”“救在身边·科普宣教”“救在
身边·寻找最美救护员”“互联网+
救在身边”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
公众应急救护能力，助力健康中国
建设。

会议要求，各级红十字会要加
强领导，压实责任，确保应急救护各

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建立强有力的
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工作专班，加强
督促指导，及时梳理解决存在的重
点难点问题；要胸怀大局、上下联
动、开拓进取、追求卓越，高质量完
成应急救护各项工作任务，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北京、河北、山西、江苏、
浙江、山东、陕西7个省（市）红十字
会负责同志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总
会组织宣传部、训练中心、基金会负
责同志介绍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

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及总会机
关相关部室、直属单位有关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菁才中
学举行“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
题教育启动仪式。衢江区红十字
应急救援队应邀为近700名初中
一二年级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防
溺水公益课。 （胡江丰）

防溺水
跟我学

本报讯 （记者 王达）4月 28
日，由江苏东台爱心企业捐赠的 7
吨蔬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博爱
通”平台运抵华东师范大学。截至
目前，上海市已筹募 56 批、约 550
吨生活及防疫物资，为沪上高校提
供物资保障。

本轮疫情以来，上海各高校实
行封闭管理，全体师生足不出户，
每日消耗的海量生活物资，成为各
高校面临的普遍问题。“一个万余
名师生的学校，每日消耗蔬菜量约
为6吨，需求缺口较大。”某高校后
勤工作负责人表示。

经上海市红十字会协调，4月
1 日，第一批 14 吨蔬菜从重庆发
出，送达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
大学。此后的 20 余天，市红十字
会陆续向 48 所高校提供了约 550
吨物资。各高校红十字会也积极
发挥作用，参与沟通协调、物资搬
运及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彰显了红
十字青少年的风采。

“随着防控期持续延长，学校
的生活保障物资出现紧缺，上海市
红十字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为
上财师生送来了充足的物资，极大
缓解了学校的燃眉之急，也更加坚
定了学校抗击疫情的信心决心。”4
月 22 日，上海财经大学向上海市
红十字会发来感谢信。上海健康
医学院也专门发来感谢信表示“市
红十字会的支持为学校的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上海商学院等多所高
校专门制作了视频感谢市红十字
会的支持。

为确保该批物资高效运转、公
开透明，此次捐赠还启用了中国红
十字会“博爱通”社会捐赠款物信
息平台。爱心企业或个人可在微
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博爱通”，进行
点对点捐赠登记，待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确认后，由专业物流公司直接
送达灾区，有效缓解了大宗物资的
接收、存储、运输、分配压力。

本报讯 （宗红）近日，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和上海市红十字会再次
募集 500 万元生活救助金，向 2.47
万名重疾患者等困难人员提供人道
帮扶。

根据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上海市红十字
会将“红十字千万人帮万家”救助项
目中的肿瘤患者、精神病患者、失智
特困老人等重疾患者作为重点帮扶
对象。此前，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等支持下，上海市红十字会已募集、

发放超过 1500万元的帮困款物，包
括生活救助金、“守‘沪’家庭箱”“生
活大礼包”等。

据上海市红十字会介绍，受封
控影响，目前相关开户银行及营业
网点尚未复工，预计救助金的发放

会有一个时间过程。市红十字会正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争取早日将其
发放到位。同时，各级红十字会将
继续募集款物，向上述人员提供人
道救助。

习近平回信勉励广大航天青年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为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据新华社报道 在五四青年

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
2 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
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向航天战线全
体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并向他们
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
信，我想起了9年前在你们那里同
青年科研人员交流的情景。9 年
来，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和、天
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
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
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
进取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建设航天强国要
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

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
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
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
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2013年 5月 4日，习近平曾到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参加“实现中国梦、青
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同各界
优秀青年代表座谈。在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之际，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
团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代表该
集团8万青年汇报9年来勇挑重担
推动航天科技发展的情况，表达了
为建设航天强国携手奋斗的坚定
决心。

红十字会再次向上海市困难人员提供帮扶

本报讯 （记者 王达）五一前
夕，家住上海市闵行区芦胜村的张奶
奶收到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的
守“沪”家庭箱，同期陆续收到家庭箱
的还有该市2万余名贫困重疾患者。

该批守“沪”家庭箱由北京星巴
克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
捐赠，上海市红十字会通过光明集
团、百联集团进行采购配装，内含大

米、挂面、食用油、奶粉、猪肉罐头等。
疫情爆发以来，持续封控让原

本就身陷困境的重疾患者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为帮助他们度过眼前难
关，根据上海市委、市政府安排部
署，上海市红十字会将“红十字千万
人帮万家”项目救助对象中的肿瘤
患者、精神病患者、失智特困老人等
重疾患者确定为重点帮扶对象。

截至目前，上海市红十字会已
分阶段为该群体提供多轮救助，包
括生活救助金、守“沪”家庭箱和“生
活大礼包”等。

为确保该批物资高效运转、公
开透明，此次捐赠还启用了中国红
十字会“博爱通”平台，由专业物流
公司直接配送至街道，借助各街镇、
村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力量，完

成全市范围内的物资配送发放。
据悉，“博爱通”是中国红十字

会专门开发的社会捐赠款物信息平
台。爱心企业或个人可在微信小程
序直接搜索“博爱通”，进行点对点
捐赠登记，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确
认后，由专业物流公司直接送达灾
区，有效缓解了大宗物资接收存储
运输分配压力。

中国红基会向上海重疾患者发放2万只家庭箱

上海红会为高校提供抗疫物资支持

本报讯 （李葳蕤）4月 20 日，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训练中心联合
中国公安大学校红十字会急救队，
为公安大学 250 名在校学生举办
线上公益讲座。

讲座中，培训教师向同学们讲
解了心肺复苏术、海氏急救法等急
救知识，并展示了体外除颤仪的使
用。同学们积极参与、踊跃提问。

通过此次培训，同学们不仅丰
富了急救知识，还掌握了基本的自

救互救知识和关键的初级救生技
能，提高了安全防范意识。参训同
学反映，只有做到未雨绸缪、防患
于未然，掌握正确的急救知识和技
能，才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

近年来，总会训练中心认真研
究疫情下的应急救护工作，采取多
种方法，广泛开展应急救护倡导宣
传，提高各界干部群众对应急救护
培训重要性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入
开展救护培训奠定基础。

本报讯 （谢彦顺）近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红十字会早规划、早
行动，积极推动“5·8人道公益日”
众筹活动全面展开。

3月下旬，自治区红十字会党
组专门成立自治区红十字系统互
联网动员筹资工作领导小组，并召
开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一
系列关于互联网筹资及“5·8人道
公益日”众筹活动的办法措施，研
究确定了“5·8 人道公益日”重点
地州、县（市）单位。4 月，为使全
体工作人员充分熟悉了解 2022年

“5·8 人道公益日”活动流程和方
法，自治区红十字会先后2次组织
培训全区红十字系统工作人员认
真学习有关内容，5次召开线上线
下研讨会，结合新疆实际精心设计
爱心项目，并邀请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等专业公益团队对“生命教育·
关爱明眸计划”“生命教育·守护巡

边人计划”“救在身边·大病儿童救
助关怀”等5个参与“5·8人道公益
日”线上募捐的项目进行专业化包
装，打造红十字特色的“公益品
牌”，设计制作了“5 · 8 人道公益
日”众筹活动项目海报等工具用以
线下宣传。

自治区红十字会动员全区社
会各界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积极
捐献爱心，制定《自治区红十字会

“5·8 人道公益日”众筹活动传播
方案》，采取点对点、面对面、有重
点、有针对性的开展筹资动员传播
工作。自治区红十字会党组班子
成员带头走访邀请党政机关、群团
组织、企业、学校、医院、商会参与

“5·8人道公益日”众筹活动，动员
志愿服务组织等宣传“5·8人道公
益日”众筹活动，确保筹资活动圆
满完成。

新疆红会推进“5·8人道公益日”众筹活动

本报讯 （粤红）近日，广东省
红十字会召开 2022 年机关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会议主要
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回顾总结 2021年度机关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 2022年工
作任务。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史先东，省纪委监委驻卫
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组长陈钟鹏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2022年是进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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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一
年。会机关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
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忠
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以模范机关创建为抓
手，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
动机关党的建设走在前、作表率，努
力为广东省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增添动力，努力为广东省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
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会机关
及直属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
议。会上，史先东与会机关各部室
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订了《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广东红会召开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总会训练中心举办线上公益讲座

本报讯（陈妍）4月26日，重庆
市红十字会组织召开 2022 年党风
廉政建设暨“以案四说”“以案四改”
警示教育会议。市红十字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会长李如元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直机关纪工委副书记、案
件审理室主任田关伟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开展警示教育，是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指
示批示精神以及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的政治要求；推动“以案四改”，
是深化拓展“以案四说”警示教育的
具体行动。市红十字会全体党员干
部将认真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切实担
当履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全面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切实维护好党内的政治生
态，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
维护”，持续做好各项工作，以良好的
精神状态和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和市六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一是要持续提高政

治站位，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
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及总会要求上
来；二是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加强
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和对党忠诚教
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三是
要持续强化组织基础，扎实抓好模
范机关创建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四是要持续
推进深度融合，找准党风廉政建设
和红十字工作的结合点，认真履行
会法赋予职责，促进党建与业务融
合发展；五要持续正风肃纪反腐，以
自我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将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六要持续强化责任担当，扛起从严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实压紧各项
责任，切实提升党风廉政工作实效。

重庆红会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警示教育会议

本报讯 （蒙红）4月 23 日，内
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一位居民因意外离世，家人忍痛
决定捐献逝者器官，这是内蒙古自
治区第100例人体器官捐献。

2011 年，内蒙古作为全国第
二批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试点省区
全面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成立
全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
自治区红十字会建立捐献和移植
工作办公室，推进捐献公益宣传，
规范管理进程，完善志愿捐献者招
募，协调推动捐献立法进程。

2012年1月，遭遇车祸去世的
乌兰察布市徐女士成为内蒙古首
例捐献者；陈大宾、郝建华夫妇双

双志愿捐献遗体、角膜的故事感动
北疆；85岁战斗英雄阿斯冷“身后
捐躯奉献医学”的生前夙愿让人敬
佩；39 岁医务工作者王猛捐献器
官挽救3人生命……

近年来，自治区红十字会进一
步传递“器官捐献、生命接力”的捐
献理念，不断提升群众“挽救生命，
捐献光荣”的奉献意识，呼吁更多
志愿者能够加入人体器官捐献队
伍中来，传递大爱，延续生命。

截至目前，全区遗体（角膜）和
人体器官志愿捐献累计登记 7.39
万人，实现捐献349例。其中器官
捐献100例，遗体捐献162例，眼角
膜捐献87例。

内蒙古人体器官捐献突破100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