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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总会、省红十
字会和市红十字会十四五规
划要求，大幅度提升持证培
训和普及培训覆盖率，倡树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的良好社会氛围。

大幅提升持证救护员数
量。通过承办总会红十字生
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全市
各级红十字会统一了救护员
培训标准，规范了培训流程，
推动持证培训更加标准化、
规范化。严格执行总会持证
培训文件要求，依托总会训
练中心平台组织开展各类培
训。着眼提升第一现场人员
急救技能，各级红十字会积
极推进特殊行业、重点人群
的救护员培训。从今年开
始，全市持证培训完成数量
每年不少于 1万人次。随着
救护员数量的不断增长，危
急关头挺身而出“救人”的事
例不断涌现，救护员“救”在
身边的作用逐渐显现。

大幅提升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率。市红十字会与市委
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应
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机
关、进学校、进农村、进企业、
进家庭”六进活动意见。全
市各级红十字会利用世界急
救日、防灾减灾日、世界红十
字日等时机广泛开展急救知
识普及传播活动。应急救护
培训列入了机关工会菜单式
服务内容，进入党校培训课
程，列入文明健康进社区活
动内容，融入企业安全生产，
纳入各级各类学校的军训课
程和体育课程，成为博爱家
园项目的重要内容。联合媒
体开设救护知识科普专栏、
专题，印制发放救护知识宣
传材料。今年防灾减灾日，
联合应急部门在网上组织急
救知识和 AED 使用技能展
播，在线观看超过 40 万人
次。市红十字会联合教育部
门印发了加强学校应急救护

工作的意见，在中小学开展
“五个一”活动，其中一项就
是要求师生学会初级应急救
护技能。在高校，组建高校
救护社团或红十字救护志愿
服务队，每两年组织一次高
校应急救护技能电视大赛。
每年暑期，广泛开展平安课
堂活动，组织志愿服务队进
校园，开展防溺水知识普及
活动。

积极参与应急救护现
场保障活动。为重大活动、
重大赛事志愿者提供急救
技能培训，参与马拉松赛等
重大活动现场救护服务工
作。淄博师专等高校大学
生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心理救援
队等经过急救培训的志愿
者定期到乡村、社区、中小
学开展安全知识讲座、救护
技能培训，为平安社区、平
安校园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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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省淄
博市红十字会认真贯彻
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关于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的有关要求，坚持把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作为参
与服务民生工作的重要
平台，建设了功能齐全
的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基地，推进公共场所
AED 配置工作，广泛开
展群众性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活动，营造了“人人
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
浓厚氛围，为落实健康
中国战略、推动平安淄
博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

本版图文由山东省淄博市红十字会提供

汇聚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合力
山东省淄博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应急救护培训工
作。“开展全民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和急救技能培训”列入
了全市“十四五”发展规划，
纳入了全市应急体系建设。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密切关注全民急救教育，市
红十字会和区县红十字会先
后办理了 12 份有关提案和
建议。市人大于 2021 年修
正了《淄博市院前医疗急救

管理工作条例》，对红十字会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群众自
愿实施紧急救护行为法律保
护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市政府支持 50 万元专
项资金建成了淄博市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市委宣
传部、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
局等部门联合市红十字会出
台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
意见和方案。市委政法委在
今年6月29日召开的见义勇

为表彰大会上，对 8 例参与
现场救护的个人和群体进行
了表彰，市委宣传部联合市
红十字会开展了最美红十字
救护员评选，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氛围。

淄博市及博山区、周村
区和桓台县分别把公共场所
AED 配置工作纳入政府重
大民生实事项目，支持 2000
余万元专项财政资金。

加强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建设。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
府和上级红会支持，采取合
作和自建等多种形式，建成
了国家级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基地 1 处、省级红十字应
急救护培训基地 1 处、市县
级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10 处。各类培训基地功能
齐全、制度完善、工作力量和
活动经费均有保障，基本满
足各级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
护培训的要求。其中，淄博
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融合了市综合训练教育基地
消防、地震、国防、人防、青少
年等设施和资源，教学和体
验功能更加丰富，承接能力
更为强大，每年可承载近万
人次教学体验活动。

建设群众身边的红十字
救护站。各级红十字会依托
博爱家园、社区、景区、公园、
商场、城市书房和志愿服务

队，因地制宜建设红十字特
色鲜明的救护知识科普站，
安排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或
红十字志愿者值守，定期开
展救护知识宣讲普及。红叶
柿岩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根据
景区山高路陡地形特点，建
成了包括一个留观室、一个
救护技能体验区和一个救护
救援指挥中心的综合性景区
红十字救护站，安排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常态化驻守，并
建立了与公安、医疗机构的
联动保障机制。该救护站启
用一年来，已经为游客提供
现场救护保障近百次，成为
游客学习急救知识的重要场
所。孝妇河湿地公园、齐悦
国际社区、万象汇购物商场
红十字救护站坚持每周末组
织健康科普知识宣讲和急救
技能培训活动，成为社区群
众学习急救知识的重要阵
地。

提升师资队伍教学服
务能力。加大对上争取力
度，通过承办核心师资提
高班和师资初训班，组建
了超过 140 人的专兼职结
合的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
队伍，每个区县都配有不
少于 10 人的救护师资。加
强师资队伍管理，严格落
实总会师资管理办法，定
期 举 办 师 资 教 学 技 能 比
赛，评选优秀师资，激发师
资爱岗敬业热情。定期举
办师资业务研讨会，邀请
总会资深师资和医学院教
授开展业务辅导，传授教
学方法，研讨教学难题，师
资队伍业务能力和精神风
貌有了长足进步。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红十
字 应 急 救 护 师 资 主 动 作
为，积极探索抖音直播、线
上教学等救护知识普及方
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提升应急救护培训社会影响力

夯实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基础

2021 年以来，淄博市红
十字会承办了全市重大民生
实事 AED 项目，创新 AED
配置以租代购新模式，改传
统的购买设备为 AED 租赁
和购买服务，把民生实事
AED设备配置数量从200台
放大到 2000台，财政支持资
金从350万元提高到1750万
元。

这一模式充分调动了
市场的积极性，缓解了财
政资金压力，缩短了设备
投放周期，提高了设备使
用效能，解决了维护费用
和技术难题，实现了群众

受益、多方共赢的社会效
果，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
的多次点赞。

截至目前，全市红十字
会系统在公共场所累计配置
AED设备2200余台，覆盖全
市主要景区、公园、学校、商
场、宾馆、卫生室、社区、交通
站点、便民服务中心，建成了
均态分布、科学布局的AED
急救网络，基本达到了国家
规定的布设密度；在市医疗
急救指挥中心建成了智慧管
理平台，实现了全天候在线
监测和调度使用；各级红十
字会联合服务商分行业、分

系统对设备安装点开展了系
统化的人员培训，推动了急
救知识和 AED 操作知识的
普及。

公众版 AED 地图正式
运行，为群众使用急救设备
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急
救设备启用3次，成功救治1
例，AED急救设备网络的保
障作用日益显现，成为健康
淄博建设的亮丽名片。今年
8 月初，山东省红十字应急
救护暨 AED 配置工作现场
推进会在淄博召开，全面推
广淄博市公共场所 AED 配
置工作经验。

创新“AED租赁+购买服务”淄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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