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星期五
2019 年 1 月 4 日

特别报道

编辑/陈 娟
电话：
（010）65254766

▲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扎实推进全省
红十字会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在七届二次理事会上，一批市、县（市、区）红
十字工作考评综合优秀单位受到表彰

▲在基层推进
“两项试点”
工作

2018 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也是浙江省红十字会的“基层组织建设年”。全省红十
字人用勤劳和智慧，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推动新时代浙江
红十字事业新发展。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浙江省红十字会
深化改革，进一步开拓创新的关键一年。有更高的山峰等
待他们攀登，有更壮美的征程等待他们跨越，2019 年，浙江
红十字注定更精彩！

▲浙江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成为
2018 年
“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
20 位候选人

深化改革促发展 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2018 年浙江省红十字工作亮点纷呈
生命关爱工作倍受关注和支持

到增强，全省新建红十字服务站、
会 员 工 作 站（室）和 会 员 之 家
3286 个，服务群众 16.4 万人次，
红十字知名度、群众满意度不同
程度得到提高。

2018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将
“红十字生命关爱工程”
列入
“富民
强省十大行动计划”重点项目内
容；
浙江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在省
救灾救援能力进一步提升
人道救助专项资金和省福利彩票
公益金中列支部分资金，
推动各地
成功举办全省首次红十字应
加快以生命教育体验馆、
公共场所
急救援综合演练，心理、山地、水
推 广 使 用 AED（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上等 17 支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协
器）、
全民普及应急救护技能、
建立
同作战，进一步提高了综合实战
“生命礼赞”宣传纪念场所等为重
救援能力。全省现有各级各类红
点内容的项目建设和实施。全省
十字应急救援队 100 余支，一线
各级红十字会深入开展应急救护
骨干队员 3000 余人，除主动参与
培训
“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
突发性灾害救援外，各救援队积
机关、
进企事业单位”
等五进活动，
极参与搜寻失踪驴友、大型赛事
年普及培训人数超百万人次，
涌现
安全保障等，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出多起
“红十字‘救’在身边”成功
展贡献力量。省红十字应急搜救
救人的典型案例；
全年全省新增造
队入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血干细胞捐献 68 例，人体器官捐
个 100”先 进 典 型 ，获 评 第 五 届
献 222 例，
在之江大地唱响了生命 “浙江慈善奖”志愿服务奖。全省
关爱的动人乐章。
先后有 13 支红十字救援队、70 余
名救援队队员获得浙江省政府三
“两项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等功以上行政奖励。
全省以“红十字强基工程”和
人道救助工作迈上新台阶
规范会员管理试点工作为抓手，
着力强化基层组织规范，增强会
专项用于救助外来务工人员
员意识，激发组织活力。目前，全
孕产妇分娩的“母婴平安”项目荣
省 21 个试点县（市、区）成人会员
获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是浙江
由 试 点 前 的 84139 名 发 展 到
省红十字会系统近年来获得的公
益项目类的最高荣誉；
“为器官捐
110090 名 ，增 长 30.84%；基 层 组
织覆盖面进一步拓宽，从传统的
献困难家庭孩子助学”
“送山区孩
机关、企事业单位，发展到
“两新”
子一床被褥”等网上公益筹款活
组织，组织数量由试点前的 2879
动得到广大网友捐款支持，募集
个发展到 4018 个，增长 39.56%； 善款 226.65 万元，互联网筹资取
会员意识得以强化，服务能力得
得新进展；
致公党浙江省委会、省

▲举办全省首次红十字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红十字会联合设立“浙江省致公
党红十字公益专项基金”，以资金
帮助、产业支持和项目帮扶等方
式，助力对口帮扶地区的脱贫攻
坚任务，并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
的省内外受灾地区及受灾群众提
供人道救援。全省各级红十字会
发挥特色和优势，结合城市社区
和美丽乡村建设、建设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试点和“文化科技三
下乡”等，积极打造红十字文化主
题公园、博爱文化展示带、博爱家
园、红十字救护站（点）等，积极为
浙江实现
“两个高水平”作贡献。

红十字故事依然温暖人心
一名老人骑车晕倒，杭州过
路小伙运用学过的急救技能成功
救人；
两名至亲因白血病离世，东
阳大叔选择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为其他白血病人捐献
“生命的种子”；省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服务队累计护送里程 10
万公里，成为 2018 年度“最美浙
江 人·浙 江 骄 傲 ”20 位 候 选 人 。
救护员、应急救援队员、志愿服务
队、优秀红十字志愿者成为当地
“最美”的代表和缩影。省红十字
会联合浙江广电集团开展“人道
光辉 闪耀浙江”大型宣传活动，
讴歌红十字工作领域涌现出来的
感动人物和感人故事，收到良好
效果，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充分
肯定。
2019 年，浙江省红十字会将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全面贯彻落实总会改革
方案，深入推进全省红十字事业
改革发展，
为建国 70 周年献礼！
要进一步坚持党的领导，
强化
政治建设，
不断增强政治性；
坚持创
业创新，
破解发展难题，
不断增强先
进性；
坚持服务群众，
提高人道服务
能力和水平，
不断增强群众性。要
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打造符
合改革方向、
适应改革要求、
锐意推
进改革的
“红十字铁军”
。
要全面推进“两项试点”工
作，加强会员队伍建设，夯实基层
基础。大力推进学校红十字工
作，巩固主阵地，培养红十字青少
年。大力推进红十字志愿服务，
拓宽主渠道，
培育红十字志愿者。
要继续聚焦主责主业，以
“保
护生命”为己任，深入开展应急灾
害救援，深入实施人道救助项目，
广泛组织应急救护培训，大力推
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器官捐献，充
分发挥党和政府人道领域助手作
用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继续讲好红十字好故事，弘扬传
播社会正能量，助推社会风尚向
善向美，促进全社会对红十字人
道事业的理解和认同。
要继续加强公开透明，
提升红
十字会公信力。推动各级红十字
会依法建立监事会，
加快构建理事
会决策、执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
的现代治理结构。积极打造
“网上
红十字会”，构建线上线下互促共
进、
有机融合的工作新格局。

▲中天集团再捐赠 1500 万元，
启动
“母婴平安”
项目第二周期关爱行动

▲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开展
“博爱送万家”
活动

▲全国探索人道法项目经验交流会在浙江召开

▲应急救护培训如火如荼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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