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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 2019年 6月 30日

省委书记蒋超良指出
红十字会是重要的群团组织

2019年 6月 10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主任蒋超良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湖北省红十字会改革

方案》等内容。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王晓东，省委副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

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赵海山等出席会议。

蒋超良指出，红十字会是重要的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

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作重要。在历届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广大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为人民群

众做了大量的好事、善事，大家的工作充分证明，红十字事

业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红十字

战线的工作者、志愿者表示亲切的问候。

蒋超良要求，全省各级红十字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使命感，克难奋进，狠抓落实，确保红十字会改革任务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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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完成。要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各级红十字组织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群团改革和红十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牢牢把握红十字会改革的正确方向，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把保持和增强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贯穿改革全过程，推动红十字会改革

取得更大成效。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红十字会

的组织优势，突出人道服务特色，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文明

创建，拓展服务职能，真心关爱群众，不断增强红十字组织

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加强红十字组织的自身建设，

完善体制机制，夯实基层基础，持续转变作风，提升服务水

平，创新方式方法，依法履职尽责，确保清正廉洁。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红十字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

持红十字事业发展，为红十字会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经费

保障和政策支持。

纪念 2019 年世界献血者日
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武汉举行

6 月 14 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纪念

2019 年世界献血者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今年

的活动主题是“献血和普及安全输血，这是实现全面健康覆

盖的一个组成部分”，口号为“人人享有安全血液”。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海京出席活动，为无

偿献血先进典型代表颁奖。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贺胜为

湖北省颁发了“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奖牌。副省长杨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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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师职助理李芳、省红十字会常务

副会长宋悦明等出席活动，并为无偿献血先进典型代表颁

奖。

活动发布了全国无偿献血群英谱，一批无偿献血先进个

人、先进单位和志愿者代表上台领奖。由省卫生健康委、省

红十字会共同发起设立的无偿献血关爱基金当天正式成立。

省红十字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6月 19日，省红十字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动员部署会。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宋悦

明作动员讲话，省委主题教育第十四巡回指导组组长汪梦军

出席会议并讲话。

汪梦军指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对我们党不断

进行自我革命，团结带领人民在新时代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推向前进，对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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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结合指导组工作职责，落

实主题教育各项任务提出五点意见，要求紧扣根本任务扎实

推进、围绕五个目标扎实推进、落实重点措施扎实推进、坚

持好的作风扎实推进、突出以上率下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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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悦明要求，全省红十字会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上，深刻认识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准确把握主题教育目标任务，聚焦根本任务，把握总体

要求，紧扣五大目标；扎实推进主题教育取得实效，组织好

学习教育、开展好调查研究、组织好检视问题、抓好整改落

实；大力加强主题教育的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

体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发挥表率作用，注重讲求实效、发

扬良好作风。

6月 27日，省红十字会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辅导讲座，邀请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

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李艳霞就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专题辅导。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会长宋悦明主持专题辅导，会机关及直属单位全体党员

干部参加。

讲座从新思想的产生、新思想的核心内容、新思想的历

史贡献、新思想推动新实践以及贯彻落实新思想等五部分做

了详细解读。针对如何贯彻落实新思想，李艳霞提出，要在

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全

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要在三个一以贯之上

下功夫，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

挑战要一以贯之；要在五个过硬上下功夫，自觉做到信念过

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在勇担

使命勠力奋斗上下功夫，在勇担使命、勠力奋斗中展现新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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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党员干部纷纷

表示，作为省红十字会党员干部，一定要带头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人道初心，牢记肩负

使命，为推动红十字事业发展作贡献。

简 讯
▲6月 1日，恩施州咸丰县红十字会联合省红十字会应

急救护培训中心咸丰分站（咸丰县中医医院）举办咸丰县红

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班，42人参加。

▲6月 4日，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查灾小组到黄冈市

开展灾情核查；襄阳市老河口市红十字会联合民建老河口市

支部、市教育局、襄阳远锐科技有限公司在第八小学酂阳路

校区举办“爱心助学 情满端午”捐赠仪式；宜昌市西陵区

果园路社区红十字服务站联合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市长途汽

车站员工进行应急救护培训；恩施州来凤县红十字会邀请州

卫生学校应急救护分队为县实验中学和思源中学 1000名师

生进行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6月 5日，黄石市下陆区红十字会组织胜利社区、与

爱同行志愿协会、团城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到下陆区福

利院为老人开展庆端午活动；恩施州恩施市红十字会在恩施

思源实验学校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公益培训，370余人参加。

▲6月 6日，神农架林区红十字会联合松柏镇清泉村红

十字服务站开展“庆端午·关爱孤寡老人”志愿服务活动。

▲6月 7日至 8日，鄂州市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联合石山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在石山中学

考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助力高考。



- 6 -

▲6月 8日至 9日，襄阳市襄城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到

丹江口市弘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护知识宣讲，100
余人参加。

▲6月 11日，孝感市云梦县红十字初级救护员培训班在

湖北葛化华祥化学有限公司举行，30余名员工参加；咸宁市

红十字会在咸安区浮山办事处甫兴社区开展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进社区活动。

▲6月 12日，鄂州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应邀到鄂州辅人

书院（原亚太小学）开展应急救护培训，100余名学生参加；

潜江市红十字会联合市血站、市无偿献血工作委员会开展

“人人享有安全血液”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

▲6月 13日，襄阳市襄城区红十字会组织志愿者到襄阳

展颜自闭症教育学校“一对一”陪护自闭症儿童；黄冈市在

万达广场开展庆祝第十六个“世界献血者日”暨 2016—2017
年度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颁奖活动；鄂州市官柳社区红十字

志愿服务队组织“三献”志愿服务分队开展世界献血者日纪

念宣传活动；恩施州红十字会联合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举办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

▲6月 14日，武汉市江夏区红十字会联合九三学社江夏

三枝社、区草根骑行登山协会开展“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

动；宜昌市夷陵区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区红十字

会组织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现场开展培训；襄阳市老河口市

红十字会联合市卫生健康局、滨江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爱心

献血屋开展以“人人享有安全血液”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活动；咸宁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联合市长跑协会举行

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暨千人健步走活动启动仪式，现场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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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鄂州市西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到西山街办老年公寓开展“关爱老人生活

•情系老人健康”爱心志愿服务活动；鄂州市红十字心泉志愿

服务队在江城社区开展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活动；随州市广水

市卫健局联合市红十字会组织专业人员在陈巷中学开展

“‘救’在身边，应急宣教”主题活动。

▲6月 15日，襄阳市樊城区红十字会联合樊城区公益协

会在米公街道解放西路社区开展免费理发便民志愿服务活

动。

▲6月 17日，黄冈市英山县红十字会应邀为镇村级治保

主任和派出所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30余人参加。

▲6月 18日，省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中心到省监狱管

理局为全省数万余名服刑人员及民警开展应急救护心肺复

苏专题讲座；神农架林区文明办、林区红十字会、林区卫健

委、林区人民医院在松柏镇中心街开展 2019年“世界献血

者日”主题宣传活动。

▲6月 18日至 19日，黄石市红十字会为广州爱奇文化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的 50名员工进行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鄂州市红十字会在华容区举办 2019年第二期救护

员培训班，鄂州华新水泥有限公司 50余名员工参加。

▲6月 19日至 20日，襄阳市樊城区红十字会到华洋堂

百货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

▲6月 20日，随州市广水市红十字会在市委党校开展意

外事件应急救护培训，这是市红十字会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进

党校常态化以来的第 5次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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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1日，宜昌市枝江市红十字会到安福寺镇宜昌海

通食品有限公司开展红十字救护员培训，55人参加。

▲6月 22日至 23日，潜江市红十字会举办应急救护培

训班，红十字水上救援队 60名队员参加。

▲6月 20日、24日，荆门市京山市红十字会组织志愿

者分别到孙桥中学、绿林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应急救护公益讲

座。

▲6月 24日，省红十字会 2019年第三期应急救护师资

培训班在黄石开班，来自各市州 41名红十字救护员参加。

▲6月 24日至 25日，上海市湖北商会、省红十字基金

会开展向襄阳、黄冈两地贫困学生捐赠博爱助学箱活动；天

门市红十字会举办首期救护培训班，60余人参加。

▲6月 25日，鄂钢医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应到官柳社区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6月 26日，襄城区红十字志愿者为深圳市风神运输有

限公司襄阳分公司员工开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红

十字生命安全宣传和演练活动。

▲6月 26日至 27日，咸宁市红十字会到赤壁市中小学

生校外实践基地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6月 27日至 28日，鄂州市红十字会到鄂州联通公司

举办 2019年第三期救护员培训班，50余人参训。

▲6月 28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召开庆祝建党 98周年纪

念大会，表扬先进、交流工作、观看视频，会机关各部室及

直属单位党支部党员干部参加。

▲6月 27日至 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主办，省红十字会承办的 2019年湖北省第一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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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法师资培训班在宜昌举办，来自宜昌市、荆州市、荆门

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五个项目试点地区学员参训。

▲6月 30日，十堰市丹江口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

队应邀在肯德基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和急救知识”讲座，30
余人参加。

分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总会各部室，省直有关单位，省红十

字会理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各计划单列市、

各省会城市红十字会。

发：省红十字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市（州）红十字会，各县（区、

市）红十字会，有关新闻单位，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红十字会，

武汉地区团体会员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湖北备灾救灾中心、中

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北分库管理中心、省红十字会各

部（室）和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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