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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红十字会简报  
 

 第 11 期  

湖北省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               2019 年 11 月 30 日 

 

 

2019 年中国红十字会  
定点扶贫工作座谈会召开  

11 月 21 日，2019 年中国红十字会定点扶贫工作座谈会

在湖北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陈竺出席座谈会，现场听取湖北省黄冈市政协副主席、英山

县委书记陈武斌关于英山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作情况的汇

报，对英山县委、县政府积极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所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夏更生，中国红十字会

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总会扶贫办主任王平，中国红

十字会副监事长、总会扶贫办副主任李立东，湖北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玲，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省红十字会会长赵海山，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

亚地区代表处主任彭玉美等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北京潮星集团援建英山县孔家坊同心学

校，山西省红十字会、善时国际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向英山县

捐赠健康扶贫医疗设备，上海市红十字会、福建省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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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红十字会向英山县捐赠扶贫物资，捐助款物合计 1374

万元。陈竺向捐赠单位一一颁发感谢状。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自 2015 年联系英山县开展定点扶贫

工作以来，始终把助力英山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

肩上，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选优派挂职扶贫干部和驻村“第

一书记”，广泛动员红十字会系统和社会各界人道力量，从

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对英山县开展认真扎实的帮扶行动。

2018 年共整合价值 3000 余万元的款物支持英山脱贫攻坚。

今年在英山投入帮扶款物价值 1773.3 万元，并引进无偿帮扶

1400 余万元，为英山培训基层干部、乡村医生、校医、养老

护理员、救护师资、救护员、教师等 1995 人次。近两年，

通过定点扶贫使英山受益群众达 17.36 万人次。 

座谈会后，总会调研组在英山县开展脱贫攻坚专题调

研。调研组先后来到白石坳小学启航校区、方家咀乡四棵枫

村、英山县红十字会、金家铺镇龙珠村、孔家坊乡郑家冲村、

孔家坊乡中心小学，入户走访慰问贫困户，同乡镇、村干部

座谈，看望驻村“第一书记”，实地调研博爱校医室、备灾

救灾仓库、博爱家园、博爱卫生站、党建扶贫项目建设和发

挥作用情况，指导校园、机关、乡村开展徒手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等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并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援

建白石坳小学启航校区“未来教室”启用和北京潮星集团援

建孔家坊同心学校项目启动揭牌。 

上海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浩亮，福建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林圣魁，山西省红十字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郑红，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

浙江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佘新荷，北京潮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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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时国际医疗集团有限公司等捐赠企业负责人，以及黄冈

市、英山县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并参加调研。 

 

省红十字会党组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1月 4日，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主持召开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对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提

出要求。 

会议传达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文学习了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围绕 “一个定位”、三个“是”、

十三个“显著优势”、总体目标、十三个“坚持和完善”、

重大战略任务，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理论亮点进行了集

中研学。 

会议认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必须高度重视。会议

要求：一是要深入学习，机关党委要作出学习安排，各党支

部要迅速组织党员开展专题学习，后续还要组织传达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决定（讨论稿）》的说明；二是要深刻领会，

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重大部

署和重大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三

是要抓好落实，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推动

红十字会改革创新相结合，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落

实到红十字会各项工作中。 

会前，按照省红十字会党组会议“思想引领、学习在先”

制度，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



 

- 4 - 

八次集中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张钦、李荣参加会议，二级巡视员

邓红，会机关各部室、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和直属单位负责

人列席会议。 

 

2019“与爱同行”扶贫公益  
徒步活动在汉启动  

11 月 14 日，2019“与爱同行”扶贫公益徒步活动在东

湖绿道白马驿站拉开帷幕，全省 116 家省直机关单位近 3000

人参加。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郭俊苹、省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高勤、省扶贫办二级巡视员陈敦林受邀参加开幕

式。 

上午 9 点 30 分，发令枪响，绿道沿途风光秀丽，景色

迷人，身着各色服装的徒步队伍为绿道添上一抹亮色。在总

长 6.5 公里的路线中，设置了集章点、补给区、热水区、游

戏区、休息区、医疗区。此外，在指定区域还特别设立了公

益展示区，充分保证参与者近距离接触公益项目，对公益有

更深刻和直观的理解。 

“与爱同行，行必致远。人道公益事业是一项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参与。真诚地

盼望越来越多的省直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关注公益，践行善

举，让更多的困难家庭和弱势群体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让‘温暖皆如我，天下无穷人’的愿景成为现实。”郭

俊苹在开幕仪式上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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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还为省众筹扶贫大赛优秀扶贫项目团队进

行颁奖。荆香大米、红茶—英山云红、宜昌蜜桔分别获得博

爱精品奖。 

本次活动由中共湖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省红十

字会、省扶贫办、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省红十字基金

会、湖北长江云新媒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还获得 8 家

爱心企业的支持。 

 

省红十字会研究主题教育整改  
落实“回头看”工作  

11 月 18 日，省红十字会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改落实“回头看”工作。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主题教育“回头看”整改落实工作情况汇报

和会机关各部室及相关部门对照民主生活会排查问题逐条

整改情况，研究了“上级点”“即知即改、立行立改”“为

民服务解难题”等任务整改落实情况，要求下一步对标对表

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压实整改责任、提升整改成效。 

会议强调，要通过落实整改任务，引领团结全省红十字

志愿者和群众听党话、跟党走，让群众成为省红十字会主题

教育整改任务的受益者，切实感受省红十字会加强作风纪律

为民服务的成效。 

 
2019 年度省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总结会在汉召开  
11 月 1 日，2019 年度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总结会

在武汉召开。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钦、省卫健委二级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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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员喻学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全省各市、州、直管市、神

农架林区红十字会，卫生健康委，医疗机构和协调员代表 7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进一步提高对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大力推进全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全管理体制机制，

加强工作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精心谋划、制定、完善

相关规章制度，提升协调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聚

焦主责主业，努力打造红十字“生命接力”品牌，开创湖北

省人体器捐献工作新局面；创新宣传新模式，拓展传播力度

和广度，切实提高民众的知晓率和认可度，依法依规做好人

体器官捐献工作。 

会议从宣传动员、人文关怀、规范管理、改革大局四个

方面总结了 2019 年全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取得的成绩，对

下一步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简  讯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斯里兰卡灾害应对和风险治

理研修班学员赴湖北考察交流。 

▲11 月 2 日，宜昌市枝江市红十字会在民主路嘉美小区

对 40 余位居民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襄阳市红十字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联合爱心企业凯域游泳健身会馆看望

慰问抗战老兵。 

▲11 月 3 日，襄阳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到

团山福利院开展“关爱老人，情暖夕阳”主题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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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随州市广水市红十字会在市委党校开展“生

命健康套餐”主题知识宣讲活动，市委党校 2019 年秋季班

学员参加。 

▲11 月 5 日到 6 日，省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党支部到恩

施州建始县店子坪村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学习教育

活动。 

▲11 月 6 日，十堰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专家团队应市公

安局政治部、警官训练中心邀请，为警衔晋升培训班 105 名

民警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11 月 8 日，咸宁市红十字会到通山县高槎坪村、长滩

村开展城市博爱家园项目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11 月 9 日，襄阳市红十字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

高新区慈善会联合谷城民间义工协会共同开展“助力乡村振

兴，情系困难学子”爱心助学活动；襄阳市红十字赈济救援

队到岘山文化广场为市慈善总会和木马幼儿园举办的“重走

长征路，千人公益行”活动进行安全保障。 

▲11 月 9 日至 10 日，襄阳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在市红

十字会的指导下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户外应急演练活动；襄阳

市襄城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到市体育馆为 2019 年“龙舟乒

训杯”襄阳市第十七届青少年儿童乒乓球比赛进行医疗救护

保障。 

▲11 月 10 日，襄阳市红十字“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

训志愿服务队为市唐城景区举行的“爱跑 538”健康跑活动

的数千名选手进行医疗救护保障；荆门市京山市红十字会在

市卫生健康局召开 2019 年京山红十字志愿者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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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2019 年度荆门市第二期红十字应急救护

师资培训班在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彭墩培训中心开班，36 人

参加。 

▲11 月 12 日，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到综治联系点

房县调研综治工作；省红十字会组织干部职工进行消防灭火

演练；襄阳市襄城区红十字消防知识讲座在中山社区居委会

开展；宜昌市西陵区红十字会联合西陵街办在铁路坝社区举

办应急救护培训班，社区居民 50 余人参加。 

▲11 月 13 日，黄石市红十字会在市长途汽车客运站、

黄石北站、市工人文化宫相继配备安装了 AED（自动体外除

颤仪），并现场为配置点工作人员和群众进行了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和实操演示。 

▲11 月 10 日至 14 日，由外交部主办，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承办，湖北省红十字会协办的“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红会

灾害管理培训班”赴湖北考察交流。 

▲11 月 14 日，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人员陪同康乐集

团董事长管汉华到通山县大畈镇大坑村希望小学开展“为成

长助力 为希望加油”捐赠活动；宜昌市枝江市红十字心理

援助志愿服务队到市马店中学开展“启动正向思维 成就生

命价值”心理拓展活动。 

▲11 月 16 日，襄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到襄阳汽车职业

技术学院为市直机关运动会提供赛事医疗保障。 

▲11 月 17 日，襄阳市红十字志愿者联合襄阳乐骑俱乐

部摩托车骑友共计 100 人到襄城区鼓楼爱心献血屋参与无偿

献血；潜江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全程参加 2019 潜江返湾湖国

际马拉松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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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省红十字会举行爱心企业捐赠仪式。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钦出席捐

赠仪式，组织宣传部部长、一级调研员王朝晖主持仪式，省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和省红十字基金会工作人员参加；

宜昌市夷陵区红十字会到冯家湾幼儿园开展应急救护专题

培训，110 余人参训；襄阳市红十字会到保康县九里川保神

磷化公司开展综合应急救护演练活动。 

▲11 月 20 日，“浙江医药健康帮扶恩施行”项目启动

仪式在恩施州举行；襄阳市红十字会在樊城区社会福利院举

行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物资捐赠仪式。 

▲11 月 21 日，宜昌市枝江市红十字会为中国石化湖北

化肥分公司 50 余名技术骨干和员工进行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11 月 22 日，荆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宜昌市港务

社区、鑫鼎社区就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和城市社区博爱家园

项目进行交流学习。 

▲11 月 23 日，宜昌市红十字赈济志愿服务队到秭归县

平睦河小学开展“公益阳光助学行”活动；“天使之旅——

湖北省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在襄阳市老河口市妇幼保

健院开展。 

▲11 月 26 日，随州市广水市广善义工联合会与市红十

字会在长岭镇云台中心小学携手开展“爱心相伴，救在身边”

志愿服务活动。 

▲11 月 27 日上午，武汉市红十字医疗救援队成立大会

暨授旗仪式在市红十字会医院举行；荆门市京山市红十字会

在协和京山医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11 月 27 日至 28 日，鄂州市红十字会举办 2019 年第

五期救护员培训班，45 人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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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省红十字会开展“‘为了我的祖国’革

命传统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省红

十字会武汉科技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揭牌仪式在该校黄家

湖校区医学院举行；鄂州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鄂州职业

大学、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联合在鄂州大学开展“世界艾滋

病日”及“器官捐献 生命永续”器官捐献宣传活动，1200

余名师生参加；咸宁市红十字会在市人口流动密集公共场所

新增 3 个智能急救站。 

▲11 月 29 日，省红十字会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对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安排部署，同时召开

第七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动员会，还组织党员干部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11 月 30 日，襄阳市红十字会在市公共安全体验馆召

开国际志愿者日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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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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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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组织宣传部                     联系电话：87328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