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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红十字会组织宣传部 2019年 12月 31日

省红十字会学习贯彻高勤宣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12月 4日，省红十字会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集中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作专

题宣讲报告。

高勤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

依法治会依法履责能力和水平”为题，从“充分认清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战略任务和总体目

标”三个方面给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具体解读。宣讲中，高

勤还结合实际，就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五

个第一次、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十三个需要坚持和完善的

制度和制度体系”等话题，与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

讨。

高勤强调指出，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强化主体责任，带着

思考学习，明确要求；带着问题学习，找准定位；带着职责

学习，践行使命。要自觉把学习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红十字

会改革、第七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筹备、“三救三献”核心

业务等有机结合，指导工作、引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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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6日下午，还召开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体会交流会议。会机关各党支部书记（代表）、直属单

位党支部代表依次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

交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立足本职岗位，弘扬红十字

精神，依法履职尽责，为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推进我省红十字

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钦在总结讲话时要求大家对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公报，经常学、反复学，在学习中汲取养分，在思考中提升

素养；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努力提

高各项工作质量，为省红十字会 2019 年度工作画上圆满句

号。

省委宣讲团关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省红十字会报告会举行

12月 10日，省委宣讲团关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省红十字会报告会在省红十字会机关会议室举行，报告会邀

请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晋作宣讲报告。省

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钦出席。

会机关各部室、在汉直属单位党员及汉外直属单位负责人参

加。高勤主持报告会。

张晋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为题，从把握制度主轴，充分认

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和重要成果；

坚持制度自信，深刻领会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明晰制度图谱，准确把握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

务；加强制度执行，全面推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往心里走、往深里走和往实里走四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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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勤在总结宣讲活动时指出，张晋书记的报告既有深入

浅出的理论阐述，又有实践层面的对策思考，为会机关及直

属单位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完整、系统地领会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她强调，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省红十字会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她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思

想认识，不断加强学习，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实际再掀学习

高潮，在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扎实推进全省红十

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红十字会领导开展工作调研
12月 4日至 5日，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率调研组到

宜昌市调研红十字工作。高勤一行先后到三峡大坝景区实地

察看景区红十字救护站选址，到伍家岗区港务社区、鑫鼎社

区和猇亭区七里新村社区调研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和博爱

家园项目建设，到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园调研

纪念园建设情况。

在听取市红十字会工作情况汇报和相关代表发言后，她

对市红十字会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她强调，各级红

十字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改革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红十字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创新，树立

品牌，强化服务，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她要求把学习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广泛开展宣讲会，结合职能抓落实，找准定

位、打造品牌，按照党政所需、群众所盼、红会所能，落实

落地红十字工作；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以实际行动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

众性，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

安排，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新形势下的红十字工作；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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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红十字会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通过多种

方式深入开展宣讲宣传活动，使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红十字

组织和每个红十字会员、志愿者，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

和支持，营造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要认真学习贯彻

好总会和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精神，市、县（市、区）红十

字会要积极向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同时争取组织部、编

办、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尽早理顺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

落实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

12月 26日，高勤带队赴鄂州市开展工作调研。在听取

有关工作汇报后，高勤充分肯定了鄂州市红十字会在推动红

十字会改革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介绍了《湖北省红十字

会改革方案》出台的背景和全省红十字会系统理顺管理体制

取得的进展。她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红十字会改革的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把

握时间节点，依法依章理顺管理体制、改进治理结构、优化

机构设置、配齐配强工作力量。

在实地了解湖北省红十字会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体验中

心（鄂州）运行管理情况后，高勤指出，要切实发挥体验中

心在弘扬红十字文化、传播人道主义理念、普及应急救护知

识和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等方面的作用；要结合鄂州实际，持

续开展救护培训“五进”活动，进一步提高救护员培训质量、

扩大救护员培训数量，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意识和

能力。

12月 25日，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张钦赴

仙桃市开展专题调研。在听取相关单位的工作汇报后，张钦

表示，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仙桃市红十

字会在志愿服务、红十字“三献”、募捐筹资等工作上取得了

较好成绩，为市红十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张钦详

细介绍了《湖北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出台的背景，宣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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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依法履行的核心业务，分享了全省红十字会系统体

制理顺取得的可喜成绩。他强调，省红十字会改革方案是经

省委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并通过、由省政府办公厅下

发，改革目标非常明确，措施非常具体。各地必须切实增强

政治站位，摒弃顾虑，站在事业发展的高度推动彻底理顺红

十字会管理机制。

简 讯
▲12月 1日，襄阳市红十字“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

志愿服务队联合樊城区红十字精神传播志愿服务队为襄阳

市草草义工协会举办第二期救护员培训班，50 余人参加培

训；襄阳红十字赈济救援队参加 2019 南水北调马拉松湖北

站-十堰（郧阳）国际马拉松，其中五名队员分别参加全马、

半马、健康跑，两名队员参加十堰马拉松骑行 AED保障。

▲12月 2日，由襄阳市襄城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市红

十字人道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襄城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等

单位协办的“平等参与，共享健康”主题活动在襄城区仲宣

楼前广场举行。

▲12月 3日，咸宁市红十字会参与市 2019 年国家宪法

日集中法治宣传活动。

▲12月 4日，省红十字会开展宪法宣誓活动并举办法律

知识讲座，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高勤面向国徽，左手抚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领诵誓词，全体干部职工

在后方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当天邀请到湖北今天律师事务

所党委书记、执行主任、机关法律顾问梅雪峰做“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法律知识讲座；武汉市天涯跑团红十字救在身

边志愿者服务队来到硚口区古二社区开展公益行活动；宜昌

市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在夷

陵广场组织的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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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襄阳市南漳县红十字

会联合县委文明办、市中心血站在全县各镇区开展“无偿献

血我先行，志愿奉献暖万家”公益周活动；襄阳市红十字会

参与在人民广场开展的市 2019年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

神农架林区红十字会组织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为 2019 年新

录用公务员进行红十字救护知识培训，51名新录用公务员参

训。

▲12月 6日，襄阳市红十字聚仁救援队志愿服务队到四

中义教部小学为 120余名广电小记者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12月 7日，由荆门市红十字会举办的 2019年“12.5”
国际志愿者日纪念大会暨荆门市红十字志愿者联谊会在彭

墩举行。

▲12月 9日，湖北省第 41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李汉

（化名）在武汉成功捐献 200毫升造血干细胞，重新点燃一

名 6岁白血病患儿的生命；武汉市洪山区爱家国际社区红十

字服务站到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开展“志愿敬老行关爱传真

情”志愿服务活动。

▲12月 10日，鄂州市大兴校车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红

十字心泉志愿服务队到庙岭镇中心学校开展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120余名师生参加。

▲12月 10日至 11日，咸宁市红十字会举办为期两天的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班，市特警支队工作人员、湖北科技学院

医学系学生参加。

▲12月 11日，孝感市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心医院将价值

5.5 万元的医疗设备送到大悟姚畈村社区服务站；黄冈市政

研室到英山县孔家坊乡王家畈村调研改革特色项目——建

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体系；武汉市江夏区红十字会联合湖

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该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当日共

有 553 人成功献血，献血总量达 191800 毫升；襄阳市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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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红十字会联合区红十字健康关怀志愿服务队向十字街社

区祥福敬老院发放价值 27万余元的养老设备和生活物资。

▲12月 12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资助的 28 万元物资在宜昌市宜都市王家畈

镇福利院现场发放；黄冈市英山县委办公室组织党群口各单

位班子成员在县红十字会开展心肺复苏知识培训；襄阳市谷

城县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谷城县宾馆小礼堂召

开。

▲12月 16日，荆州市三义街社区红十字服务站组织社

区居民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50余位居民参加。

▲12月 17日，恩施州巴东县红十字会联合信陵镇卫生

院到红石梁社区开展关爱留守老人活动。

▲12月 18日，由上海光电医用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捐赠

给省红十字会的光电 AED 设备在武汉楚商大厦一楼安装完

毕；襄阳市红十字人道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联合襄城区红十

字志愿服务队对某化工公司救护队 9名队员进行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培训；咸宁市通城县红十字会携手县中医医院在北

港镇桂家村卫生室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下乡

巡诊暨送药送健康活动。

▲12月 20日，荆门市红十字会联合高新区·掇刀区红十

字会在蔡湾社区石化二小开展应急演练活动，150余名师生

参加；市红十字会到荆楚理工学院对“遗体捐献接收站”建

设情况进行调研。

▲12月 21日，襄阳市红十字聚仁救援志愿服务队到市

广播电视台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12月 22日，湖北工业大学“心心语”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到武汉马湖博跃听力康复中心开展“为爱倾听，陪伴关

爱听障儿童”志愿服务活动；襄阳市红十字救在身边应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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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培训志愿服务队联合樊城区精神传播志愿服务队来到旭

东路社区，同阳光家园成员共度冬至。

▲12月 24日，宜昌市红十字会在远安县鸣凤镇凤山社

区举行 2020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启动仪式。

▲12月 25日，恩施州红十字会组织召开志愿服务工作

座谈会。

▲12月 26日，湖北理工学院医学院大四学生吴斌（化

名）成为我省第 41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者；襄阳市红十

字人道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联合襄城区红十字志愿者对市

老年大学在校学员 130人进行应急救护培训；宜昌市当阳市

红十字会联合医疗爱心企业在市人民医院举行医疗设备捐

赠仪式。

▲12月 27日，襄阳市红十字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志

愿服务队受邀为 12 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湖北·襄阳）交流活动进行安全保障。

▲12月 28日，宜昌市红十字会召开 2019年度市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工作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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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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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