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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市政府 2019 年第 51 件重大民生实事·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工程，
培训“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 336 人，启动了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项目建设，开通了幸福星心理关爱公益热线；全市完成“红十字救护员”
培训 12051 人，完成率 100.4%；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8.333 万人次,
完成率 138.5%。培训应急救护师资三期 85 人。培训“家庭志愿者”4189
人和老年介护“护理员”236 人。全市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1619.45 万
元（款 982.69 万元，物 636.76 万元），完成率 167.4%；开展了 2019 年
博爱送万家活动，发放救助款物 30 万元；全市有 110 人分别获得“小天
使基金”“光明天使基金”“生命光彩基金”资助，总救助金 142 万元。
全年 227565 人次参加了无偿献血，献血总量 713 万毫升；无偿献血金奖
78 人，银奖 242 人，铜奖 655 人。2019 年新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 104
人，做好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回访人数 1474 人，完成率 101.37%。
实现了人体遗体及器官捐献 20 例（遗体捐献 3 例，器官捐献 17 例），
捐献了 16 个肝脏、34 个肾脏、3 对眼角膜，让 53 人获得新生；实现了
造血干细胞捐献 2 例，挽救了 2 人的生命；全市红十字会（简称“红会”）
系统媒体上稿总计 637 篇（含国家级、总会媒体 97 篇、省级媒体 161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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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建设和作风建设。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国红会
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和《江西省红会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全市
红会系统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推动县（区）红会党组建设，加强
党对红会工作的领导。

继续做好市县红会改革。贯彻落实抚办字〔2019〕105 号文件要求，
召开市红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督促指导县区红会开好会员代表大会，
列入群团机关参公管理。

红十字核心业务上新台阶。一是应急救援。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和
设施建设，加大建设备灾救灾仓库，力争各县（区）红会建有备灾救灾
物资储备仓库。二是应急救护。推进生命安全教育体验式示范社区和示
范学校创建，完成 9000 人的红十字救护员培训任务，6 万人次的普及培
训任务。三是人道救助。抓好“博爱家园”和“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 ”“ 红 十 字 志 愿 服 务 站 ” 等 项 目 建 设 。 继 续 做 好 “ 天 使 阳 光 基
金”“小天使基金”等人道救助工作，帮助救助我市“先心病”“白血
病”患儿。四是无偿献血、献造血干细胞、献遗体器官（组织）。鼓励
和动员爱心人士参与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积极筹划遗体器官（组织）
捐献的“捐献者陵园”“广场宣传园”“网络纪念园”等三园建设，依
法推动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服务；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无偿献血的宣传
发动和表彰激励。

加强红十字文化品牌建设。发挥“两微三网”宣传平台作用，强
化“救在身边·红十字在行动”“暖在心田·红十字心理救援”“助在
眼前·养老志愿服务”等品牌活动推广，讲好红会故事，传播红十字声
音。

打造抚州红十字特色亮点。继续推动“心理危机干预”热线项目
建设，为抚州的“心防”体系建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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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6 日上午，省委维稳办副主任沈亚男就创新综治维稳“心
防”工作，到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进行调研检查，并召开了座谈会。
※1 月 23 日，启动了 2019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慰问活动。共发
放救助款物 20 余万元，慰问困难群众 600 余户。
※第 66 届“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暨第 32 届“中国麻风节”期间，1
月 28 日，市卫计委、市红会等单位到临川区鹏田乡麻风村走访慰问村民，
发放慰问金 9600 元，慰问物资价值 9000 多元。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娄红玲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1 月 29 日，市政协、市红会、江西抚州荣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联
合到临川区罗湖镇白米村,为该村精准扶贫户和 80 岁以上老人开展慰问
活动，1000 元/户,共 24 户, 共发放慰问金 24000 元。市政协副主席柏林，
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市政协提案委主任杨利文、市工
商联副主席姚光辉及捐赠方江西抚州荣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海
荣参加了慰问活动。
※2 月 26 日，志愿者许佳豪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了一名血液
病患者生命。这是我市第 4 例、全省第 111 例、全国第 8030 例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
※3 月 4 日，市红会组织市一路有你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在市华润万
家广场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在行动”活动。利用宣传展板、悬挂条
幅，发放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器官捐献、无偿
献血知识等手册开展宣传活动。
※3 月 11 日，省红会救护赈济处处长陈建平一行，到乐安、广昌调
研督导“博爱家园”项目建设工作。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
玲陪同调研。
※3 月 14 日上午,市红会救助救护服务培训中心在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开展了“老年人家庭急救知识”讲座,45 名老年人参加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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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市红十字老年介护志愿者协会、江西一路有你抚州团
队、抚州第五医院及江西润达才子温泉小镇的爱心企业人士共 50 名志愿
者到连城敬老院开展了“浓浓敬老情、温暖老人心”公益活动，为老们
人送去了大米、食用油、牛奶、面包、蛋糕等生活用品，表演了精彩的
文艺节目。
※3 月 28 日，召开了“2019 年全市红会工作会议暨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会”。传达了省红会七届四次理事会等会议精神，表彰了 2018 年度全
市红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部署了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业务工作。
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出席会议并讲话，驻市卫健委纪检
监察组组长周三才到会指导并讲话。各县（区）红会常务副会长、专职
副会长、秘书长、办公室负责人及业务科工作人员以及市红会全体干职
工共计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3 月 29 日上午，市红十字老年介护志愿者协会、江西一路有你抚
州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市中医院联合在福寿康养老院开展了“送健康、
送快乐、送技能、送温暖、送理念”活动。
※4 月 10-15 日，举办了“抚州市彩票公益金 2019 年红十字应急救
护师资提高班”，邀请了省红会救护培训中心主任胡好军、讲师陈田发
授课，培训采取集中授课、实操训练、情景模拟等微格授课方式进行。
参训的全市红会系统专(兼)职救护师 30 人通过了实操、试讲等考核，5
名学员被评为优秀学员。
※4 月 20-21 日，由市委政法委、市教体局、市卫健委、市红会共
同主办，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具体承办的抚州市第一期“心理援助
热线”志愿者（接线员）公益培训班在抚州市委党校举行。市委政法委
书记李建林亲临现场并授牌（抚州市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政法委
副书记张员娇讲话，市心理辅导专项提升行动和志愿服务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市委教育体育工委书记、市教体局局长吴建发致辞，市红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主持开班仪式，市卫健委主任祝文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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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许跃宗、市红会专职副会长黄伟文到会指导。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心
理咨询师和心理工作志愿者共 105 人参加了培训。
※4 月 22 日，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娄红玲在市委党校阶梯教室主讲“开启生命智慧·养护幸福人生---感
悟生命与情绪管理”的讲座，在党校参训的领导干部“县干班、中青班、
乡镇班、科公班”四个班近 200 名学员参加了听讲。
※4 月 23-24 日，省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一行 4 人围
绕《江西省红会条例》立法、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进展情况两个方面专
程到我市乐安县、宜黄县、东乡区开展调研。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娄红玲陪同调研。
※4 月 26 日，市红会救助救护服务培训中心在临川荣山新安小学开
展了“防溺水生命安全健康教育”进校园活动，该校近 300 名师生参加
了培训。
※5 月 4 日，抚州市“幸福星心理关爱热线”正式开通。“幸福星
心理关爱热线”是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与江西省心理援助与研究中
心联合创办的一条促进社会心理和谐的心理关爱志愿服务公益电话热
线。热线运行的目的是通过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接听热线，进行专业
的心理疏导等公益志愿服务，来促进全民健康心理，塑造社会阳光心态。
※5 月 7 日，由市红会、南城县委、县政府主办，南城县委宣传部、
南城县红会承办的“2019 年抚州市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南城县市民广
场举行，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出席启动仪式，南城县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南城县实验中学部分师生代表、
社区群众共计 5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5 月 9 日上午，市红会、市东南眼科医院联合在临川区荣山镇新
安村，开展了以“让爱心与你相伴”为主题的健康扶贫义诊活动，为 50
余名村民进行了眼部疾病检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200 余份。义诊结束
后，市红会养老服务志愿者还为现场村民开展了红十字养老服务普及培
训。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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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市红会、市消防支队、
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市“一路有你”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联合在羊城广
场开展 5.12 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市政府副市长、市红会会长蔡青出
席活动。活动现场，市红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日常生活实际，针对
灾害特点，为广大市民讲解并演示了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5 月 31 日，召开了“全市红会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会议”，组
织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的视频，传达了全省红会全面深化改革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参加会议并讲
话，11 个县（区）红会主要负责人、市红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共计 30 人
参加了会议。
※6 月 5 日上午，召开了“市红会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志愿者座谈
会”。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本级各
志愿队队长、志愿队领袖、骨干、市红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会议。
※6 月 14 日上午，市红会联合红十字一路有你志愿服务队、红十字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在大润发广场、洪客隆广场开展纪念“6.14”世界
献血者日宣传活动。向群众发放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宣传材料，
接受群众咨询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政策。不少爱心市民纷
纷走进献血车，参与献血，共有 62 人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为 18600 毫
升，10 人进行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6 月 27-28 日，省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一行 4 人到
我市崇仁县、南丰县、金溪县开展工作调研。副市长、市红会会长蔡青，
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陪同调研。调研组此行主要突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围绕为民服务解难题的重点任务，
结合省红会改革方案，召开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基层红会工作者、捐
献者代表、骨干志愿者、会员单位等人员的意见建议。
※6 月 28 日下午，举行了全市 2019 年“99 公益日”专场培训。省
红会人道资源发展中心副主任朱晓玲、省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涂佳到
会指导并授课，各县（区）红会分管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市、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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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志愿服务队领袖及骨干人员，市红会全体干职人员及下属单位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7 月 4 日下午，由市卫健委、市红会主办，省人民医院承办的“脑
损伤昏迷评估与器官捐献法规培训班”在抚州荣誉国际大酒店举行，来
自各县（区）红会负责人、负责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人员以及全市二级及
以上医院分管副院长、医务科长，急诊、重症医学、神经外科、神经内
科主任、护士长、业务骨干总计 150 余人参加了学习培训。
※7 月 4 日上午，召开了“全市红会 2019 年度半年工作会议”，市
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县（区）红会常
务副会长、专职副会长、秘书长、办公室负责人和市红会全体干职工共
30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 2019 年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及重点任
务完成情况，布置了 2019 年下半年重点业务工作。
※7 月 4 日至 5 日，由省红会举办的“江西省首届高校红十字应急救
护大赛”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抚州市红会代表队荣获了优秀组织奖，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分院荣获了优秀奖，队员孙安获得了演讲单项比赛二
等奖。
※6-7 月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洪涝和地质灾
害，市红会根据各县区受灾情况，及时将价值 46 万元的救灾物资发放至
受灾县区及受灾群众手中。7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国红会总会赈济救护部
灾害管理处副处长蔡文男，省红会救护赈济处处长陈建平一行四人组成
的灾情考察组，先后来到临川区桐源乡、东乡区马圩镇实地考察洪灾灾
情并慰问受灾群众。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陪同考察。
※7 月 27 日，市红会党支部、广昌县红会党支部联合到广昌高虎脑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
动。市、县红会的全体党员干部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高虎脑红
军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2019 年度全国红会众筹扶贫大赛中，抚州市有 4 个项目参赛，其
中 3 个完成众筹目标，市红会、乐安县红会、南城县红会获评 2019 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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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茶油杯”江西省红会众筹扶贫大赛优秀组织奖，乐安县“忆师辣酱”
项目位列全省第一名，进入全国赛，荣获全国红十字系统第二届众筹扶
贫大赛红品项目三等奖，项目负责人王奇辉荣获全国红十字系统第二届
众筹扶贫大赛优秀脱贫带头人。
※6 月 19 日至 8 月 14 日，10 月 23 日至 12 月 25 日，由市红会主办，
江西省红十字心理救援队抚州支队、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承办了二
期“人际关系成长团体”的欧文·亚隆小团体专业心理公益活动，由二
级心理咨询师王静、傅芳群带领，活动采取封闭式方式进行，以改善人
际关系为目的，每周一场，每期 3 个月（计 20 场）。
※8 月 23 日-8 月 28 日，由省红会主办、市红会承办的 2019 年江西
省彩票公益金项目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提高班在抚州荣誉国际大酒店举
办。省红会救护赈济处处长陈建平，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
玲出席开班仪式并作讲话，省红会优秀师资雷韶敏、陈田发全程授课，
全省各设区市 26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8 月 31 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及江西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调
研组一行 8 人，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员娇的陪同下到市红会调研抚州
市“心防”体系建设。实地参观了“抚州市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心”和
“抚州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二
级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娄红玲作了《人道传播与心理救援--红
十字心理救助志愿服务》专题汇报。调研组一行对抚州市“心防”体系
建设给予了一致赞扬和肯定。
※9 月 7 日，由市委政法委、市教体局、市卫健委、市红会联合举办
的 2019 年第二期抚州市“心理援助热线”志愿者（宣传员）公益培训班
在市实验学校阶梯教室圆满举行。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员娇出席开班仪
式并讲话，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主持会议，市教体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刘小奇、市红会专职副会长黄伟文、市卫健委医政医管
科负责人范继平参加开班仪式。各县（区）委政法委、县（区）教体局、
县（区）卫健委、县（区）红会的分管领导和“心理援助热线”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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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幸福星心理关爱热线”志愿者、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队员、
抚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幸福家•（抚州）家长成长中心志愿者 230
多人参加了培训。
※9 月 12 日下午，市红会召开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动员会，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五指导组组长张
一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作动员讲话，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五指导组成员、市红会机关党
支部全体党员、干职工参加了会议。
※根据市委和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市委第一巡察组进
驻市红会党组开展为期 1 个半月的巡察工作。10 月 15 日，召开了市委第
一巡察组巡察市红会党组工作动员会，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巡
察办主任尧宇斌和市委第一巡察组组长邹建平出席并讲话，巡察组其他
成员出席会议，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主持会议并作表态
发言。
※10 月 22 日，
在 2019 年省红会人道资源动员培训班暨“99 公益日”
活动表彰大会上，抚州市、县（区）两级红会共荣获 9 项奖励表彰，其
中，市红会荣获全省“99 公益日”网络众筹优秀组织奖、“99 公益日”
市本级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南城、黎川、广昌县红会荣获全
省“99 公益日”县级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二等奖；南丰、乐安县红会
荣获全省“99 公益日”县级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金溪、崇仁
县红会荣获“99 公益日”县级红会网络众筹优秀单位。
※10 月 29 日，市红会召开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市红会全体党
员参加会议，市委第五指导组副组长李龙标、联络员彭卫华到会指导。
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主持会议。
※11 月 7 日，为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由市应急
管理局主办，市红会、临川十三小、利民社区承办的 2019 年全国消防日
安全教育活动在二仙桥花园北区广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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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召开了全市红会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推进会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主题学习会。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第五指导组组长张一平、副组长李龙标及全体组员到会指
导，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参加会议并讲党课。
※11 月 29 日，由市卫健委、市红会、临川区红会主办，完美公司抚
州分公司承办的 “你的一次，他的一生”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采集活
动在临川才子国际大酒店举行。市人大副主任、市红会名誉副会长段院
龙到会并讲话，市无偿献血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市卫健委主任祝文渊，
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临川区红会专职副会长熊亚川出
席活动。
※12 月 5 日晚，在市委党校阶梯教室举办的 2019 年度全市政法综治
干部培训班上，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娄
红玲主讲“心理健康服务与心防体系建设”讲座，全市各级综治干部 230
余名学员参加了听讲。
※12 月 13 日，市红会党组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题民主生活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主持会议。主题教育市委
第五指导组副组长李龙标、成员龚小雪到会指导。党组成员、专职副会
长黄伟文，党组成员、秘书长孔强以及市红会各科室、下属单位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
※12 月 30 日上午，在市急救中心举行了“情满才乡·助力医疗急
救”救护车捐赠仪式。广东省江西抚州商会、广州家和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通过市红会，向市急救中心定向捐赠 10 辆救护车，总价值 287.76 万
元。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魏建锋出席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晓波，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段院龙，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戴晓文，市卫健委
主任祝文渊，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参加了捐赠仪式。副
市长、市红会会长蔡青主持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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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县: 召开了县红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规范了理事会、监
事会、执委会等运行机制，增加了人员编制；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176.1
万元；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889 人；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7800
余人；培训老年介护“护理员”60 人；开展养老服务普及培训三期 588
余人；获得“小天使基金”资助 3 人、“生命光彩基金”资助 1 人；实
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1 例、器官捐献 1 例；选派红十字一路有你志愿服务
队参加全国首届红十字志愿者趣味运动会；成立红十字心理危机干预志
愿服务队，在社区创建心理咨询辅导站；在国家主流媒体上稿 19 篇，省
级媒体上稿 32 篇，市级媒体上稿 42 篇，县级媒体上稿 66 篇，发表理论
研究文章 2 篇；鳌溪镇下大街社区“博爱家园”项目顺利实施，该社区
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红会总会等 18 家单位评选的 2019 年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之“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常务副会长郭
玉棠作为江西 18 位代表之一参加中国红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并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先进个人”；乐安县瑞
湖美食坊“忆师辣酱”项目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评为全国红十字系统第
二届众筹扶贫大赛“红品项目三等奖”，被省红会、省红十字基金会评
为 2019 年“绿海茶油杯”江西红十字众筹扶贫大赛精品项目；被省红会
评为 2019 年全省红会“先进县级红会”和 2019 年全省“99 公益日”县
（市、区）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被省红会、省红十字基金会
评为 2019 年“绿海茶油杯”江西红十字众筹扶贫大赛优秀组织奖；江西
山峰食品有限公司“蜂蜜柚子茶”项目被省红会、省红十字基金会评为
2019 年“绿海茶油杯”江西红十字众筹扶贫大赛优品项目；被市红会评
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人道资源动员工
作先进单位”、“捐献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养老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志愿者黄成涛荣获“抚州好人”荣誉称号，
戴调祥、王奇辉荣获“最美乐安人”荣誉称号。

※南丰县: 增加 1 个专职副监事长的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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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766 人；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5375 人；开展
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 5 期和抗洪抢险应急演练活动 1 次；组织老年护理
知识技能培训 618 人，养老志愿服务 80 人；获得“小天使基金”资助 4
人，“光明天使基金”资助 2 人；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11 例，实现器官
捐献 1 例；成立 8 个志愿服务队和 67 个红十字基层组织；成立了红十字
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服务队，拥有专业心理咨询师 12 人，新增志愿者 60
人；组建县社会心理指导服务中心，完成热线宣讲 11 场，开展生命健康
安全教育活动 5 期；在主流媒体上稿 113 篇，其中国家级上稿 29 篇。观
必上景区红十字救护站挂牌成立；县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揭牌；
在琴台路社区成立红十字养老志愿服务站和红十字心理救援队伍。被省
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红会“先进县级红会”和 2019 年全省“99 公益
日”县（市、区）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
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民生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创新工作先进单位”、“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红会干部帅菊华被市
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先进个人”；志愿者吴柏萧荣
获 2019 年第三届“抚州青年五四奖章”。

※崇仁县: 召开了县红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规范了理事会、监
事会、执委会等运行机制，成立了县红会党组，成立监事会，配备监事
长和专职副监事长；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879 人，开展普及性应
急救护培训 8435 人；开展老年介护知识普及培训 207 余人；获得“小天
使基金”资助 4 人；争取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资助已捐赠价值 101
余万元奶粉；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 11 例，实现遗体捐献 1 例、器官
捐献 2 例；成立 227 个基层红会，成立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心理咨询
志愿服务队，新增志愿者 140 余名，开展活动 22 期。被省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99 公益日”县（市、区）红会网络众筹优秀单位；被市红会评
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深化改革工作先
进单位”；专职副会长郑志承被省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红会“先进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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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先进工作者”。

※黎川县：召开了县红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规范了理事会、监
事会、执委会等运行机制，成立了县红会党组，成立了监事会，配备监
事长和副监事长，增加了人员编制；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85 万元，其
中“99 公益日”活动募资 34 万余元；开展“博爱送万家”活动发放救助
款物 16 万元；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605 人；获得“小天使基金”
资助 4 人；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 4 例；遗体捐献登记 11 人；成立县
红十字雄鹰救援队、养老志愿服务队，培训家庭志愿者 717 人；成立学
校红会工作委员会。被省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99 公益日”县（市、区）
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二等奖；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
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深化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宣传工作先进
单位”、“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常务副会长黄慧娟被
省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红会“先进县级红十字先进工作者”。

※南城县: 出台了《南城县红会改革实施方案》，增加领导职数和
人员编制；全县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59.75 万元，其中“99 公益日”
活动筹资 45.47 万元；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790 人，开展普及性
应急救护培训 5050 人；开展老年介护普及培训 209 人；培训应急救护师
1 名；实现器官捐献 2 例，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入库 10 例；在各级主流
媒体上稿共 68 篇；成功争取江西省“筑梦起航计划”、“一家一个救生
圈”等上级红会项目；被省红会评为 2019 年“绿海茶油杯”江西红十字
众筹扶贫大赛优秀组织奖和 2019 年全省“99 公益日”县（市、区）红会
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二等奖；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
理工作先进单位”、“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专职副会长余琳娜被省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红会“先进
县级红十字先进工作者”。

※临川区: 增加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168.9 万元；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1405 人，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
培训 17154 人；开展老年介护培训两期 254 人；实现器官捐献 3 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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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10 例。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
理工作良好单位”、“捐献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广昌县:增加专职副监事长的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人道资源动
员社会筹资 103.5 万元，其中“99 公益日”活动募资 30 余万元；
完成“红
十字救护员”培训 601 人，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4463 人；培训老年
介护“护理员”51 人；实现成器官捐献 2 例，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10 例；
成立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4 支，注册志愿者 76 人；组建一支 20 余人的心
理干预志愿队。被省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99 公益日”县（市、区）红
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二等奖；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
管理工作良好单位”、“人道资源动员工作先进单位”；常务副会长张
明辉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先进个人”。

※东乡区：出台了《东乡区红会改革实施方案》，增加专职副监事
长的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144.6 万元；完成“红
十字救护员”培训 1171 人，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7000 余人；开展
老年介护培训 200 余人；获得“小天使基金”资助 4 人,“光明天使基
金”资助 2 人；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对贫困学生爱心捐助活动，为 8 所学
校的 200 名贫困学子，送上的 40 万元“大红包”和 3 万元的学习用品。
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工作良好单位”、“人道
资源动员工作先进单位”；常务副会长曾玲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市红
会系统“绩效管理先进个人”。

※金溪县: 确定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750 人；发放 14 个受灾乡镇物资价值 6.1 万元；获得“小天使基金”资
助 1 人；实现器官捐献 1 例，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11 例；904 人参加无
偿献血，共献血 26 万毫升;新成立两支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新增志愿
者 56 人，
其中心理关爱热线志愿者 30 人。
被省红会评为 2019 年全省“99
公益日”县（市、区）红会网络众筹优秀单位；被市红会评为 2019 年全
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工作良好单位”；专职副会长何曙芳被市红会评
为 2019 年全市红会系统“绩效管理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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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黄县: 增加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11.5
万元；完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564 人，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3812
人；发展应急救援志愿者 11 人，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志愿者 34 人；完成
造血干细胞采集 11 例，实现器官捐献 2 例；走访慰问 20 余次，发放物
资价值 15 万余元；建立红会基层组织 8 个，红十字志愿组织１个，新增
志愿者 100 余人。

※资溪县: 县委编委研究通过，确定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

欢迎浏览江西省抚州市红十字会网站：http://redcross.jxfz.gov.cn/
投稿邮箱：2945664711@qq.com
联系电话：0794-8292778
报：省红十字会，市委常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发：县（区）红十字会、市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市属相关企业、民营企业
江西省抚州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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