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381 人，完成任务 101.6%；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招募志

抚州市红十字会

愿者 31 人，完成任务的 105%；注册红十字志愿者 41 人；实现遗体及器
官捐献 2 例；开展了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完成造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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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采样 10 人。
※黎川县:组建县红会监事会事宜经县委常委会通过；黎川县社会综
合福利院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建设。
培训红十字救护员 398 人、完成任务的 100.75%，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6806
人、完成任务的 181.49%；与县文广局、安监局等开展了“幸福黎川 安
全你我他”2018 年“文化+”宣传活动。
※南城县:实现遗体及器官捐献 1 例；发动社会捐赠 11.65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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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523 人、完成任务的 101.55%，普及培训 7590
人、完成任务的 158.13%；开展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活动，造血干细胞采样 8 人。
※资溪县:培训红十字救护员 192 人、完成务的 101.05%，普及培训
2000 人、完成任务的 102.56%；做好志愿者发展工作，注册志愿者 20 人，
骨干志愿者 5 人。
※高新区：钟岭中学成立了学校红十字会，在学校图书馆设立“红
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课堂，在学生中开展了传统文化兴趣班的活动，
举行了初一新生认师礼仪式。

数 说 2018
2018 年市政府 50 件重大民生实事·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工程，全市完
成“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8467 人，完成任务的 108.6%；开展普及性应急
救护培训 9.333 万人次,完成任务的 152%。培训应急救护师资 25 人。培
训“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 200 余人，培训“家庭志愿者”1320 人，老
年介护“护理员”132 人，省红会网站登记志愿者 1061 人，其中注册志
愿者 751 人、骨干志愿者 69 人。2018 年，在民政登记注册新组建了市蓝
豹救援队、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全市红十字会（简称“红会”）系统
完成人道资源动员社会筹资 628.337 万元,完成任务的 105%；开展了 2018
年博爱送万家活动，发放救助款物 30 万元。全市有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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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
万元。实现了人体遗体及器官捐献 15 例，捐献了 11 个肝脏、22 个肾脏、
4 对眼角膜，4 例遗体，让 41 人获得新生；实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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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了 2 人的生命；全市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188 份，完成任务的 216%；
做好了“中华骨髓库”志愿者回访人数 1759 人，完成任务的 103.47%。
全市红会系统宣传上稿总篇次 548 篇,完成任务的 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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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员 814 人、完成任务的 110%，普及培训 1.722 万人、完成任务的 172.2%；
老年介护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基础，临川区幸之福老年公寓申报“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并获通过；申请“小天使基
金”救助 5 人，申报光明天使基金 50 多人；实现遗体及器官捐献 1 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 1 例。注册志愿者 184 人，骨干志愿者 10 人；推荐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黄龙入选 2018 年第一届“抚州好人”、2018 年 5 月份
“中国好人榜”及 2018 年第三期“江西好人”。
※东乡区：积极发动社会捐赠 72.246 万元，完成任务的 107.83%；
荣获全省“99 公益日”县（区）红十字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开
展了“爱汇金秋

圆梦学子”捐资助学活动，共资助贫困大学生 57 名，

发放慰问金 16 万余元；申请了“光明天使基金”救助了 10 名贫困户患
者；实现遗体及器官捐献 1 例。通过网络招募了 60 多名红十字志愿者，
成立了东乡区一路有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东乡区红十字志愿服务总
队、东乡区红十字心理救援队，成为东乡区红十字志愿服务的骨干力量。
※崇仁县: 协调县政府办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建设的通知》，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委会、学校、医院、企业等
单位成立了基层红十字会。争取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支持，捐赠价
值 30 余万元奶粉。实现遗体捐献 1 例，器官捐献 2 例；完成老年介护知
识普及培训 330 人。成立了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和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
注册红十字志愿者 68 人，骨干志愿者 2 人；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招募志愿
者 36 人，完成任务的 120%。
※广昌县: 配备了常务副会长，充实了红会领导班子建设；争取到
广昌县易事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每年资助 300 名贫困学生，每人每年 1000
※市红会荣获江西省“99 公益日”市本级红会网络
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和“99 公益日”线下场景优秀单位三等奖。

※市红会荣获江西省首届红十字志愿者趣味运动会“优秀组织奖”。
※市红会被评为“2018 年度设区市红会绩效管理工作达标单位”“志愿
服务工作先进单位”（赣红字〔2019〕3 号文）。

※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市红十字老年介护志愿者协会荣获“99
公益日”网络众筹社会组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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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实现遗体及器官捐献 1 例，获得人民网、凤凰网、人民陆军等主流
媒体的广泛报道。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招募志愿者 30 人，完成任务的 100%；
开展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活动，实现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24 例。
※金溪县:实现遗体及器官捐献 2 例；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招募志愿者
30 人，完成任务的 100%；申报“小天使基金”救助 1 人，申报“红十字
光明天使基金”救助 26 人；在县锦绣小学成立了“幸福家•家长成长”
中心并举行了授牌仪式，开展了“幸福家•家长成长”系列课程讲座。
※宜黄县：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 4020 人、完成任务的 1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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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捐赠仪式；发起公益项目“黄手环行动”，积极参与“99 公益日网
络一起捐”活动，荣获全省“99 公益日”县（区）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
位三等奖。宣传工作好，在国家级主流媒体上稿 18 篇，省级媒体上稿 16
篇，市级媒体上稿 40 篇，县级媒体上稿 62 篇，作品“想着能帮助到贫
困老百姓，亏本也开心”获江西红十字故事比赛优秀奖。开展应急救护
普及培训 14050 人次，完成任务的 260.18%；救护员培训 625 人，完成任
务的 106.84%；完成造血干细胞采样 71 人；实现遗体及器官捐献 3 例。
乐安县红十字一路有你志愿服务队参加江西省首届红十字志愿者趣味运
动会荣获季军，以及三个单项奖即“百发百中”一等奖，“江小红接力”
二等奖，“奔跑吧，江小红”三等奖。成立了“乐安县夕阳红志愿服务
队”。联合县教体局、卫计委、团县委制定并下发《关于改进和加强学
校红十字会工作的实施意见》，召开了学校红十字会工作委员会联席会
议。
※南丰县: 召开了南丰县红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完善了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监事会等管理机构，在全市县级红会中，率先贯彻了《中
国红十字会法》、全面理顺理事会、监事会等红会管理运行机制。成立
了“县级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中心”。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招募注册志
愿者 61 人，完成任务的 203.3%；实现了遗体及器官捐献 1 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 1 例。发起公益项目“一家一个电子血压计”，积极参与“99 公
益日网络一起捐”活动，荣获全省“99 公益日”县（区）红十字会网络
众筹先进单位二等奖。在国家级主流媒体上稿 11 篇，总会媒体上稿 6 篇，
一家一个救生圈的宣传报道在总会宣传报道工作培训班上作范本讲解，
红十字文化传播得到总会的肯定；南丰一中高中 2 名学生运用防溺水及
心肺复苏等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救人和爱心驿站献血两篇报道上了中央
电视台，尤其是南丰一中学生救人事迹，经中央、省、市、县电台视相
继报道，社会反响热烈，南丰县教体局要求全县中小学把应急救护培训
纳入学校必学课程。与教体局、团县委、卫计委联合下文，精心指导全
县各中小学建立健全学校红十字会，有 29 所学校成立了学校红十字会。
先后成立了红十字爱心驿站公益志愿者协会，红十字应急救护、无偿捐
献、老年介护和心理干预四个志愿服务队。
※临川区:救护培训工作走在了各县（区）的前列，培训红十字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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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4 月 16 日、5 月 14 日、6 月 4 日、7 月 8 日、8 月 31
日、11 月 2 日、11 月 29 日、12 月 28 日，中共抚州市红会党组分别召开
了会党组会议，并将会议决定以《中共抚州市红十字会党组会议纪要》
印发执行。严格按照市委要求，发挥了会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了
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落实了班子集体领导决策功能，落实了市红会“三
重一大”决策任务。
※5 月 10 日、14 日、28 日，市红会救助救护服务培训中心与市蓝天
救援队分别在临川区第十三小学、市实验学校、高新区三小开展了红十
字应急救护知识宣传及防溺水安全培训，共 9000 多名师生参加宣传教育
活动。
※5 月 12 日至 13 日，市红十字老年介护志愿者协会承办了全市家庭
志愿者第二期介护能力培训，培训家庭志愿者 52 名。
※5 月 12 日，市红会联合市消防支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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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开
展了应急救护知识和现场救护演示，近 600 名市民参加了活动。
※根据市政府文件《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8 年抚州市民生工
程安排方案的通知》（抚府发〔2018〕15 号），“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
教育工程”纳入市政府 2018 年 50 件民生实事之一，实施应急救护培训
项目，培训应急救护员 0.78 万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6 万人次；启
动“抚州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项目”建设。
※5 月，市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王文婧被省卫计委、省军分区、省
红十字会评为“2015-2016 年度全省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奉献奖”。王
文婧是抚州市资溪县第 1 个、抚州市第 1 个、江西省第 58 个、中国第 6063
个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市临川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黄龙入选 5 月“中国好人榜”，6
月 30 日入选第三期“江西好人”，入选 2018 年第一期“抚州好人”。
黄龙是抚州市临川区第 1 个、抚州市第 2 个、江西省第 84 个、中国第 7166
个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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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市红十字老年介护志愿者协会与市仁益中心联合在抚州

愿服务队荣获季军，三个志愿队共荣获六个单项奖即抚州市红十字一路

市救助管理站开展了红十字养老服务普及培训，80 多名救助管理站工作

有你志愿队荣获“珠行万里”三等奖，抚州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分别荣

人员和志愿者参加了培训。

获“百发百中”、“江小红接力”三等奖，乐安县一路有你志愿服务队

※6 月 9 日，在抚州市登山协会成立 10 周年庆祝大会上，举行了抚
州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授旗仪式，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
出席仪式，向救援队授旗并致词。

荣获“百发百中”一等奖，“江小红接力”二等奖，“奔跑吧，江小红”
三等奖。
※12 月 3 日，市红十字志愿者毛小宝、车金彪、程府华、刘军、万

※6 月 13 日，市红会联合抚州装饰行业协会、江西“一路有你”公

莉、杨雪花被江西省红会评定为“五星级红十字志愿者”。

益服务中心在市城区凤凰城大润发超市门口组织开展主题为“为他人着

※12 月 14 日，市红会举办了全市“爱满赣抚•助力脱贫攻坚”捐赠

想，捐献热血，分享生命”的无偿献血宣传及造血干细胞采样活动。活

仪式暨捐赠税前扣除培训开班仪式，市政府副市长、市红会会长蔡青出

动当天累计 40 人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 6600ML，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

席并给“博爱单位”百汇环境有限公司授牌。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红会

18 份。

副会长刘俊福，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市政府办副主任

※6 月 14 日，市红会常务副会长娄红玲率会班子成员、市红会“连

陈威，市红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黄伟文参加了捐赠仪式。特请市税

心”小分队员等到“四进四联四帮”活动帮扶村——荣山镇新安村，走

务局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万志就新颁布的企业及个人所得税

访慰问结对帮扶的 4 户困难家庭，并送慰问金合计 1280 元。

的捐赠税前扣除法律知识进行了专题培训。市直各捐赠单位财务人员、

※6 月 20 日，市红十字救助救护服务培训中心召开了 2018 年抚州市
红十字救护师资第一期业务交流研讨会，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市直骨
干讲师共 12 名参加了交流研讨。

捐赠企业家及财务人员、捐赠人士、各县区红会常务副会长、专职副会
长和工作人员，市红会全体干职人员共计 80 余人参加了培训。
※12 月 14 日，市红会举办了全市红会系统灾害管理信息系统和国家

※6 月 20 日，市红会召开“99 公益日”网络众筹志愿者团队研讨会。
市本级各红十字志愿者团队骨干、各科室工作人员、各下属单位工作人
员共计 2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安全知识培训。全市各县（区）红会常务副会长、专职副会长、负责灾
害管理工作人员及市红会全体工作人员 30 人参加了培训。
※12 月 15-16 日，市红十字老年介护志愿者协会与南丰县红会联合

※6 月 28 日上午，市红会举办“99 公益日”网络众筹活动专场培训
会，省红会人道资源发展中心黄娟、凌艳艳老师前来授课指导，市红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出席培训会并讲话，各县（区）红会、红
十字志愿者服务组织及社会公益组织的代表共 36 人参加培训。
※6 月 28 日下午，市红会志愿者管理中心组织召开了江西省红会志
愿者管理平台数据录入操作培训会，各县（区）红会操作员、市本级各

举办了一期红十字养老服务“护理员”培训班，为南丰县爱心驿站公益
志愿者协会培训了 52 名“护理员”志愿者。
※截止 12 月底，全市红会举办了红十字救护员培训 140 期，培训 8467
人，完成任务的 108.55%；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300 场次，培训 9.3331
万人次,完成任务的 155.55%。全面完成抚州市政府 50 件民生实事之三十
四的应急救护培训任务。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操作员共计 32 人参加了培训。
※2017 年 11 月 23 日抚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通过，2018 年 4 月 2 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乐安县: 乐安县红会组建监事会事宜经县委常委会通过。人道资

二次会议批准，《抚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无偿献血、人体器官捐

源动员工作成效突出，2018 年，共接受捐赠款物 122.08 万元，完成任务

献和造血干细胞捐献纳入其中，在第三章第十五条规定“鼓励自愿无偿

的 230%，位居各县（区）红会第一名。举办了“爱满赣抚•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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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县（区）两级红会共荣获五项奖励表彰，其中，抚州市红会荣获

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或者组织，有关单位可以给予捐献者

全省“99 公益日”市本级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和“99 公益日”

适当补贴。捐献者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线下场景优秀单位三等奖；南丰县红会荣获全省“99 公益日”县（区）

人体器官及组织移植等方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

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二等奖；东乡区红会、乐安县红会荣获全省“99

※6 月 25 日，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和幸福家•抚州家长成长中心

公益日”县（区）红会网络众筹先进单位三等奖。抚州市红会心灵阳光

开展的第一季幸福家•抚州•心灵读书会结束。这季读书会从 3 月 5 日开

关爱中心、抚州市红十字老年介护志愿者协会荣获“99 公益日”网络众

始，有来自各界的近 40 个同学参加，共读《佛涛心语》，让大家从喧嚣

筹社会组织优秀奖。

的尘俗安享静谧的书世界，共同探寻爱的根处和文化的根处，领略中华

※11 月 22 日，市红会组织 8 个县(区)红会负责人赴新余市红会，就
博爱家园项目建设、养老服务、应急救护培训、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体验
教室等工作进行学习考察并进行了交流座谈。
※11 月 25-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志

文化的博大精深。
※7 月 3 日至 4 日，市红会救助救护服务培训中心联合抚州市高新区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在索比英语教育开展“水上安全防溺水知识”宣讲活
动，为师生们传授防溺水技能，500 多名师生参加了培训。

武率省人大调研组赴黎川县，就《江西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进行

※7 月 19 日至 26 日，为深入开展市委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调

首次立法调研。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朱希、副主任委员傅克刚、

查研究、切实改进干部作风的活动，推进 2018 年全市红十字系统各项工

公艳萍和省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专职副会长戴莹参加调

作任务顺利完成，进一步促进县（区）红会依法办会、依法治会、依法

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江玉兰，市政府副市长、市红

兴会，市红会组成两个调研组分赴各县（区）红会开展调研活动，并形

会会长蔡青，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黎川县人大常委会

成了《应急救护培训的实践与对策建议》和《红十字会在围绕中心服务

主任顾波陪同调研。

大局中要主动作为》调研报告。

※11 月 30 日，在第 31 个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市红会在抚州市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了“知艾防艾，共享健康”博爱单车发放仪式暨志愿骑行
公益活动，来自市创新学校、市红十字一路有你志愿队、市红十字雄鹰
救援队及自行车爱好者 50 多人齐聚抚河河畔，身体力行参与公益。

※7 月 20 日和 7 月 24 日，市红会分别在“博爱家园”项目点广昌县
建设东路社区、乐安县芙蓉社区召开了“博爱家园”项目启动培训会。
※7 月 28 日，市红会机关党支部联合黎川县红会党支部来到黎川县
湖坊乡闽赣省苏维埃旧址，开展了以“读红色家书 忆先烈情怀”为主题

※12 月 1 日，市红会、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与江西省心理援助

的党员固定活动日活动。大家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重温入党誓词，

与研究中心公益合作签约《幸福星心理援助热线》。“幸福星热线”是

举行了红色家书诵读比赛活动。同时，市红会工会与黎川县红会联合开

一条 24 小时为市民众提供心理疏导服务、摆脱心理困惑，提升民众心理

展了户外拓展活动。到黎川县湖坊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了闽赣省

健康，协助构建美丽江西、幸福家园的一条心理援助热线。这标志着抚

苏维埃旧址、红军广场，到闽赣交界处的杉关参观了总关情园，举行了

州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项目正式启动。

登山活动。

※12 月 1 日，江西省首届红十字志愿者趣味运动会在江西省体育馆

※8 月 2 日，市红会召开了 2018 年全市红会业务工作推进会，传达

举行，来自省直机关和 11 个设区市的 39 支红十字志愿者代表队参加。

学习了省红会七届三次理事会精神，通报 2018 年全市上半年绩效考核情

我市选派了市红十字一路有你志愿队、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乐安县红

况，就推进 2018 年全市红会重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党组书记、

十字一路有你志愿服务队三支志愿者队伍共 30 名队员参加了此次趣味运

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到会讲话，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黄伟文主持会议。

动会。抚州市红十字会荣获“优秀组织奖”，乐安县红十字一路有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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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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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科室工作人员，市红会各科室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下属单位负责人共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吴茶香，团市委书记邹俊，市红

计 40 人参加了会议。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市扶贫移民局副局长高仁贵，市教育

※ 8 月 3 日，市红会举办了 2018 年全市红会作风建设能力培训班，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到会讲话，并作《人道资源总动 精准救助

局副局长黄志刚、市工商联副主席姚光辉等相关部门领导及乐安县委副
书记江少辉等领导出席活动。

大行动》专题讲座，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黄伟文作《强能力 解难题 求

※9 月 29 日,进贤县红会专职副会长王鑫英一行 5 人到市红会心灵阳

实效 全力推进抚州市红十字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专题讲座，秘书长孔强

光关爱中心参观学习。开展了“2018 年抚州市红会心理志愿者座谈会暨

作《会学会悟会抓 做好“三救三献”工作说起》专题讲座。各县（区）

抚州市红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进贤县红会工作交流座谈会”，市红会党

红会常务副会长、专职副会长、秘书长、市红会科室人员及下属单位负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到会指导并讲话，专职副会长黄伟文、市红

责人近 40 人参加了培训。

会心灵阳光关爱中心法人代表王英及心理志愿者等参加了座谈。

※8 月 16-17 日，市红会救助救护服务培训中心举办市消防支队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班，对 30 名消防战士进行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10 月 10-11 日，省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周海涛，办公室主
任刘华鹰，筹资财务处长周小红等调研督导组一行到抚州，了解抚州市

※8 月 23 日，市红会救助救护服务培训中心与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

红会 2018 年核心业务和重点工作情况、群团改革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工作

联合在市交警支队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来自基层单位的 20 余名民警

思路、对《江西省红十字会条例》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抚州市本级及部

参加了学习培训。

分县（区）红会财务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市委书记肖毅会见了周海涛常

※9 月 10 日，市红会、乐安县红会及乐安县工商联主办的“爱满赣
抚•助力脱贫攻坚”公益晚会暨乐安县现场捐赠仪式在乐安县四九广场激
情上演，活动当天共收到爱心捐赠 107 万元。市人大副主任、市红会名
誉副会长段院龙，省光学会理事长、原省人民医院院长易敬林，市红会

务副会长调研组一行，市政协主席黄晓波，市委常委、秘书长谭小平，
副市长、市红会会长蔡青分别参加了会面。
※10 月 18 日，市红十字博爱家园项目管理培训班在市红会博爱课堂
举行，乐安、广昌博爱家园项目县乡村项目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乐安县委书记彭银贵、乐安县委副书记

※ 10 月 2 日，南丰县应建荣成功实现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应建荣是

江少辉、乐安县人大主任张乐明、乐安县政协主席李以庚等亲临会场指

南丰县第 1 个、抚州市第 3 个、江西省第 102 个、中国第 7715 个造血干

导。

细胞志愿捐献者。
※9 月 12 日，高新区钟岭中学“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课堂，

※10 月 27 日-28 日，市红会、市教育局在市委党校联合举办了抚州

举行了初一新生认师礼仪式。市红会专职副会长黄伟文、市红会心灵阳

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公益培训班暨抚州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心

光关爱中心法人代表王英、钟岭中学校长吴海喜、崇岗中学校长杨雪花、

理咨询师协会年会。市人大副主任、市红会名誉副会长段院龙出席并讲

抚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志愿者、初一学生及家长共 80 余人参加了活动。

话，中国红会总会心灵阳光工程办公室项目负责人、北京先知行咨询服

※9 月 20 日，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等帮扶干部赴定

务中心主任林丹，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市心理咨询师协会顾问黄晓慧，

点帮扶的荣山镇新安村开展中秋佳节走访慰问贫困户活动，送去节日祝

市红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娄红玲，市教育局副局长饶宁，市红会专

福和慰问金 1600 元。

职副会长黄伟文，各县（区）教育局、红会选派的心理咨询师志愿者，

※9 月 25 日，市“百企帮百村”教育精准扶贫行动捐赠仪式在乐安
县举行，市委统战部部长韦萍、市慈善总会会长周小平、市人大副主任
段院龙、市政协副主席戴晓文亲临指导，省工商联社会服务处处长傅炜，
6

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队员，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及心理学爱好者，幸
福家•抚州•家长成长中心志愿者等共计 200 余人出席了开班式。
※11 月 6 日，在江西省红会 2018 年“99 公益日”表彰大会上，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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