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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 救助困难群体

广泛开展人道救助。 持续开展“红十
字博爱送万家”“天使计划”“博爱助学”、
关爱老人等系列人道救助活动，5 年共筹
资 3.4 亿元。 “十三五”以来，全省各级红
十字会累计募集款物 7000 多万元，救助
困难学子 3000 多名， 支持养老机构 21
家，慰问困难家庭 22.5 万户。

大力推进应急救护。 全省各级红十
字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不断创新应急
救护培训机制， 加快推动救护培训标准
化建设， 着力加强组织机构和队伍能力
建设，认真打造标准化救护培训实训基
地 ，积极动员社会各方资源 ，拓宽服务
领域 ，大力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全省共
完成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 150 万人次 ，
培训救护员 40.7 万人 ，投放 AED 机近
1300 台。

充分发挥专项基金作用。 省红十字
基金会建立数个涉及生命健康专项基
金，接收社会各方捐款 1.47 亿元，目前已
发放救助金 8024 万元，直接救助各类患
者 1.97 万人。认真开展“小天使”“天使阳
光”项目，着力救助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
病患儿。 截至 2021 年 6 月，全省共救助
白血病、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2579 名，发
放救助款 7837 万元。

情系群众冷暖 共抗灾情疫情

聚焦主责主业，不断夯实基础。 五年
来，全省各级红十字会紧紧围绕备灾、救
灾、救援法定职责，着力夯实工作基础。
2020 年夏季，安徽遭遇强降雨袭击，全省

16 个市 95 个县 （市 、区 ）990 万人受灾 。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抗洪赈灾，
派出救援队队员 2265 人次，深入灾区一
线执行救灾救援任务 314 次，搜救、转移
群众 3600 余人 ， 募集发放款物近 2 亿
元。 组织志愿者 2 万余人次参与抗洪抢
险、巡堤护堤、物资转运、医疗巡诊、心理
咨询、卫生防疫等工作，服务总时长超过
46 万小时。安徽省红十字救援队被省委、
省政府评为抗洪救灾先进集体。 2021 年
河南水灾期间， 安徽省红十字会迅速行
动，紧急派遣 3 支救援队赶赴河南。 3 支
救援队 43 人历时 13 天， 在河南灾区累
计搜寻转移群众 2060 人，协助河南省红
十字会接收物资 168 批次、 清点装卸物
资 33 批次，协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运送
消毒液等各类救灾物资 22 吨，发放赈济
箱 1 万多个， 开展灾后防疫消杀总面积
近 100 万平方米。

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抗击疫情。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省红十字会要
求全省各级红十字会将疫情防控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 把保护群众生命健康作为
首要工作任务。 省红十字会参与研究制
定了 《安徽省疫情防控期间接受捐赠工
作方案》 等规定， 完善物资接收发放流
程，搭建急需物资信息通道、捐赠物资绿
色通道、分配物资快速通道。 全省各级红
十字会立即行动起来， 按照要求开展捐
赠款物接收工作， 全省累计接收捐赠款
物7.68 亿元，其中资金 5.18 亿元，物资价
值 2.5 亿元。 根据总会安排部署，协调中
国科大、中国科大附一院等单位派员组成
专家医疗队赴湖北省武汉市指导使用托
珠单抗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紧急抽调中科

大附一院 2 名专家赴伊朗加入中国红十
字会志愿专家团队帮助开展疫情防控。

发展基层组织 开展志愿服务

安徽省红十字会在志愿服务制度建
设、 品牌打造、 活动开展等方面多点发
力， 助推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成立了省红十字志
愿服务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深入开
展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 等系列
文件，明确了志愿服务工作定位、目标任
务、基地和队伍建设标准。

着力打造 “益行计划” 志愿服务品
牌，组织志愿服务队、大学生社团、社会
组织广泛开展照护孤寡老人、 关爱留守
儿童、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等与人道事业
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先后开展了“益起
进社区”“益起进乡村”“益起进学校”“益
起学急救”“益起来圆梦” 等主题志愿服
务活动 。 广大红十字志愿者积极参与
2016 年夏季水灾、“温比亚”“利奇马”台
风灾害、疫情防控、河南水灾等灾害救援
志愿服务。

全省共建立基层组织 2891 个，团体
会员 3861 个，个人会员 17.9 万人，发展
志愿服务组织 416 个 ， 注册志愿者 5.1
万余人，实施“益行计划”志愿服务项目
300 余个， 受益群众超 5 万多人，1 名红
十字志愿者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
1 人获评全国道德模范，49 人获评“中国
好人”，8 人获安徽省道德模范，114 人获
评 “安徽好人 ”，43 人获 “学雷锋志愿服
务典型” 荣誉称号。 他们的事迹得到了
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褒奖， 推动了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 树立了红十字会的良
好社会形象。

开展“三献”工作 服务群众健康

积极推动无偿献血事业。 创新开展
无偿献血宣传动员 、志愿服务 、表彰激
励等工作 ，积极推动 《无偿献血法实施
办法》的修订，合肥市施行《合肥市无偿
献血条例 》，宿州 、淮北 、阜阳 、亳州 、铜
陵、黄山等地将造血干细胞捐献纳入见
义勇为范畴。 “十三五”期间，全省共有
253 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安徽省已
连续 5 届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
全省 16 个市均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城市 ” 称号 ，1 万多人次获无偿献血
金、银、铜奖。

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快速发展。安徽
省红十字会一手抓宣传动员，一手抓质量
管理，捐献数量持续增长，库容使用率已
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列，志愿者总数已超
5.5万多人，实现捐献 327 例，涌现出荣获
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的张秀丽家庭等先
进典型。

积极引导社会关心支持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事业。连续多年在春分日开展集

体缅怀纪念活动，大力推动典型捐献案例
宣传，涌现出将捐献遗体作为“最后一笔
党费” 的老共产党员苗为民等感人事例，
高雨桐、胡晨、贾雨婷、“合肥邮电新村 40
名集体捐遗老人”等捐献事迹经各级各类
媒体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全
省登记成为遗体器官捐献的志愿者超 14
万人，累计实现遗体和人体器官（组织）捐
献捐献 2173例。

助力脱贫攻坚 赢得群众口碑

发挥自身优势， 多点发力服务脱贫
攻坚。 省红十字会多方筹集资金 860 多
万元，在全省高质量建设 44 个“博爱家
园”项目，已建成各类硬件设施 50 多处，
建立了 21 个村级红十字会，发展志愿者
800 多人。以“99 公益日”活动为契机，逐
步探索互联网公益，四年多来，共筹措资
金近 5000 万元。开展红十字众筹扶贫大
赛， 魔豆妈妈创业扶贫大赛及公益厨房
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为本省扶贫带头人
提供平台服务和技术培训， 先后有来自
全省各乡村的 133 个团队 、150 余名困
境女性通过大赛得到了信息、销售渠道、
电商技能等支持和服务；共有 16 个项目
获评全国优秀 “红品项目”；2 名困境女
性获评全国“优秀魔豆妈妈”。 以上全国
大赛中， 安徽省红十字会均被评为优秀
组织奖， 安徽也是全国获奖数量最多的
省份。

整合社会资源， 推进东西部扶贫协
作。 自 2018 年起，连续 4 年对口支援西
藏、青海等地藏区脱贫攻坚工作。 先后派
出专家医疗队赴西藏开展援藏光明行活
动， 为 57 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免费手
术； 组织爱心企业为山南市四家医院捐
赠了价值 115 万元的医疗设备和配套设
施； 帮助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组建自治
区红十字基金会； 组织志愿服务队赴青
海藏区筛查疑似先心病患儿 218 人 ，并
安排开展免费手术。

坚持驻村扶贫 ， 坚决完成帮扶任
务。省红十字会先后抽调 4 名同志组成
扶贫工作队开展驻村扶贫。 四年来，会
领导每年多次到定点帮扶的金寨县花
石乡千坪村蹲点调研，当面听取村两委
班子、党员群众关于开展脱贫攻坚的意
见和建议。扶贫工作队驻村后坚持尽锐
出战 ，全面落实 “两不愁 、三保障 、一安
全”工作要求，根据村实际制定了“两园
一业一主线 ”的发展思路 ，多方筹措资
金 3000 余万元在定点扶贫村金寨县花
石乡千坪村实施项目 89 个 ， 极大改善
了基础设施，千坪村在金寨县率先实现
“村出列 、户脱贫 ”目标 ，2019 年又在全
县率先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 ， 贫困发生率由建档立卡之初的
23.08%降为 0，省红十字会扶贫工作队
被省委 、省政府授予 “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拓展对外交流 加强国际合作

近年来， 安徽省红十字会积极开展
对外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
提升全省各级红十字会业务水平。

安徽省红十字会先后组织代表团赴
瑞士、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交
流学习。 安徽省红十字会认真参与“一带
一路” 建设， 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
求，组建医疗队远赴伊朗、布基纳法索开
展援外医疗和抗疫指导。

“十四五”时期，全省红十字系统将
聚焦主责主业， 着力构建科学化、 标准
化、多元化的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
救助工作体系， 着力构建规范化、 平台
化、立体化的捐献动员管理、志愿服务、
红十字精神传播体系，充分把握新阶段、
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奋力谱写新阶
段现代化美好安徽人道事业新篇章 。

凝聚人道力量 谱写博爱华章

安徽红十字救援队赴河南开展灾害救援。

开展众筹扶贫大赛，助力脱贫攻坚。

你为我守堤，我为你干衣。

全国“最美家庭”———造干捐献者张秀丽、赵波家庭。

志愿服务永远在路上———红十字志愿者自备款物帮助贫困患者。

救护技能的大赛检验。

缅怀捐献者。

志愿者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十三五”期间，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制定出台了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服务困难群众、助
力脱贫攻坚、 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省红十字系统共筹集资金
17.05亿元，服务困难群众 500多万人，145名志愿者、8个志愿服务组织获得省级以
上荣誉，全省红十字事业蓬勃发展。

安徽省红十字会“十三五”主要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