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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各位理事：

受第九届常务理事会委托，我向理事会作工作报告，请

予审议。

一、关于2021年工作总结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上海市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团

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积极回

应群众关切，扎实推进各项人道工作，完成了年初理事会确定

的各项任务，为推动上海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和实践。

（一）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治建设

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行

动，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持

续用力，进一步学理论、明方向、强信念，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巩固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要

求，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和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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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为加快推动上海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

竭的动力和源泉。坚持依法履职、学做结合，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确定了夯实基层基础、扩大文化传播等五大类

共计17项民生项目，聚焦“推动发展开新局”制定了核心业务、

三区联动等五个方面共计 18个重点项目，其中“上海市红十字

青少年生命教育”项目被列为上海市“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

生项目。

2、热烈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为目标，组织开展党史知识竞赛、“追寻红色记

忆 凝聚奋进力量”上海红十字系统青年红色主题定向赛、红十

字青年“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征文和演讲比赛等一系列

庆祝活动，以“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为主题举办上海市红十

字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通过表彰先进、

老党员寄语、集体宣誓、视频微党课等形式，掀起党史学习高

潮。对微信公众号“沪红会党建平台”进行改版升级，制作并上

传了《探寻红十字的人道足迹》《党旗引领下的红十字——大

爱无疆》等5部视频微党课。在报刊、网站、微信开设“党史学

习”专栏，刊发学习动态、心得体会、党史知识等共计 110多

篇次。组织开展市红十字会“两优一先”评选，推荐 1位同志获

市级机关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个党支部获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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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动接受市委巡视检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积极主动配合市委第三巡视组对市红十字会党组

开展巡视检查。根据巡视反馈的意见，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

下，正视问题，深刻反思，以坚决的态度、严格的标准、有力

的措施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折不扣做好巡视整改工作。进一

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充分发挥全面

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把“严”的主基调贯穿于巡视整改始

终，围绕薄弱环节和不足方面，找准症结、开出良方，以制度

建设为抓手，精准发力、标本兼治。坚持以高标准、高质量的

整改成果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的台阶，既一一对应、即知即改，

又防微杜渐、举一反三，注重加强和完善建章立制工作，形成

工作长效，真正把整改落实的过程变成促进事业发展的过程。

4、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贯彻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结合上海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精

神，制定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推动上海红十字各项工作不断深入，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统筹推进市红十字会模范机关创建工作，推动机关党的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自觉接受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

检监察组的监督和指导，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扎实推进“四责

协同”。以钉钉子精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抓好元旦春节、端午

五一、中秋国庆等重要节日廉政提醒，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

弹。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严格执行

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相关规定，落实“凡提四必”制度。继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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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培养和选拔好优秀年轻干部，合理使用好各年龄段干部。通

过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推动形成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良好氛

围，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二）坚守人道初心，依法履职尽责

聚焦“三救”“三献”核心业务，进一步扩大宣传、凝聚人心、

服务民生，将红十字工作融入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认真

落实人道领域工作任务。

1、主题宣传扩大影响。围绕纪念上海市红十字会成立 110
周年，撰写《党旗引领下的人道主义光辉——上海红十字事业

110年发展纪实》，在《中国红十字报》等媒体上专版刊发。

与澎湃新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推出系列和专题报道。

通过网上图片展、历史纪录片等多媒体手段，全面展示建会110
年的光辉历程。积极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继续在线上开展“博
爱申城、你我同行”5•8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5万多人

参与“点亮申城”H5游戏，主题海报和宣传片等在微信朋友圈、

“今日头条”开机屏集中推广宣传，曝光量超过200万人次，对

逾 3600万在沪三网手机用户群发送红十字公益短信。在上海

电视台和全市地标建筑大屏，公交、地铁、楼宇、高铁移动电

视等投放红十字公益宣传片和广告语。联合学习强国平台开展

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竞赛，超过 2.5万用户参与答题。黄浦区

红十字会推出红十字BOYS公益组合，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宝

山区红十字会以筹建罗店红十字纪念碑展馆为抓手，加大红十

字宣传阵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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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救”工作提质增效。组织发动社会各界为河南抗洪

救灾奉献爱心，一批宗教团体、台胞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

本市“河南抗洪救灾”专项累计接受捐款和物资共计 2270余万

元，用于当地开展救灾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本市受台风“烟花”
和“灿都”影响期间，向金山和浦东紧急发运 1050个家庭应急

包价值30余万元，用于受灾及转移安置群众的紧急救灾救助。

组织开展了上海市红十字赈济应急救援队培训和演练、医疗救

援队疫情防控医学救援联合演练。长宁区红十字会联合上海市

特警总队开展水上大练兵，嘉定区红十字会与区应急局等开展

地震灾害救援应急综合演练，有效提升了队伍的实战能力。开

展重点救助项目专题调研，修订《上海市红十字会人道项目管

理办法》，下发“困难重度失智老人”项目实施意见，完成市红

会17个公募项目在“慈善中国”平台的备案和实施情况公示。全

市红十字系统全年共为 10.8万户帮困对象发放各类救助款物

价值3236万元。严格落实防疫要求，针对培训单位不同需求，

采取定点培训和上门培训相结合，利用夜间、周末、午休等时

间，多措并举开展市级机关万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超额完

成培训目标，共计 10898人，该项目被评为“健康上海行动”
优秀案例。与市交通委共同举办“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启动“红十字应急救护进交通”项目。浦东新区四套班子主要领

导带头参加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虹口区红十字会联合区

党建服务中心等举办“应急救护培训线上学”活动，闵行区红十

字会与区总工会合作开展“千家企业急救知识培训”项目，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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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红十字会联合政协、体育、绿化市容以及消防等单位开展培

训，进一步拓展培训覆盖面。截至12月底，完成普及培训49.98
万人次，救护员培训 3.47万人，救护师资培训 958人。格致

中学学生盛晓涵因成功现场救护老人入选 2021“感动上海”年
度人物，并被总会评选为全国“十大最美救护员”。

3、“三献”工作稳步推进。联合地铁、抖音、哈啰单车等

开展“保持健康、保持意愿、保持联系”在库志愿者保留宣传活

动，组织实施志愿者回访工作，有效提升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

的社会知晓度，持续做好组织动员入库和造血干细胞采集工作。

松江区红十字会积极融入“一网通办”，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

招募等事项正式入驻“随申办”APP松江旗舰店“小松”服务板

块。截至 12月，共征募入库志愿者 7149人，其中口腔入库

2449人，40位志愿者完成采集，累计 551位志愿者实现了捐

献。为 4名广西地贫患儿在沪救治期间后勤保障和志愿服务工

作。积极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工作，完成大型公益话剧《向

阳而生》展演和网络直播、专题纪录片制作、公益海报投放、

反映人体器官捐献主题的行为艺术快闪等系列宣传活动，有效

参与达到100万人次以上，新闻综合频道、纪实人文频道、新

民晚报、文汇报、澎湃新闻等各大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成立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伍，组织拟写《上海市红十字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服务队章程》。截至 12月，实现人体器官捐献案例

115例，累计实现930例。加大对各遗体接受站和眼库的督查

工作，及时协调与解决捐献者及家属的咨询与投诉。截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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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角膜）捐献登记4288人，累计登记64739人，捐献实

现1181例，累计实现15230例。

4、志愿服务全面开展。继续开展红十字“博爱申城”志愿服

务项目评审，对4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和骨干志愿者进行专项

培训，组织专家督导组和项目参与单位代表对部分实施项目进

行实地督导和观摩，推荐 5个“博爱申城”项目申报上海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资金扶持。2020年全国学雷

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表彰评选活动中，金杨新村街

道荣获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金山区两次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志愿者吴衡荣荣获最美志愿者称号。12名志愿者荣获

2020年度全国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典型，1名志愿者荣获

2020年度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志愿者。截至 12月，

注册志愿者7万余名，志愿服务组织 271个，志愿服务项目活

动646个。

（三）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为

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

在重大活动、重点项目、重要工作中，凸显红十字会的组织特

色，发挥红十字会的特殊作用，扩大红十字会的社会影响。

1、参与进口博览会等重大活动。持续服务保障第四届进博

会。建立服务保障第四届进博会临时党支部，下设 5个临时党

小组，切实担负起服务保障好进博会的政治责任，做到“每一名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团结带领所有“小红叶”志愿者们，全方位

为顺利完成任务保驾护航。积极应对国内疫情呈多地散发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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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形势，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克服部分医疗机构因疫

情协查导致志愿者无法入馆的情况，及时启动预案，妥善进行

应急调班，发动 285名红十字志愿者参与第四届进博会医疗卫

生保障工作，设置AED60台、红十字救护站 4个和救护服务

点 7个，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开展现场应急救护服务，发挥了红

十字组织在参与服务国际展会中的特殊作用。崇明区红十字会

积极参与花博会服务保障工作，在重大活动中彰显红十字国际

形象。

2、推动长三角区域红十字系统协调发展。贯彻落实《长三

角红十字系统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联合江苏、浙江、安徽三

省红十字会参加首届长三角应急博览会，集中展示长三角红十

字系统救灾区域联动工作，设置小型生命健康安全体验项目，

展会期间接待观众参观、体验近万人次。加强长三角地区红十

字青少年工作交流，在总会和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东

亚地区代表处的指导支持下，举办“2021年长三角地区红十字

青年骨干训练营”，来自沪苏浙皖 26所高校的 50名红十字青

年骨干参加，开展了以青春善言行同伴教育项目师资培训为主

题的骨干训练营。依托上海红十字运动研究会，面向长三角地

区开展“人道映初心 起航新征程”征文研讨活动，推动红十字理

论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中 20篇获评优秀征文。青浦、吴江、嘉

善三地红十字会在东方绿舟首次联合开展应急救援队集训。

3、加大人道文化引领力度。《上海红十字》全年编写刊登

各类信息约310篇，在意识形态宣传、长三角联动、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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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入报道方面进行了强化。微信公众号全年发布近530篇，

阅读总量约33万人次，粉丝达到约25万人，同比增长28.8%。

网站全年发布信息逾1700条次，同比增长近80%。完成《往

昔》一书编撰，收录 88个红十字史上重要人物及与上海相关的

历史事件故事。加强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共有 5个课题立项，

涉及红十字会监事会制度建设、红十字与青少年教育等内容。

全年本市红十字系统共在中央和本市主要媒体刊登信息稿件约

180篇次，在中国红十字报发表稿件 80篇，其中头版头条 2
个、专版2个。

4、有序推进互助基金业务开展。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

做好 2021年度“一件事”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工作的通知》要

求，积极协同市卫健委推动新生儿参加互助基金纳入 2021年

度出生“一件事”新增事项，计划年内实现本市户籍新生儿通过

出生“一件事”进行基金线上参保缴费功能。制定印发《区基金

办定点医院监督检查办法（试行）》，从严把控基金支出管理。

进一步扩大在线缴费范围，圆满完成 2021学年集中参保缴费

工作，参保人数达232.8万人。

（四）搭建工作平台，推动三区联动

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加强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建设的指导意见》，以社区、校区、院区“三区’联动为抓手，创

新模式、充实内容、做实项目、做强品牌，努力打造群众身边

的红十字会。

1、提升城市社区博爱家园建设内涵。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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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于印发〈中国红十字会城市社区博爱家园示范点建设工

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在全市47家市级博爱家园（街镇）

中筛选出 15个街镇参加全国首批城市社区博爱家园示范点建

设，并建立市、区、街镇三级工作体系，逐级签订示范点建设

协议，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继续做好市级博爱家园（街镇）建

设与评估，完成对全市13个区15家新申报街镇红十字会博爱

家园的验收评估。组织开展基层红十字专兼职干部能力提升培

训班，指导基层红十字会做好换届工作，着力培养基层“热心红

十字事业的带头人”，为夯实基层组织建设提供智力支撑。静安

区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普陀

区红十字会把“博爱家园”建设与“美丽家园”和谐社区建设相结

合，奉贤区红十字会大力推进红十字服务总站（站）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推动红十字工作融入社区基层。

2、发挥红十字青少年生力军作用。加强对学校红十字会组

织建设指导，完善学校红十字会组织架构，推动上海戏剧学院

红十字会建立学生分会。启动高校红十字“携手人道”项目，动

员 18所高校红十字青年志愿者以口述史记录为主线，与全市

70余位老人结对并开展口述史访谈。以健康知识讲座、智能手

机使用、防范金融诈骗等特色活动为支撑，组织大学生参与社

区为老服务。继续深入开展国际人道法教育，与市教委联合举

办了“第四届上海市中学生探索国际人道法辩论赛”，共吸引全

市 16个区 31所中学参与；与市教委、市学联联合举办“第十

一届上海市大学生国际人道问题辩论赛”，45所高校大学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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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运用微信服务号推送、B站直播、微信投票、决赛现场投票

等多种方式参与活动。持续做好高校防艾同伴教育项目和关爱

自闭症儿童服务项目，累计培训防艾同伴教育主持人112名，

结对服务28名自闭症儿童和家庭。

3、激发冠名医疗机构活力。完成上海市红十字医院、上海

市红十字儿童医院等15家市级医疗机构冠名协议续签工作，指

导各区红会落实冠名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有效对接社区、校

区、院区红十字工作需求和资源，使冠名医疗机构成为推动“三
区”联动工作的重要力量。与上海市医院协会、静安区政协共同

主办“洒向人间都是爱”2021年红十字健康服务活动，本市16
家市级冠名医院在活动现场提供义诊服务，现场完成 2119人

次健康咨询，并同时通过“互联网+健康”线上活动，弘扬红十字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杨浦区红十字会积极搭建服务桥梁，组建

冠名医疗机构、高校优秀师资为区域内海军军医大学、同济大

学及全区中小学和托幼机构开展救护员培训。

过去的一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

心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对

照社会各界的期盼，对照市民群众的需求，我们的工作还存在

一些不足。主要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还不够到位，谋划

引领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差距，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还

存在短板。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的关

心指导下，围绕“十四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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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上海红十字

事业发展新局面。

二、关于2022年工作要点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年。

上海市红十字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2—2024年）》年度任务，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把握“历史厚度、国际高度、

群众广度”目标，按照六个“以”的总体工作目标，扎实推进各项

重点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上海红十字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进一步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切实践行“两个维护”
一要抓好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精神实质，认真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关于

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意

见》，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

开。二要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责

任，制定党建责任清单、“四责协同”责任清单、廉政风险防控

清单等，签订目标责任书，加强督促检查，抓好工作落实，促

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三要巩固巡视整改成果。以加强

https://www.so.com/link?m=bnylQAh3r+yZanfJORD3mqiDsuHe4fyoKUkQvaTq5iZBiKDhb1JaK+Tu+6XzPXD39XzStf10u2RPTLrWJMHeDDrXtuEBc7bG4Sm/ypQQaViAN11ePJTh+XiwLGiPXM9NStFeGU2TIPAVsFovV4mf2czPUHDpJqBPBl5nS5JDOgvFXa2ex4J4rPQvKtQmfGYUrx7ua+D/fQkTsxJPmnnZer6iC9hA0lmHayw5U1Hsd7uOGc0VbzyfWvISCGS/O68IOXCjmdKXT5sj3XUvE
https://www.so.com/link?m=bnylQAh3r+yZanfJORD3mqiDsuHe4fyoKUkQvaTq5iZBiKDhb1JaK+Tu+6XzPXD39XzStf10u2RPTLrWJMHeDDrXtuEBc7bG4Sm/ypQQaViAN11ePJTh+XiwLGiPXM9NStFeGU2TIPAVsFovV4mf2czPUHDpJqBPBl5nS5JDOgvFXa2ex4J4rPQvKtQmfGYUrx7ua+D/fQkTsxJPmnnZer6iC9hA0lmHayw5U1Hsd7uOGc0VbzyfWvISCGS/O68IOXCjmdKXT5sj3XUvE
https://www.so.com/link?m=bUikO1Qi+/O8RX4OV3G71OQQcqCDFz6WsCKVe4ZGwa7X0fIBmC/GqlsaNMNIPEFlm9ad05LZmtwYA38g11FTSRcYL+YGDoibPFM9PGQR2y06A9GStBTr5Jv8CgRg7teTeOc5Bb6KW2pnJmMct+sjVylS50fDE5lAwt6PfTbPJueJ17iV/RZ8m2THqwAYJCtxw8Gaxnjlm6OKlthYs3WU08uHFtFSotvJ4WSsoDL+LeBF55vGnjhaaUYONjArfZG1+Duc0vnTIHgXCSkIwU0UtFpFhzA76+yKXiOHh2kJ/mPxLg8mkfSU8qTJZG7Rbl8c9kg4zRoHUV7wYSkM7I8GSygZoRBjcpN1QfkjL6bCs2IpmFDNvvYWkKrc/gQQwB2HMJIXxHtW662iyoa6tqKnGHc5/I0BpvcOEXZXwDOTd3H4=
https://www.so.com/link?m=bUikO1Qi+/O8RX4OV3G71OQQcqCDFz6WsCKVe4ZGwa7X0fIBmC/GqlsaNMNIPEFlm9ad05LZmtwYA38g11FTSRcYL+YGDoibPFM9PGQR2y06A9GStBTr5Jv8CgRg7teTeOc5Bb6KW2pnJmMct+sjVylS50fDE5lAwt6PfTbPJueJ17iV/RZ8m2THqwAYJCtxw8Gaxnjlm6OKlthYs3WU08uHFtFSotvJ4WSsoDL+LeBF55vGnjhaaUYONjArfZG1+Duc0vnTIHgXCSkIwU0UtFpFhzA76+yKXiOHh2kJ/mPxLg8mkfSU8qTJZG7Rbl8c9kg4zRoHUV7wYSkM7I8GSygZoRBjcpN1QfkjL6bCs2IpmFDNvvYWkKrc/gQQwB2HMJIXxHtW662iyoa6tqKnGHc5/I0BpvcOEXZXwDOTd3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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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为重点，对内控管理和业务规章进行废、改、立，打

造规范、透明、高效的红十字运行机制，促进人道工作能力和

水平提升。四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加强分析研判、落实谈心谈话、

完善教育培训，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力度，持续提升选人用

人质量。

（二）进一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人民城市建

设

一要坚持依法治会，积极做好换届筹备工作，圆满完成《上

海红十字会条例》修订工作。二要继续依法做好疫情防控专项

捐赠款物的接受工作，并积极参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防疫知

识普及、疫苗接种宣传等工作。三要深刻认识举办进口博览会

的特殊重大意义，全面落实“越办越好”总要求，积极参与第五

届进博会，在重大活动中彰显红十字的国际形象。四要按照长

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参与第二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

灾和救援博览会，参与跨地域联合演练活动，面向长三角区域

开展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谋划开展符合三省一市红十字工作

特点的宣传传播活动。五要落实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要求，加

快红十字数字化运营系统建设，梳理博爱系统、救护培训系统

等业务系统，推进各类红十字业务管理信息的有效整合，努力

打通数据、共享信息，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和便民服务效能。

（三）进一步聚焦法定职责任务，努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一要加强工作联动。与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工作机制，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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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加大应急救护培训“五进”工作力

度，按照“健康上海行动”2022年计划完成公共交通系统4000
名从业人员培训，推进冠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应急救护培训全

覆盖。二是放大溢出效应。继续参与应博会等大型活动和相关

赛事服务，发挥红十字会的独特优势。实施精准管理，增强筹

资力度，调整救助标准，加强救助项目评估及结果运用。三要

推动志愿服务参与“三献”工作。继续做好造干志愿者在库保留

工作，把再动员工作关口前移，强化捐献知识和流程知晓率，

进一步提升入库质量和出库率。联合上海市血液中心做好成分

献血社会发动和联合表彰工作。组织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遗体（角膜）捐献专职工作人员的培训，进一步加强队伍的业

务能力及专业知识储备。依托红十字志愿服务基地和项目的常

态化运行要求，提升注册志愿服务组织和红十字志愿者数量。

（四）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建设，积极打造群众身边的红

十字

一要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根据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

于基层组织建设的相关文件政策，对人员组成、运作机制和工

作内容进行重新设计，并加强督导落实，重点对红十字服务总

站购买第三方服务情况、面向社区提供服务情况等进行全面评

估和梳理，切实改进基层红十字服务站点“空心化”的现象。二

要持续推动红十字青少年生命教育项目。在高校建立市级应急

救护培训基地，动员中小学教职工参与救护员培训，推动学校

建立分层分类应急救护培训体系。三要打造高校红十字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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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项目品牌。进一步聚焦“一老一少”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项目，

将高校红十字为老服务和关爱自闭症儿童项目打造成为高校红

十字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五）进一步弘扬红十字精神，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

格

一要守牢意识形态阵地。进一步完善舆情研判机制，充分

利用媒体平台，通过建立专栏、开展系列报道等方式，宣传报

道红十字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党建带红建”典型经验和做法，讲好红十字故事，传播红十字

声音，为红十字宣传工作强根固本。二要提升红十字品牌影响。

继续开展“博爱申城、你我同行”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

动，开拓主流网络平台资源，丰富线上线下宣传形式，聚焦重

要活动、重要典型、重要事件、重要工作，加强新闻线索挖掘

采写和宣传报道工作。三要夯实自有宣传传播平台建设。继续

推动《上海红十字》在“话题设置+网络融合”方面发力，持续加

强门户网站信息公开透明和安全保护工作，深化微信公众号便

民服务，微博保持正面发声，抖音短视频强化创作力度，继续

和视频号共享共通，进一步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

同志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总会

的指导下，切实巩固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埋头苦干、勇毅前

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