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实习生刘瑶 记者崔
晓燕冤11 月 13 日袁 南铁旅游 2020
年野百趟专列进赣州冶首发团欢迎
仪式在我市举行遥 当天下午袁乘坐
旅游专列从南昌尧福州尧厦门三地
首发的游客们陆续抵达瑞金袁开启
为期三天的红色初心之旅遥 一出
站袁大家便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和
喜悦袁纷纷拿出手机和相机拍照留
念遥 对于此次瑞金之行袁首发团的
游客们满怀期待遥

野我是福建福州那边过来的袁
十年前来过瑞金袁这是第二次遥 感
觉气氛不错袁 因为上次是自己来袁
这一次是坐着专列袁我们游客非常

高兴的遥 叶浴血瑞京曳表演没看过袁
所以还是比较期待 叶浴血瑞京曳实
战实景演出遥 冶游客赖先生说道遥

随后袁首发团游客统一乘车前
往红五星广场参加野百趟专列进赣
州冶首发团欢迎仪式遥 仪式上袁市文
广新旅局对首发团游客们的到来
表示欢迎袁仪式现场还为首发团 20
位幸运游客发放了纪念品遥 在主持
人的带领下袁所有身穿红军服的游
客们袁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袁一起
合唱叶我和我的祖国曳袁现场气氛被
推向高潮遥 最后袁活动现场还举行
了授旗仪式袁这也标志着野百趟专
列进赣州冶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遥

南铁旅游 野百趟专列进赣州冶
首发团活动由赣州市文广新旅局
和江旅科技集团指导袁瑞金尧兴国
两地文广新旅局和南昌铁路旅游
有限公司承办遥 参加首发团的游客
将走进瑞金尧兴国袁参观红色景点尧
聆听红色故事尧 观看红色演出尧体
验采摘赣南脐橙等遥

据了解袁野百趟专列进赣州冶首
发团专列于 11 月 13 日分别从南
昌尧福州尧厦门三地发出袁1000 余人
直达瑞金旅游野打卡冶袁将于 15 日在
兴国游览结束后乘坐专列返程遥 该
活动通过野铁路+旅游冶合作袁助推赣
州旅游产业和地方经济蓬勃发展遥

参观红色景点 聆听红色故事
野百趟专列进赣州冶首发团欢迎仪式在我市举行

渊上接第 1 版冤野十三五冶期间袁全市
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592 个袁其
中国有医疗卫生机构 27 个尧 村卫生所
(含分所)489 所遥 全市医疗卫生单位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 1391 人袁乡村医生尧卫
生员及个体医生 567 人袁每千人口卫技
人员数 2.91 人遥 此外袁我市加大投入袁
分别投资 3.6 亿和 8.9 亿元实施市妇幼
保健院尧 市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袁九
堡尧日东尧叶坪等乡镇卫生院新建尧改建
医技楼已全面投入使用曰瑞林尧冈面尧下
坝等乡镇卫生院职工周转房已竣工并
投入使用曰全市 197 个公有产权村卫生
计生服务室已完成规范化建设并投入
使用曰结防所尧冈面尧拔英尧万田尧泽覃等
5 个单位的艾滋病初筛检测点正在建
设遥 市财政投入 1235 万元对全市 49 个
野十三五冶 贫困村增加 10 万元/村的器
材设备购置补助袁对 147 个已建成的非
贫困村公有制产权村卫生计生服务室
增加 5 万元/村的器材设备购置补助遥
投入 1370 万新建叶坪乡尧冈面乡尧沙洲
坝镇及合龙卫生院综合楼袁 分别投资
1500 万元和 1000 万元袁实施武阳镇尧云
石山乡中心卫生院整体迁建项目袁人民
群众就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遥

阴本报记者刘俊良

深化改革持续推进袁 基础建设扎实有力袁人
道精神全面彰显噎噎近年来袁市红十字会围绕中
心袁服务大局袁凝心聚力袁依法履责袁改革创新袁推
进全市红十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袁先后获评赣州
市 野造血干细胞工作先进单位冶尧野人道资源动员
工作先进单位冶尧野改革创新工作先进单位冶尧野遗
体器官捐献工作先进单位冶等荣誉称号遥

深化改革袁加强阵地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遥 2019 年底顺利召开了瑞金市
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袁依法依章选举产
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领导班子遥 理顺治理体系遥
按照有机构编制尧有在编干部尧有办公场所尧有经
费预算尧有独立账号尧有工作活动的要求袁成立了
红十字会党组袁市红十字会成为由同级党委领导
和政府联系的独立机构遥 夯实基础建设遥 按照基
层组织野六有冶标准袁大力推进社区尧学校红十字
会基层组织建设袁壮大红十字会队伍曰着重抓好
生命健康安全教育体验场所尧心理咨询室尧健康
小屋尧博爱校医室尧红十字救护站尧爱心驿站等服
务平台建设曰 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场所建
设袁探索走出了一条野志愿者+助老扶幼冶服务新
模式遥

聚焦救助袁弘扬红会精神

开展野三献冶公益宣传袁在每年野世界献血
者日冶和野世界红十字日冶袁常态化开展野三献冶
知识宣传袁 营造了浓厚的红十字事业发展氛
围遥引导全民参与野三献冶公益事业遥截至目前袁
全市造血干细胞采样加入中华骨髓库 35 人曰
成功捐献器官 5 例曰 参与无偿献血人数 2259
人袁采集血量 790900mL遥 积极开展野红十字博
爱送万家冶活动 袁今年以来 袁发放人道救助金
10 万余元袁 慰问 10 名援鄂医疗救援人员 7 万
元袁发放贫困学生助学金 3.45 万元袁发放人道
救助慰问物资 13 余万元袁下拨扶贫资金 22 万
余元遥

提升人道资源动员能力遥 今年以来袁市红十
字会接收社会捐赠 311.96 万元袁是去年接收社会
捐赠的 3 倍多遥 特别是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袁市红十字会勇于担当袁主动作为袁积极
组织开展募捐活动袁 共接收社会捐款 242.24109
万元袁接收捐赠物资 27.7336 万元袁今年野99 公益冶
日期间募集资金 60 多万元袁 红十字会精神得到
了极大地传承弘扬遥

规范管理袁提升红会形象

推进野网上红十字会冶建设袁打造野阳光红
会冶袁开通了野瑞金市红十字会公众号冶袁严格执行
信息公开制度袁规范信息发布工作袁全面尧及时尧
准确公布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袁切实保障捐
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尧 参与权和监督权袁红
十字会影响力尧 凝聚力和公信力得到极大提升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袁 市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款
1000 多人次袁没有出现一起舆情袁在社会上也没
有引起任何负面反应遥

同时袁紧紧围绕红十字宗旨袁紧贴社会公众
的人道需求袁搭建红十字志愿服务平台袁创优红
十字志愿服务品牌遥 截至目前袁市红十字救援队
发展队员 150 多名袁成立了三支乡镇红十字救援
分队曰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发展队员 60 多名袁建
立了瑞金市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遥 加强了与民间
救援组织合作袁积极开展抗洪抢险尧救灾打捞尧疫
情防控等多种应急尧抢险尧救援等活动袁参与各类
任务 1000 余次尧人员 10000 多人次袁累计志愿服
务时长 20 多万小时遥

姻2020 年 11月 16 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袁南军 综 合 03
茛11 月 9 日袁 井冈山小学举行了

首届野幸福杯冶校园足球班级联赛袁比
赛以班级为单位袁共有 38 个班级 2000
余人参加袁联赛将持续进行 8 天袁旨在
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质和体能袁 培养学
生拼搏进取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遥 图为
联赛揭幕战现场遥

周燕红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绎为有效开展体教融合工作袁进一步提升
教师的体教融合工作能力袁11 月 13 日下午袁四
中组织教师开展体教融合工作专题培训遥 此次
培训让教师们对体教融合有了更明晰的方向袁
增强了教师的使命感遥 朱侣燕

绎11 月 9 日袁河背街幼儿园组织开展了一
场消防安全演练活动袁增强了幼儿的防火和自
我保护意识遥 邓怡雯

绎为了让老师们感受扎染艺术的魅力,激
发老师对我国扎染艺术的兴趣, 黄柏中心幼儿
园 11 月份的园本培训活动特开设了扎染工艺
培训课程袁老师们在学习扎染的制作过程中感
受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遥 朱舒文 陈嘉清

简 讯

与爱同行 人道至上
要要要市红十字会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