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红十字会接受捐款账户

●人民币账户
户 名：中山市红十字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分行营业部
账 号：2011 0025 1920 0108 123

●港币账户
户 名：中山市红十字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中山分行
账 号：6392 5776 0727

有关万人行活动的具体事宜和意见
建议，请各镇区、各单位直接与市万人行
总指挥部联系（市万人行总指挥部秘书
处设在市红十字会，地址：中山市石岐区
悦来南路9号，即工商银行中山分行侧；
联 系 电 话 ：0760- 23320399、0760-
23320369；传真：0760-88332554：捐款
联 系 电 话 ：0760- 23320379、0760-
88262999）

捐赠资讯

本版撰文：方圆 罗泳鸣
本版图片：市红十字会提供

六大主题活动“爱”动全城

一、组织宣传及募捐活动。通
过有效途径广泛宣传，动员社会
各界“行善积德，传播正能量”，
积极参与万人行活动。在市万人
行总指挥部统筹协调下，各镇区、
各系统、各行业、各企事业单位通
过组织义演、义卖、义诊、义修、义
捐等活动，发动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踊跃捐款。

二、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围绕
主题组织开展“元旦嘉年华暨百
家企业义卖”、“红十字博爱送温
暖”、“博爱欢乐传万家”晚会等活
动。各镇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围绕
红十字会核心业务，推出具体活
动项目，提高活动成效。

三、组织博爱文化月系列活动。
时间为 2019年 1月 15日—2月 20

日，内容主要以“博爱文化大讲堂”、
“大爱三献 生命接力”、“大爱雅藏
——艺术品义卖（拍）”、“送文艺下基
层”、“红十字在身边”宣讲等活动为
主。

四、组织慈善篮球赛等体育
义赛活动。

五、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
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坚
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拟在2019-2020
年建设一个集人道传播、红十字
会发展史、生命健康安全体验等
于一体的中山市红十字生命健康
安全体验馆。届时，镇区将结合实
际配套建设。据悉，生命安全健康
体验馆的建设将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

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通
过虚拟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事
件，以情景教学、角色扮演、互动
体验、实操训练、亲子讲座等形式
让群众从认知和感知上体验灾害
的危害性，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
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
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
变，提高防灾避险思想意识和自
救互救技能。

六、为表彰红十字志愿者在红
十字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动员
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积极加入红十
字志愿者组织，推动中山市红十
字事业持续发展，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中山市第二届“十佳红十字志
愿者”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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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湾区慈善力量 共建平安健康中山
2019年中山慈善万人行正式拉开序幕

年年岁岁万人行，届届
都有新亮点。据中山市红十
字会常务副会长、市万人行
常务副总指挥简海燕介绍：
本届万人行亮点多多，具体
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万人行活动既是改
革开放的见证者，又是践行
者。藉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加大
宣传力度，进一步展示中山
改革开放 40周年成果。围绕
改革开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2019年慈善万人行主题
定为“凝聚湾区慈善力量，共
建平安健康中山”。

二、大力弘扬倡导生命
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助力

“建设平安健康中山”。提出在
2019年-2020年万人行活动

中筹措资金，并争取政府支
持，建设中山市红十字生命健
康安全体验馆。

三、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形式，对中山市在校高一和中
职、中技第一年的学生及高危
人群进行初级救护员技能培
训，拟用 3年时间，实现全市
在校学生技能培训全覆盖。

四、充分发挥红十字会
民间交往的特殊优势，动员更
多港澳乡亲回来参与中山慈
善万人行活动，通过参与进一
步了解国情，记住乡愁，为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

五、万人行期间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中山市第二届

“十佳红十字志愿者”评选活
动，并拟在万人行起步典礼
仪式上对当选的“十佳红十
字志愿者”进行表彰。

12月6日上午，中山市红十字工作会议暨2019年中山慈善万人行动员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这标志着中山市2019年（第32届）慈善万人行活动
已全面启动。会上，公布了本届慈善万人行的工作方案。据悉，方案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并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把本届活动的主题定为“凝聚湾区慈善力量，共建平安健康中山”。

记者从会议了解到，为
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发挥红十
字会在政府人道领域的助
手、桥梁、纽带作用，市红十
字会制定了《中山市 2019年
（第 32 届）慈善万人行活动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擦亮
中山慈善万人行这一品牌，
继续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国
内外有影响力的红十字文
化和慈善文化品牌；打造成
为中山市民自觉传承博爱
人道精神、弘扬文明新风的
新民俗节日；打造成为传播
红十字人道主义、提高中山
市民文明素养、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
体。同时，通过万人行这一
中山名片，进一步弘扬人道
博爱精神，动员和凝聚人道
力量，发展红十字事业；积
极筹集善款，为困难群体开
展精准人道援助；倡导“生
命、健康、平安”至上理念，

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唱响新
时代主旋律，营造互帮互助
互爱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建
设创新中山、法治中山、文明
中山、平安中山、美丽中山作
出贡献。

据悉，第 32届万人行的
活动时间定为2018年12月6
日至 2019年 2月 19日（农历
己亥年正月十五元宵节）。

本届万人行活动，实行
市、镇（区）分级组织管理，成
立2019年中山慈善万人行活
动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市万
人行总指挥部”）及各镇（区）
万人行活动指挥部。

市万人行总指挥部统
筹、协调和指导各镇区万人行
活动指挥部开展工作。市万人
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副市长
袁永康，常务副总指挥为陆德
华、简海燕。市红十字会指导
各镇区红十字会管理好所募
集资金。总指挥部下设秘书
处、巡游及义演部、宣传部、义
赛及仪仗部、筹资部、镇区工
作部、志愿者工作部、应急安
保部、礼宾部、海外部。

2019年万人行方案出炉

本届万人行亮点纷呈

●组织：设立专门的
评选委员会

届时市红十字会将成立第
二届“十佳红十字志愿者”评选
委员会。评选委员会主任由市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简海燕
担任，副主任由监事长温少松、
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其炎担任，
成员由市红十字会理事、监事
会、市红十字志愿者工作委员
会代表担任。此外，设立评选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评选活动的
具体工作。

据悉，中山市区域内注册
或登记在册的红十字志愿者
均可参与评选。“十佳红十字志
愿者”候选人可由单位、组织和
志愿者联名推荐，也可以自我
推荐。

评选标准如下：热爱祖
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志
愿精神，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
识；忠于职守，敬业爱岗，遵纪
守法，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优良
的道德情操；热心红十字工
作，积极参加各级红十字组织
的志愿服务活动；红十字志愿
者登记在册时间原则上 5年以
上，服务时间原则上 2000小时
以上；荣获各级红十字相关奖
励和荣誉。值得注意的是，已
荣获中山市“十佳红十字志愿
者”荣誉的志愿者不参加此次
评选活动。

●评选：分四个阶段
有序进行

评选活动从 2018 年 12 月
5 日开始，2019 年 1 月 15 日结
束，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2月 5日至12
月 25 日)：广泛推荐。市红十
字会理事单位、团体会员单
位、各镇区红十字会、市直属
学校红十字会和市属红十字
志愿者服务队原则上可以推
荐 1 至 2 名“十佳红十字志愿
者”候选人，并于 12月 25日前
将中山市第二届“十佳红十
字志愿者”推荐表及事迹材
料（1000 字左右）报评选委员
会办公室。

第二阶段(12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初步审核。评选
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事迹材料
进行初步筛选和资料审核，
推荐 20 名“十佳红十字志愿
者”正式候选人名单。

第三阶段(1月1日至1月
10日)：综合评审。评选委员
会聘请 7-9 名专家组成评审
小组，对正式候选人进行综
合评审，确定第二届“十佳
红十字志愿者”名单，报市
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研究
决定。

第四阶段(1 月 11 日至 1
月15日)：公示表彰。将中山市
第二届“十佳红十字志愿者”名
单进行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的意见和建议。

●原则：公开、公平、
透明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十佳红十字志愿者”评选
活动有几点要求：首先，广泛宣
传，树立榜样。各级红十字会、
理事成员单位、团体会员单位、
各红十字志愿服务队要通过评
选活动，广泛宣传“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和自愿自
觉参与志愿服务理念，树立榜
样，引导社会各界有志者加入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伍，为推动
中山红十字事业发展凝聚力
量，贡献力量。其次，认真推荐，
严格把关。在推荐过程中，既要
有先进典型人物，又要挖掘默
默奉献、无私奉献的人物。对推
荐的候选人申报材料与实际情
况不符，或有违法违纪情况的，
将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并对推
荐单位负责人予以问责、通报
批评。此外，综合评估，公开透
明。在评审过程中，既要有广泛
性，又要有代表性。评选的全过
程严格遵守公开、公平、透明的
原则，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志
愿者的监督。评选结果在市红
十字会网站、“博爱中山”微信
公众号等予以公示。

评选委员会提醒，志愿者
在填报中山市第二届“十佳红
十字志愿者”推荐表时，要附上
候选人的事迹材料（1000字左
右）、志愿服务记录(注明服务内
容）及照片。

表彰红十字志愿者在红十字事业中的突出贡献

第二届“十佳红十字志愿者”评选启动
为表彰红十字志愿者在红十字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动员社

会各界热心人士积极加入红十字志愿者组织，推动中山市红十字事
业持续发展，市红十字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中山市第二届“十
佳红十字志愿者”评选活动。

红十字志愿者教导市民进行心肺复苏。

胡老伯接受“十佳红十字志愿者”表彰。

行善最乐。

中山通过万人行这一名片，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精神。

2019年中山慈善万人行元旦
嘉年华暨百家企业义卖活动将于
2019年 1月1日10：00-14:00在
全民健身广场举行，现场既可以办
年货，又可以献爱心。欢迎广大市
民踊跃前来参与。

精彩预告

办年货 献爱心
元旦大规模义卖即将登场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义卖活动。

义卖现场人头涌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