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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 � 6 月 16 日，民政部官网对外
发布了《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深入
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
示活动的通知》， 要求 6 月至 12
月，围绕活动重点持续开展脱贫
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深
入挖掘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积
极策划微联动 、微直播 、随手拍
等互动性、 参与性强的活动，多
角度、多途径、多渠道、多层面展
示传播脱贫攻坚志愿服务丰富
实践、工作风采和经验成果。

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开展

《通知》指出，深入开展脱贫
攻坚志愿服务宣传展示活动的
目标是：

通过展示志愿服务组织、志
愿者等志愿服务力量在脱贫攻
坚中的风采，持续宣传推广脱贫
攻坚志愿服务领域中涌现出来
的典型代表、优秀项目和经验做
法，进一步营造支持志愿服务力
量参与脱贫攻坚， 尤其是助力

“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的良好氛围，引导广大志
愿服务组织、志愿者聚焦脱贫攻
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
切，贴近群众需求，精准对标施
策，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挑战，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作出积极有力的贡献。

为实现活动目标，《通知》要
求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1、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大力
宣传接地气、惠民生、暖人心、有
良好社会影响力，带动社会帮扶

资源向贫困地区、 贫困人群汇
聚，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攻坚
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重点关注支
持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服务社
会救助和易地扶贫搬迁等领域、服
务农村“三留守”人员和受疫情影
响贫困人口等群体的志愿服务项
目，展示志愿服务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中的强大生命力。

2、 脱贫攻坚志愿者。 广泛报
道、传播脱贫攻坚志愿者的感人故
事，展现广大志愿者积极投身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的先进事迹和动人风采。

3、 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活动的组织。 推介、传播志愿服
务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公共服
务机构、其他组织开展脱贫攻坚
志愿服务的主要做法和工作成
效，展现广大志愿服务力量积极
作为、尽锐出战、集中攻坚的精
神风貌。

4、有关做法经验。 推广各地
区、各部门和单位近年来培育发
展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壮大脱贫
攻坚志愿者队伍，策划执行脱贫
攻坚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和特色
活动，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有效
对接， 促进贫困地区脱真贫、真
脱贫的好经验好做法。

日常宣传+集中宣传

《通知》对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宣传展示活动进行了详细安排。

6 月至 12 月，围绕活动重点
持续开展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宣

传展示活动，深入挖掘典型经验
和先进事迹， 积极策划微联动、
微直播、随手拍等互动性、参与
性强的活动，多角度、多途径、多
渠道、多层面展示传播脱贫攻坚
志愿服务丰富实践、工作风采和
经验成果。

在“扶贫日”（10 月 17 日）前
后，用 1 个月左右的时间对脱贫
攻坚志愿服务，特别是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有效做
法和典型案例进行集中宣传，展
现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助力脱
贫攻坚的丰富实践、工作风采和
经验成果，展现志愿服务在脱贫
攻坚中的强大生命力。

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要精
心遴选报送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品牌项目、先进经验和感人故事
（5 个以上）至部慈善事业促进和
社会工作司。 民政部将择优在部
门户网站“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志
愿服务在行动”专栏进行宣传展
示，并推荐脱贫攻坚志愿服务中
表现突出的组织和项目参加第
八届中国慈展会。

各地要会同文明办、 扶贫办
等部门和单位鼓励引导志愿服务
组织、团队和志愿者梳理、分享和
展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好故事、
好做法、好经验，认真筛选脱贫攻
坚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和成功案
例，总结脱贫攻坚志愿服务路径、
模式， 策划实施更多有影响可持
续的脱贫攻坚志愿服务项目，引
领带动更多社会力量通过志愿服
务方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
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协调
有关部门、群团组织、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提供脱贫攻坚志愿
服务工作情况、典型案例和新闻
素材，全面掌握脱贫攻坚志愿服
务开展的总体情况，宣传先进榜
样和典型经验，营造全社会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良好
氛围。 要及时报送脱贫攻坚志愿
服务典型案例和经验材料，建立
上下联动、资源共享的脱贫攻坚
志愿服务宣传展示工作机制。

各地民政部门要引导志愿
服务组织进一步将工作重心和
工作资源更加精准地聚焦于深
度贫困地区，已经成熟的项目优
先在深度贫困地区推广，新设计
新开发的项目优先在深度贫困

地区开展， 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
优先向深度贫困地区输送。要引导
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解决相对贫
困问题持续开展志愿服务，助力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各地民政部门要分析梳理、
总结提炼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的
好经验、好做法，注重用翔实数
据和典型案例说话，广泛宣传脱
贫攻坚志愿服务在队伍建设、参
与渠道、工作成效等方面的重大
成果、 优秀经验和典型案例，充
分展示脱贫攻坚志愿服务组织
化、规范化、体系化发展情况和
突出成就。 要综合运用好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统筹开展好日常宣
传与重要节点宣传，同步做好主
流媒体宣传展示和自身宣传展
示，充分展现脱贫攻坚志愿服务
中蕴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和实践创新。

� � 6 月 9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发布《关于启用全国统一
电子无偿献血证的通知 》，6 月
14 日，全国统一的电子无偿献血
证正式上线。

《通知》显示，《无偿献血证》
登录查询平台包括国家卫生健
康委官网 、中国政府网 、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和支付宝、 微信、百
度小程序。

在此之前，浙江省电子无偿
献血证已经于 2019 年 10 月上

线 ， 通过电子无偿献血证 ，献
血 者 可 以 便 捷 使 用 各 项 献 血
服 务 功 能 和 享 受 相 关 权 益 与
公益福利 。

登录查询流程

网页版查询流程：
1.打开页面：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官网、 中国政府网或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进入“电子无偿
献血证”。

2.身份认
证： 选择证件
类型， 输入证
件号码、姓名、
任意一次献血
时的献血编号
和验证码，点
击提交查询。

3.查看展
示结果： 认证
通过后， 进入
查询结果展示
页面， 显示献
血者的爱心历
程， 点击各献

血记录的查看详情，展示电子献
血证页面。

支付宝/微信/百度小程序查
询流程：

1.打开页面：支付宝/微信/
百度 APP 搜索“全国电子无偿献
血证”，进入小程序。

2.身份认证：支付宝用户授
权； 微信输入身份证号和姓名，
进行身份校验；百度刷脸认证。

3.查看展示结果：点击献血
记录查询，进入献血记录查询页
面，可按献血时间和献血地点分
类查看全国的献血记录。 点击电
子无偿献血证，进入电子无偿献
血证页面，查看电子版的无偿献
血证。

实现相应用血费用直接减免

《通知》强调，将依托电子
《无偿献血证》，创新无偿献血管
理模式， 完善无偿献血激励机
制，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
大、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动员公
众支持参与无偿献血。

《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应当指导辖区内血站
进一步提升无偿献血服务质量，
依托电子《无偿献血证》建立“互
联网+无偿献血”服务模式，为献
血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实现无偿
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用血费用
直接减免。

电子《无偿献血证》与纸质
版《无偿献血证》并行使用，具
有同等效力。 尊重献血者本人
意愿，鼓励使用电子《无偿献
血证》。

血站要做好健康宣教，使献
血者能够充分利用电子《无偿献
血证》满足献血记录查询、用血
费用减免、献血服务满意度评价
等服务需求，及时解决献血者在
使用电子《无偿献血证》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可享受更多公益福利

《通知》显示，全国电子无偿
献血证管理服务平台设在浙江
省血液中心。

据新华社消息，浙江省电子
无偿献血证已经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正式上线发布，献血者成功
献血后不仅能领取纸质无偿献
血证， 还可通过电子无偿献血
证，便捷使用各项献血服务功能
和享受相关权益。

献血者成功献血后，都会收
到一条专属关爱短信，打开短信
中的链接即可查看对应的电子
无偿献血证。 浙江省血液中心主
任胡伟介绍，电子无偿献血证梳
理整合了十多项献血服务功能，
例如一键查询献血记录、血液结
果及去向查询、 一键献血导航、
网上填表、了解和学习血液知识
等诸多实用性服务功能。

此外，献血者能一键将献血
量转化为支付宝平台的“3 小时
公益”的公益时、转化为“志愿
汇”平台的公益积分，累加公益
时、 公益积分可享受更多公益
福利；浙江省内献血 4000 毫升
及以上，符合“三免”（免乘坐公
交地铁费、免公园门票、免医院
门诊诊查费） 荣誉证办理条件
的献血者， 只需动动手指进入

“荣誉证办理”模块，即可在线
申请办理。

全国统一电子无偿献血证正式启用

民政部“2019 脱贫攻坚 志愿服务在行动”专题页面截图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