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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已由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5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5月26日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七十号

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
（1994年10月18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21年5月26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保护人的生命
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
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保障和规范
本市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市各级红十字会是从

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市和区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

的地方组织，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
格，在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开展活动。
市和区红十字会支持和指导在乡

镇、街道、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
和其他组织中建立红十字会基层组织。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承
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按规定缴
纳会费的公民，可以向所在地或者所
在单位的红十字会基层组织申请成为
个人会员。批准个人成为会员的，应
当发给会员证，并向所在地的区红十
字会备案。
企业、事业单位及有关团体加入

红十字会，应当向所在地的区红十字
会或者市红十字会提出书面申请。批
准成为团体会员的，应当发给证书和
标牌。
第四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红十字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
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
动进行监督。
市和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支持红十字会开展工作。
第五条 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
将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纳入本市志愿
服务工作整体规划。
第六条 本市支持在学校开展红

十字青少年工作。
市和区红十字会、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加强对学校红十字工作的组织领导
和统筹规划，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好学校红十
字工作；针对青少年特点，开展人道理念
传播、救护技能培训、防灾避险知识普及
以及生命健康教育等活动。
第七条 市红十字会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指导下，开展国际友好交流与合作。
市红十字会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

导下，开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红十字会和台湾地区红十字组织
的交流与合作。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加强与其他
省、区、市红十字会的联系，开展人道救
援、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

本市建立健全与北京市、河北省红
十字会的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共同促进
京津冀红十字事业协同发展。
第八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建立

健全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备灾救
灾和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完善应急
响应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备灾救灾日常
演练，储备管理备灾救灾物资。市和区
人民政府应当将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纳
入政府灾害应急响应体系。
第九条 市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红十

字会备灾救灾中心，负责本市红十字会
救灾工作的物资保障任务；根据实际需
要指导区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或者物
资库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第十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建立

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建设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推动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
生健康知识普及，开展心肺复苏、创伤救
护等技能培训，提高公众自救互救意识
和能力。
第十一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在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
件中，应当依法开展救援、救护、救助、募
捐等相关工作，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
者提供紧急救援和人道救助，组织志愿

者参与现场救护。
第十二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协

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面向困难
群体和弱势群体开展经常性的人道救助。

第十三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依法参
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动员、血
样采集、资料入库、信息录入、意愿确认、
捐献实施、捐献随访等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依法开
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捐献登记、
捐献见证、捐献颁证、人道救助、缅怀纪
念等工作。

第十五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依法参
与和推动无偿献血、遗体捐献工作，开展
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十六条 在战争、武装冲突和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
事件中，执行救援、救助任务并标有红十
字标志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有优先
通行的权利。

第十七条 红十字会依法开展活
动，其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受
法律保护，相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
持和协助。

鼓励会展场所、体育场馆、影剧院、
车站、码头、机场、公园和商场等公共场
所经营管理者为红十字会开展募捐、宣
传和现场救护等公益活动提供支持。

第十八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可以兴
办与其宗旨相符的应急救援、应急救护、

人道救助等公益事业，并依照国家有关
规定享受相关优惠。

红十字会应当对其兴办的社会服务
机构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依法接

受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捐赠的款
物，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
监（印）制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捐赠人
匿名或者放弃接受捐赠票据的，红十字
会应当做好相关记录。

捐赠人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十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开展募

捐，应当按照募捐方案、捐赠人意愿或者
捐赠协议处分其接受的捐赠款物。

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其捐赠财产
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红十字会应当及
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

红十字会违反募捐方案、捐赠人意
愿或者捐赠协议约定的用途，滥用捐赠
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
正的，捐赠人可以向市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

将社会捐赠资金与财政拨款资金分开管
理，独立核算。

捐赠资金不得用于所属工作人员及
相关机构的经费支出。红十字会使用捐
赠资金开展人道救助工作所产生的实际
成本，可以从捐赠资金中据实列支，并向
社会公开。从捐赠资金中列支实际成

本，应当在接受捐赠前向捐赠者明示，严
格限制列支额度和使用范围。

第二十二条 发生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时，
红十字会接受非定向捐赠款物的，应当
服从政府统一调配。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对捐
赠人捐赠的不易储存、运输或者难以直
接用于人道救助的物品，可以依法拍卖
或者变卖，所得收入扣除必要费用后，应
当全部用于开展人道救助。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
建立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审计公开和监
督检查制度。市红十字会应当对区红十
字会救灾救助、应急救护、志愿服务、宣传
动员等专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市和区红十字会的财产使用应当与
其宗旨相一致。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及时聘请依法
设立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对捐赠款物的
收入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将审计结果
向红十字会理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并向
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应当
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
度，依法通过统一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向
社会公布资金募集、财务管理、招标采
购、捐赠款物的收支情况等信息，接受社
会监督，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
权、监督权。

第二十六条 市和区红十字会财产
的收入和使用情况依法接受同级人民政
府审计等部门的监督。

市和区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及其
使用情况，依法接受同级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红十字会的
财产。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监督管理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

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级人民政府
审计、民政等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害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违背募捐方案、捐赠人意愿或

者捐赠协议，擅自处分其接受的捐赠款
物的；
（二）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财

产的；
（三）未依法向捐赠人反馈情况的或

者开具捐赠票据的；
（四）未依法对捐赠款物的收入和使

用情况进行审计的；
（五）未依法公开信息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损害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冒用、滥用、篡改红十字标志和

名称的；
（二）利用红十字标志和名称牟

利的；
（三）制造、发布、传播虚假信息，损

害红十字会名誉的；
（四）盗窃、损毁、侵占或者以其他方

式侵害红十字会财产的；
（五）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

行救援、救助、救护职责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红十字会及其工作人员有前款第

一项、第二项所列行为的，按照前款规
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1年7月

15日起施行。

大学生校园“悦读之星”评选活动决赛

参与院校数量创历届之最书香礼赞百年风华 阅读赓续精神血脉

红色经典进基层琅琅书声满津城

红色津沽唱响百年华章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摄影 姚文生）由市文旅局、市民
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我市各区图书馆、市民族文化宫承办的“红色经典进
基层，琅琅书声满津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活动，20日在市民族文化宫举办。

活动会聚全市各级公共图书馆读者代表、志愿者代表
等，以朗诵、讲述、访谈、宣传片、舞蹈、合唱等多种立体生动
的演绎形式，奉献了一场回顾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促
进全民阅读的视听盛宴，充分展现津沽大地的书香魅力，营
造庆祝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助力形成人人爱读书、人人读
“四史”的全民阅读新风尚。

开场，专题片《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多角度展现了全市
各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的阅读推广活动，诠释了图书馆作为
全民阅读核心阵地的担当作为；随后，天图古籍文献部员工
骆骁真情讲述了《天图馆藏珍稀文献中的红色记忆》，展现
了一代代“护书人”传承和守护珍贵革命文献的故事，侧面
展现百年党史的波澜壮阔；6位老党员分享了自己与图书
馆和阅读的故事，映射着共产党员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的光荣践行，诠释了书香对心灵的滋养；作为一支
屡获嘉奖的优秀阅读推广队伍，天图经典诵读志愿者团队
的诗朗诵《七月颂歌》声动人心，为党的生日献上美好祝
福。隆重热烈的津城悦读之星颁奖典礼，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

来自各领域、各年龄段的读者代表演绎了精彩纷呈的
节目。市文旅局幼儿园小朋友表演的舞蹈《中国梦 风帆
扬》充满朝气和希望；城市新子弟读者代表——葛沽第二小

学武术队的武术表演《保卫黄河》呈现炽热的爱国情怀；南
仓中学学生们表演的多民族舞蹈《白马》绽放着绚丽的民族
团结之花；天图市公安局分馆等行业分馆的数十位读者代
表带来了礼赞家乡的真挚朗诵《文字墨香里的天津》和铿锵
有力的合唱《不变的信仰》。活动在全场《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圆满结束。

现场还举行了天津图书馆与市民族文化宫战略合作暨
天津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分馆揭牌仪式。拥有1500多册历
史、文学等多种类别图书的天图民族文化宫分馆正式亮相，
让芬芳书香滋润各族群众心田。天图汽车图书馆当天也开
进市民族文化宫，带来5000多册各类图书供附近社区居民
借阅，其中2000多册绘本吸引了不少孩子。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由市委宣传部、市教委主办，天津
医科大学、市全民阅读办、市高校图工委承办的“初心如磐向
未来”庆祝建党百年读书分享暨2021书香天津·大学生校园
“悦读之星”评选活动决赛，20日在天津医科大学举行。来自
全市本科高校、军事院校、独立院校和高职高专53所学校的
选手参赛，参与院校数量创历届之最。

本次评选活动以“初心如磐向未来”为主题，着力培根铸
魂，在大学校园内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引领当代大学生正确认
识党的光辉历史，从中汲取新时代的智慧和力量，通过重温百
年历史，增强信仰信念信心。

赛场上，53名选手紧扣活动主题，分别分享了自己认真阅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可爱的中国》《疫情里读懂中国》等作
品的心得体会，他们用真诚的语言追溯党的情怀，诉说党的故
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表达对党的深情，汇报自己在阅读中汲
取的政治营养和精神力量。现场气氛热烈、触动人心，观众不时
报以阵阵掌声。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0名、
二等奖20名、三等奖23名、优秀组织奖20个、优秀团队奖2个。

现场还举行了书香天津·大学生校园“悦读之星”会旗交接仪
式，下届承办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接过了会旗。每年一届的校
园“悦读之星”评选活动，让书香飘满校园，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摄影姚文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天津京剧院连日来奉献了多场红色经典主
题演出。

20日在武清影剧院演出经典剧目《红灯记》，由吴凡、
李宏、陈嫒主演。“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临行喝妈一碗酒”等

耳熟能详的唱段激动人心，彰显剧中革命者的凝聚力和大
无畏精神。

昨日在民族文化宫带来名家新秀演唱会，奉献《智取威
虎山》《沙家浜》等现代戏选段。

据悉，今日该院还在塘沽大剧院继续演出《红灯记》。

本报讯（记者 张帆 摄影 姚文生）20日，由市关工委
和华夏未来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儿童歌舞晚会
《红孩子》在华夏未来剧院上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本场演出以时间板块为主线，以合唱为主体，融合音乐、
舞蹈、视频等多种艺术形式，主题鲜明、气势恢宏，生动展现
了在党的呵护下，一代又一代的“红孩子”对党和祖国的真挚
情感。

本报讯（记者翟志鹏摄影刘玉祥）日前，“芳华百年正
青春”王兰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在西青区王兰庄村举办。

作为我市西南部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国共产党王
兰庄党支部于1936年建立，在王兰庄村种下红色基因。
本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王兰庄村党员群众爱党爱国的热

情，共分为“序幕”“峥嵘岁月”“青春之歌”“星火燎原”“希
望田野”五个部分，通过情景表演、戏剧、歌舞、武术等多种
形式，表现了“一二·九”运动之后，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
走进村庄，在艰苦的环境中传播文化知识、发展党员，为革
命作出贡献的故事，艺术地再现了王兰庄村这段光辉的红
色历史。

本报讯（记者刘茵）由天津文庙博物馆与市文博学会民
间收藏专委会联办的《盛世繁华——天津民间红色收藏展》日
前在该馆展出。

展览精选了八大类近600件藏品，包含连环画、邮票、剪
纸、火花、烟标等。展览通过民间收藏的多种类红色老物件，
从百姓生活点滴中发掘中国共产党百年的红色记忆，为市民
游客奉上一道精彩的“红色盛宴”。

本报讯（记者刘莉莉）日前，由天津人艺演出的原创话剧
《上甘岭》在天津大礼堂演出。这也是我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演出之一。6月30日至7
月4日，该剧还将亮相国家大剧院。

该剧以上甘岭战役中的坑道为主场景，讲述了有情有义、幽
默风趣的炊事班长老马，充满爱心、勇敢无畏的女卫生员以及一
群拥有钢铁意志的志愿军战士，在断粮断水、弹药缺乏、与组织
失去通信联络的狭小坑道内，顽强对抗敌人、奋力坚守的故事。

该剧去年首演以来，已到多地巡演，广受好评。此次演出
是该剧第二次在津上演，也是剧本打磨后的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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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晚会《红孩子》首演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日前，“墨彩生辉”王雍天国画作
品展在天津美术馆开展。

王雍天祖籍天津市武清区，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工
作，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北京京华艺专国画系深
造，专攻工笔花鸟和山水画。此次展览共展出200幅他创作
的山水、花鸟作品，皆为几十年创作的精品佳构。

王雍天国画作品展在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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