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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2019年无偿献血创历史新高

逾4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记者从广州血液中心处获悉，2019 年，广州血液中心实现了临床

用血 100%来自无偿献血， 献血者、 用血单位对血液中心的满意度在

90%以上的质量目标。 全年无血液质量事故，血液库存量平稳，无偿献

血创历史新高，有效地保障了广州市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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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采供血任务，保障血液安全

2019 年， 我市参与无偿献血

40.75 万人次， 其中献全血 35.63 万

人次，55.16 万个单位

（

11032

万毫

升）

； 捐献机采成分血 5.12 万人次，

9.17 万个治疗单位，全血采集量同比

上升 3.86%，机采成分血采集量同比

增长 31.94%； 向临床供应红细胞

55.06 万个单位

（

11012

万毫升 ）

，机

采血小板 9.13 万个治疗单位， 基本

满足临床用血的需要。

广州中心城区

（番禺、 花都、从

化、 增城除外）

献全血总量为 44.55

万个单位， 献机采成分血 8.78 万个

治疗单位。其中高校是献血队伍的主

力军， 其献血量占献全血总量的

24.35%。献血人数和献血量分别比去

年增长 8.11%和 6.10%。 医护人员的

献血量也有所提升，其献血量约占献

全血总量的 5%， 为献血起到很好的

表率作用。 此外，街头献血量占献全

血总量的 59.93%， 仍然是我市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的主要阵地。

血液安全是临床患者用血安全

的重要保障。 广州血液中心数据显

示，2019 年全年常规标本检测数共

计 37.35 万人份， 与 2018 年同期相

比增长 9.28%。 血液检测合格率为

97.73%，与 2018 年度持平。

优化集体献血时间安排，保障淡季血液供应

为保障临床用血供应，广州血液

中心从多个方面制定并实施一系列

保障用血的措施，如加强对集体献血

的招募， 并改变集体献血时间安排，

从而保证全年供血充足。以往集体献

血的安排经常集中在第二、 四季度，

与高校献血时间冲突，导致血液供应

不平衡。 为保障淡季供血，广州血液

中心将除了高校之外的集体单位献

血活动全部调整至一、三季度，加强

对机关、 大企业的走访和宣传等，完

全调整了集体单位献血活动安排。对

献血招募模式的改进，提高了采血服

务质量，保障我市用血平稳。

医院可直报血费，实现报销血费不用跑

为进一步落实《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

（省政

府令第

250

号）

，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与市财政局协调沟通血费报销从用

血专用经费支出， 解决了用血费用

报销口径多且部门之间报销金额不

清晰问题， 并于 2019 年 9 月完成修

订并印发《广州市免费用血管理规

定》。

目前， 在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实

施下， 广州血液中心积极推进落实

全市医疗机构用血费用直免工作，

全市 81 家大医院已经完成系统对

接，截至 1 月 16 日，医疗机构办理直

接减免 116 人次， 共 207730 元。 在

2020 年 1 月底前， 我市将完成各大

医院的直免系统建设， 覆盖全市医

院用血费用直接减免服务。

献血服务再升级，提升服务质量

2019 年 5 月 1 日， 广州市首家

“智慧献血屋” 在越秀区北京路 251

号正式启用。 献血屋设立了智慧互

动橱窗，展示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

新奇的小游戏， 可供市民拉近与献

血的心理距离；还有机器人“小智”

解答献血知识， 为献血者带来更先

进的互动体验；此外，献血屋设置智

能留影区， 将为献血者生成专属照

片，同时可以留影上墙。 突破传统设

计，内饰装修风格年轻时尚，配有明

亮的落地玻璃窗，落座窗边，入眼处

是繁华的具有广州特色的北京路步

行街街景；屋内配备全自动采血椅，

可同时为 5 人进行采血，并配置了储

血、采血、消毒等设施，还有空调、饮

水机等设施。 登记、体检、采血、休息

分区域进行，献血氛围轻松温馨。

不仅如此， 龙洞机采献血点装

修升级改造、 中山三院全血献血点

更换新型采血椅， 献血环境得到进

一步优化； 献血纪念品种类不断增

加，献血者的不同需求得到满足；献

血点工作时间获延长， 献血者献血

时间安排更加灵活； 推出网上预约

捐献血小板举措， 减少献血者现场

等候的时间，在 2019 年，广州血液中

心献血服务再升级，广受市民赞誉。

引入电子献血证，献血体验再升级

广州血液中心于2019年4月底上线

试运行基于广州无偿献血社会化媒体宣

传招募服务平台的广州电子献血证服务

模块。 作为国内首家试运行电子献血证

服务的单位，“广州电子献血证” 结合广

州血液中心已经建立的线上服务互联

网+服务平台，从献血前的社会化宣传招

募、知识教育、预约献血、提前在线填写

献血登记表， 到献血现场的自助填表打

印、爱留影照片打印，再到献血后的血液

检测结果自助查询，献血服务评分评价、

献血历史足迹查询、荣誉勋章，已实现了

无偿献血全流程线上服务， 为献血者提

供了更方便的服务和新的献血体验。

电子献血证服务模块自上线以来，

累计激活电子献血证近8万人，通过献血

者自发分享、传播，共计产生了超过207

万人次的访问。目前，广州血液中心正在

推动电子献血证与各类公共服务的连

接。 未来，电子献血证将与市内、国家多

项表彰政策、献血者优惠福利政策对接，

为献血者提供更多献血专属社会服务，

进一步实现公益与社会生活的融合对

接。

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也获悉， 目前广州血液中心在

保持原有的本地传统媒体宣传优势的同

时，也打造完成由中心官方网站、微博、

微信服务号等形成的无偿献血新媒体矩

阵，形成无偿献血公益品牌宣传效应。此

外，各类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的开展。

2019年6月15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和广州市无偿献血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联合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办庆祝第

16届世界献血者日活动。 400多名无偿献

血者、 献血志愿者和各级献血组织者代

表欢聚一堂， 广州塔首次为无偿献血者

亮灯，庆祝无偿献血者专属自己的节日。

此外，广州市第26个“成人宣誓日”

活动、《献血法》实施21周年宣传活动、联

合广东狮子会举行“血液银行” 品牌活

动、无偿献血科普教育基地开放活动、丰

富多彩的节日主题活动等， 也在社会上

营造了浓郁的无偿献血宣传氛围， 扩大

无偿献血影响力。

科研“软实力”提升，为用血安全保驾护航

2019年度， 广州血液中心共获得

14项立项课题和126.5万元课题经费资

助，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

占全国采供血机构立项总数的60%， 广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 广东省医

学科研项目5项，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科学研究专项1项， 广州市卫生健康科

技项目4项。 共发表SCI论文7篇； 发表

期刊论文46篇， 其中核心期刊17篇；

会议投稿论文30余篇 (

其中大会发言

3

篇）

。 科研力量的提升， 为用血安全保

驾护航。

●广州市参与无偿献血40.75万人次， 其中献全

血35.63万人次，55.16万个单位（11032万毫升）；捐献

机采成分血5.12万人次，9.17万个治疗单位。

●广州中心城区（番禺、花都、从化、增城除外）献全血总量为

44.55万个单位，献机采成分血8.78万个治疗单位。

●高校是献血队伍的主力军，其献血量占献全血总量的24.35%。

●医护人员的献血量也有所提升， 其献血量约占献全血总量的

5%。

●街头献血量占献全血总量的59.93%。

●向临床供应红细胞55.06万个单位（11012万毫升），机采血小

板9.13万个治疗单位，基本满足临床用血的需要。

●2019年全年常规标本检测数共计37.35万人份，与2018年同期

相比增长9.28%。 血液检测合格率为97.73%，与2018年度持平。

●电子献血证服务模块自

上线以来，累计激活电子献血证

近8万人，通过献血者自发分享、

传播， 共计产生了超过207万人

次的访问。

●2019年度，广州血液中心

共获得14项立项课题和126.5万

元课题经费资助，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3项， 占全国采供

血机构立项总数的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