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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 我和我 的协会 主 题征文及
采供 血 历史文 化物 品征集 的通知
协会各会员单位 ∶
⒛ 18年 是 中国输血协会成 立 30周 年 。三十年 来 ,我 国
输血界和协会的众多专家 、学者 、领导 、前辈 ,用 他们 的学
识、智慧和能力 ,引 领着行 业和协会的发展 ;数 十万计的从
业人 员、协会会员单位 的职工 ,用 他们的辛勤 、奉献和执着

,

日复一 日:年 复 年 ,服 务献血者 、病患者 ,服 务社会 。为
一
更好地回顾 、总结协会与输血行 业 的发展历程 ,展 示我国输
血事业取得的新成就 、新变化和采供血机构从业人 员积极 向
上 、辛勤奉献的工作精神 ,歌 颂无偿献血者勇于奉献的积极
风貌 ,中 国输血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受协会委托开展 纪念 中
国输血协会成 立 30周 年 主题征文和采供 血历史文化物 品征
集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 :中 国输血协会
承办单位 :协 会文化工作委 员会 、武汉血液 中心

媒体支持 :《 健康必读 》杂志社
”
二 、“
我和我的协会 主题征文
(一 )主 题 和 内容

征文主题 :我 和我的协会 ,副 标题可 自行选定 。征文活
“
动 旨在倡导 不忘初心 ,砥 砺前行” 的正 能量 ,弘 扬执着奉
献 ,团 结奋进的工作精 神 。
征文 内容 :回 顾 中国输血协会 30年 发展历程 的历史印
记 ,多 方位描绘协会或 与协会相关的历 史事件 、工作历程和
难忘时刻。
(二 )征 文对象

中国输血协会各会员单位成员
(三
1。

)征 文要求

征文体裁不 限 (以 史料事实为主 ,不 可虚构 ),字 数

不少于一千字 (一 万字以内 ),配 相关照片更佳 。
2.作 品内容健康 ,史 料真实 ,意 旨深明。要求尽量原创 、

首发 ,如 有引用时请 注 明文章出处 以及照片来源。作 品不能
涉及知识产权 纠纷 。
投稿请将稿 件 电子版按要求排版,具 体要求见 附件
“
”
我和我的协会征文 投稿有关要求 ;稿 件 一旦录用 ,将 在
3。

1。

中国输血协会官网发布 ,并 获得协会颁发的证书。
4。

截止时间:活 动分两批进行 ,第 一批稿件投稿截止 时

间为 7月 31日 ;第 二批稿件投稿截止 时间为 9月 30日 。(以

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
(四

)投 稿 邮箱及联系方式

1。

投稿 邮箱 :culture@csbt.Org。 cn

2。

联系人

:

何松

电话 :13971653004

王腾

电话 :18672365418
传真 :027— 83637076

三 、采供血历史文化物品征集
(一 )征 集 主题

传承优秀血站文化 ,展 示无偿献血历程。
(二

)征 集对象

中国输血协会各会员单位
(三

)征 集物 品

能够展 示我国开展采供 血工作 以来 无偿 献血 发展历程
的文化物 品都在 此次征集范围内,如 各类宣传 品、纪念 品、
纪念章 、证件 、仪器设各 、老 照片资料等。
(四

)征 集流程

各省血 液 中心 可代 收征集物 品的视频或照 片 (附 详细说
明 ),批 量报送协会文化委;亦 可单位 /个 人 报送相关材料
待文化委确定其 符合征 集要求后再寄出实物 (邮 费到付

;

)。

报送影像材料的截 至 日期为 2018年 7月 31日 ,邮 寄展

出实物的截止 日期为 2018年 9月 30日 。具体要求见附件
“ 血
”
采供 历史文化物 品征集 活动有关要求 。
“
”
征集到的物 品将在 中国输血协会第九届输血 大会 期
2。

间进行展览 ,会 后将选择场馆 长期展 示。
(五 )注 意事项
1.为 避免出现遗失 、损毁等情况 ,请 为邮寄 、托运物 品

购置保险,并 在邮件 内附上物 品清单 ,便 于核对 、查 收。
2.本 次参展物 品,1)各 报送单位 /人 若 同意捐赠 ,将 签

订捐赠声明,不 再退回;2)若 不便捐赠 ,可 借给协会展 示

,

展 出完成后 归还 ;3)可 采用照片等方式进行展览。
(六 )地 址及联 系方式
1。

报送邮箱 :culture@csbt.org。 cn

2.邮 寄地址 :武 汉血液中心 (湖 北省武汉市研 口区宝丰

邮编 430030)

一路 8号 武汉血液 中心
3。

联系人 (收 件人

)∶

何松

电话 :13971653004

王腾

电话 :18672365418
传真 :027— 8363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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