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输 血 协 会

输协字 (⒛23)第 0Og号

关于举办
“
中国输血协会 ⒛23年全国最美

献血点、最智献血点
”
推选活动的通知

协会各会员单位∶

为了更好地展现全国血站献血服务场所的新形象、新功

能、新变化,以新颖、靓丽、智慧的献血场所及优质服务形

象吸引广大群众参与无偿献血,中 国输血协会决定在会员单

位范围内举办第三届
“
全国最美献血点、最智献血点

”
推选

活动;协会献血服务专业委员会受协会委托牵头组织此次活

动。现将推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 国输血协会

承办单位:中 国输血协会献血服务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 国输血协会献血动员专业委员会

中国输血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中国输血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

中国输血协会血站建设专业委员会

二、推选对象

推送对象应来自中国输血协会会员单位。 -

借鉴前两届全国最美、最智献血点推选活动经验及成

果,本次活动仍然以会员单位目前在用献血屋、献血房车、

固定献血场所、流动献血车为展示推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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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重点突出新、智、优的特点，同时兼顾地域覆

盖面及省级血液中心、中心血站等不同规模单位特点。曾获

得前两届“全国最美献血点、最智献血点”的献血屋/献血

房车/站内献血点/流动献血车不得再次申报本次推选。（经

过整体性、实质性改造的献血点可不受此限制）

设置两类推选项目，具体分项如下：

（一）最美献血点。含最美献血屋/房车/固定献血场所

/流动献血车，名额划分视具体推选数量调整。推选原则：

能够真实展现献血服务网点的靓丽外观和献血流程中整洁、

卫生、安全、温馨的服务；位置地点符合切近群众、方便群

众的设置特色；设施外观、标识标记等设计能够体现无偿献

血公益性及地域特色文化气息。具体标准由服务委、动员委、

建设委研究确定。

（二）最智献血点。不区分最智献血屋/房车/固定献血

场所/流动献血车。推选原则：不同于智慧血站整体性建设，

要突出献血场所智能化、便捷性和互动性服务设施特点，能

够有效提升献血者融入感、亲和感、获得感。具体标准由信

息委、文化委、服务委研究确定。

（三）协会各会员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推选；符合

相关推选条件的，原则上允许同一献血点同时分别推选最美

和最智献血点。

（四）为鼓励更多血站会员单位积极参与，建议各省级

血液中心发挥协调倡导作用，各省应至少组织动员一个最美

和一个最智献血点参加推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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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报送要求

（一）推选对象为献血屋/献血房车/固定献血场所/流动

献血车等单一的、具体的、实体对象，标准名称以《血站执

业许可证》（或副本）注册名称为准，并附《血站执业许可

证》相关页复印件为证。

（二）推选申报需提交最美或最智献血点申报表（见附

件，请提交word及PDF盖章版）、相应推选材料两部分。

（三）推选材料为照片材料（含文字说明）。

1. 照片材料：详见附表。图片不小于1M，3000dpi, 1200

×1800像素以上，JPEG格式；横版图片。

2.文字说明：最美或最智献血点的设计理念、规划面积、

功能特点、主要业绩成效等作为文字辅助资料。字数在

500-1000字以内。

3.照片、文字材料须为反映献血场所真实状况和场景的

实景图；不得使用制图软件改变作品原貌；不得更改、伪造、

臆造事例。

4.照片所包含人物的，同时须保证照片材料不侵犯其肖

像权、隐私权等。

5.报送单位须对推选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

诺不存在产权等方面的争议、纠纷。

（四）材料报送时，需扫取活动通知内的二维码（见附

件1）或复制二维码下方链接至浏览器打开，在线上传推选

材料。如同一献血点同时申报两项时，须分别单独提交材料。

（五）材料报送时间：2023年2月17日至4月17日（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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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系统收到日期为准）。

（五）事项咨询

“全国最美献血点、最智献血点”推选活动秘书组：

协会服务委（综合咨询）：

李玮 电话：0311-87044027/13832343613

常缨 电话：0311-87087064/13111510977

协会秘书处（在线提交系统咨询）：

姜珊 电话：010-62382019/17343122614

四、时间安排

2023年2月17日至4月17日 材料征集

2023年4月18日至4月30日 材料初审、公示

2023年5月1日至5月31日 协会全体理事推选

五、公布方式

推选结果计划将在“第七届全国血站站长论坛”上公布，

在中国输血协会及各相关媒体上展示。

六、其他说明

1.本次推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不退稿。主办方有权

以复制发行、展览、互联网传播等方式使用上报的材料，不

另付稿酬。

2.本次活动承办单位拥有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凡投

稿的作者，均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



附件 :

1.“全国最美献血点、

2.“全国最美献血点
”

3.“全国最智献血点
”

最智献血点
”
推选活动二维码

推选活动申报表 (下载填写 )

推选活动申报表 (下载填写 )

附件1。
“全国最美献血点、最智献血点

”
推选活动二维码

材料报送链接:https仳 ool。 sharing8。 Gn/〃srkvCD

唧 盹



附件2。

“
全国最美献血点

”
推选活动申报表

报送单位
(盖章 )

推选名称

口万

献血屋/献 血房车/流动献血车 (车 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场所属性 自有产权□ 租赁□ 临建 EIl

一、外观形象

整体设计大方、醒目,色调协调、舒适;外形设计符合地域文化特色 ,

既能够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又能够凸显血站行业特点。

衤以下选项可打钩 (√ )多选

1.设置地点

附照片1张

昕在市 (县 、区、乡镇)街道地理位置,附近无污染源、交

通便利、人流量大、方便献血者就近献血□

2.外观标识

附照片3张

(外观近远景 )

样式设计新颖¨造型美观,具有采血专用理念体现□

与周边环境设计风格相协调,标识醒目清晰,能够有效吸引

献血者□           _
3.场所面积
(填写数字)

总建筑面积 ( )亻 ,年平均日献血 ( )人 次,应满足献

血场所 日献血人次需要□

生.献血宣传设施

附照片1张

配各宣传所需音视频播放设施□

献血宣传展牌安放□

二、流程布局设

布局合理 ,

馨,有利于献血

霎孽^中以下进
=

计

衔接紧凑,流程清晰,便于献血者识别 ;

者放松心情;相 关设施设各等配套齐全 ,

页可打钩 (√ )多 选

设计风格舒缓、温

满足献血服务过程

1.内部布局

i 附照片3张

至少应有献血者健康征询与检查区、血液采集区、献血后体

患区□

流程设计合理,分 区和走向标识清晰可见,便于献血者识别

□

恬.内装风格 环境及家具整体风格协调一致,格调鲜明、层次清晰□

色彩搭配温馨、舒适□



配各家具适宜、无安全隐患,献血者体感舒适,便于行走、

就坐及献血不良反应处置□

3.环境整洁温馨

内部环境整洁,物 品、设各、设施、地面、台面、门窗等干

净卫生□

外部环境整洁,周边无堆放杂物□

生。设施配各

能够保证献血服务用电、应急照明需求,血液成分单采机应

配各不间断电源□

具有室内温度调节和空气消毒设施,给排水设施、洗手设施

和消防设施□

配各固定/移动电话、计算机网络设施□

医用给氧设施和简易急救设施有效、可用□

5.设各配各
能够满足献血服务所需健康征询、一般体格检查、献血前血

液检测、采血及血液、标本的储存、运输需要□

3.关键物料摆放
必需的耗材、试剂、卫生及消毒用品摆放整齐有序,取用便

捷□

7.服务保障设施

配各供献血者保密性征询区域□

饮水设施□

供献血者使用的充电装置、无线Wi-Fi□

便民服务用老花镜、雨伞、针线包、创可贴等□

8.献血纪念品存

放及展示

附照片1张

配有纪念品存放及展示空间,且展示醒目具有吸引性□

9。 无产权纠纷

献血点的所有设计、使用等无产权纠纷□

(报送单位盖章 )

注:1。 请在以上申报材料中各项后面
“□”

中,根据符合上

述描述的划
“√”,不符合的请划

“×”
。

2.标准名称以 《血站执业许可证》 (或副本)注册名称

为准,流动车应有车型及车牌号;并附 《血站执业许可证》

相关页复印件为证。

3.请在盖章处加盖公章。



附件 3。

“
全国最智献血点

”
推选活动申报表

报送单位 (盖章 )

推选名称 最智献血屋/献血房车/流动献血车 (车 牌

丶

丿口
万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场所属性 自有产权□ 租赁□ 临建□

服务情况
⒛21年 日均献血

⒛22年 日均献血

(

(

人次

人次

)
 
)

一、环境效能

声光电设施及效果通过物联网技术控制,根据需要进行转换9增 强献血者

舒适度,满足工作场景需要。

艹以下选项可打钩 (√ )多选

1.内 部环境

附照片1张

献血屋环境灯光、空调、空气消毒机、空气净化器等电器采

用物联网控制□

可根据不同场景切换灯光转换,适应不同工作模式,节省电

力效能□

2.安防监控

附照片1张

运用互联网或物联网、AI等技术,达到24小 时不间断的、实

时的安防效果□

安防/工作场景视频监控系统□

电气设各开关状态监控□

电源电力状态监控□

二、献血服务

实现提前全数字化、互联网化的招募,实现献血者从线上到线下的引流 ,

实现献血互动体验,增进献血者良好感受。

半以下选项可打钩 (√ )多选

彐

征询答疑□

变提醒等□

3.服务体验

附照片1张

有既往献血者人脸识别、自动语音问候设施□

设置互动体验区□
8



有电子化交互形式的游戏□

有基于手机移动终端的交互设各,如互动咖啡机、微信照片

打印□

有图形、影像互动屏/墙 □

有AI语音导引或智能问答□

三、过程管理

采用全过程、信息化的业务流程控制模式,借鉴大数据技术辅助过程优化

决策,提高献血服务效能,提升献血者转化率。

衤以下选项可打钩 (√ )多 选

1.过程控制

有基于无线或有线的献血点网络□

可通过智能硬件采集 :

献血前个人信息核查数据□

献血前检测数据□

血液采集过程信息□

血液储存及冷链控制信息□

。决策辅助

附照片1张

有献血人群转化模型分析系统□

可通过智能识别、外围数据采集等,辅助收集相关信息 :

周边人流量□

进屋人流量□

仅咨询或填表人流量□

观望后离开人流量□

四、对外展示

献血屋具有统一品牌的传播、塑造 (CI)及视觉传达设计 (Ⅴ I)理念;外

观设计具有引领性;献血宣传及主题活动有统一的传播延续性。

扌以下选项可打钩 (√ )多选

1.宣 传广告

附照片1张

献血点海报、广告等可统一由云端数字化管理□

仝市献血屋宣传内容可统一发布□

2.运 营拓展

附照片1张

有长期的围绕该献血点的宣传及活动规划□

观场有主题活动持续发布的展示界面□

3.无产权纠纷

献血点的所有设计、使用等无产权纠纷□

(报送单位盖章 )

注:1。 请在以上申报材料中各项后面
“□”

中,根据符合上

述描述的划
“√”,不符合的请划

“×”
。

2.标准名称以 《血站执业许可证》 (或副本)注册名称
为准,流动车应有车型及车牌号;并附 《血站执业许可证》

相关页复印件为证。
3.请在盖章处加盖公章,扫描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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