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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手机一点自动匹配献血点

“几天前我就通过手机预约
了献血， 一些基本信息和健康征
询表在线就填好了， 现场省去了
不少步骤和时间，挺方便的。 ”在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一层采血
大厅，一位无偿献血者这样说。

记者看到， 通过手机进入
“首都献血”微信公众号，在献血
服务菜单里， 可以了解献血流
程、进行献血预约，还能查询献
血结果，及时掌握相关知识和政
策。“一分钟看懂献血流程”的图
示，将献血登记、健康征询、血液
检测、等候结果等程序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呈现出来， 清晰明了。
点击“献血点”地图，系统还会立
即匹配距离使用者当前位置最
近的街头献血点。 以东单为例，

“献血导航” 就会自动优先推送
距离 818 米的“新世界商城”献
血点，其次是距离 1 公里的前门
箭楼采血点、前门步行街献血屋
等，且每个采血点都会注明开放
时间、地址、公共交通乘车路线
以及献血形式等，为献血者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公众还可以
自行选择献血形式， 比如选择
“机采”后，同样位于东单的献血
者将被“献血导航”推荐赵登禹
路成分献血屋和中心机采室，系
统右下角的小图标也多了 WiFi、
TV、打印、读书等服务项目。

同样的， 线上自主预约献
血，也变得更加便利。 点击菜单

栏的“献血预约”，根据相应的提
示在线填写表格，便可进行预约
登记，这样就省去了在采血点排
队和手动填写表格的时间。 献血
3 天后， 无偿献血者还可以通过
“结果查询”栏目，了解自己献血
后的血液检测结果。

今年，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
心还启动了“首都献血-百度互
联网信息服务平台”。 有了这个
献血智能小程序，用户只需通过
百度 APP 语音或文字搜索“首都
献血”、“北京献血”等关键词，即
可点击进入北京市红十字血液
中心提供的“首都献血”百度智
能小程序，使用献血预约、结果
查询、献血地图等功能。

无偿献血者用血更加便捷

不久前发布的《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无偿献血
者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工作
的通知》中提出，北京等 15 个省
市将全面实现无偿献血者及其
亲属在省内医院用血费用直接
减免，此举将真正实现“用血服
务不用跑”。 如今，这项工作即将
在北京率先启动。

据悉， 从今年 1 月 20 日开
始，北京市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
在北京市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
可以享受血费直接减免服务。

“本市要实现市内医院用血
费用直接减免，首先要实现信息
系统的互联互通。 ”北京市红十
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透露，本市
现有的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通州中心血站、密云中心血站和
延庆中心血站四大血站信息系
统都是联网的，但这还不够。 未
来，血站还要跟所有医院进行联
网，确保无偿献血者的信息“跑
得通”，实现共享。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红十字
血液中心还贴心地考虑到了“直
报”新政无法覆盖的部分无偿献
血者。 目前，北京报销用血费用
的人数大约为 1700 人次每年，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外地居
民， 他们虽然在北京献过血，但

是平时却会在外地的医院进行
就诊。 对于这部分人，这项新政
还解决不了他们用血费用的“直
报”问题，因为相关网络系统尚
未实现全国联网。

“以前，这部分人用血费用
采取的都是邮寄报销的形式，需
要无偿献血者把身份证、献血证
复印件、医疗机构出具的用血明
细单据等资料邮寄给我们，审核
完再将报销费用打到他们提供
的账号上。 ”刘江说，邮寄方式时
间周期长，比较麻烦。

为了解决这三分之二外地
无偿献血者的用血费用报销问
题，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计划
推出网上移动报销，即无偿献血
者，可通过首都献血 APP 和“首
都献血”微信公众号，进入报销
栏目，输入献血证号码、身份证
件信息，上传本人或其亲属在医
院的用血单据和承诺书。 工作人
员核对无误后，会将用血费用直
接网上支付给无偿献血者，实现
网络报销。

“实际上，这笔钱相当于由
血液中心先行垫付了，过后我们
再具体跟各区的献血办进行结
算。 ”刘江表示，希望我们多做一
些工作， 能让无偿献血者少跑
路，更方便。

目前，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
心正在开发无偿献血者用血费
用网上移动报销的软件系统，争
取在近期推出。 此外，本市还保
留邮寄报销这一传统服务模式，
目的是为了方便那些上了年纪、
不太会用电子支付的无偿献血
者。 同时，公众还可以选择就近
前往北京 16 区献血办， 进行用
血费用的现场报销。

“伙伴计划”
让更多人勇敢挽起袖子

在无偿献血者的招募中，北
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也早早引
入了“互联网+”技术，其中最为
亮眼的莫过于首都成分献血“伙
伴计划”项目。

何为“伙伴计划”？ 既往有过

成分献血经历的无偿献血者，可
通过“互联网+”手段，向亲朋好
友讲述自身献血经历，化身为招
募人，鼓励他们勇敢迈出成分献
血这一步。

具体来说，只要关注“首都
成分献血”微信公众号，在自定
义菜单中点击会员系统， 进入
“伙伴计划”，就可申请成为招募
人。 此后可选择通过手机面对面
扫码或制作邀请函分享两种方
式，邀请身边的伙伴一同加入成
分献血的大家庭。

记者看到， 在微信生成的
“成分献血邀请函”上，会显示邀
请者的姓名、照片，以及爱心传
递留言。 对方点击“了解活动”便
可以详细查看活动规则。 这样的
定制“邀请函”可以微信发送给
特定的朋友，也可以分享在朋友
圈里。 面对面扫码招募更为方
便，招募者用手机可以直接生成
“招募二维码”，邀请感兴趣的小
伙伴扫一扫即可。

记者了解到，被招募人需符
合的条件为：年龄在 18 至 55 周
岁，从没有献过成分血，或距离
上一次捐献成分血一年以上。 在
招募者的主页里，可以实时查看
到由自己招募来的小伙伴们的
献血情况，大家还可以在线交流
成分献血知识宣传，打消首次献

血者的心理顾虑，或者晒出各自
的献血“成绩单”。

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试运营
以来，首都成分献血“伙伴计划”
项目的在线浏览量超过 93000 人
次， 已经吸纳了 7500 余人注册
成为招募者， 成功招募了 9700
多人， 其中有 2990 多名被招募
者勇敢挽起袖子，成功捐献成分
血。 在爱心传递过程中，成分献
血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其中奖励
值最高的一位招募者，一个人就
召集了 450 多人加入到成分献
血者的大家庭。

为了解决无偿献血纪念品
单调的问题，北京红十字血液中
心也在积极寻求对策。 目前正在
对纪念品进行网上招标。

“未来，我们的无偿献血纪
念品将全部上网，不再现场发放
了。”刘江透露，人们每献一次血，
可以获得 20个爱心点，累计不同
数量的爱心点， 可以通过首都献
血的公众号， 在线换取不同的纪
念品， 种类涉及电子产品、 电影
卡、 公交卡、 京东卡……品类丰
富。“目前我们刚刚完成无偿献血
纪念品的网上招标， 预计品种不
少于 300 种。通过大数据分析，我
们还会计算出献血者对纪念品
的喜好，并随时调整，提升大家
的满意度。 ” （据《北京晚报》）

献血信息互联互通……

“互联网+”让无偿献血更便捷
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飞

速发展 ， 各行各业都在顺势而
变，无偿献血服务也不例外。 如
今 ， 动动手指就能体验献血预
约，首都成分献血“伙伴计划”线
上招募了 9700 多位志愿者 ，用
血费用也能直接通过网上支付
转 给 无 偿 献 血 者 …… “互 联
网＋”技术俨然成了助力无偿献
血事业的“倍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