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探讨·

2021年2月第11卷第4期

制订献血者“忠诚度3.0计划”在南宁市
无偿献血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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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忠诚的献血者是保障血液安全与充足的重要前提。本文通过引入“忠诚度 3.0”理念，应用“游戏化”、
动机、数据分析，探讨制订提升献血者忠诚度的计划，以构建二者之间更为坚定的忠诚度关系，也为采供血
机构如何加强与献血者之间的黏性，优化献血者保留措施提供了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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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formulating blood donation “loyalty
3.0 plan” in the work of voluntary blood donation in Nann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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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yal blood donors are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sufficiency of blood. In this
artical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loyalty 3.0", applying "gamification", motivation and data analysis, a plan to
improve the loyalty of blood donors wa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o as to construct a firmer loyal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also provided a reference model for blood collection and supply institutions to strengthen the adhesion
between blood donors and optimize the retention measures of blood d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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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和临床输血事业的

1 “忠诚度3.0计划”

快速发展，医疗机构扩张迅速，临床用血需求不断

“忠诚度 3.0”是美国“游戏化机制之父”拉杰

上升，血液供需不平衡关系日益凸显 。而忠诚的

特。帕哈瑞亚提出的，是对“忠诚度”概念的外延

献血者是低危血液的重要来源，能起到良好的示范

和提升，通过结合人类动机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企业

引领作用，吸引新的献血者，降低管理成本，在无偿

在与客户、合作伙伴以及雇员的互动过程中所生成

献血受到突发事件等影响冲击下能够发挥积极的

的大数据，从而激发、吸引并实现坚定的忠诚度，助

作用 。如何提升献血者忠诚度，建立一支有效的

推企业经营的发展。“忠诚度 3.0 计划”则是从规

固定献血者队伍，提高血液采集量，缓解供血压力也

划（P）、设计（B）、构建（D）、优化（O）（简称 PDBO）

成为采供血机构关注的焦点问题 。南宁市作为广

四个过程建立一个忠诚度的实施计划，以推动企业

西首府，集中了自治区优质医疗资源 ，近年来区域

实现“忠诚度 3.0”。在无偿献血工作中，可以借鉴

交通愈加便利，自治区内外选择来邕就医的病患不

其模式，结合无偿献血特点，探讨利用忠诚度 3.0 的

断增多，医院用血量需求量不断增加。南宁中心血

“动机”“大数据”“游戏化”三大核心准则，建立一

站承担着自治区、南宁市等 70 余家医疗机构的血液

个献血者忠诚度计划，强化血站与献血者之间的凝

供给任务，血液采集量约占全区 1/4，采供工作面临

聚力，以提升献血者忠诚度。

着巨大压力。特别是受互助献血一度居高不下的影

2

响，南宁市无偿献血遭遇了重创，采供血工作一度举

2.1

步维艰，献血者流失严重。为此，南宁中心血站引入

2.1.1

[1]

[2]

[1]

[3]

献血者“忠诚度3.0计划”的建立及应用
规划
南宁市无偿献血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互助

“忠诚度 3.0”理念，
制订献血者“忠诚度 3.0 计划”
，
以

献血过高带来的血液违法买卖、
血液安全隐患等不良

提升献血者忠诚度，缓解无偿献血低迷状态，重新激

影响，南宁市民众和献血者对无偿献血工作存在诸

发无偿献血活力，
保障南宁市血液供需。现报道如下。

多质疑，无偿献血公信力降低，导致固定献血者流失

▲

通讯作者

（图 1），难以招募新的献血者，血液供需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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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头、疼痛等恐惧因素以及担心献血后影响工作、
学习、娱乐等健康风险因素的阻碍 [6]；而固定献血
者流失则受自身原因、对献血体验不佳、对献血制
度存在疑虑 [7]，工作忙、没有时间 [8]，以及身体不适、
忘掉献血 [9] 等因素影响。通过电话回访，意见和投
诉反馈等渠道，结合南宁市献血者流失的数据分析
得出：受互助献血的影响，造成民众对无偿献血公
益性质产生误解，对献血安全、血液流向产生质疑，
存在“用血时才去献血”的观念，抱怨血费报销手续
繁琐等，致使献血积极性下降。
2.2.2

图 1   2010—2014 年南宁市固定献血者人数

制订转变献血者行为的优先顺序

针对献

血积极性下降以及献血者流失因素等，制订献血者
明确忠诚度计划的受众和需要实施的行

行为转变的五个步骤：第一步，重新树立良好的品

要提高血液采集量，保障血液安全，固定献血

牌形象，扭转民众对无偿献血的错误认知，吸引民

2.1.2
动

者是“主力军”，而将献血者中再次献血者的比例提

众的关注度；第二步，创新并加大宣传和招募力度，

高，将其发展成为固定献血者 ，固定献血者主动定

提高民众的参与度；第三步，改善无偿献血“软、硬”

期献血，增加重复献血率，进而形成无偿献血的良

环境，增加保留献血者措施，提高献血优质体验；第

性循环。

四步，加大对献血者的关爱力度，提升献血者成就

[4]

2.1.3

制订总体目标和各项关键指标

将“南宁

感和荣誉感；第五步，优化与献血者的沟通与交流

献血”品牌美誉度提升，固定献血者增加，献血量稳

平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献血队伍。

步上升作为总目标。分别在年度计划中设置品牌

2.2.3

发展目标、全血采集量、单采血小板采集量、固定献

方面。对内通过党建品牌为载体，强化单位文化建

血者比例、献血者满意率等作为提升献血者忠诚度

设 [10]，
实施绩效工资分配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加强

的关键指标（表 1）。通过指标的设置来衡量该计划

人文关怀等，强化内部管理，提升职工幸福感，使

制订各项方案和措施

①在品牌形象再塑

“凝心聚力、重塑形象、共享成果”成为单位职工的

是否能够解决存在问题。
由信息部门充

共识，主动维护单位及无偿献血形象。对外通过推

分利用并优化血站信息化管理系统，定期收集相关

出南宁献血品牌新标识，向民众展示全新的“南宁

数据进行分析；在通过电话、短信对献血者回访的

献血”形象，提升行业知名度；公开信息，主动接受

基础上搭建更多与献血者交流的平台，及时收集献

社会监督，不定期举行“血站开放日”活动，邀请民

血者满意情况。

众到血站见证血液从采集到发往临床的各个环节，

2.1.4

2.1.5

分析计划实施的现有条件

确定计划有效性的标准

全血、单采血小板

解答献血、用血常见误区，提高公众对无偿献血的

采集量，固定献血者比例，献血者满意率逐年增长，

认知；微 信 平 台 利 于 提 高 献 血 者 再 次 献 血 的 积

并每年分析数据和指标，判断与计划的差距，不断

极性 [11]，通过制订官方微信“粉丝”吸纳计划和网

调整和优化忠诚度计划。

站点击计划，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综合优

2.2

势，让无偿献血在“电视有影、电台有声、报纸有文、

设计

2.2.1 了解献血者的动机和固定献血者流失因素 献

网络有块”，用清晰、有感染力的主题吸引献血者关

血者参与献血的初始动机包括自我增强、社会交

注。②在宣传招募方面。拓展献血活动品牌，持续

往、价值表达、学习理解、自我保护等 ，容易受到粗

强化经典品牌效应，延伸思路，不断开创新品牌活

[5]

表1   南宁市2015—2019年献血者忠诚度提升关键指标设置
年度

品牌发展目标

全血采集量（U）

单采血小板采集量（治疗量）

2015

重塑形象

180 000

13000

50.0

95.0

2016

提升形象

190 000

15000

50.0

95.0

2017

优化形象

190 000

16000

50.0

98.0

2018

品牌引领

200 000

20000

50.0

98.0

2019

优化品牌

200 000

20000

50.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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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做到“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借助南宁市

卡”等，让献血者通过有效载体充分展示出自身献

创建广西“首位度”契机，打造多个“首个”宣传形

血成就，获得荣誉感。通过“入门”“快速反馈”、增

式，使“南宁献血”引领广西献血，以此激发南宁市

加“透明度”、建立“积分”制度，创建无偿献血“社

民献血热情，提高献血参与度。③在改善献血环境

区”以及“升级”“竞争”模式，设置“目标”“勋章”

方面。一是“硬环境”的改善。将献血点建设纳入《南

激励措施等一系列“游戏化”机制让献血者获得全

宁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建立布局合理、数量适当

新体 验，阶 梯 式 提 高 参 与 献 血 积 极 性 和 重 复 性。

的街头献血屋示范点和采血车停靠点；对市民熟知

⑤在献血者关爱方面。开展固定献血者活动有利

的老献血点进行装修改造；在大学地铁口、大型商

于增加固定献血者有效保留率 [13] 争取有利的政策

场等人流密集地新设献血点；逐步构建“横向到边、

支持，出台《南宁市无偿献血奖励办法》等文件，实

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立体采供血服务网络，解决

施无偿献血“三免奖励”政策；关注单身献血者，每

献血难、献血远问题。二是“软环境”的提升。通过

年举行献血者相亲派对活动；在全市 9 家医疗机构

开展礼仪培训、
“技术比武”，提升医务人员形象

[12]

设置“医院报销血费管理系统”，献血者及其受益人

和操作水平；定制献血主题文创产品，增加产品个

用血费用实现出院即可报销，在官方微信开通“用

性化，丰富献血纪念品品种，以满足不同献血人群

血报销预审 核”，让 信 息“多 跑 路”、献 血 者“少 跑

的需求；在官方微信开通“附近献血点查询”“献血

路”；实行“优先调血”政策，献血者及其受益人用

预约”、线上“献血登记表”、纪念品兑换等功能，将

血可以享受优先调血，献血者可直接在部分医院

官方微信功能导入微信“城市服务”服务模块；在

办理优先用血手续。⑥在建立沟通平台方面。开

南宁城市服务软件推出电子献血卡，将无偿献血融

通献血服务热线“966614”，集电话招募、满意度调

入城市一站式服务系统。④在献血者保留方面。

查、意见建议征集、体检结果反馈等功能于一体，

运用“游戏化”机制增强献血体验。游戏化是使用

搭建献血者与血站的便捷沟通平台 [14]；举行“无

数据来激励人们的一种方式，在可视化的基础上提

偿献血杯”企事业单位排球比赛，高校献血表彰大

醒参与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进展过程中给予其及

会，到部队开展慰问活动等，增加与团体献血合作

时的反馈，对其成就进行奖励，并通过社区的方式

部门的联络和沟通。

形成竞争和合作。成立讲师团深入机关、学校、企

2.3

事业单位等进行无偿献血知识讲座和培训，既往献

2.3.1

血者现身说法讲解献血流程和体验，开展单采血小

供血数据，定期收集网站点击率和官方微信粉丝数

板“同伴”招募，通过以老带新“入门”献血；通过

量，每月汇总献血者满意度调查数据，年底汇总第

献血后发送短信感谢、告知献血检测结果，电话回

三方满意度测评数据。

访献血体验等，及时反馈献血相关信息以强化献血

2.3.2

这一正确行为；实行献血积分制，捐献单采血小板

内部各相关部门对忠诚度计划内容进行充分沟

可累计积分兑换购物卡，捐献全血可通过累计积分

通，明确各部门职责；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放

在“云仓”在线选择纪念品邮寄到家，充分激发献

宣传手册、主题活动推广等途径对外发布忠诚度

血者的进阶意愿；评选出献血量前 100 名的献血之

计划内容，并设置相关部门负责解答和跟踪计划

星，在官方微信、城市服务 APP 设置献血量查询功

实施效果。

能，献血者可以随时查询自身献血情况并了解与他

2.4

人的差距，增加献血量透明度，鼓励其参与“竞争”

2.4.1

并不断升级；修订《南宁市献血条例》、出台《南宁

忠诚度计划实施前后的关键数据进行阶段性分析，

市无偿献血者奖励办法》等，设置献血一次即可享

判断计划实施的有效性。

受终生免费用血，献血达到一定量可以评为星级献

2.4.2

血者等目标，开展微信转发有奖活动，鼓励献血者

查纳入“质量月报”，汇总不满意情况并制订任务分

为实现目标而主动关注并参与献血；建设无偿献血

解表，限时整改反馈；针对献血投诉、献血反应、卫

科普馆、开展儿童献血绘画大赛、献血家庭才艺大

健系统第三方满意度测评等召开专题会、座谈会，

赛等无偿献血“社区”活动，增加献血者之间的社

由相关人员作汇报，分析原因，共同交流经验，探讨

交互动；制作献血次数勋章、
“南宁市无偿献血荣誉

改进措施并不断调整优化忠诚度计划。

构建
数据收集准备

对内外推广

通过血站信息系统收集采

忠诚度 计 划 发 布 前，在 单 位

优化
汇总数据并分析

通过前后比较的方式，对

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

将献血者满意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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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2019年献血者忠诚度提升关键指标完成情况

年度

全血采集量 对比指标增减率 机采血小板采集量 对比指标增减率 固定献血者比例 对比指标增减率 献血者满意率 对比指标增减率
（U）
（%）
（治疗量）
（%）
（%）
（%）
（%）
（%）

2015

184 147.00

2.30

13 194.5

1.50

34.31

-15.69

96.34

4.08

2016

196 198.00

9.00

16 282

8.55

38.34

-11.66

97.79

1.46

2017

188 726.50

-0.67

18 599

16.24

48.47

-1.53

98.75

0.95

2018

200 444.80

0.22

19 889

-0.56

51.44

1.44

99.57

0.83

2019

207 085.25

3.54

21 938

9.69

52.81

2.81

99.68

0.11

3 “忠诚度3.0计划”的应用效果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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