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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先进党支部尧优秀党员尧优秀
党员志愿者及优秀党员志愿服务项目等

一尧抗疫先进党支部
呼吸内科党支部、感染科党支部、重症医学科党支部

二尧先进党支部
心血管内科党支部、内科 4党支部、麻醉手术部党支部、外科 3

党支部、急诊党支部、检验科党支部、行政 2党支部、规培党支部、退
休 3党支部

三尧优秀党支部书记
吕晓东、宋斌斌、沈伟锋、郁慧杰、朱志红

四尧优秀党员
张丹英、王鹏、吕晓东、张明、王晔红、钱建萍、孙丹凤、吴学勤、

沈玉华、王显江、吴恒兰、马娟妹、张斌（内科 1）、王霄腾、张丽萍、戴
利菊、王怡、钱婷婷、徐玉芬、周懂杰、周清河、陈炜（麻醉）、沈徐、王

曾、汪千娟、周鸿鲲、陈玉杏、金林峰、褚雪文、徐云峰、吴凌渊、陈彩

萍、施晓君、沈徐宁、李湘、李彦、夏惠娟、吕慧、顾平凤、顾春强、郁勤

龙、陆一栋、陆文佳、韩俊、毛志豪、孙娴超、王振（医技 2 玥）、黄 、汪静

宇、陈峰、鲁林花、钟佳永、陈子红、朱湘筠、俞新红、毕建锋、朱志红、

贾磊、陆锦琪、张小平、张燕萍、顾爱明、曹海燕、来晓东、周珍晓、张

瀚、孙新华、郭银凤、傅廷恩、李美华、陈荣灯、张鸣华、张汝英

五尧优秀党员志愿者
杨丹（心血管内科）、刘斌、潘稚芬、张聪、高晓慧、曹晓莉、曹霭

莉、陆霞、何燕艳、倪玉萍、江佳璐、杨蕊、杨国芳、闵捷、闫艳、江春宇、

陈建芬、钱建凤、李晓叶、孙菊英、陈斌、邱红美、高庆、过永勤、钟华

丽、钱乃莹、沈岑晏、杨冬梅、宋慧、胡以霞、马敏、朱美玲、王静、陆雨

婷、张祖圣、沈玲茜、郑伟明、徐彩花、王孝玲、沈林娥、王蕾敏、王骊

六尧优秀党员志愿服务项目
外科 2党支部：《舞动粉红丝带·关爱乳腺健康》
药学部党支部：《健康科普，“药”为您服务》

后勤 1党支部：《美丽医院我出力》

七尧优秀主题党日活动案例
肝胆胰外科党支部：《护胆联盟、防石行动》

放射科党支部：《“党在我心中·我在群众中”主题党日活动》

医技 2党支部：《“不忘初心、医心向党”主题党日活动》

2020年度优秀团干部尧优秀团员尧先进
团支部和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

一尧优秀团干部
张芳芳、周旭游、高惜惜、孙玉瑶、胡新菲、李佳云、陆佳军、廖月

凤、朱雅、顾佳捷

二尧优秀团员
内科一支部：陆文文、陈玲鑫、王燕芸

内科二支部：董梦雅、聂吴梅、史纪妹

内科三支部：冯思涵、沈宇霞、胡思敏

内科四支部：张飘妮

内科五支部：陈雨婷、黄荣、王旭东

内科六支部：徐佳娟

外科一支部：俞丽欣、陶春艳、何晨霞

外科二支部：汪荔芳、金晨喜

外科三支部：程央漾、陈燕

外科四支部：莫佳虹、吴立平、王淑婷

急诊支部：施丽萍、蒋可歆、赵思瑶

门诊支部：宋依、黄优

医技支部：董威、许心怡、马家华、陆晓磊

行政支部：盛晗

后勤支部：殷鑫彬、陈鑫、赵梦贝

三尧先进团支部
外科四团支部、医技团支部、行政团支部

四尧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
急诊科、心血管内科、乳腺病科

2020年度院级综合奖及专项奖

一尧院级综合奖
渊一冤卓越管理者
俞新红、刘建迪、郁波、陆锦琪、孙新华

渊二冤先锋科主任
吴一鸣、沈鹏、杨芝萍、吕晓东、许浏、黄兵、蒋红钢、袁孝忠、沈伟

锋、邬万新

渊三冤最美护士长
陈子红、杨红娟、华秀凤、章美琪、钟华丽、马娟妹、富琴燕、陆红、

孙菊英、周瑜

渊四冤先进集体
党政综合办、组织人事部、护理部、感控与公共卫生部、医学装备

部、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肿瘤内科、消化内科、麻醉手术部（麻醉）、疼

痛科、泌尿外科、胃肠外科、12B病区、11A病区、14B病区、16B病区、麻
醉手术部（手术）、7B病区、19B病区、急诊护理、检验科、内镜中心

渊五冤抗疫特别贡献奖
感染科

渊六冤先进个人
1.内科片组
陈文宇、翟昌林、杨茂宪、邓敏、陶峰、张明（援鄂）、冯燕、富凡春、

陈云清、张江明、曹林峰、沈秋燕、庄延兵、顾超、陈静(10729)、蔡建
刚、杨新妹、张齐、邵一川、俞丹璐、易敏、林桐、江佳璐、王亚娟、钱婷

婷、张敏（10450 旻）、刘思、黄小玲、方志仙、李娜、杜娟、潘稚芬、胡

雷、周旭游、陆霞、余晓、吴云辉、顾娟芳、杨明峰、冯俊杰、马爱钟、程

锋、吴学勤、颜敏超、张刚、王霄腾、章燕红、陈一鹏、蔡陈效、沈东锋、

王显江、顾逸晨、陈哲萌、戴小策、祝玉娟、胡海珍、姚琪、吴一鸣、沈

珺鹏、杨芝萍、吕晓东、吴 、曹霭莉、许栋旭、刘品

2.外科片组
陈亮、马兴杰、何顺亮、黄兵、沈徐宁、梅小平、张杰、王清清、李皇

保、孙力、康永利、王国亮、金晶、陈斌、周元、李进、吴佳明、牛牛、陆

超、金林峰、季斌、赵增斌、娄桢祺、姚益冰、沈棋洪、陈炜（10381）、邓
威、刘明娟、曹婧、谢可越、褚永权、吴俊、徐云峰、郑昕、施晓君、邢

丹、司婧、史永平、许浏、蒋红钢、袁孝忠、陈伟（51217）
3.门急诊片组
陈峰、戴晴、谭晓丽、朱峰、凌恺、张璐琰、姜允彬、徐继梅、徐言、

曹伟、许俊、孙辉、郁慧杰、陆一凡、刘晶丽、顾俊、马程辉、金梦祝、吴

云、马越文、张庆江、陈怡婷、沈佳雯

4.医技片组
陆斌斌、吕青山（援疆）、郁勤龙（援疆）、薛超、马建兵、钟燕芳、祝

则峰、沈伟锋、顾春强、袁贝贝、汤冬梅、朱文军、魏大海、周凤剑、张城

超、杨硕、赵晓星、王林芳、方珍裕、吴凡、孙延豹、吴金兴、杨晓锋、金

惠红、邵佳娴、张凤娟、陈帆、易云云、吴凌智、刘一舟、沈鸿、朱琼啸、

俞雯雯、冯小敏、朱依灵、潘海华、刘倍倍、胡立群、孙娴超、丁育松、

陈灵芝、汪静宇、温晓伟、王振（20085）、毛敏婕、彭佳媛、周辉、周佳
玥 赟平、邬万新、黄 、沈思远、韩黎、郑盈 、顾亚惠、顾丽琴、陆一栋、高

庆、姚婷婷、朱晓琴、沈佩霞、蔡傲、王香钰、施佳莉、许婷、杨宏杰、朱

莉、蒋健

5.护理片组
金琴（援鄂）、黄娟（援鄂）、虞超勤（援鄂）、姜泽伟（援鄂）、周萍、

黎梦笋（援鄂）、沈佩华（援鄂）、杨林燕（援浙一）、王振（援沪）

(30921)、徐笑月、朱玲雅、陈萌结、马娟妹、郑茂、范春燕、邢春虹、王
荣（援鄂）、杨燕婷（援瓯）、俞晓燕、步丽红、顾群芳、杨国芳、王春叶、

朱彦迪、吴薇（援鄂）、朱顺圆、怀佳良、赵琳、朱晓凤、王怡、严锋萍、

吴旭东、朱国红、祝诗怡、杨丹(51199)、陈杨芳、张笑依、李涛(51278)、
范学菲、卜晓岑、张蝶雁、陆军健、李君(51187)、许黎柳、黄佳怡、马家
华（援沪）、张锋、吴竹群、徐君婧、沈亚、潘钱丽、周宏、周亚娟、吴小

芳、王金梅、叶敏慧、曹燕娴、姚燕群、陆张燕、金霞明、戚绮霞、朱娟

红、陆维佳、曹艳、王凌燕、贾利霞、金莉萍、朱吉雅、李春华、黄丽芳、

朱虹、褚雪文、邵益红、黄佟晴、沈妙英、廖月凤、陆雁、陈雅、张伟芳、

旻金波、卢明贤、朱叶、徐勤、郑 、沈金妹、王燕琴、顾学红、张耀群、宋

海燕、戴云霞、张叶林、许咏妹、邱婷、黄明芬、朱建芳、沈月玉、方丽

艳、沈勤芬、鲁林花、何玉娣、沈岑晏、唐玉兰、吴佳雯、陈子红、杨红

娟、华秀凤、章美琪、钟华丽、富琴燕、陆红、孙菊英、周瑜、盛佳欢、高

祎娟梅、朱卫琴、沈丽、陈云芳、邬维佳、张思 、胡建萍、王火英、蒋晓

庆、林晓旦、俞燕秋、夏秉磊、诸玲玲（50927）、陈丽萍、葛红艳、毛丽
萍、柴炜慧、吕秀秀、沈耀、陈晓琴（50876）、柯灵林、马怡丹、冯佳勤、
王冬萍、孙玲利、施琦、余永丹、俞晓洁、卢莉莉、盛敏娜、谢美琴、朱

佳、黎超臣、钱敏丽、沈姣娇、陆学哲、陈伶俐、张欢、顾燕飞、沈晓燕

（50656）、梁炜、陈小明（50967）、朱芳、时丹丹、曹晓莉、朱丽琴、任丽
丹、高菊文、费慧、徐素敏、张明芳、沈月娟、张冬敏、彭恩、周婷、顾叶

萍、严亚丽、张良娟、雷海琴、朱燕琴、汪荔芳、张薇（50112）、王冰依、
徐亚萍、陈燕萍、姜丽、姜方琴、钱玲丽、袁碧瑾、袁慧、陈佳凤、程央

漾、朱佳月、何晨霞、卞莉、沈燕、倪玲燕、陈玉琴、吴益文、詹晓燕、俞

佳微、倪芸蕾、贺飞达、郭艳、吴雪琴、沈萃媛、胡亚仙、王家园、杨佳

丽、高娟丽、范攀攀、邵菁、于芸萍、李君（50228）、周佳怡、王忠萍、徐
佳娟、董晓燕、张雪梅、黄优、钟静芳、董潇洁、钱丽华、施亚芬、冯蕾、

罗彪

6.行政片组
姚明、胡惠林、沈斌（护）、季素芳、周娟、徐龙生、吴中杰、刘宇婷、

宋慧、罗洁琼、诸胜涛、王娟、张弘、李束、徐峥嵘、葛长生、曹丽萍

（30605）、费叶萍、程俊亚、浦以凤、曲娟、刘雯、朱城晓、郑惠芳、聂忠
赟华、钱渝、蒋永乔、贾磊、时粉娟、傅 杰、应伟峰、毛春燕、俞新红、刘

建迪、郁波、陆锦琪、孙新华、张小平、毕建锋、屠海林、陈超（50921）、
严晓文、吴晓岚、刘金芝、沈婷婷、蔡莹、倪宏

7.后勤片组
孙奕、李美婷、顾佳捷、郑益、汤煜、房金荣、钱敏、陈德祥、陈小明

（40100）、蔡志华、陈智清、龙俊、林敏佳、朱雯晴、赵梦贝、傅益利、倪
萍、张莉（50805）、朱耀华、江玮萍、姜丽霞、李沂、吴胜杰、张晶晶、张
立峰、张黎清、陈常芬、甘婉婷、陆涛、徐宸、姚宇欣、钱加川、毛月剑、

章林根、殷鑫彬、沈飏

二尧院级专项先进奖
渊一冤干部保健工作优秀个人尧优秀社会志愿者
1.干部保健工作优秀个人
吕晓东、韩丰、周强、翟昌林、许浏、钟佳永、朱文军、张伟强、黄

玥、沈伟锋

2.优秀社会志愿者
郭城忠、刘锦武、俞国祥、于建明、李海风

渊二冤宣传工作优秀集体尧优秀通讯员
1.宣传工作优秀集体
感控与公共卫生部、科研与学科建设部、心血管内科、骨科、病理

科、药学部、急诊科、中医针灸科、16A病区、32病区
2.优秀通讯员
钱夏琪、俞佳微、黄洁、万磊、王霄腾、朱城晓、吴恒兰、张绮萍、邢

丹、盛晗、曹庆科、俞元晖、孙菊英、黄霄荻、张宁宁

渊三冤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优秀个人尧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优秀项目尧
对口支援工作优秀个人

1.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优秀个人
蒋毅、曾惠、司马国旗、杨芝萍、李束

2.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优秀项目
骨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嘉兴工作站

血液科：钱文斌教授血液淋巴瘤中心工作室

超声科：徐辉雄教授（团队）超声工作室

中医科：朱君华教授中医工作室

泌尿外科：泌尿外科微创诊疗中心

3.对口支援工作优秀个人
杨帆、戴利菊

渊四冤优秀护理质量管理组
病房医院感染的预防与控制（PCI）护理管理组、病房药物管理和

使用（MMU）护理管理组、病房患者服务(COP）护理管理组、VTE护理
管理组、病房患者安全国际目标（IPSG）护理管理组、压力性损伤及
伤口造口护理专业委员会

渊五冤感控优秀集体尧感控优秀个人尧爱国卫生优秀集体尧健康促
进优秀集体尧健康促进优秀个人

1.感控优秀集体
内镜中心、血透室、感染门诊护理、后勤服务中心、餐饮部、16A

护理单元、检验科、急诊护理、住院准备中心、儿科

2.感控优秀个人

张红燕、王卫兵、陈峰、陆红、钟佳永、钟华丽、徐笑月、陈子红、戚

绮霞、步惠琴、陈云清、张利、周瑜、张萍、沈亚、王晔红、姚燕群、黄月

琴、何俊娟、董李丹、徐君婧、王倩倩、董晓燕、朱志红、陆文佳、吕月

忠、黄燕、陆许贞、蔡莹、邹卓林

3.爱国卫生优秀集体
6B护理单元、口腔科、19A护理单元、19B护理单元、17A护理单

元、病理科、17B护理单元、15A护理单元、11B护理单元、高压氧科
4.健康促进优秀集体
内分泌科、神经内科、门诊护理、心血管内科、呼吸科、健康管理

中心、肾内科、耳鼻咽喉科、11A护理单元、10A护理单元
5.健康促进优秀个人
曹伟中、许浏、郁波、陆锦琪、费叶萍、时粉娟、胡进、倪峥嵘、章美

琪、曹海燕、俞新红、刘宇婷、张杰、方志仙、阮月芳、于静、陈彩萍、陶

素萍、张斌、吕晓东、周强、方子正、王宏智、孙飞、沈鹏、吴恒兰、孙新

华、王延春、陆卫芬、许俊

渊六冤优秀教学团队尧优秀教学个人尧优秀住培医师奖
1.优秀教学团队
优秀教研室：内科学教研室、儿科学教研室

优秀专业基地：麻醉专业基地、病理专业基地、超声专业基地

优秀住培带教科室：急诊科、胃肠外科、心胸外科、风湿免疫科、

肾内科

优秀实习带教科室：肝胆胰外科、心血管内科、血液科、神经内

科、药学部

护理教学：14B病区护理带教团队、13B病区护理带教团队、12B
病区护理带教团队、7A病区护理带教团队、7B病区护理带教团队

2.优秀教学个人
优秀住培管理：李进、冯萍、姚益冰

玥优秀住培带教老师：孙延豹、王蕾、蒋黎纯、陈哲萌、黄 、周元、

朱文军、陈建祥

院校优秀带教老师：邓敏、陆雅萍、钱能、朱翔、曹林峰、卢毓、季

斌、黄洁、祝玉娟、颜敏超

护理优秀带教老师：

张丽萍、倪爱华、张凤萍、何燕艳、宣晓萍、杨洁、陈芳、张薇、姚燕群

3.优秀住培医师奖
周炜（全科医学科，海宁市斜桥中心卫生院）

朱麟杰（全科医学科，海宁市马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郭银凤（内科专业，嘉兴市第一医院）

黄绍代（内科专业，嘉兴市第一医院）

吕佳坤（外科专业，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洪丽（外科专业，海宁康华医院）

陆雨婷（急诊专业，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陶家春（麻醉科专业，浙江中医药大学在读研究生）

杨雪晨（超声医学科，桐乡市中医医院）

邹文鑫（放射科专业，嘉善县中医医院）

渊七冤安全渊不良冤事件优秀管理部门尧野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冶优秀
集体尧持续质量改进奖渊一等奖尧二等奖尧三等奖尧质量管理先锋奖冤

1.野安全渊不良冤事件冶优秀管理部门
一等奖：药学部

二等奖：医学装备部、信息技术部

三等奖：感控与公共卫生部、护理部、医务部

2.野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冶优秀集体
一等奖：9A病区
二等奖：住院准备中心、10B病区
三等奖：18B病区、14B病区、13A病区
3.持续质量改进奖
（1）质量管理先锋奖
系民心、惠百姓、显成效--红船旁公立医院闭环式控费体系样

板（绩效管理部，刘建迪，项目获“首届中国医院绩效大会‘公益服务

运行最佳案例’”）

基于信息化的 VTE防治体系建设（质量管理部，朱良枫，项目获
“2020年度医疗质量管理最佳实践案例分享大会第二名”）

输血病历的多部门智能化管控（血液病科，曾惠，项目获“2020
年度医疗质量管理最佳实践案例分享大会第二名”）

基于医警联动构建严重创伤区域协同早期救治模式（急诊护理，

陈子红，项目获“2020年度医疗质量管理最佳实践案例分享大会第
二名”）

信息系统大面积瘫痪的 RCA分析（质量管理部，陆卫芬，项目获
“2020年度医疗质量管理最佳实践案例分享大会第三名”）

降低气管切开患者基础护理的不规范率（12B病区，沈亚，项目

获“2020年第三届泛长三角医院多维管理工具应用大赛二等奖”）
优化体检流程 提升服务质量（健康管理中心，黄丽芳，项目获

“2020年第三届泛长三角医院多维管理工具应用大赛二等奖”）
提高 ICU多重耐药菌防控措施落实率（3A病区，步惠琴，项目获

“2020年第三届泛长三角医院多维管理工具应用大赛二等奖”）
提高门诊换药患者的满意度（门诊护理，王剑萍，项目获“2020

年第三届泛长三角医院多维管理工具应用大赛二等奖”）

运用 FMEA手法提高化疗药物使用安全性（护理部，丁美华，项目
获“2020年第三届泛长三角医院多维管理工具应用大赛优秀案例”）
提高急救类生命支持类医学装备时间准确率（医学装备部，顾敏

凯，项目获“第二届全省医疗设备质量持续改进专题活动一等奖”）

集束化效能管理模式在三中心建设中的应用（急诊护理，陈子红，

项目获“浙江省护理质控中心‘2020年护理管理创新奖’三等奖”）
（2）持续质量改进一等奖
提高危重患者人工气道管理的规范率（3A病区，王凌燕）
缩短内镜检查预约时间（内镜室，钟华丽）

提高住院患者出院带药发放的正确（护理部，朱志红）

（3）持续质量改进二等奖
降低 ICU转出患者家属迁移应激反应发生率（12B病区，俞春燕）
提高消毒供应中心外来医疗器械管理的规范性（消毒供应中心，

周佳怡）

基于急诊患者就医体验构建“医助你”全流程诊疗服务模式（急

诊诊疗区，陈琳）

缩短 ICU住院病人平均住院日（重症医学科，沈东锋）
提质增效、流程再造，构建住院准备中心院前检查一日完成体系

（住院准备中心，陆红）

降低住院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持续治疗改进（心胸外科，孙宇）
多措并举改善住院患者就医体验（患者体验部，丁美华）

提高门诊预约率 CQI（门诊管理办公室，杨林斌）
床旁窒息抢救事件的 RCA分析（护理部，徐海珍）
（4）持续质量改进三等奖
提高导管室介入患者术前准备规范率（导管室，陆丽华）

提高门诊患者服务满意率（门诊护理，方丽艳）

基于标准化作业流程结合亮点服务提高住院患者护理工作满意

度（18A病区，朱卫琴）
提高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安全进食率（14A病区，董梦雅）
提高手术器械追溯信息化管理规范率（手术室，金波）

体检报告的质量控制（健康管理中心，郑加莲）

缩短急性缺血性卒中溶栓的 DNT 旻时间（神经内科，胡 雷）

提高病历书写内涵质量（乳腺病科，邢丹）

提高放射科接触隔离患者感控措施的落实率（放射科，过永勤）

提高临床路径内涵质量（呼吸内科，马肖龙）

提高患者就餐满意度（餐饮部，王卫兵）

有效提高医院重大手术术前及时审批率的持续质量改进（医务

部，姜达伟）

提高病案首页数据上报的准确率（病案统计管理办公室，陶里里）

优化车辆管理的持续质量改进（安全保卫部，方子正）

提高医用耗材临时采购的规范性（医学装备部，盛敏）

渊八冤医联体工作优秀个人尧野双下沉尧两提升冶优秀个人
1.医联体工作优秀个人
周强、王宏智、周鸿鲲、张齐、何屹

2.野双下沉尧两提升冶优秀个人
旻蒋佳惠、胡 雷、邬凌峰、陆星尘、姚健康

渊九冤节能降耗优秀班组
电工班组、中央空调班组、管道班组、锅炉班组、设备维修组、后

勤服务中心机动班

渊十冤生活垃圾分类优秀集体尧生活垃圾分类优秀个人尧生活垃圾
分类优秀志愿者

1.生活垃圾分类优秀集体
6A病区、15B病区、餐饮部、门诊护理组、住院准备中心
2.生活垃圾分类优秀个人
汪千娟、唐佳勤、马燕飞、韩晓艳、王文婷、张丽美、张玲芳、张宁

宁、富琴燕、徐海萍、过永勤、沈红妹、张伟芳、王冶楚、陶丽萍、华秀

凤、徐笑月、杨红娟、王晔红、沈小萍、李双清、来晓东、陈子红、陆锦

琪、彭信贤、孙菊英、顾群芳、陈玉杏、金萍、章美琪

3.生活垃圾分类优秀志愿者
张芳芳、姚燕群、周晓霞、李佳云、宋卫东、王怡雯、冯霞、倪峥嵘、

陈方、时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