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层干部先进个人”正式授予名单 

经入围名单公示期结束，本名单中省份、单位名称、姓名将作为

颁奖引用正式信息。 

 

 

公示结束后联盟已向获“中层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个人发送

通知，特邀至北京市北苑大酒店参加第八届品管圈大赛颁奖典礼，正

式邀请函已于近期在网站下载专栏发布，敬请关注。 

 

 

 

附件：“中层干部先进个人”正式授予名单 

 

 

第八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中国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2020 年 12 月 12 日 

 



 

 

 

“中层干部先进个人”正式授予名单 

序号 省份 单位名称 姓名 

1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赵李克 

2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孙湛 

3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陆惠平 

4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曾艺鹏 

5 上海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魏宁 

6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宋燕青 

7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郭放 

8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程远娟 

9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郭新荣 

10 吉林省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刘俊志 

11 吉林省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周学颖 

12 吉林省 吉林省人民医院 王迪 

13 吉林省 吉林省医疗机构质量监测评价中心 张伟 

14 吉林省 吉林省医疗机构质量监测评价中心 赖国睿 

15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李香玉 

16 吉林省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陈嘉 

17 吉林省 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赵万韬 



18 吉林省 长春市妇产医院 陈昕昕 

19 吉林省 长春市妇产医院 杨光 

20 吉林省 吉林市中心医院 张丽 

21 吉林省 松原市中心医院 毛桂萍 

22 吉林省 延边第二人民医院 韩吉淑 

23 吉林省 通化市人民医院 矫冬梅 

24 吉林省 珲春市人民医院 刘亚春 

25 吉林省 抚松县人民医院 唐学宏 

26 云南省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王静梅 

27 云南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黄洁 

28 云南省 玉溪市人民医院 马秀芝 

29 云南省 云南昆钢医院 徐悦 

30 云南省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薛佳 

31 云南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康黎 

32 云南省 昆明市延安医院 刘雪莲 

33 云南省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阳桃鲜 

34 云南省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敏 

35 云南省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医院 陈红 

36 云南省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胡海燕 

37 云南省 保山市人民医院 沈发杨 

38 云南省 楚雄州医院 白晓瑞 

39 云南省 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 寸金芝 



40 云南省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丽 

41 云南省 蒙自市人民医院 申时艳 

42 云南省 文山州人民医院 杨桂彧 

43 云南省 临沧市人民医院 李华香 

44 云南省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仇欣 

45 云南省 云南省中医医院 王家兰 

46 四川省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史国玉 

47 四川省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蔡佳君 

48 四川省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蒋运兰 

49 四川省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岳燕 

50 四川省 广汉市人民医院 包芙蓉 

51 四川省 邻水县人民医院 张中容 

52 四川省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何胜平 

53 四川省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严秀清 

54 四川省 南充市中医院 吴明英 

55 四川省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周萍 

56 四川省 简阳市人民医院 王永芬 

57 四川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 蒋欣 

58 四川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 余秀君 

59 四川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陈佳丽 

60 四川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洪娟 

61 四川省 广元市中心医院 张蓉华 



62 四川省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荆敏 

63 山西省 山西省人民医院 王菊子 

64 山西省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弓玉红 

65 山西省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郭锦丽 

66 山西省 山西白求恩医院 张晓红 

67 山西省 山西省肿瘤医院 刘冰新 

68 山西省 山西省儿童医院 张格妙 

69 山西省 太原市中心医院 贺润莲 

70 山西省 太钢（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杨瑛 

71 山西省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崔月萍 

72 山西省 国药同煤总医院 李利 

73 山西省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洪维英 

74 山西省 临汾市中心医院 张智霞 

75 山西省 晋城大医院 郭丽芳 

76 山西省 山西省汾阳医院 张红梅 

77 山西省 长治市人民医院 佟皓 

78 山西省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盐湖区分院 赵红霞 

79 山西省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马丽珍 

80 山西省 孝义市人民医院 张月英 

81 山西省 平遥县人民医院 廉彩萍 

82 山西省 新绛县人民医院 李瑞红 

83 山东省 济南市中心医院 李晓华 



84 山东省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韩莉 

85 山东省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马玲 

86 山东省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慧 

87 山东省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关凤华 

88 山东省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焦学翠 

89 山东省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石斗飞 

90 山东省 滨州市人民医院 张英 

91 山东省 平邑县人民医院 刘金艳 

92 山东省 邹平市人民医院 宋翠华 

93 山东省 聊城市东昌府妇幼保健院 刘延丽 

94 山东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欣 

95 山东省 山东省立医院 李长忠 

96 山东省 济南市中心医院 罗焕华 

97 山东省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韩婷 

98 山东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曹英娟 

99 山东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韩辉 

100 山东省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韩梅 

101 山东省 济南市莱钢医院 李奉珍 

102 山东省 聊城市人民医院 张春燕 

103 山东省 齐河县人民医院 杨洁 

104 山东省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单信芝 

105 山东省 日照市人民医院 阎爱国 



106 山东省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淑娟 

107 山东省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崔瑛 

108 山东省 兖矿新里程总医院 邓荣 

109 山东省 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窦翠萍 

110 山东省 菏泽市曹县人民医院 沙启娟 

111 山东省 山东省胸科医院 刘英慧 

112 山东省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季加翠 

113 辽宁省 朝阳市中心医院 张丽君 

114 辽宁省 大连市儿童医院 崔妮 

115 辽宁省 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曲晓红 

116 辽宁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曹文卓 

117 辽宁省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莉 

118 辽宁省 丹东市第一医院 王晓霞 

119 辽宁省 抚顺市中心医院 丁莉 

120 辽宁省 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汤永华 

121 辽宁省 锦州市第二医院 霍艳红 

122 辽宁省 锦州市妇婴医院 吕长刚 

123 辽宁省 辽宁省锦州市中心医院 祖敏 

124 辽宁省 辽宁电力中心医院 刘晓燕 

125 辽宁省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孙悦 

126 辽宁省 辽宁省肿瘤医院 安文秀 

127 辽宁省 辽宁省肿瘤医院 姜桂春 



128 辽宁省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金艳荣 

129 辽宁省 盘锦市中心医院 齐晓娟 

130 辽宁省 沈阳市骨科医院 崔丽静 

131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李海亮 

132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王微 

133 广东省 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鲁丽容 

134 广东省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蕊 

135 广东省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姚瑶 

136 甘肃省 白银市中心医院 罗雪松 

137 甘肃省 白银市中心医院 李亚萍 

138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张秀敏 

139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张庆庆 

140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 魏爱琴 

141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陈玲 

142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赤峰市医院 孙玉娟 

143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包钢医院 王俊飞 

144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郭红桃 

145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李月兰 

146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张剑虹 

147 北京市 北京市京煤集团总医院 刘洋 

148 北京市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关争梅 



149 河南省 永城市中心医院 刘丽 

150 河南省 永城市中心医院 王相虹 

151 湖北省 湖北省十堰市国药东风总医院 葛梅 

152 湖北省 十堰市太和医院 李龙倜 

153 广西省桂林市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李芳 

154 广西省桂林市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唐奕 

155 陕西省 西安市红会医院 胡靖 

156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回

族自治区儿童医院 

王晓娟 

157 江苏省 新沂市人民医院 党振娟 

158 贵州省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马占强 

159 安徽省 安徽省儿童医院 方继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