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正式获奖名单 

经入围名单公示期结束，本名单中单位名称、参赛圈名、参赛组

别将作为颁奖引用正式信息。糖尿病专场、平衡积分卡专场及 QFD

创新型品管圈专场项目获奖名单将另行公示通知，如有任何疑问，请

与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cfhqcc@vip.126.com/18810144339。 

公示结束后联盟已向获一等奖圈组发送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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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14 个代表圈组邀请

现场发表，糖尿病专场、平衡积分卡专场及 QFD 创新型品管圈专场

项目的展示圈组将另行通知，正式邀请函已在网站下载专栏发布，敬

请关注。 

 

附件：1. 现场发表圈组正式名单 

2. 第八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正式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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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一、首场发表圈组名单 

序号 参赛单位 圈组 展示时间 类型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战疫圈 12min 课题研究型 

2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守护圈 8min 问题解决型 

 

二、现场发表圈组名单 

1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 

韵玉圈 12min 课题研究型 

2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爱肺圈 12min 课题研究型 

3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童萌圈 12min 课题研究型 

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复能圈 12min 课题研究型 

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脊”中
生智圈 

12min 课题研究型 

6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畅畅圈 12min 课题研究型 

7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彤馨圈 8min 问题解决型 

8 上海市同仁医院 合力圈 8min 问题解决型 

9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舒畅圈 8min 问题解决型 

10 河南省儿童医院 阳光圈 8min 问题解决型 

11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门矿医
院 

检爱圈 8min 问题解决型 

1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降低新冠
疫情期间
急诊患者
分流的错
误率 

8min 新冠论文 

  



附件 2 

第八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正式获奖名单 

一、 课题研究型专场 

序号 单位名称 参赛圈名 奖项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战疫圈 一等奖 

2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韵玉圈 一等奖 

3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爱肺圈 一等奖 

4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QRS 圈 一等奖 

5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童萌圈 一等奖 

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脊”中生智  一等奖 

7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复能圈 一等奖 

8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肾生不息圈 一等奖 

9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CQI 圈 一等奖 

10 山西白求恩医院 同济山西医院 全心圈 一等奖 

1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移家圈 一等奖 

12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影圈 二等奖 

13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CR 圈 二等奖 

14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翼圈 二等奖 

15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秀嗅圈 二等奖 

1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乳影随形圈 二等奖 

17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破晓圈 二等奖 

18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 守望圈 二等奖 



19 国药同煤总医院 心动圈 二等奖 

20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护畅圈 二等奖 

21 东部战区总医院 安安圈 二等奖 

22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希望圈 二等奖 

23 河南省人民医院 舒畅圈 二等奖 

24 安徽省儿童医院 向阳圈 二等奖 

25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药管圈 二等奖 

26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消防栓圈 二等奖 

27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守护圈 二等奖 

28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卓越圈 三等奖 

29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畅快圈 三等奖 

30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笃行圈 三等奖 

3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步步胃营 三等奖 

32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和好如初"圈 三等奖 

33 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 品质圈 三等奖 

34 陕西省人民医院 护佑圈 三等奖 

35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畅呼圈 三等奖 

36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甜蜜圈 三等奖 

37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健 康 ONLINE

圈 

三等奖 

38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心语心愿圈 三等奖 

39 吉林大学第一院 爱婴圈 三等奖 



40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LOVE 圈 三等奖 

41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超能大白圈 三等奖 

42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亲“泌”圈 三等奖 

43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颐康圈 三等奖 

44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血准圈 三等奖 

45 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守护银圈 三等奖 

46 深圳市中医院 面面俱到圈 三等奖 

47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肾机勃勃圈 三等奖 

48 江苏省肿瘤医院 精护圈 三等奖 

49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骨舞圈 三等奖 

50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护佑圈 三等奖 

51 深圳市中医院 享瘦圈 三等奖 

52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畅享圈 优秀奖 

53 榆林市星元医院 洋葱圈 优秀奖 

54 长治市人民医院 全心全意圈 优秀奖 

55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合力圈 优秀奖 

5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康夕圈 优秀奖 

5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三五圈 优秀奖 

58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QQ 圈 优秀奖 

59 河南省儿童医院 乐优圈 优秀奖 

60 郑州市中心医院 提神醒脑圈 优秀奖 

61 孝义市人民医院 合力圈 优秀奖 



62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肌动圈 优秀奖 

63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神翼圈 优秀奖 

64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肾康圈 优秀奖 

65 广东省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心新圈 优秀奖 

66 白银市中心医院向阳医养院 颐养圈 优秀奖 

67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比翼双肺圈 优秀奖 

68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爱析圈 优秀奖 

69 广元市中心医院 朋友圈 优秀奖 

70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中心医院 携手圈 优秀奖 

71 临汾市中心医院 守望圈 优秀奖 

72 重庆建设医院 全心圈 优秀奖 

7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 专助圈 优秀奖 

74 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个旧市人民医院 影子圈 优秀奖 

75 宜良县第一人民医院 肠舒圈 优秀奖 

76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向阳圈 优秀奖 

77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麻豆圈 优秀奖 

78 辽宁省盘锦市中心医院 蒲公英圈 优秀奖 

79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人民医院 桶桶圈 优秀奖 

80 昌宁县人民医院 “肺”常完美圈 优秀奖 

81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探索圈 优秀奖 

82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二、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A 圈组  



1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畅畅圈 一等奖 

2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

院） 

PCCM 圈 一等奖 

3 吉林市中心医院 战疫圈 一等奖 

4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有氧圈 一等奖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 

舒畅圈 一等奖 

6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责任圈 一等奖 

7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绿影圈 一等奖 

8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向阳圈 一等奖 

9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 药不能停圈 一等奖 

10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路路通圈 一等奖 

11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呵护圈 一等奖 

12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晨曦圈 一等奖 

13 陕西省人民医院 联萌圈 一等奖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八八医院 

安心圈 一等奖 

15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守护圈 一等奖 

16 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静善净炎圈 一等奖 

17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圆梦圈 二等奖 

18 合肥市滨湖医院 爱芽圈 二等奖 

19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守新圈 二等奖 

20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呼吸圈 二等奖 



21 吉林省松原市中心医院 药供圈 二等奖 

22 乐山市中医医院 天使圈 二等奖 

23 神木市医院 绿叶圈 二等奖 

24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五心圈 二等奖 

25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净血者 二等奖 

26 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髋髋情深圈 二等奖 

27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暖心圈 二等奖 

2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同行圈 二等奖 

29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爱西游圈 二等奖 

30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 

爱护圈 二等奖 

31 如皋市人民医院 急救圈 二等奖 

3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稳压圈 二等奖 

33 南京市第一医院 救生圈 二等奖 

34 上海市同仁医院 醉美手护圈 二等奖 

35 连云港市脑科医院 安达圈 二等奖 

36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听心圈 二等奖 

37 深圳市中医院 时效圈 二等奖 

38 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手护天使圈 二等奖 

39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D-TO-B 圈 二等奖 

40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源圈 二等奖 

41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爱管圈 二等奖 



42 上海市同济医院 99 圈 二等奖 

43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UFO 圈 二等奖 

44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医院 三位一体 二等奖 

45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关爱圈 二等奖 

46 长安医院 消消乐圈 二等奖 

47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脉动圈 二等奖 

48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暖心圈 三等奖 

4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比心圈 三等奖 

50 山西省人民医院 巾帼圈 三等奖 

51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审方圈 三等奖 

52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守护圈 三等奖 

53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齿牙春色圈 三等奖 

54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连联圈 三等奖 

55 泗阳县人民医院 肺常完美圈 三等奖 

56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牵手圈 三等奖 

57 南阳市中心医院 畅畅圈 三等奖 

58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希望圈 三等奖 

59 河南省人民医院 管护圈 三等奖 

60 云南昆钢医院 结截圈 三等奖 

6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救生圈 三等奖 

62 宁波市第一医院 幸运圈 三等奖 



63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守护圈 三等奖 

64 榆林市星元医院 同心圈 三等奖 

65 榆林市第一医院 鸟巢圈 三等奖 

66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规范圈 三等奖 

67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凝心聚力圈 三等奖 

68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NS 圈 三等奖 

69 海安市人民医院 携手圈 三等奖 

70 河南省人民医院 友笑圈 三等奖 

71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救生圈 三等奖 

7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MSS 圈 三等奖 

7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洁美圈 三等奖 

74 临汾市中心医院 骨力圈 三等奖 

75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青新圈 三等奖 

76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GREEN 圈 三等奖 

77 泗阳县人民医院 3 爱之圈 三等奖 

78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护脑圈 三等奖 

79 南阳市中心医院 守护圈 三等奖 

80 新沂市中医医院 水滴圈 三等奖 

81 江苏省丹阳市人民医院 大眼睛圈 三等奖 

82 青海红十字医院 霍然而愈圈 三等奖 

83 威海市中心医院 恒动圈 三等奖 

84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应急装备圈 三等奖 



85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扑影圈 三等奖 

86 盱眙县人民医院 香满泽兰圈 三等奖 

87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兢业圈 三等奖 

88 山西白求恩医院 春晓圈 三等奖 

89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同心圈 三等奖 

90 陕西省榆林市星元医院 携手圈 三等奖 

91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手护圈 三等奖 

92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护心圈 三等奖 

93 宁波明州医院 质改圈 三等奖 

94 锦州市中心医院 相胰相胃圈 三等奖 

95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齿轮圈 三等奖 

96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baby lover 优秀奖 

97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金钢圈 优秀奖 

98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携手圈 优秀奖 

99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甜甜圈 优秀奖 

10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心飞扬圈 优秀奖 

101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细流圈 优秀奖 

10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绵竹医院 专助圈 优秀奖 

103 连云港市心血管病医院 滴嗒圈 优秀奖 

104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畅乐圈 优秀奖 

105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同心圈 优秀奖 

106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放心圈 优秀奖 



107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圆心圈 优秀奖 

108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骨长城圈 优秀奖 

109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救生圈 优秀奖 

110 上海市同仁医院 水滴圈 优秀奖 

111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雨露圈 优秀奖 

112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BABY 圈 优秀奖 

113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血管圈 优秀奖 

114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甘润心田圈 优秀奖 

115 云南省中医医院 麻花圈 优秀奖 

116 忻州市人民医院 复苏圈 优秀奖 

117 德宏州人民医院 珍时圈 优秀奖 

118 西安大兴医院 畅行圈 优秀奖 

119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120 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 星火圈 优秀奖 

121 平度市人民医院 携手圈 优秀奖 

1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光明圈 优秀奖 

123 广元市中心医院 希望圈 优秀奖 

124 淮北矿工总医院集团 静卫圈 优秀奖 

125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轻松呼吸圈 优秀奖 

126 齐河县人民医院 “肺”常完美圈 优秀奖 

127 广东省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满意圈 优秀奖 

128 江门市中心医院 护管圈 优秀奖 



129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脑细胞活跃圈 优秀奖 

130 湖北省十堰市国药东风总医院 同心圈 优秀奖 

131 青海红十字医院 蜜蜂圈 优秀奖 

132 平度市人民医院 C 圈 优秀奖 

133 宁波明州医院 围护圈 优秀奖 

134 海口市人民医院 健心 QC 小组 优秀奖 

135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 管理圈 优秀奖 

136 威海市立医院 心药圈 优秀奖 

137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甘草圈 优秀奖 

138 武汉市第三医院 武汉大学同仁医院 智护圈 优秀奖 

139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 话梅圈 优秀奖 

140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医院 药识圈 优秀奖 

141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放“馨”圈 优秀奖 

142 咸阳市中心医院 药微圈 优秀奖 

143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救生圈 优秀奖 

144 三亚市人民医院 头脑风暴圈 优秀奖 

145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 健康圈 优秀奖 

146 海口市人民医院 点点圈 优秀奖 

147 三亚中心医院 预约有你 QC 小组 优秀奖 

148 琼海市人民医院 甜蜜圈 优秀奖 

149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彩虹圈 优秀奖 

150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医院 强心圈 优秀奖 



151 三亚中心医院 放馨圈 优秀奖 

152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153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蒲公英圈 优秀奖 

154 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管理局中心医院 向阳圈 优秀奖 

155 惠州市中医医院 爱护圈 优秀奖 

156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集美圈 优秀奖 

157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东院区 畅优圈 优秀奖 

三、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B 圈组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微笑圈 一等奖 

2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顺心圈 一等奖 

3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守护圈 一等奖 

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温芯圈 一等奖 

5 东部战区总医院 针心圈 一等奖 

6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肝胆相照圈 二等奖 

7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保贝圈 二等奖 

8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击瘤勇进圈 二等奖 

9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牵手圈 二等奖 

10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携手圈 二等奖 

1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安药圈 二等奖 

1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三叶圈 二等奖 

1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7℃圈 二等奖 

14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求真圈 二等奖 



15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战疫圈 二等奖 

16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幸孕圈 三等奖 

17 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 护胃圈 三等奖 

18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极光圈 三等奖 

19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晨曦圈 三等奖 

20 上海闵行区中心医院 CC 圈 三等奖 

21 东莞市人民医院 携手圈 三等奖 

22 上海市浦东医院 感控圈 三等奖 

23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点点圈 三等奖 

24 新疆军区总医院 绿茵圈 三等奖 

25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梧桐圈 三等奖 

26 上海长征医院 火箭圈 三等奖 

27 新疆军区总医院 携手圈 三等奖 

28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携手圈 三等奖 

29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院 安馨圈 三等奖 

30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绿叶圈 三等奖 

31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终结圈 优秀奖 

3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新新圈 优秀奖 

33 新疆军区总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34 陕西省人民医院 脉动圈 优秀奖 

35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优糖圈 优秀奖 

36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爱心圈 优秀奖 



3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路路通圈 优秀奖 

38 吉林省通化市人民医院 和谐圈 优秀奖 

39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氧气圈 优秀奖 

40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赋力圈 优秀奖 

4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金葵圈 优秀奖 

42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 一呼百应圈 优秀奖 

43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维复圈 优秀奖 

44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康乃新 优秀奖 

45 上海长征医院 消消乐圈 优秀奖 

46 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人民医院 呵护圈 优秀奖 

47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叮咚圈 优秀奖 

48 儋州市人民医院 连心圈 优秀奖 

49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心圈 优秀奖 

50 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爱脑圈 优秀奖 

51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恬天圈 优秀奖 

四、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A 圈组  

1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炫影圈 一等奖 

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消消乐圈 一等奖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微笑圈 一等奖 

4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希望圈 一等奖 

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心悦心圈 一等奖 

6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彤馨圈 一等奖 



7 上海市同仁医院 合力圈 一等奖 

8 陕西省人民医院 新生圈 一等奖 

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快乐同心圈 一等奖 

1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首善圈 二等奖 

11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脉动圈 二等奖 

1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彩虹圈 二等奖 

13 广东省佛山区南海区人民医院 顺畅圈 二等奖 

14 河南省人民医院 护皮圈 二等奖 

15 白银市中心医院 枫叶圈 二等奖 

16 南充市中医医院 生护圈 二等奖 

17 南京鼓楼医院 唯品圈 二等奖 

18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姣好圈 二等奖 

19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孔明圈 二等奖 

20 神木市医院 同心圈 二等奖 

2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雁行圈 二等奖 

22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爱动圈 二等奖 

23 东莞市人民医院 同心圈 二等奖 

24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联心圈 二等奖 

25 运城市中心医院 OR 守护圈 二等奖 

26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爱“惜”圈 二等奖 

27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明镜圈 三等奖 

28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同心圈 三等奖 



29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踏歌器舞圈 三等奖 

30 常州市中医医院 知行圈 三等奖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童心圈 三等奖 

32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爱西柚圈 三等奖 

33 山西省汾阳医院 爱呼圈 三等奖 

34 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糖足圈 三等奖 

35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精卫圈 三等奖 

36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生命树圈 三等奖 

37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同心圈 三等奖 

38 淄博市第一医院 爱 See you 圈 三等奖 

39 海安市中医院 北斗七星圈 三等奖 

40 宜兴市人民医院 晨曦圈 三等奖 

41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彩虹圈 三等奖 

42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爱喜优圈 三等奖 

43 聊城市人民医院 同心圈 三等奖 

44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手护圈 三等奖 

45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不倒圈 三等奖 

46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天使之光圈 三等奖 

47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呵护圈 三等奖 

48 安阳市人民医院 胃笑圈 三等奖 

49 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稳妥圈 三等奖 

50 清远市人民医院 守护圈 三等奖 



51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互畅圈 三等奖 

52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柔韧圈 三等奖 

53 滨州市人民医院 DA 圈 优秀奖 

54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55 辽宁省锦州市第二医院 无忧圈 优秀奖 

56 简阳市人民医院 守梦圈 优秀奖 

57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点滴圈 优秀奖 

58 长沙市第一医院 清新圈 优秀奖 

59 辽宁省肿瘤医院 呼拉圈 优秀奖 

60 山西省肿瘤医院 花瓣圈 优秀奖 

61 长治市人民医院 爱呼圈 优秀奖 

62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Flame 圈 优秀奖 

63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A6 圈 优秀奖 

64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延续圈 优秀奖 

65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慧眼圈 优秀奖 

66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呵护圈 优秀奖 

67 如皋市人民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68 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手护圈 优秀奖 

69 咸阳市中心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70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骨力圈 优秀奖 

71 苏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72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手护圈 优秀奖 



73 朝阳市中心医院 贝爱圈 优秀奖 

74 信阳市中心医院 护童圈 优秀奖 

75 江苏省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天使圈 优秀奖 

76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 阳聪圈 优秀奖 

77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游泳圈 优秀奖 

78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印记圈 优秀奖 

79 青海红十字医院 幸孕圈 优秀奖 

80 北票市中心医院 神翼圈 优秀奖 

81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奶瓶圈 优秀奖 

82 海南省中医院 心连心圈 优秀奖 

83 南京明基医院 出发圈 优秀奖 

84 河南省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护脑安全圈 优秀奖 

85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 安心圈 优秀奖 

86 上海市胸科医院 智勇双圈 优秀奖 

87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 肠常乐 优秀奖 

五、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B 圈组  

1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合力圈 一等奖 

2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YI 步圈 一等奖 

3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雨露圈 一等奖 

4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光明圈 一等奖 

5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郎飞圈 一等奖 

6 江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蜜蜂圈 一等奖 



7 溧阳市人民医院 聚能圈 一等奖 

8 上海长征医院 达膝圈 二等奖 

9 聊城市人民医院 携手同心圈 二等奖 

10 上海市浦东医院 生命之托圈 二等奖 

1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蝴蝶圈 二等奖 

12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创优圈 二等奖 

13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血缘圈 二等奖 

14 蒙自市人民医院 六环圈 二等奖 

15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天使之翼圈 二等奖 

16 儋州市人民医院 领健圈 二等奖 

17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COCO 圈 二等奖 

18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亲子圈 二等奖 

19 丹东市第一医院 虹愿圈 二等奖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乘风破浪圈 二等奖 

21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静心和呼圈 三等奖 

22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肾斗士圈 三等奖 

23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全力以妇圈 三等奖 

24 吕梁市人民医院 绿树圈 三等奖 

25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漯河
市骨科医院） 

心馨圈 三等奖 

2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晨曦守爱圈 三等奖 

27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小树苗圈 三等奖 



2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安康圈 三等奖 

29 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 奔跑圈 三等奖 

30 东部战区总医院 HuHu 圈 三等奖 

31 新沂市人民医院 温心圈 三等奖 

32 盘锦市中心医院 爱颅圈 三等奖 

33 高州市人民医院 赢养圈 三等奖 

34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 亲子圈 三等奖 

35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医院 阳光圈 三等奖 

36 朝阳市中心医院 骨励圈 三等奖 

37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护水圈 三等奖 

38 鹤壁市人民医院 手护圈 三等奖 

39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护管圈 三等奖 

40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牵骨圈 三等奖 

4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幸孕圈 优秀奖 

42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ECT圈 优秀奖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

院 
绿动圈 优秀奖 

44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我家圈 优秀奖 

45 四川省邻水县人民医院 呵护圈 优秀奖 

46 武汉市第三医院 魔丸圈 优秀奖 

47 克什克腾旗中医蒙医医院 糖人圈 优秀奖 

48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安生圈 优秀奖 



49 安徽省儿童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50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呵护圈 优秀奖 

51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协助圈 优秀奖 

52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密封圈 优秀奖 

53 辽宁省肿瘤医院 时光圈 优秀奖 

54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回族自治

区儿童医院  
星光圈 优秀奖 

55 苏州大学附属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 展望圈 优秀奖 

56 瑞安市人民医院 足迹圈 优秀奖 

57 宣威市第一人民医院 携手圈 优秀奖 

58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救生圈 优秀奖 

59 克什克腾旗中医蒙医医院 护脑圈 优秀奖 

60 安徽省儿童医院 天使圈 优秀奖 

61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守护天使圈 优秀奖 

62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同心圈 优秀奖 

63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正负圈 优秀奖 

64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精微圈 优秀奖 

65 武汉市第三医院 减压圈 优秀奖 

66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守卫圈 优秀奖 

67 武汉市第三医院 袋鼠圈 优秀奖 

六、 二级医院专场-A 圈组  

1 汝州市人民医院 护芽圈 一等奖 



2 新沂市中医医院 蜜蜂 一等奖 

3 平邑县人民医院 精益圈 一等奖 

4 句容市人民医院 黑眼圈 一等奖 

5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 海豚圈 一等奖 

6 偃师市人民医院 同心圈 一等奖 

7 西安市北方医院 守护圈 一等奖 

8 襄城县人民医院 心心相印圈 二等奖 

9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盐湖区分院 膝膝相关圈 二等奖 

10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人民医院 心心圈 二等奖 

11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医院 生命之光圈 二等奖 

12 永城市中心医院 彩虹圈 二等奖 

13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 护肾圈 二等奖 

14 永城市人民医院 呵护圈 二等奖 

15 邹平市人民医院 启航圈 二等奖 

16 邹平市人民医院 肺康圈 二等奖 

17 襄城县人民医院 维尼圈 二等奖 

18 永城市人民医院 携手圈 二等奖 

19 平邑县人民医院 双心圈 二等奖 

20 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顽皮圈 二等奖 

21 凤翔县医院 救护圈 二等奖 

22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医院 齐心圈 二等奖 

23 河南省省立医院 精心圈 三等奖 



24 吉林省延边第二人民医院 骨力圈 三等奖 

25 江苏省南通市老年康复医院 风帆圈 三等奖 

26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齐心圈 三等奖 

27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人民医院 至珍至爱 三等奖 

28 齐河县人民医院 平安圈 三等奖 

29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佳药圈 三等奖 

30 淇县人民医院 倾畅圈 三等奖 

31 伊川县人民医院 绿叶圈 三等奖 

32 宁波市第九医院 协手圈 三等奖 

33 新绛县人民医院 守脑圈 三等奖 

34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医院 手心圈 三等奖 

35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院 泌蜜圈 三等奖 

36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精细圈 三等奖 

37 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 视听圈 三等奖 

38 齐河县人民医院 护心圈 三等奖 

39 汶上县人民医院 奔跑圈 三等奖 

40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医院 连心圈 三等奖 

41 江西省大余县人民医院 纽带圈 三等奖 

42 平遥县人民医院 繁星圈 三等奖 

43 乌鲁木齐市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手护圈 优秀奖 

44 宜宾市江安县人民医院 护心圈 优秀奖 

45 浚县人民医院 健康圈 优秀奖 



46 锦州市妇婴医院 新芽圈 优秀奖 

47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金药师圈 优秀奖 

48 盈江县人民医院 配齐圈 优秀奖 

49 张家口宣钢医院 护胃圈 优秀奖 

50 广东省龙川县中医院 动力圈 优秀奖 

51 广东省龙川县中医院 护脉圈 优秀奖 

52 昌宁县人民医院 熊猫宝宝圈 优秀奖 

53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愿糖平圈 优秀奖 

54 广东省中山市广济医院 微信圈 优秀奖 

55 利津县中心医院 源圈 优秀奖 

56 山西省孝义市人民医院 护航圈 优秀奖 

57 贵州省遵义市第五人民医院 智慧圈 优秀奖 

58 桐梓县人民医院 呵护圈 优秀奖 

59 云南省绿春县人民医院 护儿圈 优秀奖 

60 西安航天总医院 同心圈 优秀奖 

61 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向心骨力圈 优秀奖 

62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全守护圈 优秀奖 

63 重庆市东南医院 呼啦圈 优秀奖 

64 桐梓县人民医院 乐和圈 优秀奖 

65 聊城市东昌府人民医院 CC 圈 优秀奖 

66 宁强县天津医院 安适圈 优秀奖 

67 扎鲁特旗人民医院 晨曦圈 优秀奖 



68 永济电机医院 呵护圈 优秀奖 

69 如东县人民医院 橄榄圈 优秀奖 

70 锦州市妇婴医院 水滴圈 优秀奖 

71 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人民医院 治志健康圈 优秀奖 

七、 二级医院专场-B 圈组  

1 平邑县人民医院 肝胆相照圈 一等奖 

2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江北区人民医院） FAST 圈 一等奖 

3 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同心圈 一等奖 

4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维复圈 一等奖 

5 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 晨曦圈 一等奖 

6 平邑县人民医院 畅通圈 一等奖 

7 河南省人民医院豫西南分院(叶县人民医院) 糖堂圈 二等奖 

8 新沂市中医医院 光下传情圈 二等奖 

9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医院 神通圈 二等奖 

10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院 手护圈 二等奖 

11 云南省澄江市人民医院 心动圈 二等奖 

12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启航圈 二等奖 

13 镇平县人民医院 Fast 圈 二等奖 

14 连云港徐圩新区人民医院 微化圈 二等奖 

15 费县人民医院 过滤圈 二等奖 

16 汝阳县人民医院 糖佑圈 二等奖 

17 成都市新津区人民医院 真心圈 二等奖 



18 宾阳县人民医院 守护圈 二等奖 

19 原阳县人民医院 清新圈 三等奖 

20 凤庆县人民医院 痛无忧圈 三等奖 

21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民医院 幸孕圈 三等奖 

22 徐圩新区人民医院 健康圈 三等奖 

23 陕西省扶风县人民医院 幸孕圈 三等奖 

24 桐梓县人民医院 泌爱圈 三等奖 

25 宿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康心圈 三等奖 

26 西藏贡觉县人民医院 优+圈 三等奖 

27 安宁市中医医院 呵护圈 三等奖 

28 扶风县人民医院 星火圈         三等奖 

29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康护圈 三等奖 

30 阜宁县人民医院 畅优圈 三等奖 

31 中化二建集团医院 携手圈 三等奖 

32 国药重庆西南铝医院 骨动圈 三等奖 

33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第二人民医院 齐心圈 三等奖 

34 昆明市经开人民医院 生之路圈 三等奖 

35 珲春市人民医院 溯源圈 三等奖 

36 成都市青白江区精神病防治院 娱乐圈 三等奖 

37 韩城市人民医院 雨露圈 优秀奖 

38 昆明市晋宁区人民医院 顺畅圈 优秀奖 

39 红河州中医医院 希望圈 优秀奖 



40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真爱圈 优秀奖 

41 重庆建设医院 火炬圈 优秀奖 

42 云南省金平县人民医院 护育圈 优秀奖 

43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ST 圈 优秀奖 

44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回族自治区

儿童医院 小葵花圈 优秀奖 

45 广东省中山市广济医院 卫骨圈 优秀奖 

46 绛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 放馨圈 优秀奖 

47 安宁市人民医院 探密圈 优秀奖 

48 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49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回族自治区

儿童医院 爱之光圈 优秀奖 

50 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 镜界圈 优秀奖 

51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回族自治区

儿童医院 POWER 圈 优秀奖 

52 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护心圈 优秀奖 

53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人民医院 畅享呼吸圈 优秀奖 

54 惠东县第二人民医院 汇心圈 优秀奖 

55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医院 生命之星圈 优秀奖 

56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质改圈 优秀奖 

57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人民医院 爱膝圈 优秀奖 

58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回族自治区 心手相连圈 优秀奖 



儿童医院 

59 息县人民医院 育苗圈 优秀奖 

60 平定县人民医院 护航圈 优秀奖 

八、 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A 圈组  

1 重庆佑佑宝贝妇儿医院 护佑圈 一等奖 

2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方周圈 一等奖 

3 三二〇一医院 晨曦圈 一等奖 

4 河南省儿童医院 阳光圈 一等奖 

5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护肾圈 二等奖 

6 广东省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守护圈 二等奖 

7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会医院 玫瑰圈 二等奖 

8 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蜜蜂圈 二等奖 

9 河南省儿童医院 蓓蕾圈 二等奖 

10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爱心接力圈 二等奖 

11 河南省口腔医院 优牙圈 二等奖 

12 长春市妇产医院 源动力圈 二等奖 

13 云南省玉溪市中医医院 笃行圈 二等奖 

14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泪畅圈 三等奖 

15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守脑圈 三等奖 

16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海绵圈 三等奖 

17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齐心圈 三等奖 

18 航空总医院 乐活圈 三等奖 



19 佛山市中医院 救教圈 三等奖 

20 济南市莱钢医院 护心圈 三等奖 

21 大连市儿童医院 火星天使圈 三等奖 

22 山东省胸科医院 畅通圈 三等奖 

23 上海中冶医院 肾斗士 三等奖 

24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 鸟巢圈 三等奖 

25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守护圈 三等奖 

26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萤火圈 三等奖 

27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幸孕圈 优秀奖 

28 辽宁省肿瘤医院 同未圈 优秀奖 

29 昭通市中医医院 博精圈 优秀奖 

30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架子骨圈 优秀奖 

31 唐山弘慈医院 肠净圈 优秀奖 

32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同心圈 优秀奖 

33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雏婴圈 优秀奖 

34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三人医院 清水芙蓉圈 优秀奖 

35 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 优爱圈 优秀奖 

3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和谐圈 优秀奖 

37 安康市中医医院 蜜蜂圈 优秀奖 

38 内蒙古包钢医院 蜜蜂圈 优秀奖 

3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心身和谐圈 优秀奖 

4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螺旋圈 优秀奖 



41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RE-Care圈 优秀奖 

42 昭通仁安医院 合安圈 优秀奖 

43 西安市儿童医院 蘑力圈 优秀奖 

 

九、 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B 圈组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远志圈 一等奖 

2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守望圈 一等奖 

3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放馨圈 一等奖 

4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孕你同行圈 二等奖 

5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安宁圈 二等奖 

6 常州市中医医院 点滴圈 二等奖 

7 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 手护圈 二等奖 

8 唐山弘慈医院 检一圈 二等奖 

9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温柔陪伴圈 二等奖 

10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重心圈 二等奖 

11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舒适圈 三等奖 

12 三二〇一医院 守望生命圈 三等奖 

13 上海中冶医院 守护圈 三等奖 

14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维管圈 三等奖 

15 辽宁省肿瘤医院 保护伞圈 三等奖 

16 云南省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稳心圈 三等奖 

17 沈阳市骨科医院 减号圈  三等奖 



18 张家口宣钢医院 骨力圈 三等奖 

19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救生圈 三等奖 

20 辽宁电力中心医院 护管圈 三等奖 

21 辽宁省肿瘤医院 美丽圈 三等奖 

22 国药同煤总医院 活力圈 优秀奖 

23 辽宁电力中心医院 爱康圈 优秀奖 

24 晋城大医院 勃勃生肌圈 优秀奖 

25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腰舒圈 优秀奖 

26 大连市儿童医院 舒睡圈 优秀奖 

27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肾利圈 优秀奖 

28 镇平县妇幼保健院 孕舒圈 优秀奖 

29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夕阳红圈 优秀奖 

30 济南市莱钢医院 启园 优秀奖 

31 昆明市中医医院 畅跳圈 优秀奖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宁夏回族自

治区儿童医院 脉动圈 优秀奖 

33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润心圈 优秀奖 

34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食尚圈 优秀奖 

35 石屏县中医医院 新芽圈 优秀奖 

36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哆啦 A 梦圈 优秀奖 

十、 急诊专场 

1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温馨园圈 一等奖 



2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膜力圈 一等奖 

3 河南省人民医院 蛟龙圈 一等奖 

4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急速圈 一等奖 

5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知馨圈 一等奖 

6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叶草圈 一等奖 

7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守护圈 一等奖 

8 江苏省人民医院 生命圈 一等奖 

9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紧医卫 二等奖 

10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为你而来圈 二等奖 

11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复苏圈 二等奖 

12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突破圈 二等奖 

13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Fast 圈 二等奖 

14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联心圈 二等奖 

15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QSS 圈 二等奖 

16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守护圈 二等奖 

17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朋友圈 二等奖 

18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携同圈 二等奖 

19 永城市人民医院 无影有爱 二等奖 

20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首脑圈 二等奖 

21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救心圈 二等奖 

22 永平县人民医院 时速圈 二等奖 

23 长治市人民医院 接力圈 二等奖 



24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极致圈 二等奖 

25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初心圈 三等奖 

26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畅通圈 三等奖 

27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护卫圈 三等奖 

28 山东省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同心圈 三等奖 

29 淄博市第一医院 救生圈 三等奖 

30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爱儿圈 三等奖 

31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畅通圈 三等奖 

32 上海中冶医院 OK 圈 三等奖 

33 平邑县人民医院 生命圈 三等奖 

34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 急速递圈 三等奖 

35 白银市中心医院 接力圈 三等奖 

36 儋州市人民医院 救生圈 三等奖 

37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金盾圈 三等奖 

38 汉川市人民医院 掌心圈 三等奖 

39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ER 圈 三等奖 

40 泗阳县人民医院 复苏圈 三等奖 

41 山西白求恩医院 蚂蚁圈 三等奖 

42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盐湖区分院 飞速营救圈 三等奖 

43 浚县人民医院 急救圈 三等奖 

44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红心圈 三等奖 

45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 3Q 圈 三等奖 



46 济南市莱钢医院 生命之星圈 三等奖 

47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速心圈 三等奖 

48 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时速圈 三等奖 

49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集团医院 Fast 圈 优秀奖 

50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 运圆圈 优秀奖 

51 山东省费县人民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52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救生圈 优秀奖 

53 宜兴市人民医院 心心圈 优秀奖 

54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55 济南市人民医院 护心圈 优秀奖 

56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救生圈 优秀奖 

57 广汉市人民医院 温馨圈 优秀奖 

58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59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生命护佑圈 优秀奖 

60 平邑县人民医院 先锋圈 优秀奖 

61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 心梦圈 优秀奖 

62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EMS 圈 优秀奖 

63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绿色守护圈 优秀奖 

64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医院 护脑圈 优秀奖 

65 长沙市第一医院 极速圈 优秀奖 

66 简阳市人民医院 援心圈 优秀奖 

67 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救生圈 优秀奖 



68 滨州市人民医院 精准圈 优秀奖 

69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寿司圈 优秀奖 

70 盘锦市中心医院 生命圈 优秀奖 

71 辽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Warm Sunshine 圈 优秀奖 

72 佛山市中医院 树榕圈 优秀奖 

73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 速效救心圈 优秀奖 

74 日照市中心医院 时间圈 优秀奖 

75 扎鲁特旗人民医院 接力圈 优秀奖 

76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主动圈 优秀奖 

77 商洛市中心医院 同心圈 优秀奖 

78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敏行圈 优秀奖 

79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医院 迅畅圈 优秀奖 

8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守护圈 优秀奖 

十一、 社区卫生专场 

1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百草同心圈 一等奖 

2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门矿医院 检爱圈 一等奖 

3 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康复医院 迈动圈 二等奖 

4 龙华区人民医院 未来圈 二等奖 

5 平邑县精神病医院 仁心圈 二等奖 

6 青白江区人民医院集团城厢第一医院 温馨圈 二等奖 

7 平邑县温水镇卫生院 温新圈 三等奖 

8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防疫圈 三等奖 



9 郑州市大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乐享圈 三等奖 

10 平邑县精神病医院 五心圈 三等奖 

11 南通市崇川区天生港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安心圈 三等奖 

12 郑城镇中心卫生院 芙蓉圈 优秀奖 

13 郑州市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绿色心情圈 优秀奖 

14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节约圈 优秀奖 

15 东营胜利机关医院 康健圈 优秀奖 

16 白彦镇卫生院 连心圈 优秀奖 

17 白彦镇卫生院 舒心圈 优秀奖 

18 郑州市北下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手卫圈 优秀奖 

十二、 新冠肺炎防治论文组专场 

1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
院 

降低新冠疫情期间急诊患者分流的

错误率 
一等奖 

2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
医院 

构建新冠肺炎疫情下医院应急防控

管理体系 
一等奖 

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护理管理 
一等奖 

4 泗阳县人民医院 
新冠疫情下基层医院护理应急管理

体系的构建 
一等奖 

5 河南省人民医院 
护理新冠肺炎患者真实体验的质性

研究 
一等奖 

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冠肺炎援助一线护士心理弹性与

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一等奖 

7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一

线护士工作－ 家庭支持与工作效

率相关性分析 

一等奖 

8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口

腔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建议 
一等奖 

9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初期期间妇

幼保健医院的应急管理与运行 
一等奖 

1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型综合医院三

级防控措施的应用 
一等奖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新冠疫情防控下应用品管圈提高门

急诊医务人员防护用品使用规范的

实践研究 

一等奖 

12 陕西省人民医院 
新型冠状病肺毒炎疫情下的 EICU

患者家属管理 
一等奖 

13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心理弹性在新冠肺炎援助一线护士

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

介效应 

二等奖 

1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恶性血液病 PICC

带管患者医院-社区-家庭三元维护

模式构建  

二等奖 

15 河南省人民医院 
提高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氧合指数

靶向目标管理达标率 
二等奖 

16 陕西省人民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临床护

理实习生压力感知现况及影响因素

研究 

二等奖 

17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医疗失效模式及效应分析在改善口

腔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门诊

就诊流程中的应用 

二等奖 

18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血液净

化室防控管理实践 
二等奖 

19 陕西省人民医院 
评估医联体医院医护人员对新型冠

状病毒疾病认知、态度和治疗意愿 
二等奖 

20 云南省大理州人民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援鄂医

疗队驻地感控管理体会 
二等奖 

21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提高门诊诊疗预约率 二等奖 

22 昆明市延安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急危重

患者核酸标本采用缓解管理 
二等奖 

23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营养及焦

虑、抑郁情绪调查分析 
二等奖 

24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标准化管理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发热预检分诊中的应用 
二等奖 

25 陕西省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方舱医院物资管

理 
二等奖 

26 陕西省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三级综合医院多元

协同应急管理体系构建 
二等奖 

27 陕西省人民医院 
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急诊应

急管理策略 
二等奖 

28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２型

糖尿病患者治疗用药评价与药学监

护策略 

二等奖 

29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新冠疫情期间护理精细化管理“全 二等奖 



方位防控急诊模式” 

30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运用 QFD 改进新冠肺炎患者病区

护理管理质量 
二等奖 

31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智能化心身干预对境外返并人员集

中隔离期间焦虑抑郁情绪与睡眠的

影响 

二等奖 

32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区级定点医

院护理部应急管理策略 
二等奖 

33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运用钉钉 APP 进行团队心理干预

对新型冠状病毒隔离病区一线护士

焦虑情绪的影响 

二等奖 

34 河南省人民医院 

1 例危重型 COVID-19 患者双

ECMO支持治疗行俯卧位通气的护

理 

二等奖 

35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灾害脆

弱性分析在医院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研究 

二等奖 

36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品管圈降低住院患者新型冠状病毒

院内感染风险率的效果观察 
二等奖 

37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营养支持治疗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中的护理实践 
二等奖 

38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电子思维导图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护知识中应用 
三等奖 

39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咽拭子采集防飞沫压舌板护屏设计

与应用 
三等奖 

40 龙华区人民医院 
住院患者陪护人员新冠肺炎感染防

控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三等奖 

4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高危感染护士焦虑、不确定感及特

定困扰对工作压力影响：一项横断

面调查 

三等奖 

42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COVID-19 流行期间低年资护士心

理状况及应对方式的调查研究 
三等奖 

43 深圳市中医院 
基于网格化管理的新冠肺炎中医疫

病防控体系构建 
三等奖 

44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4R 危机管理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

管理中的应用 
三等奖 

45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静脉输液的

危险因素以及护理管理对策分析 
三等奖 

46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普

通病房患者心理焦虑的护理探究 
三等奖 

47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胸痛中心管理的

循证实践 
三等奖 



48 上海市同仁医院 
发 热 门 诊 一 体 化 建 设 在 防 控

COVID-19 中作用的讨论 
三等奖 

49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品管圈提高新冠疫情期间重点部门

医疗废弃物管理规范率的效果研究 
三等奖 

50 河南省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临床护士工作投

入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三等奖 

51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冠疫情下气管切开患者气道管理

模式的构建 
三等奖 

52 深圳市中医院 

八段锦之“调理脾胃须单举”联合足

三里穴位按压对新冠肺炎患者纳差

效果评价 

三等奖 

53 河南省人民医院 

社区医护人员新发传染病相关知

识、态度、应急能力的现况调查及

影响因素分析 

三等奖 

54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工作人

员感控知识问卷调查 
三等奖 

55 上海长征医院 
基于新冠肺炎传染病特点的线上线

下护理培训方法探讨 
三等奖 

56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收治危重型新型冠状肺炎定点医院

物资设备应急管理策略 
三等奖 

57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俯卧

位机械通气的效果分析 
三等奖 

58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
二附属医院 

武汉方舱医院援鄂医疗队一线护理

人员心理状况调查 
三等奖 

59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病区疫情防控规范率 三等奖 

60 
山东省聊城市第二人民医
院 

COVID-19 肺炎相关性呼吸衰竭 21

例报告 
三等奖 

61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COVID-19 定点医院义务人员心理

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三等奖 

62 河南省人民医院 

疫情期间值班模式对发热门诊医务

人员压力性损伤及职业倦怠感的影

响研究 

三等奖 

6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热门诊和隔离

病房护士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 
三等奖 

64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链式管理模式在火神山医院新冠肺

炎收治中提升 
三等奖 

65 运城市中心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六西格玛管理

法在发热门诊流程管理中的应用 
三等奖 

66 大连市儿童医院 

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的儿童专科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院感防控管理实

践 

三等奖 



67 上海市同仁医院 

基于“结构-过程-结果”理论实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住院患者陪护

管理实践 

三等奖 

6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新冠疫情背景下一线护士心理弹性

及影响因素分析 
三等奖 

69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定点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门

诊护理质量管理实践 
三等奖 

70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居家防

护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三等奖 

71 大连市儿童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儿科医

院住院患儿陪护人员的管理实践 
三等奖 

72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基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不明原因危

重发热患者救治路径构建与实施 
三等奖 

73 河南省人民医院 
六西格玛管理模式在疫情期间实习

护士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三等奖 

74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一线医护人

员心理健康现况及相关因素的研究 
三等奖 

75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雷神山医疗队驻地安全与防控管理

实践 
优秀奖 

76 唐山弘慈医院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焦虑现

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优秀奖 

77 大连市儿童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儿童内

镜中心感染防控管理实践 
优秀奖 

78 

宁夏回族自治区妇幼保健
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儿童医
院 

宁夏最小婴儿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护

理难点与对策 
优秀奖 

79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鼻出血患者诊治

流程管理实践 
优秀奖 

8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应用品管圈优化新冠肺炎期间急诊

就诊流程效果评价 
优秀奖 

81 延边第二人民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护理部

应急管理策略 
优秀奖 

8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老年病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护理细化管理实践 
优秀奖 

8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护人员

心理弹性状况分析 
优秀奖 

84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人文关怀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中的应用 
优秀奖 

85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中国湖北 COVID-19 患者合并消化

系统症状的临床特征：一项描述性、

横断面、多中心研究 

优秀奖 

86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型及危重型患 优秀奖 



者呼吸治疗相关操作防护措施专家

共识 

87 上海市同仁医院 

发热门诊与隔离病房无缝隙对接在

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管理中的效果研

究 

优秀奖 

88 河南省人民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临床一线

医护人员家属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

因素分析 

优秀奖 

89 河南省人民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期间护理实

习生心理状况及对职业认同的影响 
优秀奖 

90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期间病理科实验

室的管理策略 
优秀奖 

91 滨州市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不同时期血透患

者常见心理状态及护理对策 
优秀奖 

9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实习护生临床护理

实践教学的效果分析 
优秀奖 

93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放射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管

理举措 
优秀奖 

94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群体创伤后应

激障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优秀奖 

95 河南省人民医院 
临产孕妇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

医院生产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 
优秀奖 

96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医护人员新冠状病毒肺炎防

治知识的调查 
优秀奖 

97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 
 探讨疫情常态化下精细化防控管

理 ICU 模式 
优秀奖 

98 丹东市第一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放疗科

病房管理体会 
优秀奖 

99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冠肺炎在放射科的防控措施 

 
优秀奖 

100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雷神山医院防止新冠肺炎院内感染

的人员管理 
优秀奖 

101 上海市同仁医院 
新冠疫情下的药学工作 

 
优秀奖 

102 昆明市中医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中医肺病科护

理管理体系建设及实施 
优秀奖 

103 上海市同仁医院 
以防控 COVID-19 病毒为例浅谈公

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的作用 
优秀奖 

104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护患微信群在新冠肺炎隔离病房的

应用体会 
优秀奖 

105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 
心理干预对新冠肺炎期间县区级医

院临床一线护士焦虑和抑郁水平影
优秀奖 



响 

10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手足外科急诊患

者优化管理实践 
优秀奖 

107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 
新冠肺炎期间济南市县区级医院护

士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 
优秀奖 

108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胸部低剂量 CT 辅助诊断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 
优秀奖 

109 河南省人民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居家隔离期间肿

瘤患者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

性研究 

优秀奖 

110 河南省人民医院 

后疫情时代基于互联网模式的健康

教育对于老年体检慢性病患者行为

改变的分析 

优秀奖 

111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新冠肺炎期间境外返并隔离人员焦

虑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优秀奖 

11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儿童呼吸内

科病房的防护与管理 
优秀奖 

11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眼科门诊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管理实践  
优秀奖 

114 河南省人民医院 
自动消毒系统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终

末消毒效果研究 
优秀奖 

115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高血压 1 例 优秀奖 

116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新冠肺炎患者收治病区消毒隔离的

专家共识 
优秀奖 

117 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玉溪 14 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的回顾性分析 
优秀奖 

118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三甲综合医院

护理人力资源应急管理实践 
优秀奖 

119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肾移植患者身

心状态调查分析及调节建议 
优秀奖 

120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抗凝药

物治疗策略 
优秀奖 

121 抚顺市中心医院 

构建抚顺市医务人员抗击新冠疫情

心理健康防护体系实践探索和效果

研究 

优秀奖 

122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暴发对中国医务人员心理的影响 
优秀奖 

123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构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IAACE”五

位一体风险防范管控体系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