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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荣 榜
2018年开门纳谏活动优秀服务改进项目名
单
金鼎奖渊1个冤院
《推进智慧医疗，让群众看病少跑一次》
项目牵头人：邵平扬 责任科室：信息科
银鼎奖渊2个冤院
渊一冤叶改进膳食服务曳
项目牵头人：王黎恩 责任科室：膳食科
渊二冤叶厕所革命曳
项目牵头人：钱建萍 责任科室：爱卫办、后勤服务中心、总务科
优秀奖渊4个冤院
渊一冤叶加强职工关爱曳
项目牵头人：沈旸、姚明 责任科室：人事科、科教科、护理部
渊二冤叶建立住院服务中心曳
项目牵头人：王正安 责任科室：医务科、护理部、财务科
渊三冤叶优化电梯运行曳
项目牵头人：王黎恩 责任科室：后勤服务中心、保卫科
渊四冤叶急诊科改造曳
项目牵头人：王正安 责任科室：医务科、总务科、防保院感科

感控工作先进集体与个人名单
感控先进集体院
手术麻醉科、15B（儿科）、34病区（感染科二、小儿感染）、急诊科、12B（全科医

学科、重症康复）
感控先进个人院
顾小红、余晓、姜颖洁、张美琪、张宁宁、顾平凤、何慧轩、夏建妹、沈鸿、

董李丹、钱能、朱美玲、张敏、陆冬玲、沈金妹

卫生先进科室尧 健康教育促进先进集体和
个人名单
卫生先进科室院
33病区（感染科一）、19B（疼痛科、泌尿外科二）、病理科、19A（特需病

房）、高压氧科、体检中心、32病区（呼吸内科四、结核专科）、7A（肝胆外科一、
血管外科）、7B（肝胆外科二）、皮肤科门诊、11B(头颈外科、肛肠外科)、16A(呼
吸内科一)
健康教育优胜单位院
13B（心血管内科二）、18A（血液科）、6B（耳鼻咽喉、口腔颌面外、眼科）、

11A（风湿免疫科、康复科）、14B（神经内科二、呼吸内科三）、16B（呼吸内科
二）、17B（肿瘤内科二）、8A（泌尿外科一）、5B(神经外科)、9B(骨科二)
健康教育积极分子院
金霞明、周美华、阮月芳、金莲、沈利英、孙菊英、陆许贞、金萍、戚维波、

朱富祥、于静、王霄腾、邵一川、王飞、高惜惜、万磊、邓敏、贾磊、陈哲萌、王华
伟
健康促进示范科室院
18B（内分泌科、肿瘤内科三、中医针灸科）、10A（妇科、皮肤科）、10B（乳

腺病科、烧伤整形科）、13A（心血管内科一）、12A（肾内科）
健康促进先进个人院
张齐、曹伟中、俞新红、顾再研、刘斌、陆锦琪、刘学英、徐跃根、殷文浩、

许浏

优秀团员尧 先进团支部和青年文明号先进
集体名单
优秀团干部院
吕月忠、陆一凡、董伟杰、俞海峰、沈月玉、缪叶彬、李维、毛月剑、钱雅萍、

黄霄荻
优秀团员院
内科一支部院陆文文、宿雯、陈云、徐恒佳、王旭东、邹卓璇
内科二支部院费张丽、张晓丽、姜靓雯、吴婷婷、陈婷婷
内科三支部院宗斐、岳馨、沈亚庆、张青青、朱国红
内科四支部院陈丹梅、莫园佳、黄芳、吕秀秀
外科一支部院莫佳虹、俞佳微、朱佳月、陶雅梅
外科二支部院王晓菁、吕凤飞、顾叶萍、周丽丽、唐佳勤、陆凯
外科三支部院 玥潘徐青、王冰依、金晶、朱春妮、吴晗
门急诊支部院李烨、许栋旭、朱淑依、马吉华、孙笑容、许丹燕
医技支部院董威、邓志辉、姜晨旭、陆晓磊、朱雅
行政后勤支部院 陆秋平、陆苗、殷鑫彬、姚宇欣
先进团支部:内科二团支部、门急诊团支部、医技团支部
青年文明号先进集体:门诊西药房、急诊科

优秀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名单
优秀工会干部:
倪峥嵘、陈峰、杨柳、朱志红、钟华丽、邹宝俭、孙佩玉、马敏、曹海燕
工会积极分子:
张美琪、沈小萍、张丽美、张敏、董李丹、陆文文、陈萍、范春燕、何燕艳、

陈晓琴、姚燕群、林佳华、倪丹、王晓明、周宏、陈蓓蕾、金霞明、施亚芬、王秀
娟、张戡、王玲珑、高文燕、肖菊青、缪巧英、彭信贤、孙菊英、陆洁虹、丁小玲、
张沈雅、陆星尘、沈利英、沈卫锋、季斌、朱吉雅、钱建凤、邵益红、廖月凤、邱
婷、沈斌、沈棋洪、庞春玲、邹昀、张庆江、钟佳永、许俊、戚绮霞、过永勤、韩
黎、潘凯林、夏克惜、孙娴超、温晓伟、黄莺、程惠平、徐亮、黄丽芳、诸胜涛、石
留皓、丁美华、王琳峰、张弘、郑益、王怡雯、陈方、向岚、孙奕、唐玉明、郁慧
杰、俞方荣、张小平、张瀚、俞新红、马燮峰、朱美玲、刘建迪、周珍晓、冯霞、王
正安、朱富祥、刘学英、朱翔、许云霞、王黎梅、陈智清、李新兰、陈海炳、金林
峰、黄佳聪、郁波、王立章、周月红、孙新华、谢可越、钱佳栋、彭勃、侯健、喻
昊、吴建惠、陆杰、刘宇婷、富凡春、曹霭莉、来晓东

干部保健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宋斌斌、陈治横、许浏、韩丰、朱文军、张伟强、吴贤芬、朱志红

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名单

先进集体院
12A（肾内科）、14A（神经内科一）、16A（呼吸内科一）、手术麻醉科、

乳腺病科、药学部、住院服务中心、党办、科教科、总务科
先进工作者院
内科院
唐关敏、杨新妹、朱建刚、沈鹏、沈东锋、王倩倩、贾利霞 王振（3A

护）、王凌燕、金莉萍、冯程、吴美娟、张斌（11A医）、杨明峰、郑茂、徐惠、
劼陈建祥、吴恒兰、周长华、唐艳、张玲芳、王海波、黄 、黄凤、郁芳、姜颖

洁、陆剑瑛、王华伟、徐文博、周雅萍（13A护）、黄月青、胡海珍、俞阅彦、
王晓明、陆丽华（13B护）、徐菊萍、胡进、陈哲萌、张林燕、顾春燕、傅伟
达、王宝祥、陆霞、顾群芳、蔡陈效、陈一鹏、章燕红、王霄腾、王超（15A
医）、李培芳、陆冬玲、陆晓萍、毛顺峰、吴学勤、詹姗姗、姚燕群、杨惠娟、
方志仙、杨琪、潘钱丽、李娜、曹林峰、陶峰、沈水英、徐晓芳、王冶楚、周亚
娟、张炜、倪静燕、曾惠、吴海兵、赵晓燕、蒋丽君、邵一川、郭如雅、章美
琪、吴小芳、杜娟（32区医）、李正江、唐玉兰、沈玲艳、邓敏、徐燕（33区
医）、王秀娟、孙丹凤、张聪、李萍、周妹红、徐燕（11A技）、高菊文、蒋林
涛、徐素敏、费慧、沈佩华、吴昱、徐恒佳、陈燕（3A护）、俞之俏、王旭东、
陈敏敏、宿雯、唐坤、陈利红、盛佳欢、徐燕（11A技）、周红、柯灵林、马怡
丹、陈云芳、文雪琴、方君丽、于芸萍、冯佳勤、王冬萍、黄燕、陈小明（13B
护）、马丹妮、徐雅敏、沈海燕、吴薇、胡建萍、朱国红、沈耀、祝诗怡、沈艳、
陈丹梅、周洪、周颖新、诸玲玲（16A护）、夏秉磊、萧佳红、蒋晓庆、林晓
旦、丁梦姣、柴炜慧、张笑依、黄佳聪、陈丽萍、葛红艳、朱卫琴、沈丽、王
怡、朱利霞、卢莉莉、吕秀秀、钱丽华、姜金霞、董晓燕、姜靓雯、高文燕、缪
颖红、冯蕾
外科院
沈徐宁、金琴（医）、游继红、杨帆、吴中杰、赵俊杰、冯小明、邓国军、

周元、李进、黄立勇、姜达伟、沈兰、赵凤庆、刘文、闵捷、陆林峰、曹益方、
顾燕琴、周鸿鲲、张浩、李晓欢、温建章、陆永强、李哲、戴利明、阮月芳、
施晓君、陆翔、陆建菊、唐坚、陈亮、王华、费勇、李振平、俞丹红、袁孝忠、
沈徐、王燕琴、步丽红、李春华、黄佟晴、王春叶、汪千娟、全忠英、倪利萍、
旻郑 、顾龙佳、沈利英、褚雪文、马燕飞、朱吉雅、汤雅琴、王文婷、周莉、方
晓燕、潘洁、张艳华、任小妹、卢明贤 钱明珠、马建云、朱叶、夏建妹、李明
香、吴俊、江一恒、俞清江、丁勤华、谢远芳、高娟丽、沈叶、雷海琴、王晓
菁、罗婷、虞群炜、陈佳凤、张丽金、周晶、胡婷婷、高习利、张淑琪、陆军
健、钱玲丽、胡亚仙、唐琳、费玲玲、俞丽欣、卜晓岑、陈燕萍、王冰依、诸玲
玲（9B护）、顾叶萍、周丽丽、朱燕琴、汪荔芳、姜方琴、方丽、张云、郭艳、
莫佳虹、杨丹妮、陈杰、陆月茂、贺飞达、王淑婷
医技院
王立章、吴华军、韩俊、王延春、杨晓锋、孙延豹、吴凡、张伟强、祝则

峰、黄益镌、黄建军、全丽娟、张惠、张凤娟、翁超惠、孙佳、许咏妹、步惠
琴、金妍、王玲珑、魏宪玲、田俊华、沈伟锋、陈蕾、周辉、侯柏龙、于琴、顾
敏燕、邹洪兴、潘欢、王雪春、顾学红、陈祥义、王振（病理科）、温晓伟、万
磊、沈斌（药学部）、吴凌智、冯秀平、孙佩玉、朱依灵、王蓉蓉、陆晓蕾、沈
鸿、陈敏芳、胡冬兰、孙娴超、胡立群、周园园、杨硕、韩黎、褚林芳、戴希

赟平、郑盈 、李聪、顾丽琴、张梦霞、田奕、周佳怡、俞月芳、莫丹、朱莉、陈
海炳、曹群、杨宏杰、钱文刚、陆一栋、山杨云、蔡超、毛忆、朱晓琴、邵菁
门急诊院
戚绮霞、郁慧杰、许嵩翱、谢箐、顾超、徐言、张凤萍、姚丽凤、杨冬梅、

陈子红、朱玲雅、张亚军、陆海斌、凌恺、章峥嵘、王晟、董伟杰、黄洁、浦恩
泽、陈怿、吴云、金航、周敏娟、张伟芳、沈勤芬、王剑萍、何玉娣、沈岑晏、
潘莉娟、俞玲玲、郑加莲、许慧青、施丽萍、姜泽伟、官惠英、陈琳、陆学哲、
谢美琴、王茜、马吉华、虞超勤、张欢、韩芸、邹昀、曹丽萍（急诊护）、赵慧
云、姜敏杰、张庆江
行政院

赟金建文、杨艳（防保院感科）、章丽芳、应伟峰、傅 杰、朱富祥、曹丽
萍（医务科）、张弘、周俊良、章淼峰、胡以霞、江建红、叶桂花、张小平、孙
新华、刘雯、浦以凤、唐丽波、毕建锋、宋慧、诸胜涛、朱翔（工会）、丁美华、
董卫红、吕慧、沈颖（考核办）、魏国彪、水小芳、闫虹、袁军、严晓文、施玉
琴、吴晓岚、张沈雅、吴国强
后勤院
方子正、陈小明（总务科）、周珍晓、李美婷、许云霞、曹胜祥、孟秀珍、

柴加军、陈德祥、潘玲娣、李先文、王晓凌、陆丽珍、钱加川、来晓东、陈伟
飏（总务科）、赵建荣、沈 、向岚、傅益利、胡静、夏雅芳、朱耀华、王晓娟、胡

昵娜、夏蓉、王哲青、顾敏凯、甘婉婷、王俊超、张晶晶、沈晓飞、陈方

先进党支部尧优秀党员尧优秀党员志愿者尧
优秀党员志愿服务项目和优秀主题党日
活动案例名单

先进党支部院
内科 2党支部、内科 7党支部、外科 2党支部、急诊党支部、行政 1

党支部、退休 1党支部
优秀党员院
钱钢、胡惠林、费叶萍、沈鹏、钱建萍、朱志红、朱富祥、马娟妹、胡进、

旻胡 雷、李培芳、肖琴锋、吕晓东、张刚、姚亦青、张宁宁、徐晓芳、姚明、周
煦燕、袁孝忠、王曾、吴中杰、张亚军、徐建红、谢远芳、陈彩萍、顾平凤、钱
建凤、全忠英、张杰、汪千娟、金林峰、陆星尘、倪利萍、沈岑晏、黄洁、居俏

旸艳、陈子红、韩俊、张敏华、吴华军、徐龙生、卢毓、沈鸿、孙娴超、沈 、俞
新红、刘建迪、刘学英、孙新华、吕慧、王黎恩、方子正、周珍晓、傅廷恩、李
美华、陈荣灯、张鸣华、赵如娟
优秀党员志愿者院
王海波、王志勇、许金美、吴恒兰、高扬、刘斌、陈蓓蕾、章美琪、钟华

丽、陈炜、杨月、汪荔芳、陈玉杏、顾燕琴、潘莉娟、金腾、周娟、钱乃莹、高
庆、马敏、张绮萍、朱美玲、魏慎进、马天曼、沈林娥、张汝英
优秀党员志愿服务项目院
内科 6党支部《情牵四年，爱如暖阳》
外科 3党支部《关爱女性，留住芳华》
优秀主题党日活动案例院
医技 1党支部《医技 1支部与嘉善友好支部共庆党的 96周年生日

活动》
行政 2党支部《“重温党史 筑梦红船”主题党日活动》

2018年市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名单

宣传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通讯员名单

先进集体：急诊科、儿科、肾内科、妇科、皮肤科、泌尿外科、护理部、药学部、防保院
感科
优秀通讯员：江彬、王霄腾、于静、吴云、郁慧杰、富琴燕、郑茂、胡立群、余晓、张笑

依、刘莉、应伟峰
优秀网络舆情监测信息员：沈伟锋、薛佳妮

VTE防治工作先进科室名单
一等奖院16B (呼吸内科二)
二等奖院16A（呼吸内科一）、14A（神经内科一）
三等奖院9B（骨科二）、7A（血管外科）、急诊 EICU

接轨沪杭尧野双下沉尧两提升冶以及医联体建设先
进项目与个人名单

接轨沪杭先进:
接轨沪杭先进项目: 孙颖浩院士专家工作站及泌尿外科微创诊疗中心（泌尿外

科）、急危重症联合救治中心（急诊科）、肾脏病联合诊治中心（肾内科）、瑞-嘉神经疑
难疾病诊疗联盟（神经内科）、钱文斌教授血液淋巴瘤中心工作室（血液科）、周坚红教
授妇科工作室（妇科）。

接轨沪杭先进个人:何屹、朱富祥、郁慧杰、朱晓东、曾惠、金秀凤、陈峰、王宏智。
野双下沉尧两提升冶先进个人:
胡进、陈其荣、王晓刚、盛西陵 、孔月华、杨林燕、周奕菁。
医联体建设先进个人:
张齐、徐鹿平、韩丰、邬凌峰、殷文浩、朱文军、王蕾、顾再研、赵卫卫、魏国彪。

序号 项 目 完成人员 受奖性质

1 RSPO在肝细胞肝癌中的表
达及分子机制

虞玲华尧姚明尧周瑜尧陆许贞尧
殷新光尧吴晓俊尧温晓伟 2018年浙江省医药

卫生科技奖二等奖

2 CT引导下腰交感调制术及
其在下肢血管神经相关性病

痛中的应用

姚明尧黄兵尧费勇尧徐龙生尧
过建国尧连庆泉尧罗永香尧

陶素萍尧张利尧周煦燕尧谢可越
2018年浙江省医药
卫生科技奖二等奖

3
急性心肌梗死时针刺特定穴
位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渊BMSCs冤移植后归巢及分化
的作用及相关机制

唐关敏尧宋国杰尧陈峰尧钱钢尧
胡惠林尧朱良枫尧丁韧烨尧
曾宪智尧徐文博尧王华伟尧

金丹丹尧祝玉娟
2018年浙江省医药
卫生科技奖三等奖

4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EGFR-TKI耐药前后血清蛋
白组比较研究

杨新妹尧徐玉芬尧宋斌斌尧李侠尧
张炜尧王亚娟尧王爱芬尧周强尧

徐瑶尧余新民
2018年浙江省医药
卫生科技奖三等奖

5 SEMA3D在结直肠癌中的表
达及其血清学水平的临床意义

汪静宇尧邬万新尧邹洪兴尧王振尧
方莹尧张怡尧虞佳音 按时通过验收

6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联合结
核分枝杆菌快速培养对涂阴
肺结核的诊断价值

陶峰尧杜娟尧张琳尧宋秀兰尧
刘加良尧张齐尧吕晓东尧裘美华尧

肖琴锋
按时通过验收

7 白细胞介素-33激活 TILs治
疗肺鳞癌机制的研究

杨芝萍尧高鑫尧郑莹尧汪静宇尧
徐龙生尧徐玉芬尧王开旺尧袁亚

芳

国基金项目
按时通过结题

8 GDF15诱导结直肠癌细胞上
皮间质转化的作用及机制研

究

汪静宇尧张红河尧邬万新尧郭志
琴尧袁琳娜尧孔建鲁尧李晨 省基金项目

按时通过结题

9 蛙式位包裹对 type 域a型髋
关节的随机对照干预研究

徐明民尧马盛群尧干小玲尧王庭尧
朱文军尧季斌 按时通过验收

10 HMGB1在针灸预处理对心
肌 I/R中的保护机制研究 翟昌林尧钱钢尧胡惠林尧汪世军尧

王志勇尧陶峰尧徐文博 按时通过验收

11 蜈蚣尧全蝎相须配伍治疗骨
癌疼痛的药效评价

徐龙生尧姚明尧张小平尧陈峰尧
冯勤丽 按时通过验收

12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规范化诊断治疗
傅伟达尧胡进尧朱晓东尧杨柳尧
曲娟尧黄菊明尧陈宁 按时通过验收

13 LPS和炎性细胞因子在肝性
脑病发病机制中作用的研究

王柯尹尧陆许贞尧朱建华尧吴一
鸣尧孙丹凤尧李洁萍尧徐艳丽尧邹

卓林尧卢明芹 按时通过验收

14 三叉神经痛的 CT引导下经
皮穿刺颅外非半月节射频治

疗技术

黄兵尧过建国尧罗永香尧邵景汉尧
占恭豪尧冯智英尧李顺尧姚明 按时通过验收

15 实体肿瘤不同区域微环境中FOXP3的表达量对 CD8+T
细胞活性与功能的影响

郑莹尧徐鹿平尧何屹尧施谷平尧
谢文华尧潘欢尧沈辉 按时通过验收

16 双特异性抗体标记的靶向DC-CIK细胞治疗在肺癌中
的应用研究

吴中杰尧张雁飞尧胡奕尧杨新妹尧
戚维波尧徐荻尧吴滌梵尧施谷平尧

温晓伟
按时通过验收

17 新型多模式序贯镇痛策略在癌性疼痛中的应用及其推广

姚明尧冯智英尧徐龙生尧黄冰尧
费勇尧倪华栋尧过建国尧彭志友尧
张利尧刘明娟尧王寒琪尧朱艳丽尧

朱春燕

按时通过验收

18 创伤后异位骨化的相关机理及干预研究
冯祁军尧徐龙生尧蒋毅尧赵增斌尧

许俊杰 按时通过验收

19 蟾酥在骨癌痛中的镇痛作用及机制研究
张小平尧姚明尧徐龙生尧冯勤丽尧
陈文宇尧李洪波尧王云贡 按时通过验收

20 何首乌活性成分二苯乙烯苷协同阿霉素抗乳腺癌细胞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沈建芬尧郑莹尧潘烽平尧徐龙生尧
潘欢尧沈辉尧袁琳娜尧丁志英 按时通过验收

21 自动输液针头分离机的研制及临床应用

马娟妹尧刘学英尧王黎梅尧丁美
华尧过永勤尧章迎儿尧孙新华尧周

莉尧杨明峰尧张瀚 按时通过验收

集体荣誉

国家级
我院被评为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指导：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主办：人民健康）
我院被评为优质优化护理示范医院 (国家卫生计

生委办公厅)
“生命缘·急先锋”项目获首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中国青年志愿
者协会秘书处）
门急诊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共青团

中央）
“生命缘·急先锋”公众急救技能普及项目获第四

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共青团中央、中
央文明办、民政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省级
我院被授予“全省干部保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保健委员会)
我院被授予浙江省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浙江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我院图书馆被评为浙江省医院图书馆“先进集

体”(浙江省医院协会医院情报图书管理专业委员会、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
我院麻醉与疼痛医学中心被评为 2018年度省级

麻醉质控先进科室（浙江省临床麻醉质控中心）
市临床麻醉质控中心（挂靠我院）被评为 2018年

度省级麻醉质控先进市级中心（浙江省临床麻醉质控
中心）

市临床麻醉质控中心（挂靠我院）被评为 2018年
度省级麻醉质控组稿先进市级中心（浙江省临床麻醉
质控中心）
市医疗设备质控中心（挂靠我院）被评为 2017年

度先进市级医疗设备质控中心（浙江省医学装备管理
中心、浙江省医疗设备管理质控中心）

市医疗设备质控中心（挂靠我院）被评为 2018年
度优秀市级中心(浙江省医学装备管理中心、浙江省医
疗设备管理质量控制中心)
“缩短 STEMI患者急诊留置时间”项目获 2018年

浙江省医院品管大赛进阶组铜奖 (浙江省医学学术交
流管理中心、浙江省医疗质量控制与评价办公室)

门急诊团支部荣获 2015-2016 年度五四红旗团
支部(共青团浙江省委)

ICU项目《提高 ICU床单元终末消毒合格率》在
2018年重症医学年会护理品管圈汇报比赛中荣获二
等奖（2018年浙江省重症医学学术年会）
“生命缘·急先锋”公众急救技能普及项目获 2018

年第二届浙江省卫生计生系统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二
等奖（“健康浙江 青春力量”志愿服务系列活动组委会
办公室（浙江省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代章））
市级
我院被评为嘉兴市保障服务重大活动先进集体

(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
内科七党支部获嘉兴市创意支部主题党日大赛

二等奖（中共嘉兴市委组织部）
我院民进支部被评为民进嘉兴市委会 2017年度

先进支部(中国民主促进会嘉兴市委员会)
我院获嘉兴市“礼让斑马线、文明过马路”第二季

公益系列活动感谢奖（嘉兴市文明办、嘉兴市公安局、
嘉兴市交通运输局、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
我院被评为 2017年度嘉兴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工作先进集体———铜牌（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嘉
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医务社工让“肾”命之树常青》获评全市三社工

作优秀服务案例 (中共嘉兴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
我院获 2017年度嘉兴市红十字博爱功勋奖———

铜奖（嘉兴市红十字会）
我院内审办实施的“2016年度设备科卫生材料采

购内控”项目被评为 2017年度
优秀内部审计项目（嘉兴市内部审计协会）
我院获嘉兴市第六届市民运动会健康运动汇（卫

生系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三名、羽毛球团体赛第六
名、乒乓球团体赛第四名、草地掷球比赛第四名、足球
比赛第四名(嘉兴市体育局、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嘉兴市体育总会)
我院被评为嘉兴市节水宣传活动优秀奖获奖单

位（嘉兴市园林市政局、嘉兴市城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我院“让新媒体为健康科普志愿服务插上翅膀”

项目荣获“红船领航·志在南湖”志愿服务项目创投大
赛———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中共南湖区委组织部、南
湖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南湖区委员
会等）

我院被评为 2017年度嘉兴市卫生计生系统平安
维稳及重大保障工作先进集体、智慧医疗工作先进集
体、“双下沉、两提升”及医联体建设工作先进集体、接
轨沪杭工作先进集体（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我院被评为 2017年度全市卫生计生系统新闻宣

传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我院内科二党支部、急诊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基层
党组织(中共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会)
我院被评为 2018年“东方国药杯”嘉兴市中药传统

技能竞赛团体三等奖 (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市急诊质控中心（挂靠我院）被评为 2017年度优

秀市级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市检验质控中心（挂靠我院）被评为 2017年度优

秀市级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我院被评为嘉兴市 2017年度全国卫生计生财务报
表编制工作先进单位（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院党委钱钢领办项目《建立健全党员关爱激励机

制》、王正安领办项目《“三多一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
务行动计划》，获第一轮优秀党建项目(中共嘉兴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会)

院党委王黎恩领衔项目《“生命缘急先锋”公众急
救技能普及》、俞新红领衔项目《健康教育托起快乐成
长》，获 2017年度嘉兴市优秀党员志愿服务项目(中共
嘉兴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委员会)
院团委被评为 2017年度卫生计生系统共青团信

息工作先进集体（共青团嘉兴市卫生计生系统委员会）
我院获 2017 年度“志愿服务创新奖”(嘉兴市

96345党员志愿者总站)
我院获志愿服务突出奖（嘉兴市 96345党员志愿

者总站）
医疗安康服务总队被评为 2017年度“优秀服务

队”（嘉兴市南湖区 96345党员志愿者总站）
我院获改革开放 10周年“十大优秀文明单位”（嘉

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嘉兴国际商务区
党工委、管委会）

我院获 2018年嘉兴市中药传统技能竞赛团体三
等奖(嘉兴市卫计委办公室)

个人荣誉

国家级
钱钢获得第二届“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奖
省级
钱钢被评为浙江省党的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先

进个人
最美浙江人———2017年度浙江骄傲人物“提名人

物奖”：中国援马里医疗夫妻：金东辉（市妇保院）、游
继红

吴俊获得阿尔拉市“优秀援疆人才”荣誉称号并
荣记嘉奖

吴俊被评为新疆来兵团服务锻炼优秀博士
金琴、周园园获得 2012-2015年度浙江省无偿捐

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
戚绮霞、吴华军获得 2012-2015年度浙江省无偿

献血奉献奖
吴云被评为 2017年度浙江省麻风病防治工作先

进个人
王毅获得第三届浙江省优秀眼科医师奖
吴海兵、曾惠获得浙江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

会首届临床知识竞赛一等奖
颜敏超获得浙江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首

届临床知识竞赛一等奖
刘一舟获得 2018年浙江省“医院好药师”英语演

讲比赛一等奖
李进在 2018年大中华结直肠腔镜外科学院达人

赛浙江区域赛决赛，获得二等奖
卢毓获得 2018年浙江省检验医学学术年会演讲

比赛二等奖
杨明峰获得第三届浙江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

医师分会青年论坛比赛三等奖
昳袁 玮获得第四届浙江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

医师分会青年医师学术竞赛三等奖
邓康获得 2018年浙江省麻醉学学术年会“人福

杯”青年麻醉医师论文竞赛三等奖
季斌获得浙江省创伤骨科手术视频大赛总决赛

三等奖
季斌在 2018骨科 ERAS病例邀请赛江浙沪创伤

半决赛中，荣获“金手奖”三等奖
徐明民获得第十届长三角超声医学会议暨 2018

年浙江省超声医学学术年会青年医师英文超声医学
论坛优秀奖
徐明民获得第十届长三角超声医学会议暨 2018

年浙江省超声医学学术年会长三角超声医学青年新
秀奖

费叶萍项目《永久起搏器植入部位压迫止血固定
装置》获得 2018年中华护理学会创新发明奖浙江区
初选决赛中获三等奖
倪利萍获得 2018微创泌尿外科护理新进展学习

班暨学术会议“健康教育 PK赛”优秀奖
杨冬梅等《基于正面框架理论的谈话手册对卒中

患者溶栓决策的影响研究》获得 2018年浙江、江苏两
省急诊医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姜颖洁的论文获得浙江省护理学会血液净化专

业委员会 2018年血液净化护理新进展学习班暨学术
年会“优秀论文奖”
倪峥嵘获得“欧诗漫”2018年浙江省第十七届干

部乒乓球联谊赛处级组（职称 A）男单第三名、以及“欧
诗漫”2018年浙江省第十七届干部乒乓球联谊赛处级
组（职称）混合团体第二名
市级
周梅亭、乌文琳、盛燮荪荣获嘉兴市首届“医师终

身荣誉”
何屹被评为嘉兴市劳动模范
朱文军被评为 2018年嘉兴市基层党组织“先锋书记”
张爱军被评为第一批嘉兴市中青年临床名中医
感动嘉兴 2015-2017年度最美人物：医生夫妇金

东辉（市妇保院）、游继红

杨柳被评为 2017年度征兵工作先进个人
钟佳永获得 2018年市卫计系统微型党课演讲比

赛二等奖及 2018年嘉兴市微型党课大赛二等奖
张雪晴被评为嘉兴市 2017年度内部审计先进工

作者
刘宇婷被评为 2017 年度嘉兴市优秀团干部及

2017年度卫生计生系统共青团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潘稚芬、陆锦琪、王蔚（检验科）被评为嘉兴市防

痨工作先进个人
陆锦琪、王蔚被评为嘉兴市防痨先进个人
沈斌、张灵芝被评为 2018年度嘉兴市药品不良反

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先进个人
曹伟中、洪新龙被评为 2017年度嘉兴市卫生计生

系统平安维稳及重大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樑詹伟国、董 被评为 2017年度嘉兴市卫生计生系

统智慧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俞新红被评为 2017年年度全市卫生计生系统新

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朱美玲被评为城南街道 2018年“世界环境日”十

佳垃圾分类志愿者
曹伟中被评为民进嘉兴市委会 2017年度参政议

政工作先进个人：
王琳峰被评为民进嘉兴市委会 2017年度先进会

员
黄立勇被评为 2017年度嘉兴市优秀青年岗位能

手；（嘉兴市“助力健康嘉兴 绽放青春风采”青年医务
人员临床清创缝合术比武一等奖）（2017年度表彰已
奖励括号里的奖项）
朱玲雅获得“强内涵·重内涵”急救技能比赛中单

项操作———动脉血气采集技术一等奖
刘一舟获得嘉兴市“医院好药师”英语演讲比赛

一等奖
陈菲获得 2018嘉兴市超声疑难病例汇报竞赛一

等奖
钱能被评为 2017年度嘉兴市青年岗位能手；（嘉

兴市“助力健康嘉兴 绽放青春风采”青年医务人员临
床清创缝合术比武二等奖）（2017年度表彰已奖励括
号里的奖项）
戴云霞获得 2018年嘉兴市血液净化标准操作技

能竞赛二等奖
许俊杰获得 2018年嘉兴市青年医师技能比拼擂

台赛第二名
王曾获得《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授课比赛二等

奖
翁超惠获得 2018嘉兴市青年超声医师技能比赛

二等奖
朱娟红获得“强内涵·重内涵”急救技能比赛中单

项操作———简易呼吸器使用技术三等奖
姚婷婷、徐亮获得 2018年“东方国药杯”嘉兴市中

药传统技能竞赛个人三等奖
2018年嘉兴市中药传统技能竞赛个人奖：中药鉴

别三等奖———姚婷婷；中药炮制三等奖———徐亮
张美琪《提高 ICU床单元终末消毒合格率》获得

2017年度嘉兴市院感质量改进比赛先锋改进奖：
李明香的项目《规范术后器械交接转运管理流

程》获得 2018年年度嘉兴市院感质量改进比赛先锋
改进奖
卢毓获得 2018年嘉兴市卫计系统微型党课演讲

比赛优秀奖
胡天烨获得嘉兴市首届“中医药与健康”PPT制作

暨演讲比赛优胜奖
2017年度嘉兴市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朱富

祥、徐鹿平、邹洪兴、陈子红、朱良枫、陈智清
2017年度嘉兴市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朱

文军、全忠英、刘建迪、徐海珍、李美华；优秀党务工作
者：沈鸿、孙新华；优秀党员志愿者：刘斌、马敏、周珍晓

2017年度 96345总站优秀党员志愿者：富凡春、
居俏艳、全忠英、宋慧、孙新华、沈鸿

2017年度嘉兴市卫计系统优秀工会工作者：王正
安；优秀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倪峥嵘、朱美玲、朱翔、
陈峰、杨柳、周珍晓、朱富祥；优秀女职工工作者：刘
学英
富凡春、卢毓被评为 2017年度嘉兴市卫生计生系

统优秀团干部
2017年度嘉兴市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团员：曹蔼

莉、钱乃莹、毛月剑、邓志辉、沈月玉、殷鑫彬
富凡春被评为嘉兴市第四届致青春优秀卫生健

康工作者
俞佳微被评为嘉兴市第四届致青春优秀卫生健

康工作者入围奖
张金花、王蕾敏被评为 2017-2018学年毕业实习

带教优秀临床管理干部
2018年医学院教师教学设计与技能竞赛一等奖：

邓敏；二等奖：沈鹏
2017-2018年度优秀进修生：马建兵（上海长海医院）
2017-2018学年毕业实习带教工作优秀临床管理

干部：张小平（嘉兴学院医学院）
2017-2018 学年毕业实习带教优秀临床带教老

师：吴中杰、胡立群、倪龙娟、赵增斌、罗远明、赵凤庆
（嘉兴学院医学院）

2017-2018学年顶岗实习优秀指导教师：张小平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16-2017学年优秀带教老师：张雁飞（杭州师范
大学医学院）

2017-2018学年优秀带教老师：赵增斌（杭州师范
大学医学院）

2017-2018学年优秀临床带教老师：吴中杰、赵增
斌、罗远明（嘉兴学院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