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奖



1.山西省人民医院 超人圈

2.昆明市延安医院 未来星圈

3.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心心圈

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WOMEN圈

5.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连联圈

6.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微笑天使圈

7.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 医+圈

8.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伞亮圈

9.抚顺市中心医院 步腾圈

10.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携作圈

1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n&m圈

12.邯郸市中心医院 肝胆相照圈

13.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爱神圈

14.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精康圈

15.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微蚁圈

课题研究型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6.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双心双馨圈

17.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咀嚼圈

18.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好孕圈

19.云南省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唯一圈

20.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六六圈

21.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 e心圈

2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防瘘圈

23.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护航圈

24.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圆梦圈

25.河南省口腔医院 心希望圈

26.长沙市中心医院 超速圈

27.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螺钉圈

28.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爱佑圈

29.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天天向上圈

30.黑龙江省第二医院 滴水圈

课题研究型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31.山西省汾阳医院 奋发圈

课题研究型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湖南省浏阳市中医医院 壹品圈

2.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手护圈

3.南充市中医医院 生护圈

4.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手卫圈

5.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 普语圈

6.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康晖圈

7.赣州市人民医院 幸孕圈

8.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夕阳圈

9.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呵护圈

10.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妙手护骨圈

11.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八星药师圈

12.吉林市人民医院 肾源圈

13.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 同心圈

14.运城市中心医院 辐射圈

15.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 星火圈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6 吉林省松原市中心医院 骨力圈

17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美愈圈

18 盘锦市中心医院 点点圈

19 简阳市人民医院 和谐号圈

20 安徽省立医院 CMR圈

21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骨敢圈

22 临沧市人民医院 节能圈

23 太和县人民医院 TL圈

24 榆林市星元医院 携手圈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友谊医院 康乐圈

26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同心圈

27 青海红十字医院 蜜蜂圈

28 湖北省十堰市国药东风总医院 医健圈

29 梅河口市中心医院 脑时间圈

30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宝宝圈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31 厦门长庚医院 生命赛道圈

32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医院） 守优圈

33 沭阳县中医院 静滴圈

34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圆心圈

35 东菀市东部中心医院(原东莞市常平医院) 超人护航圈

36 北部战区总医院 蝴蝶圈

37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消消圈

38 河北省人民医院 护航圈

39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救生圈

40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泌糖圈

41 抚顺市中心医院 好满意圈

42 神木市医院 同心圈

43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携手圈

44 池州市人民医院 莲心圈

45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一医院 骨力圈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爱▪see you圈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新灵圈

3 陕西省人民医院 爱儿圈

4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骨力圈

5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护航圈

6 海南省人民医院 “4S”QC小组

7 商洛市中心医院 聚神圈

8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甜泌圈

9 华东医院 心脉圈

10 云南省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 甜

甜圈

11 泰州市人民医院 EATER圈

12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畅消圈

13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人民医院 乐吸圈

14 辽宁省锦州市第二医院 卡通圈

15 赤峰市宁城县中心医院 手护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6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生命护佑圈

17 山西省汾阳医院 QC圈

18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阳光圈

19 彭州市人民医院 畅享圈

20 本溪市中心医院 爱馨圈

21 山西省临汾市人民医院 智慧DE结晶

22 昆明市延安医院 母爱圈

23 无锡市人民医院 自护圈

24 粤北人民医院 导乐圈

25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大医院） 臭皮匠圈

26 杨凌示范区医院 舒畅圈

27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手护圈

28 海南省人民医院 齐心圈

29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医院 护胃圈

30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FM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31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享瘦圈

32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连心圈

33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心愿圈

34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卫胃圈

35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 守馨圈

36 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 安心圈

37 瑞安市人民医院 雪莲圈

38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阳光天使圈

39 吴忠市人民医院 战糖圈

40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 无影圈

41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守护圈

42 长沙市第一医院 清新圈

43 桂平市人民医院 动车圈

44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愉悦圈

45 武汉市第三医院 爱脑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 鹤壁市妇幼保健院 童馨圈

2 航空总医院 乐活圈

3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煤矿职工医院 幼苗圈

4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腹优圈

5 上海中冶医院 糖心圈

6 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守护圈

7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呼畅圈

8 内蒙古包钢医院 魔骨圈

9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心医院 乐透圈

10 河南省肿瘤医院 慎独圈

11 云南省中医医院 麻花圈

12 云南省玉溪市中医医院 安心圈

13 辽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雏婴圈

14 西南兵工成都医院 畅乐圈

15 上海市儿童医院 ENTER圈

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6 弘慈医疗集团张家口宣钢医院 清脑圈

17 晋城大医院 暖暖圈

18 天津市胸科医院 安达圈

19  三亚市中医院 艾心圈

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 平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循环圈

2 镇平县人民医院 护脑圈

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守影圈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醉美手护圈

5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钉钉圈

6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健行圈

7 山西省平遥县人民医院 满意圈

8 扶风县人民医院 骨乐圈

9 永城市中心医院 彩虹圈

10 文山市人民医院 轻畅圈

11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守护圈

12 江安县人民医院 生命圈

13 河北省青县人民医院 绿光圈

14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手护圈

15 江西省大余县人民医院 救生圈

二级医院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6 吉林省延边第二人民医院 携手圈

17 宁波市海曙区第二医院 关爱圈

18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愿糖平圈

19 吉林省梅河口市中医院 蜜蜂圈

20 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 加油圈

21 门头沟区医院 滋养圈

22 西安航天总医院 360圈

23 宁强县天津医院 急速圈

24 锦州市妇婴医院 水滴圈

25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嘉定区中心医院 同心圈

26 扎鲁特旗人民医院 无影有爱圈

27 秦皇岛市海港医院 扬聪圈

28 遵义市第五人民医院 知了圈

29 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清洁圈

二级医院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 榆林市星元医院 怦怦圈

2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SOS圈

3 上海长征医院 彩虹圈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蓝精灵圈

5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MSS圈

6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精灵圈

7 儋州市人民医院 救生圈

8 浚县人民医院 急救圈

9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课题研究型） 手拉手圈

10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复兴圈

11 乐山市中医医院 蓝星圈

12 江油市人民医院 共通圈

1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水滴圈

14 扎鲁特旗人民医院 优脑圈

15 上海市徐汇大华医院 畅通圈

急诊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6 泗阳县中医院 极速圈

17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护航圈

18 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医院 及时雨圈

19 沈阳市第二中医医院 接力圈

20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守护圈

21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救生圈

22 上海中冶医院 OK圈

2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节救圈

24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护航圈

25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心连心

26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救生圈

27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急诊时效圈

28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闪耀圈

29 长沙市第一医院 仁爱圈

30 上海市浦东公利医院 同心圈

急诊专场优秀奖获奖名单



1.河南省浚县人民医院

2.河南省中牟县人民医院

3.江苏省昆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4.河南省浚县人民医院

5.湖南省宁乡市人民医院

6.甘肃省白银市中心医院

7.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

8.河南省人民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平衡计分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