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等奖



二级医院专场

1. 蒙自市人民医院 糖心圈

2.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回归圈

3. 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 匠心圈

4.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医院 骨动圈

5. 荥阳市人民医院 水滴圈

6.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光影奇迹圈

7. 光山县人民医院 护佑圈

8. 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医院 育苗圈

9.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医院 双飞圈

10.孝义市人民医院 Quick圈

11.东平县人民医院 芙蓉圈

12.新疆克拉玛依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 罐贯圈

13.宁波市第九医院 协手圈

14.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医院 护星圈

15.襄城县人民医院 CC圈



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

1.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 同心圈

2. 辽宁省肿瘤医院 同未圈

3.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会医院 爱心接力圈

4. 广东省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心新圈

5.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守护圈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康馨圈

7.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贴心圈

8. 大连市儿童医院 火星天使圈

9. 克拉玛依市康复医院 笑率圈

10.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健康圈

11.江苏大学附属澳洋医院 佑护圈

12.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呵护圈

13.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关心圈



1. 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

2. 河南省永城市中心医院

3.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医院

4. 河南省淇县人民医院

5. 河南省镇平县人民医院

平衡计分卡专场



1. 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 速速圈

2.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零感圈

3.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 舒畅圈

4. 河南省儿童医院 康乐圈

5. 锦州市中心医院 相胰相胃圈

6.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关爱圈

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欣圈

8.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守护圈

9.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 手护圈

10.云南省玉溪市人民医院 精卫圈

1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大连医院 HEART圈

1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守护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



13.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同心圈

14.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医院 骨力圈

15.和田地区人民医院 早安圈

16.辽宁省朝阳市中心医院 安心圈

17.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卓越圈

18.建湖县人民医院 携手圈

19.江苏省靖江市人民医院 绿衣天使圈

20.清远市人民医院 智护圈

21.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稳妥圈

22.太原市妇幼保健院 稚序圈

23.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携手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



1.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课题研究型）救生圈

2. 上海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 奔驰圈

3. 南京江北人民医院 生死时速圈

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分秒圈

5. 河南省儿童医院 护幼圈

6.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极致圈

7.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救圈

8. 海南省人民医院 蚁加蚁圈

9. 白银市中心医院 接力圈

10.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舒肤圈

11.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速通圈

12.上海市浦东医院（课题研究型） 时速圈

13.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向日葵圈

1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畅通圈

15.新疆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课题研究型） 救生圈

急诊专场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

1. 东莞市第五人民医院 守护圈

2. 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福田） 风火轮圈

3.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星火圈

4.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优净圈

5.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时效圈

6.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YY圈

7. 湖南省儿童医院 抱抱圈

8. 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 心晴圈

9. 深圳市中医院 本草圈

10.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启航圈

11.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血管圈



12.山西省临汾市中心医院 微视圈

13.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养心圈

1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幕后天使圈

15.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黑眼圈

16.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星火圈

17.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护航圈

18.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康复圈

19.铜陵市立医院 安新圈

20.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暖心圈

21.汉川市人民医院 依托圈

22.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power圈

2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加速圈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



1.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朝阳圈

2.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飞跃圈

3.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钥匙圈

4. 重庆佑佑宝贝妇儿医院 护佑圈

5.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破晓圈

6. 河南省人民医院 蚂蚁圈

7. 郑州市骨科医院 脊助圈

8.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第三医院 四叶草圈

9. 新疆克拉玛依市第二人民医院 守护圈

10.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医心E意圈

1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守护圈

12.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ET”圈

13.唐山弘慈医院 I DO圈

14.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祛斑圈

15.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阳光圈

1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 齐心圈

课题研究型专场



二等奖



二级医院专场

1. 邹平市人民医院 优胜圈

2. 信丰县人民医院 腾飞圈

3. 梁山县人民医院 守望圈

4. 巨鹿县医院 星缘圈

5. 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 时效圈

6. 通榆县第一医院 守护神圈

7. 河南省巩义市人民医院 守护圈

8.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 凝聚圈

9. 齐河县人民医院 护心圈

10.四川省屏山县人民医院 玫瑰圈

11.新绛县人民医院 疼惜圈

12.南充市顺庆区妇孺医院 齐心圈

13.永城市人民医院 畅通圈



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

1. 吉化集团公司总医院 心有灵犀圈

2. 树兰（杭州）医院 心扉圈

3.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枫叶圈

4.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 孔明圈

5.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方周圈

6. 包钢集团第三职工医院 超人圈

7.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爱护圈

8. 南京市第二医院 心意圈



1.河南省人民医院

2.河南省永城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平衡计分卡专场



1.河南省人民医院 骨乐圈

2.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守护圈

3.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血脉相通圈

4.白银市中心医院 同信圈

5.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春夏秋冬圈

6.北华大学附属医院 思存圈

7.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姣好圈

8.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律动圈

9.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必胜圈

10.聊城市人民医院 甜"泌"圈

11.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ZL圈

12.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希望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



1.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语者圈

2.赤峰市医院 呵护天使圈

3.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同心圈

4.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智护圈

5.江苏省人民医院 滴水不漏圈

6.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爱婴圈

7.辽宁省人民医院 银河圈

8.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首善圈

9.山西省肿瘤医院 风筝圈

10.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ARE圈

11.上海长征医院 木桶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



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爱知馨圈

2 河南省人民医院 蛟龙圈

3 江苏省人民医院 救生圈

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风尚圈

5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救生圈

6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曙光圈

7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传承圈

8 南京市第一医院 速溶圈

9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生济链圈

10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先锋圈

1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童安圈

12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秒秒圈

急诊专场



1. 河南省口腔医院 健康肠在圈

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薄荷圈

3. 河南省人民医院 气质圈

4.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E心圈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透透乐圈

6.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甜泌圈

7.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PCCM圈

8. 上海长海医院 合镜圈

9. 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佑灵膝圈

10.云南昆钢医院 卫士圈

11.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骨力圈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



1.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星火圈

2.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接力圈

3. 聊城市人民医院 悠悠圈

4. 太原市中心医院 慎诺圈

5.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畅畅圈

6.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拯救圈

7.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观方圈

8.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康护圈

9. 山西省人民医院 护糖圈

10.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审合圈

11.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手护天使圈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



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救生圈

2.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生命依托圈

3.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七巧板圈

4.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夕吸功复圈

5.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量药圈

6. 安徽省儿童医院 向阳圈

7.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爱必递圈

8.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敏行圈

9.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联手圈

课题研究型专场



1.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 质管圈

2.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烙印天使圈

3. 郑州市中心医院 盆佑圈

4.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登高圈

5.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管管圈

6.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畅畅圈

7.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智检圈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肺”诚勿扰圈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达康圈

课题研究型专场



一等奖



二级医院专场

1.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守护圈

2.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救生圈

3. 上海市浦东医院 如意圈

4. 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 呵护圈

5. 察雅县人民医院 大手拉小手圈

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瞳心圈

7. 平邑县人民医院 CC圈



中医／专科／企业／民营医院专场

1 郑州市骨科医院 同肘共济圈

2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苹果圈

3 江苏省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康乐圈

4 陕西省汉中市3201医院 晨曦圈

5 长春市妇产医院 源动力圈

6 成飞医院 疏心圈



1.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2. 湖南省儿童医院

平衡计分卡专场



1.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小小圈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爱汝圈

3.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沐阳圈

4.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新星圈

5.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 同心圈

6.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人民医院 同心圈

7.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心灵圈

8. 威海市中心医院 恒动圈

9. 海安市人民医院 非你不可圈

10.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OR圈

三级医院护理专场



1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彩虹圈

2 东部战区总医院 携手圈

3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护航圈

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急速圈

5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生死时速圈

6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心动圈

急诊专场



1. 河南省口腔医院 炫影圈

2.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通道圈

3.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守针圈

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应孕而生圈

5.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绿氧圈

6. 上海市肺科医院 点点圈

7. 山东省立医院 循环圈

8.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荐言圈

9.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同心圈

三级医院综合专场



1. 河南省人民医院 e健通圈

2.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柳叶刀圈

3.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智律圈

4. 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 绽放圈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足够完美圈

6. 深圳市中医院 知足常乐圈

7.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N-AI”圈

课题研究型专场



特等奖



河南省人民医院 糖悦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疾速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