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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医院协会文件

云医协发〔2018〕6 号

云南省医院协会关于表彰 2017 年

先进分支机构和优秀主任委员的决定

各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挂靠医院和分支机构负责人：

在我会的领导下，2017 年各分支机构积极务实有为地开展

工作，从推进我省医疗学科建设、加强医院管理、帮扶基层医院

等方面充分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业绩优秀的分支机构和

主委。

按照《云南省医院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和《云南省医院

协会分支机构考评办法》，我会在各分支机构 2017 年工作自评

总结的基础上，对各分支机构的日常工作和报送资料进行了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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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并组织专家组予以量化评分，按照得分情况对各分支机构进

行了排名，在排名基础上提出了 14 个先进分支机构（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5 个，三等奖 7 个）和 16 名优秀主任委员的候选名

单，并经省医院协会会长会议审议表决同意。

现我会决定对 2017 年度的 14 个先进分支机构和 16 名优秀

主任委员进行表彰奖励（详见附件），通过表彰先进，激发和调

动各分支机构和主委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活力。希望受到表彰的先

进分支机构和优秀主委再接再厉，不断进取，努力创新，再立新

功。协会各分支机构要向受到表彰的先进分支机构和优秀主委学

习，结合分支机构实际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2018 年工

作中更加奋发有为，努力开创各分支机构工作新局面。

附件：2017 年云南省医院协会先进分支机构、优秀主委名

单和分支机构考核结果排名表

2018 年 2 月 24 日

抄 报：省卫生计生委、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抄 送：会长、副会长

云南省医院协会秘书处制发 校对：杨利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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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云南省医院协会先进分支机构、优秀主委

名单和分支机构考核结果排名表

排名

名次
分支机构名称 挂靠单位 主委姓名 奖项

一、先进分支机构（14名）

1 云南省医院品质管理联盟 省二院 邓毅书 一等奖

2 医院财经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苏 红 一等奖

3 DRGs 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高华斌 二等奖

4 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牛 华 二等奖

5 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陈 媛 二等奖

6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程 曦 二等奖

7 创伤医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二院 陈 仲 二等奖

8 内部审计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苏 红 三等奖

9 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张 峻 三等奖

10 医学影像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韩 丹 三等奖

11 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杨明莹 三等奖

12 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谢颖夫 三等奖

13 医务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王 琳 三等奖

14 消毒供应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金丽芬 三等奖

二、优秀主委（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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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耳鼻喉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阮 标 优秀主委

16 产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市妇幼保健院 李 震 优秀主委

17 医院绩效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吴迎春 优秀主委

18 临床病理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明军区总医院 杨举伦 优秀主委

19 泌尿外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李炯明 优秀主委

20 急诊医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钱传云 优秀主委

21 眼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二院 胡竹林 优秀主委

22 门诊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二院 车学继 优秀主委

23 妇幼保健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妇幼保健院 郭光萍 优秀主委

24 口腔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二院 范 群 优秀主委

25 医学工程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李彦林 优秀主委

26 血液净化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曾 勇 优秀主委

27 互联网医疗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李 伟 优秀主委

28 ICU 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许汪斌 优秀主委

29 肾脏病医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连希艳 优秀主委

30 整体医疗管理专业委员会 云南瑞奇德医院 徐 梅 优秀主委

31 疼痛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三院 姚本礼

32 神经内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陈 涛

33 血液内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史克倩

34 核医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袁卫红

35 皮肤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何 黎

36 心内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潘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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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老年病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杨秋萍

38 急救中心（站）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急救中心 李发兴

39 临床输血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肿瘤医院 蔡玲君

40 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倪 昆

41 神经外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余化霖

42 妇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肿瘤医院 杨宏英

43 胸外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王 平

44 医学装备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王昆华

45 职业病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三院 赵红宇

46 烧伤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魏迪南

47 内分泌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二院 杨 莹

48 康复医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二院 尹 勇

49 临床营养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龚昆梅

50 中医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中医医院 温伟波

51 精神病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精神病医院 阮 冶

52 普外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市延安医院 谭 晶

53 肿瘤医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肿瘤医院 李文辉

54 呼吸内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市延安医院 王忠平

55 消化内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陈艳敏

56 患者安全协作网云南专家工作组 昆医大附一院 王昆华

57 儿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市儿童医院 张铁松

58 麻醉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衡新华



6

59 器官移植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曾 仲

60 骨外科管理专业委员会 市延安医院 熊 鹰

61 医用氧舱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明军区总医院 刘诗翔

62 医学教育科研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二院 罗志勇

63 医院图书情报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肿瘤医院 陈海波

64 医保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一院 张有刚

65 血管医学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杨 镛

66 传染病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传染病医院 董兴齐

迟报考评

材料

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 市延安医院 谷 欣

医学美容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刘 流

未提交

考评材料

医院综合档案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段 永

医院建筑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倪师今

因特殊情

况不列入

2017 年

考评

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 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马林昆

卫生新闻宣传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医大附一院 苏 伟

民营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 昆明安琪儿妇产医院

医院文化管理专业委员会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