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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风 通 报
第 15 期

黑龙江省医院 2021 年 8 月 2 日

行风考核（14）
2021 年 7 月份 表扬信 锦旗情况通报

表扬信奖励加分情况：

名次 科 室 被表扬人
患者姓

名
时 间 加 分

1 老年神经内科

陈楠、韩丽丽、马悦 王桂芹 2021.06.25

4.0

韩丽丽、王甜 唐彩霞 2021.07

韩丽丽、王甜 王 光 2021.07

韩丽丽、王甜 王运良 2021.07.01

孙洪杰 邓吉兴 2021.07.19

孙爽 王晓亭 2021.07.19

侯晓君 王桂菊 2021.07.19

韩丽丽 吴利林 2021.07.19

2
全科医疗科

魏成群 李景龙 2021.06.03

3.5

高展、魏成群 高继春 2021.07.01

赵丽波、高展 吕秀芝 2021.07.01

赵丽波、高展 王秀云 2021.07.03

高展、徐秀芝、王美懿、阚莹 郭晓东 2021.07.16

薛于 窦海霞 2021.07.13

高展 王 平 2021.07.15

2
神经内二科

冯涛、张秀艳、张琪、王明娣及全体

医护人员
孙岐岑 2021.06.29

3.5

冯涛、张秀艳、张琪、王明娣及全体

医护人员
张 琪 2021.06.30

冯涛、安丽荣、王明娣及全体医护人

员
李伟华 2021.07.02

冯涛、李颖、王明娣 周洪斌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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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涛、王建伟 赵丽春 2021.07.08

徐文丽、王明娣 武桂兰 2021.07.08

冯涛及全体医护人员 患 者 2021.07.26

2
南岗泌尿外一科

楚宁、梁凯、黄大华及全体 戴国明 2021.07.05

3.5

楚宁、梁凯及全体 张永志 2021.07.02

楚宁、程显峰、黄大华及全体 李惠芬 2021.07.05

楚宁、程显峰、黄大华及全体 兰树芹 2021.07.06

于雷及全体 石川戈 2021.07.07

楚宁、亓立成、黄大华及全体 彭树本 2021.07.13

楚宁、梁凯、黄大华及全体 张君英 2021.07.06

2
患者服务部

姜宏 程文芳 2021.06.30

3.5

门诊二楼导诊 郑先生 2021.07.01

李荣 张淑梅 2021.07.05

孙景芳 贾海波 2021.07.20

刘志伟 王利国 2021.07.13

刘志伟 王云生 2021.07.15

藤敏 张昌秋 2021.07.20

6 皮肤病院

赵英、阿荣娜、王敬、王政礼及全体

医护人员
张拥正 2021.07.02

2.5
王政礼、赵英、曹云云 张启娟 2021.07.12

魏娟 王 颖 2021.07.26

魏娟 杨子红 2021.07.26

安晓霞、张佳杰 杨子莉 2021.07.26

7 心血管内二科

刘彤梅 孙锡岭 2021.07.05

1.5刘彤梅、王妍及全体医护人员 颜一斌 2021.07.26

刘彤梅、王妍及全体医护人员 崔淑清 2021.07.26

7 二十病区

马玥及全体护士 王 生 2021.06.29

1.5邢月 王 云 2021.07.16

曲颖 朱 丽 2021.07.16

9 神经内一科
刘永丹

国家卫

健委
2021.06.11

1.0

魏亚芬、刘爽、张丽娟、方媛 季家玲 2021.06.29

9 呼吸内科

刘冰 刘亚兰 2021.06.24

1.0
王玲玲、孙博文、高睿智、孙勇、徐

丽娜、王俊文、关欣、陈萍、

汪佳、王晶

嵩丽梅 2021.07.02

9 神经外三科
贾建戎、孙宇强、李洪超 刘亚军 2021.06.25

1.0
李庆伟、孙宇强及全体医护人员 官德军 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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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内分泌科

段滨红、侯庆美、王斐、周艳、王丹、

卞丙凤
于雨桐 2021.07.12

1.0

刘余 付庆义 2021.07.14

13 泌尿外一科
周大宏、王锋、夏似龙、唐蕊、伊昕

昕、彭雪莹、孟祥磊
刘 岩 2021.06.28 0.5

13 泌尿外二科 于茵 刘 肃 2021.06.28 0.5

13 高压氧科 张天宇
国家卫

健委
2021.06.11 0.5

13 消化内一科 孙秀芝、邱文亮及全体医护人员 冉永财 2021.06.27 0.5

13 感染内科 樊微微、于美楠 朱瑞晗 2021.06.28 0.5

13 心血管内一科 梁明、侯胜龙 王 宏 2021.07.15 0.5

13 心血管内四科 田学峰及全体医护人员 孙锡岭 2021.07.05 0.5

13 骨外三科 崔巍、李佳南、黄玉柱、王坦 周焕龙 2021.07.19 0.5

13 老年心内科 王娜伊伯、宋尚瑶、王鑫 辛长山 2021.07.20 0.5

13 整形颌面外科 范希明 刘 杰 2021.07.23 0.5

13
南岗消化道息肉

诊疗中心
李强及全体 张兴斌 2021.07.05 0.5

13 南岗消化二科 陆以霞及全体 高秀瑛 2021.07.06 0.5

13 南岗皮肤病院 邢桂荣、张羽、孙晶等 滕晓秋 2021.07.09 0.5

13 南岗呼吸科 尹虹雷、刘涛、赵丽萍及全体 张思娜 2021.07.12 0.5

13 南岗普外科 孙侃、杨勇、武迪及全体 滕晓秋 2021.07.15 0.5

锦旗奖励加分情况：

名次 科 室 被表扬人
患者姓

名
时 间 加 分

1 老年神经内科

宋雷凤及老年神经内科全体医护人员 郭培义 2021.06.30

1.5潘成利及全体医护人员 张美红 2021.06.30

付宏娟、陈楠 张校长 2021.07

1

中西医结合康复

医疗中心

李岚、汪筠韬 苏女士 2021.07

1.5丰健宇 孙女士 2021.07

丰健宇 刘振波 2021.07

1 南岗呼吸内科

尹虹雷、谢涵及全体 刘继栋 2021.06.29

1.5刘涛、赵娜、赵丽萍及全体 李长玉 2021.06.25

尹虹雷、谢涵赵丽萍及全体 王慧英 2021.06.03

1 南岗消化三科

于丹及全体 张 冰 2021.06.25

1.5于丹、杨月、潘嘏及全体 庄刚祥 2021.07.14

孙晓梅、宋蕾、潘嘏及全体 付 博 2021.07.14

1 南岗泌尿外一科

楚宁、程显峰及全体 李惠芬 2021.07.05

1.5
黄大华、程微、刘娜及全体 李 丽 2021.07.05

楚宁、亓立成、黄大华及全体 彭树本 2021.07.13

6 神经外一科 孙国章、毛铁、陶雨 康小华 2021.07.0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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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博文 赵天武 2021.07.12

6 神经外三科
李庆伟、孙宇强及全体医护人员 王 敏 2021.06.29

1.0

全体医护人员 李鹏飞 2021.07

6 神经内二科
魏广宽 芦文军 2021.06.29

1.0
张琪及全体医护人员 尹玺玉 2021.07.16

6 老年呼吸内科
刘典 李树声 2021.06.28

1.0
刘扬 祖女士 2021.03.31

6 二十三病区

陈美、李亚希、荣翠翠、于杰、孙洪

杰
王运良 2021.07.05

1.0

韩丽丽 患 者 2021.07

6
南岗消化道息肉

诊疗中心

李强及全体 王 静 2021.06.03
1.0

李强及全体 张兴斌 2021.07.05

6 南岗皮肤病院
梁媛 王恩发 2021.07.09

1.0
邢桂荣 王恩发 2021.07.09

13 神经外二科 程化坤、王泽洋、薛子恒、梁璐璐 王世忠 2021.06.10 0.5

13 肾脏内科 李锦玉、李波及全体医护人员 楚玉兰 2021.06.27 0.5

13 儿科
宋华、张磊、徐丹丹、徐萍及全体医

护人员
孔祥墨 2021.06 0.5

13 内分泌科 刘余 李万义 2021.06.25 0.5

13 全科医疗科 高展、祝鸿雁及全体医护人员 钟万和 2021.07.07 0.5

13 肾脏内科 李锦玉 赵乐坦 2021.06 0.5

13 心血管内一科 高松涛、刘媛媛 王艳君 2021.07 0.5

13 呼吸内科 王玲玲、崔翰文、孙勇及全体人员 王广顺 2021.07.20 0.5

13 整形颌面外科 范希明 刘 杰 2021.07.23 0.5

13 心胸外科 张学锋 杨深福 2021.07.13 0.5

13 南岗普外科 孙侃、杨勇、武迪及全体 滕晓秋 2021.07.1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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