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2010

目录

ഺ!
概述

P01

主题活动

P09

专项工作

P19

荣誉

P39

大事记

P69

展望

P75

2010

概述

职工入会率
直属基层单位职工数及会员数

华东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上海市医事团体联合工会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上海职工医学院
华东疗养院
上海市血液中心
上海市中医医院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上海市皮肤病性病医院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上海市府大厦公费医疗门诊部
上海市卫生建设工程管理所
上海市卫生产业开发中心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
上海市卫生局机关
上海市卫生事务联合工会
上海市干部保健事务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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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属基层单位职工数及会员数(续）

2121
2961
2854
1880
1411
114
996
1379
1060
865
804
183
773
191
279
301
391
1004
57
216
88
249
129
122
51
468
91
41
12
180
831
71
190
137
11
3461
3052
1234
839
1202
1426
737
3659
2966
1048
2799
2277
984
1859
1762
1409

2121
2961
2854
1880
1411
114
991
1379
1060
865
804
183
725
191
269
301
391
1004
52
216
88
249
129
122
51
468
91
41
12
180
831
71
190
132
11
3461
3052
1234
839
1202
1426
737
3659
2966
1048
2799
2164
984
1859
1762
1409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9.5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3.79%
100.00%
96.42%
100.00%
100.00%
100.00%
91.23%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6.35%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5.04%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53
1603
40

53
1603
40

100.00%
100.00%
100.00%

263

263

100.00%

386

386

100.00%

531

531

100.00%

776

562

72.42%

197

132

100.00%

310

310

100.00%

364

364

100.00%

159

159

100.00%

476

476

100.00%

132

132

100.00%

97

97

100.00%

4860

4860

100.00%

2416

2412

99.83%

4292

4093

95.36%

2409

2409

100.00%

4871

4847

99.51%

4852

4852

100.00%

3838

3736

97.34%

4811

4771

99.17%

5769

5751

99.69%

16853

16189

96.06%

6442

5802

90.07%

5958

5639

94.65%

4736

4128

87.16%

5017

4703

93.74%

5895

5895

100.00%

3130

3006

96.04%

4493

4329

96.35%

4386

4063

92.64%

10340

7751

74.96%

企业医院职工数及会员数

区县卫生系统职工数及会员数

民营医院职工数及会员数
民营医院职工数及会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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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0年基层工会入会率

专职工会工作人员学历分布表

全部职工入会率 99.66%

ࡍᓜ!

25.00%

ᒦ!

18.75%

߱!!ᒦ

3.57%

ዐည!

3.57%

!!۾ప!

49.11%

54921
54735
非在编职工入会率94.64%
14844
14048
劳务派遣/委托代管 91.53%
6546

7152

农民工入会率63.35%
161
102

职工数
会员数

2010年支出情况表

专职工会工作人员年龄分布表

3,775,145.60

47.61ᒲႶ

37.50%

2,188,774.00

维权支出

1,921,484.14

业务支出

236,123.18

?62ᒲႶ

行政支出

48.21%
28,635.00

=46ᒲ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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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活动支出

14.29%

资本性支出
3,493,322.83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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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主要工作
2010 年，上海市医务工会重点围绕“劳模评选表彰和世博服务保障”两大
任务，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深入开展立功竞赛，团结引领医务职工发挥主力军作用，
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聚焦世博首要任务，凝聚职工参与、服务、奉献世博
紧紧围绕世博首要任务，团结动员医务职工参与世博、服务世博、奉献世博，为举办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上海世
博会展示新风采。

以劳模评选为契机，大力弘扬新
时期劳模精神，不断激励医务职工立
足岗位创新，提升综合素质，为卫生
事业发展创造新业绩。

( 一 ) 不断激发医务职工参博热情。积极组织基层职工参与迎世博各类文化活动，充分展示医务职工参博激情。市
医务工会第三度获得“迎世博特殊贡献奖”。

（一）认真做好劳模选树、表彰、
宣传工作。完成 2007 ～ 2009 年度

（二）大力开展“三个文明”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开展“文明服务、文明观博、文明出行”
主题实践活动，推出
“九个一”
系列活动。开展世博摄影、征文等活动，编印影集；及时编印世博先进事迹汇编，供基层班组学习。

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模范
集体与 2010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推

（三）深入推进文明服务立功竞赛。世博会期间，深入开展世博运行保障、文明服务

荐评选工作；组织召开上海市卫生系统劳模表彰大会；编辑完成宣传手册――《白衣天使的楷模》。做好全

立功竞赛活动，以落实上海卫生系统世博“三化”文明服务二十条为重点，从环

国 ( 市 ) 先进工作者与模范集体电视宣传的征集，制作劳模台历，为卫生系统各级工会和广大医务职工进一

境流程、信息公开、举止礼仪、服务质量、便民举措、医患关系六个方面提

步弘扬劳模精神提供学习资料。

升服务品质，规范服务细节，强化服务技能，美化服务环境，践行服务

（二）深入开展志愿者义诊服务活动。
结合迎世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组织开展第四批卫生系统医

承诺，争创服务品牌，确保世博会运营期间国内外宾客在医疗卫

学志愿者为劳模保健咨询服务结对活动，6 月份，市医务工会联手市慈善基金会，在大宁灵石公园开展的

生方面享有“规范、高效、便捷、温馨”
的优质服务。评出一批
先进集体和个人。
（四）切实关心一线职工身心健康。做好涉博服务园
区有关部门安排物资慰问，下发慰问金，走访慰问世博

“世博健康行”大型义诊活动。
（三）坚持做好劳模服务工作。组织召开劳模联谊会三届二次理事会议，关爱劳模生活等方面发挥作用
提供服务保障。做好劳模生日慰问，对困难劳模开展经济帮扶。年内，首次组织劳模出境疗休养。
( 四 ) 广泛开展职工科技创新活动。针对职工“五小”创新，组织创设了医务职工科技创新“星光计划”，

一线职工家庭，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等；组织世博医疗

基层积极申报近百个项目，从中评出 28 个首期获奖项目。积极参与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节；开展职工技协

卫生工作者 500 余人赴雁荡山等地慰问休养。

发展调研；探索与金融等行业工会技术协作。

( 五 ) 组织职工共襄盛会。世博期间，组织包括劳

（五）大力推进行业文化建设。着力打造职工文化品牌，参与五一职工文化奖评选；组建医工艺术团，组

模、窗口服务先进代表、基层工妇退干部、困难及退休

织天使合唱队参加首届《欢乐大合唱》电视大赛并获得第一名；参与中国上海市第十二届国际艺术节“放歌

职工等在内约 3000 人次参观世博。同时，做好世博参观

世博”上海职工文化展演周。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组队参加第十四届市运会，共有 29 家单位 117 人参

接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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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挥工会
“大学校”
作用，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进一步提高职
工素质

加，在 10 个大项 57 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 15 个个人项目、12 个集体项目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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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维权维稳结合，落实工会职能，促进卫生事业和谐
稳定发展
认真履行工会职能，依法维护职工权益，重点做好职工帮扶、劳动保护和职工疗休养工作，全力维护
职工队伍和谐与稳定。
（一）继续做好帮困送温暖工作。召开上海市医务职工救急济难基金理事会议，开展元旦春节送温暖
活动，发放慰问金 10.8 万元；及时审核、发放一次性大病补助金 6.5 万元；定期困难补助 2.31 万元。
（二）切实加强职工劳动保护。与局规财处联合，以“安全迎世博”，确保世博会开园前的各项工作安
全为目标，对本市市级医疗卫生机构中 32 家单位的生产安全、消防安全、内部安
（三）加强疗休养工作。召开 2009 年度疗休养工作会议，总结职工疗休养工作情况；做好基层党政
工领导疗休养工作。
（四）落实“五五”普法工作。动员基层单位干部职工，参加全国百家网站“五五”普法法律知识竞赛活
动，开展普法工作先进推荐活动。被授予全国工会系统“五五普法”先进单位称号。

四、深化民主管理，推进院务公开，不断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
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
“的工会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进院务公开，不断增强工
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
（一）强化院务公开工作。召开上海市卫生系统院务公开推进大会，；编辑完成上海市卫生系统职代
会、院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手册；配合局医管处开展大型医院巡查工作。
（二）推进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召开民营医院民主管理工作论坛，；开展上海市民营医疗机构民
主管理工作状况调研，在 17 个区县 72 家民营医院，组织 850 位职工开展问卷调查。
（三）调研民主管理机制。配合《上海职代会条例》立法开展调研。本市二级以上医院开展院务公开工

概述

五、加强内涵建设，强化工作机制，提升工会工作能力
以规范职工之家建设为为抓手，强化工会工作机制，开展专题培训，
为提升工会工作能力奠定基础。
（一）不断完善建家工作规范。修订上海市医务工会职工之家标准评估标准，开展先进职工之家申报
评选，组织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 小家 ) 推荐申报。组织 2008-2009 年度先进职工之家与 2009 年合格职
工之家评选工作。结合世博运行保障、文明服务立功竞赛活动深入 22 家单位进行先进职工之家调查考
评，召开合格职工之家验收交流会。
（二）深入开展工会理论调研工作。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工作调研，确定民营医院民主管理、医务女性
高层次人才成长状况研究及对策建议、卫生系统职工技协发展现状等调研课题。
获得全国“百年——知
识女性与社会发展”征文大赛一等奖。组织工会理论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征文活动，共收到推荐论文
121 篇，评选优秀论文 45 篇。
（三）加强工会干部队伍建设。继续举办工妇退干部系列培训班，以医改、经济形势等为内容举办了
6 场培训；组织基层单位巾帼文明岗的班组长参加市总工会女工部举行的服务世博手语培训班；组织
应换届单位工会干部集中培训，规范工会换届工作流程；组织新当选工会主席参加市总工会干部培训
中心的上岗资格培训；组织工会财务、经审干部专题培训等。
（四）加强财务规范。组织经审干部对 22 家基层工会财务工作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经费预算执
行情况、财务内控制度、拨缴经费完成情况，促进基层工会财务规范化建设。首次独立开展对基层工会主
席离任审计。
（五）加强信息管理。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劳动报》、
《工会理论研究》等报刊
杂志宣传卫生系统工会工作，召开《上海医工报》通讯员会议，邀请部分单位宣传干部担任《医工报》特聘
记者，改进《医工报》版面内容和发行渠道。市委宣传部对医工报作出了
“导向正确、信息量大，有一定可
读性，是一张中规中矩的工会机关报”的评价。

作自评上报，院务公开平均自评分
达 96 分，职代表满意度 86.9%；
组织基层工会干部参加《关于加强
医疗卫生单位职工民主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修改座谈会；承办中
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在上海举办的
卫生系统修改《若干意见》座谈会，
并提出上海卫生系统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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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活动

迎世博活动
倒计时 100 天

倒计时 30 天
倒计时 30 天市医务工会

医学专家服务劳模 医学劳模服务社会
卫生系统掀起“冲刺 100”
第一潮

举办现场急救技能比赛，检阅世

1 月 17 日，以“医学专家服务劳模，医学

博会医疗保障实力。

劳模服务社会”为主题的第四批卫生系统医学

4 月 1 日，世博会倒计时

志愿者为劳模保健咨询服务结对仪式暨百名

30 天，市医务工会在上海市职

医学专家大型义诊活动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

工医学院举办“上海市卫生系统
第四批卫生系统医学志愿者为劳模保健咨询服务结对仪式暨百名医学专家
大型义诊活动

迎世博现场急救技能比赛”，检

文明建设委员会、上海市医务工会联合组织的这次“迎世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掀起了全市“迎接世

阅本市世博会医疗保障实力，来

博、冲刺 100”首个高潮。第四批卫生系统医学志愿者为劳模保健咨询服务结对活动有来自全市 15 家市级

自全市 47 家各级医疗单位的

综合性医院、具备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 214 名医学志愿者参与，他们与全市 800 多名劳动模范结对，提

141 名医务人员参加了比赛。在

供为期 2 年的医疗保健咨询服务。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黄红主持结对仪式。
市总工会副主

“迎世博 600 天行动”活动中，本

举行。由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卫生系统精神

上海市卫生系统迎世博现场急救技能比赛

席茆荣华、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出席活动并讲话。
出席结对仪式的还有本市迎世博窗口服务办公室、市文明

市 11 家三级甲等医院、12 个区县，组织了数千名医务工作者参与迎世博急救技能演练，许多医疗单位

办等有关领导。
结对仪式后，21 家市级医疗机构和黄浦、卢湾、徐汇、静安、长宁、杨浦等 6 区 15 家区级医

还组建了应急小分队，挑选精兵强将参与世博医疗保障工作。岗位培训、岗位练兵、立足岗位立功，有效

疗机构的 104 位医学专家举行了大型义诊活动。参加义诊的专家中有 80 人自身就是劳模称号的获得者。

提高了本市医务人员的现场急救技能水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前院长、
卫生部劳模杨秉辉教授还在义诊现场开设了健康讲座。
3 月 30 日，组织 100 多名医疗职工参加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在新外滩主会场联合举办
的“拥抱世界——世博会倒计时 30 天外滩国际音乐盛典”。

组队参加由全总和市总举办的迎世博网上知识竞赛启动仪式。

上海职工迎世博文明行动推进会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倒计时 100 天誓师动员大会

1 月 21 日，
市医务工会组织百名医务职工参加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倒计时 100 天誓师动员大会”
。
这百名医务职工同时作为“2010 合唱团”的成员，以嘹亮的歌声抒发了本市医务工作者“为世博贡献一份力
量”
的心声。
组队参加市总工会迎世博企业行第 200 站《职业道德》宣誓活动。

09

迎世博网上知识竞赛启动仪式

拥抱世界—世博会倒计时 30 天外滩国际音乐盛典

10

倒计时 15 天
本市卫生、食药监系统举行“奉献世博”誓师
动员大会 , 全力以赴不辱使命奉献世博。
4 月 15 日，本市卫生、食药监系统举行“奉献
世博”誓师动员大会。16 万余名卫生和食药监工作
者代表庄严宣誓：“尽己所能、忠于职守，做好医
疗卫生保障。全力以赴、不辱使命，确保食品药品
安全。服务世博、奉献世博，展现健康卫士风采！”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在誓师大会上作动员，国
家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专程出席大会。
上海市卫生
局局长徐建光在誓师大会上 就上海卫生、食药监系统“奉献世博、文明服务、岗位建功”提出三点要
求：全面动员、全力以赴，实现“四个确保”
; 精益求精、严谨细致，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 全行业推进，全
方位提升窗口服务水平。会议还向执行世博卫生保障任务和开展世博窗口服务的“医疗保障队”、
“疾
病预防控制队”、
“卫生监督保障队”、
“贵宾医疗保障队”、
“食品卫生与安全保障队”、
“岗位建功服务
队”、
“卫生系统平安志愿队”等七支队伍授旗，勉励他们振奋斗志、不负众望，为世博会的成功、难忘、
精彩举办作出奉献。

文明服务、文明观博、文明出行系列活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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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培训

338 次

参加培训人数

4.17 万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

9 万余份

参加唱响卫生行业迎世博主题歌活动

2.4 万人次

班组开展“三个文明”大讨论

2300 个班组

开展“三个文明”主题征文

38 家单位

参加网上世博知识竞赛

3 万余人

征集合理化建议

2300 余条

组织志愿者服务

3500 次

参加志愿者人次

1.35 万

开展“三个文明”大检查

35 家工会

2010

主题活动

世博运行保障
立功竞赛活动
世博会期间 , 上海市医务工会在全市卫生系统组织开展以服务、保障世博为中
心，以践行《上海市窗口服务行业职工文明服务公约》为主线，以“保平安、促运行、重
服务、创一流”为重点的“世博运行保障和文明服务立功竞赛”活动。本次活动以落实
上海卫生系统世博“三化”文明服务二十条为重点，从环境流程、信息公开、举止礼仪、
服务质量、便民举措、医患关系六个方面提升服务品质，规范服务细节，强化服务技
能，美化服务环境，践行服务承诺，争创服务品牌，确保世博会运营期间国内外宾客在
医疗卫生方面享有“规范、高效、便捷、温馨”的优质服务。

华东医院立功竞赛启动大会

立功竞赛活动取得良好成效，共评出上海市卫生系统世博工作优秀个人 330 位，
优秀班组 162 个，优秀集体 27 家。34 位个人、13 个班组、5 家集体获得“上海市世博
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工人先锋号”以及“上海市世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3
个集体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３个集体分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
和全国世博工作先进集体。
精中医院迎世博英语演讲比赛

世博救护

瑞金医院参与世博

世博定点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向志愿者代表发放防暑药品

华山医院世博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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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健康行”慈善义诊

主题活动

展演第十二届国际艺术节

6 月 20 日，
“世博健康行”百名医学专家大型慈善义诊——上海市卫生、医药行业职工世博文明志
愿者集中服务日活动在大宁灵石公园举行。

9 月 28 日上午，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放歌世博”上海职工文化展演周卫生系统专场演
出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拉开帷幕。市医务工会组织全市 13 家医疗卫生单位的 180 余名医务职工参与

市政协主席、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冯国勤，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豪在义诊前宣布

演出。此次卫生系统专场演出的主题为“守护健康、奉献世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演出，充分表

启动“世博健康行”上海医务行业职工志愿服务。市总工会副主席汪兰洁，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王龙兴，市

现了本市卫生系统广大医务职工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了各条医疗卫生战线职工在世博期间，为实现

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黄红等出席仪式。
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王龙兴在仪式上致辞，向百名医学专家与劳模志愿者放弃休息参加义诊表示欢
迎并致敬意。

“四个确保”，完成世博医疗卫生保障任务，勇挑重担，不惧艰难，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以及做出的巨大
贡献。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王晓龙、副主席万明东，上海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堃涛，上海

全国劳模、华东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上海市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劳模联谊会会长俞卓伟和上海市劳
模、优秀护士宣飞燕共同宣读上海医务行业职工“世博健康行”志愿服务倡议。

市卫生局正局级巡视员
王淑琼，市卫生局党委副

上海市医务工会作为承办单位，在仪式上向闸北区居民赠送 500 本《上海就医指南》。

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黄

仪式后，来自市卫生系统 17 家二、三级医疗卫生单位的近百名医学专家为世博职工、世博志愿者

红，上海市文广局副局长

和附近社区居民等 1500 余人提供咨询诊疗服务。

王晓明，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组委会副主任陈圣
来等领导出席。
上海职工文化展演周卫生系统专场演出

艺术节天天演

和谐欢歌
10 月 31 日，上海市医务工会组织
6 家医疗卫生单位的 20 名医务职
“世博健康行”百名医学专家大型慈善义诊

向闸北区居民赠送《上海就医指南》

工，参加在世博文化中心举行的
闭幕仪式前的演出。医务职工与
宝钢、海事大学、上海市女企业
家协会等组成的 80 人合唱
团，激情演唱了《和谐欢歌》。
闭幕式仪式前演出

《和谐欢歌》献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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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世博一线职工

主题活动

退管会世博系列活动

为确保服务世博职工无后顾之忧，市医务工会加强

参观世博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在庆祝上海市第 23 个敬老日和上

做好世博一线职工后勤保障工作。做好涉博服务园区有

海市第一个敬老月活动中，先后组队 5 批共 260 人参加由上海市老龄

关部门安排物资慰问，对 21 家世博定点单位下发慰问

委、上海市老年基金会、上海市退管会联合发起组织的“申城万名老

金 40 万，用于关心服务世博一线职工生产生活，走访慰

人游世博”活动，以及参加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游世博活动。

问 11 家单位的 15 位世博一线职工家庭，帮助投身世博
运营而无力照顾患病家属或年幼子女等特殊困难职工

上海市医务工会慰问世博会医疗保障工作者修养团

解决就学、就医、养老、家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发挥行业优势，组织编印 2 万本《健康智慧书》，发放给广大世博园区
一线职工。持续 8 次组织基层单位女医生参加由市总工会组织的走访慰问武警上海总队女兵基地服务活动。现场为
基地女兵提供了医疗咨询服务。市医务工会还投入专项资金，为 371 名世博一线医务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拨
出 50 万专款，从 2010 年 11 月初开始，陆续组织 5 批共 250 名服务世博一线职工赴雁荡山、新昌等地短期疗休养。
此次延续到 2011 年一季度结束的职工疗休养活动，共惠及 15 家世博定点医疗机构的医务职工逾 500 人次。

参与世博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结合上海庆祝第一个敬老月活动，
组织女声表演唱参加了 10 月 25 日，世博会第一个指定日的宝钢大舞
台两场演出，并组织了近 150 名退休职工进行观摩和游览世博园。9

世博园宝钢大舞台演出

月 28 日组织了 80 位退休职工代表在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参加第十
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天天演”上海卫生系统专场的观摩活动。

举行“拥抱世界 感受世博”摄影展 摄影展共收到来自基层
各级退管会 300 多幅摄影佳作。共评选出特等奖二名、一等奖四名、
二等奖八名、三等奖十名。同时有 16 家基层单位的 100 余幅作品参
加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与世博同行、展金色风采”退休干部摄影展。

“拥抱世界• 感受世博”
摄影展

组队参加“SMG 首届欢乐合唱赛”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在 2009 年庆祝建国 60 周年“唱响中华、展现行业
风采”的基础上组织 50 名退休职工参加了“SMG 首届欢乐合唱”的海选并入围。

退休职工志愿者活动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组建一支具有专业特长、热心公益事业的退休职工志愿者队伍，共有
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在园区医疗点慰问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慰问园区医疗保障人员

上海市医务工会主席黄红慰问世博一线职工

145 人左右，世博会开幕后，由市健康促进委员会统一安排，融入相关社区，参与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妇委会世博系列宣传活动

共襄盛会
世博期间，市医务工会组织包括劳模、窗口服务先进代表、基层

市卫生局妇女委员会针对医务女职工子女开展“我为世博添光彩”世博游、
“七彩点睛亮世博”书画摄影六一系

工妇退干部、困难及退休职工等在内约 3000 人次参观世博，共同体

列活动，征集装裱获奖作品后展示，为儿童病房增添“点睛”一笔。大力营造“大上海、大家庭”和谐氛围，广泛挖掘先进

验世博盛况；在园区内，组织开展女职工干部文化交流世博行活动。

事迹，大力弘扬世博精神：组织动员职工参加“斯美杯”女职工征文大赛，向《劳动报》报送 12 家单位 26 篇征文，其中

同时，做好中国教科文卫体及各兄弟省市卫生系统工会世博参观接

包含世博一线女职工作品 4 篇；利用主流媒体渠道大力弘扬“大爱

待任务近百人次；承担市卫生局世博接待工作，完成 20 余批次约

无疆”白衣精神。将 6 月 29 日刊载于《新民晚报》A07 版来自于上海

430 人的世博接待任务。

市卫生监督所《快乐的世博双职工》报送至市妇联宣传部，参与世博
“她”力量新闻作品汇编征集。医务女工委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与大
中国教科文卫工会一行在上海市医务工会副主席
张浩的陪同下参观中国馆

局意识鞭策己身，切实引领世博工作步入新轨道。

营造世博氛围就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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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工作

劳模
劳模宣传

劳模表彰大会
6 月 3 日，市卫生局党委、市卫生局、市医务工会在科学会堂召开“2010 年上海市卫生系
统劳模表彰大会”。2010 年，上海卫生系统有 9 人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46 人获上海市先进
工作者称号，16 个集体获上海市模范集体。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王龙兴向这些新当选的先进工
作者和模范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并就上海卫生系统学习弘扬劳模精神提出四点要求：以劳模
精神引领行业风尚，推动卫生系统行风政风建设再上新台阶 ; 用劳模精神激励岗位建功，展
示医务职工建功立业新风采 ; 以劳模精神激发创新理念，
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迈出新步伐 ;
以劳模精神关心劳模，努力形成尊重劳模、关爱劳模、服务劳模的良好风气。并寄语劳模再接
再厉，立足新起点，树立新目标，始终保持

2010 年上海市医务工会以劳模评选为契机，认真做好劳模选树、表彰、宣传工作。完成
2007 ～ 2009 年度上海市先进工作者模范集体与 2010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
共产生 2010 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5 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13 人，上海市模范集体 6 个；组
织召开上海市卫生系统劳模表彰大会，全市卫生系统 9 位全国先进工作者、46 位上海市先
进工作者、16 个模范集体受到表彰；编辑完成汇集全体新当选劳模先进事迹的宣传手册―
―《白衣天使的典范》。做好 2010 年新当选全国 ( 市 ) 先进工作者与模范集体电视宣传的
征集，对 43 位先进工作者、11 个模范集体上报的电视片进行编辑加工，制作宣传 54 位先
进工作者的劳模台历，为卫生系统各级工会和广大医务职工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提供学习

先进本色，坚持学习，艰苦奋斗，深入钻研

资料。

岗位技能，不断提高职业素养，以自己的
先进思想、良好作风和高尚情操教育他
人、感染他人、引导他人，激发广大医务职
工的工作热情和劳动积极性。

劳模台历
2010 年上海市卫生系统劳模表彰大会

劳模专家援疆义诊

《白衣天使的典范》

劳模服务
世博会期间，市医务工会向市级医疗卫生单位所有劳模发放了世博门票，组织劳模参观

8 月 12 日至 14 日，上海市卫生局、市医务工会组织本市卫生系统劳模专家援疆义诊。

世博园区。做好劳模生日慰问，2010 年慰问 190 余人；对困难劳模开展经济帮扶，2 位全国

参加义诊的 19 名副高以上医学专家来自卫生系统 12 家单位，其中三分之一是省部级

劳模和 5 位市劳模得到慰问金。年内，市医务工会还首次组织劳模出境游，分两批组织市区

以上劳模。著名劳模、华东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俞卓伟，荣膺 2010 年双劳模称号的复旦大学

28 家医疗卫生单位的 42 位劳模赴富冈 - 熊本 - 济州等地疗休养，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樊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院长王拥军等都从繁忙工作中挤
时间积极参加此次援疆义诊。
劳模专家分组到巴楚、莎车、叶城和泽普等四个上海对口援建县为当地百姓服务。据不完
全统计，3 天援疆义诊共接诊 600 余人。在此期间，上海专家们还参与当地医院查房，并与当
地医学同行进行业务交流，获得了良好社会反响。

第一批劳模疗休

第二批劳模疗休

上海市卫生系统劳模专家援疆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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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工作

院务公开
职工之家调研

院务公开推进会
2 月 1 日，上海市卫生系统院务公

7 月 20-23 日 市医务工会组织开展了 2008-2009 年度先进职工之家创建与世博运行保障、文明

开推进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黄河厅

服务立功竞赛活动专题调研。在被调研单位中，综合性医院 10 家，专科医院 7 家，站所单位 5 家。
调研

举行。市卫生局副局长夏毅、李卫平、沈

组成员深入 22 家直属基层单位实地了解 2008-2009 年建家工作的推进情况、取得成效、建家难点，以

远东，市卫生局副局级巡视员李忠阳，以

及在世博运行保障、文明服务立功竞赛活动中的主要做法。

及各区县卫生局和全市各级医疗卫生单

调研发现，目前建家工作存在工会干部配备不到位、院务公开工作难点期待破解、工会干部新老交

位的党政工领导共 250 余人与会。

替衔接不到位、工会干部自身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住院医师培训制度也为工会工作带来新课题。

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市医务工会

针对这些问题与难点，市医务工会将根据调研结果争取基层单位党政对工会工作支持力度，加强对基

主席黄红代表市卫生系统院务公开领导

层工会建家工作的规范指导；创造机会增强工会间的交流和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及时破解建家工作

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上海市第六人

新问题。

民医院、普陀区卫生局在会上作交流发

上海市卫生系统院务公开推进大会

言。会议还对 2007-2009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院务公开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成果进行了表彰。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堃涛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上海卫生系统院务公开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

职代会条例调研
上海市医务工会配合《上海职代会条例》立法
开展调研，深入瑞金、妇一、六院、曙光四家单位对

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王龙兴委托市卫生局副局级巡视员李忠阳在大会表示：院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是

82 位职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本市二级以上医院

一项维权益、聚人心、保稳定、促发展的“民心工程”。只有职工心齐、气顺，才能安心工作，努力为单位发展

开展院务公开工作自评上报：当前院务公开平均

作贡献。只有职工支持参与，单位发展才能成为现实，社会稳定才能得以巩固。
他希望，卫生系统各级党政

自评分达 96 分，职代表满意度 86.9%。

工组织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把上海卫生系统院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上海卫生事
业做出新贡献。
据统计，本市卫生系统目前已有 51 家市级医疗卫生单位，463 家一、二级医院，11 家企业职工医院和
50 家民营医院开展了院务公开工作。各单位以职代
会为主要载体，不断拓展院务公开的渠道，一些难点
已经取得突破；从单位自查情况看，院务公开平均
得分 94.95，职代会代表对院务公开的满意度平均
为 86.95%。院务公开民主管理已经成为本市卫生系
统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基本制度，成为发挥医务职

民营医疗机构调研
为及时掌握新形势下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

职代会条例调研

难点，提高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工作水平和推
进民营医疗机构和谐发展，上海市医务工会开展
上海市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工作状况调研。问
卷下发到 17 个区县 72 家民营医院，有 850 位职
工参与问
工参
工参与问卷填写。
与问卷填
卷填写。
写。

工创造活力、增强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载体，为推
动上海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会领导向先进代表颁奖
职工之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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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疗机构工会建设与发展论坛

专项工作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座谈会

9 月 9 日，市医务工会在衡山宾馆举办“上海市民营医疗

9 月 27、28 日，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在上海召开卫生系统工会修改《关于加强医疗卫生单位

机构工会建设与发展论坛”
。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王龙兴出席论坛

职工民主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座谈会。

并作重要讲话。市卫生局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各区县卫生局有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王晓龙、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汪兰洁、上海市卫生局巡视员王淑琼

关党政领导、各区县医务工会主席及本市部分民营医疗机构投

及卫生部有关司局领导、部分省市卫生系统工会主席、基层医院代表等 40 余人参加座谈。中国教

资人、行政负责人、工会主席等 80 余人与会。

科文卫体工会副主席万明东主持主持座谈会。

据统计，截至 2009 年底，本市共有民营医疗机构 1257 家，

与会代表认为，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一些涉及医务职工根本利益、关系职工队

其中，医院 159 家，门诊部 478 家，诊所 615 家，临床检验中心

伍稳定的问题与矛盾将逐步显现，卫生系统职工民主管理工作也将面临新挑战。
全委组织修改《若

5 家；民营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总数约为 15700 人。

干意见》，对加强医疗卫生系统民主管理工作、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维护广大医务工作者合法权

据介绍，民营医疗机构已经成为上海医疗服务体系的一支
生力军，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就医平台；还已成为上海公

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王龙兴在论坛上作重要讲话

益和健康促进活动的活跃力量，以及发挥医学专家资源优势的

益、促进医改稳妥推进、维护
医疗卫生系统职工队伍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平台。

座谈会上，代表们畅所

论坛上，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自律维权委员会、徐汇

欲言，对修改《若干意见》提出

区医务工会、上海虹桥医院、上海宏康医院分别做了主题交流。

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会后，会务组归纳整理
了代表意见和建议，并上报中
虹桥医院工会主席
杨素琴交流发言

徐汇区医务工会主席
谢爱华交流发言

国教科文卫体工会。

卫生系统工会修改
《若干意见》
座谈会

民营医疗机构工会建设与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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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工作

教育培训
工妇退干部系列培训班

工会干部专题培训班

2 月 26 日 2010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工妇退干部系列培训班开班仪式暨首场讲座在松
江开元名都大酒店举行。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干部培训中心主任王连祥教授为大家作题为
《走进 2010》的精彩讲课，来自区县医务工会、直属基层工会、部分企业职工、民营医院工会主
席、副主席约 60 人参加培训。据统计，2010 年上海市医务工会共举办工妇干部专题退培训班

12 月 9-10 日，上海市医务工会在青浦中国工商银行培训中心举办“领会全会精神，把握医改精髓，
助推卫生发展－“2010 年工会主席专题培训班”。来自区县医务工会、直属基层工会、部份企业职工医
院、部分民营医院的工会主席、专职副主席约 100 人参加。
培训班特邀市委党校王志平教授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主要精神进行了解读，并请市卫生局干部人
事处刘雄鹰副处长、医管处晏波处长、医政处陆韬宏副处长分别就当前医改背景下的岗位设置、医疗服

5 场，
约 500 人参加培训。

务、医药制度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使培训班学员在领会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实质的同时，增强了
对卫生重要人事政策的认知与把握，对医改下的医疗服务与当前医药制度的现状有了清晰的认识，有
利于工会更好地向职工做好有关人事政策的宣传、引导，
有利于工会围绕卫生中心工作与医改大局，确定明年工作
思路，为十二五规划开好局。在小组讨论中，大家就如何配
合医改确定明年工作、发挥工会作用以及当前工会工作中
的热点、难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就工会在院务公开中
2010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工妇退干部系列培训班开班仪式

2010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工妇退干部系列培训

的定位等问题提出建议。

2010 年工会主席专题培训班

“五五”普法
市医务工会致力“五五”普法工作，通过有针对性的
专项主题教育，加大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力度，结合
工妇退培训班、迎世博建言献策活动等，激发职工尊德遵
法的自觉度与主动性，探索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完善健
全的普法工作监督检查和考核考评制度，已经形成医务职
工“人人皆知、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普法教育效果。
通过长效机制运作，常态有序管理，各基层工会普法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五五”
普法知识竞赛

工作亮点纷呈：如华东医院工会的“三法基本”，结合卫生系统政风行风医德医风建设双管齐下；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工会的防腐倡廉讲座，以《卫生系统职务犯罪初探》为主题，探讨遏制卫生系统职务
犯罪的对策与措施；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会、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工会和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工会的医疗质量监管系列活动：围绕医疗纠纷及其涉法等问题组织广大职工学习
专业法律法规，预防医患矛盾纠纷的发生等。
一些基层工会还为职工建立医德档案；围绕平安建设和迎世博文明行动，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教育；
不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且颇富成效。
2010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工妇退干部系列培训第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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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工作

文体工作
职工文化基地创建

组团参加市运会

以挖掘人才，打造精品为目标，2010 年上海市医务工会启动打造文化基地项目，以点带面，整合资源，

上海市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本市的高质量体育盛会。市医务工会根据市卫生局领导精神，高度

力争在全市卫生系统打造一批优秀的文化品牌，年内共有 20 家单位申报创建职工文化基地，经考察审核

重视，认真做好卫生系统组团参赛事宜。5 月份，市医务工会即在全市卫生系统启动组队及前期相关工作，

华东、市一、瑞金、中山、同济获首

包括运动员选拔、注册、报名、服装定制、购买保险、赛前训练等。经过好中选优，共有来自 29 家医疗卫生单

批命名。年底，由文化基地选拔编

位 137 名运动员注册，117 人参加了 10 个大项、57 个小项的比赛。10 月 9 日，上海市第十四届运动会隆

排的华东医院舞蹈《茉莉花》和中

重开幕。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角逐，上海市卫生系统代表团共在 15 个个人项目、12 个集体项目中捧得奖

山医院小品《世博医疗站》以及闸

牌，其中，金牌 1 枚，银牌 1 枚，铜牌 2 枚；7 个第五名，4 个第六名、7 个第七名、6 个第八名；3 个团队获

北区医务工会选送的摄影作品

体育道德风尚奖，11 位个人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示了本市医务人员执着、拼搏的精神及坚韧不拔、勇往

《雾中美景》，参加市总五一文化

直前的风貌。

奖舞蹈、小品、摄影比赛，荣获舞
蹈、小品、摄影比赛三块银奖。

摄影作品
《雾中美景》

捧回首届欢乐皇冠奖
1 月 24 日，“2010 迎世博欢乐合唱大赛”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进行海选。
“上海市医务工会
天使合唱团”和“上海市卫生系统退管会合唱团”两支参赛队伍参加海选，经过半年的赛程。历经淘汰赛、复
赛、半决赛、决赛，7 月 3 日，市医务工会“天使合唱团”在 2010 年度“欢乐合唱会”电视合唱大赛决赛中力
克群雄，捧得首届“欢乐皇冠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天使合唱团”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华东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

上海市运动会健美操比赛

上海市运动会游泳比赛

扑克牌（80 分）比赛
8 月 8 日，上海市卫生系统扑克牌（80 分）比赛在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落幕。本次比赛是全市医疗卫生单位庆祝上海市世博会
顺利召开及“八八”全民健康日两周年的一次专项体育活动，主题
为“守护健康、共襄世博”。本市卫生系统直属机构及区县医务工

医结合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会共 42 家单位报名参赛，近 300 名医务职工分组角逐。

中心以及普陀区医务工会、杨浦区
医务工会等 7 家单位选送的 30 名

青年联谊活动

合唱队员组成。来自医疗第一线的
合唱队员克服了医疗业务繁忙、路

10 月 22 日由市税务工会、市金融工会、市医务工会主办，市

途较远等种种困难，经过刻苦排

卫生局团委承办“情牵百草•缘”青年联谊活动在浙江省安吉中南

练，在每轮比赛中发挥出色，终于

百草园举行。

摘得桂冠。

上海市运动会卫生系统代表团总结表彰会

天使合唱团演出现场

卫生系统扑克牌
（80 分）
比赛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等 10
家医疗单位的 20 名青年，与来自税务、金融行业的近百名男女青
年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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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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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专项工作

保障

“星光计划”

党政工领导送温暖

为鼓励职工岗位创新，针对职工“五小”
创新，2010 年市医务工会

春节前夕，上海市卫生系统正式启动 2010 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

组织创设医务职工科技创新“星光计划”，奖励在“五小”活动中形成的

上海市卫生局党政领导王龙兴、徐建光、韩慰军、黄红、夏毅、李卫平、沈远东、李忠阳、王磐石等在有关

创新成果与科技项目。该计划旨在扩大职工“五小”活动的涵盖内容和

处室领导的陪同下，分别上门慰问了市卫生局老领导、老专家，市卫生系统身患重病或家庭困难的在职和

参与范围，明确了“五小”优秀项目奖励办法，改变了以往职工科技创

退休职工。上海市医务工会、市卫生系统退管会也在张浩专职副主席的带领下，上门慰问了多名在职困难

新评选偏重尖端科技人才和高科技含量项目的现象，在扩大职工科技

职工和退休困难职工家庭。

创新参与范围的同时，为无缘列入科研经费资助、难以获得科技创新

为确保此次帮扶工作不遗漏，市医务工会早在 2009 年第四季度就制定上海市卫生系统 2010 年元旦

奖励的“五小”创新项目提供了经济支撑，有效调动了医务职工岗位创

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计划，并下发相关通知。市医务工会还从基层最初申报的近 150 名困难职工中初选出

新的积极性。在首批“星光计划”项目评选中，基层积极申报近百个项
目，从中评出 28 个首期获奖项目。

“星光计划”奖牌

今后“星光计划”将每两年在本市医疗系统中开展一次。着力在推动医务职工“五小”活动持续深入开展、提高

近 100 人列为重点帮困对象。
据统计，2010 年的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市卫生局党政、市医务工会共慰问在职困难职工 98 人，
送出慰问金达 10.8 万元。

职工素质、催生职工科技创新成果将产生积极作用。

职工科技创新活动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慰问老同志

上海市医务工会在全市卫生系统积极组织参与上海市职工

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沈远东
慰问仁济医院百岁老人潘复初

上海市医务工会主席黄红、
副主席张浩
慰问华山医院退休副主任技师王晓明

科技创新节，获得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新人奖、优秀团队和示范基
地各 1 个，参加
“上海市巾帼示范岗”结对活动，17 个班组获得第

帮困送温暖工作

二批“迎世博市巾帼文明岗”称号；参加上海市五一巾帼创新奖评

上海市医务工会持续深化帮困送温暖工作，年初召开上海市医务职工救急济难基金理事会议，通报

选，1 名个人和 2 个科室分获上海市五一巾帼创新奖个人和集体

2009 年度医务职工救急济难基金的收支情况，讨论审定 9 家单位的 19 名困难职工为 2010 年度定期补

荣誉。

助对象，配合做好市总帮困名单审核确认工作。

参加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评选活动，4 个集体和 2 名
个人获 2009 年度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班组和个人称号。
推荐 93 个项目参加上海市技术发明选拔赛评选，10 个项目参加

2010 年市医务工会救急济难基金会共审核发放一次性大病补助金 28 人，计 6.5 万元；定期困难补
上海市医务职工技协工作座谈会

助 19 人，计 2.31 万元；市总定期社会帮困 11 人，计 1.43 万元。

市职工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发布会。

财富健康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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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工领导送清凉

疗休养工作

八月流火，上海不断刷新高温纪录，坚守在门急诊、

4 月 2 日，市医务工会在嘉定召开 2010 年疗休养工作会议
市医务工会副主席张浩出席会议并对进一步做好职工疗休养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表彰了 28 家 2009 年职工

对外服务窗口的一线医护人员工作强度明显加大。8 月
17 日和 18 日，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正局级巡视员

疗休养先进单位。
据统计，2010 年市医务工会共组织 3 批，70 余名基层党政领导赴山西和海南疗休养。年内组织 5 批共 250

王淑琼，党委副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黄红，副局长李卫

名服务世博一线职工赴雁荡山、新昌等地短期疗休养，此批休养活动延续到 2011 年 1 季度，共惠及 15 家世博定

平和沈远东等冒着酷暑来到多家医疗卫生机构慰问一线

点医疗机构的医务职工逾 500 人次。

医护人员，向冒着炎热坚守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并送上清凉消暑用品，同时叮嘱医务人员
“注意劳逸结合、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慰问一线医护人员

合理安排休息，
一定要兼顾工作安全与身体健康。
”
卫生系统党政工领导头顶烈日送清凉，坚守在门急诊岗位、对外服务窗口上的一线医护人员深
受感动，他们纷纷表示：
“感谢领导的体贴关怀，
我们不会辜负嘱托，
再苦再累也一定把本职工作做好。
”

率先行动支持控烟
党政疗休养

党政疗休养

上海市医务工会疗休养工作会议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市医务工会 2 月 26 日下发《告医务职
工书》，要求每一位医务职工率先垂范，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上海控烟工作。
《告医务职

赈灾募捐

工书》要求，作为广大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卫士与守护者，每一位医务职工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摒

2010 年 4 月 14 日 07 时 49 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 7.1 级地震，

弃旧习，优化医疗卫生公共环境、营造洁净整洁和谐氛围，更为有效地提升窗口服务水准，塑优质形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我国发生的又一次严重地震

象、倡文明新风，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参与上海

灾害。青海玉树地震牵动各方人士的心弦。地震后，上海市医务工会紧急发出倡议，呼吁

控烟工作，为确保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做出积极

所有基层单位工会迅速行动起来，踊跃向受灾地区捐款，去帮助灾区人民夺取抗震救灾

贡献。
为进一步推动控烟条例的实施，加大宣传力度，市医

斗争的新胜利！”

务工会划拨专款近 30 万元，制作控烟宣传品台卡 7770
个，X 架 500 余张，臂章近 35000 个，下发 15 家基层单
位和 18 家区县。

玉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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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安全培训
12 月 14 日至 16 日，上海市卫生局、市医务工会在江苏省吴江市举办
“2010 年市
级医疗卫生机构生产、消防安全、职工劳动保护监督员知识培训班”。48 个市级医疗卫
生机构的 136 名负责生产、消防安全、职工劳动保护监督工作管理人员及专（兼）职安
全员、消防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是近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

上海市卫生系统理论研究会紧密结合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坚持组织开展理
论研究工作调研，探索揭示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特点与规律。
2010 年，组织开展女性人才状况、职工技协现状和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工作调研。卫生系统高
层次女性人才状况调研，对医务女性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被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评为全

据统计，2010 年市医务工会共组织召开 4 次市卫生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及时

国“百年——知识女性与社会发展”征文大赛一等奖。职工技协科技创新情况调研对加强职工技协管

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一系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指示精神，部署动员

理、推进职工科技创新提出思考；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状况调研，为掌握民营医疗民主管理现状，推

各单位、各部门做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治理工作和宣传工作。本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坚

进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上海市卫生

持自查为主，把安全生产工作列入院周会、院务会工作议程，并逐年加大安全生产投入，

系统理论研究会被市工运研究会评为“上海市工运研究会

明显加大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力度。

优秀团体会员”。
组织工会理论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征文活动，共收到
28 家直属基层工会、7 个区医务工会、1 家企业职工医院

安全生产大检查
2010 年本市卫生系统各单位、各部门坚持安全发展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世博安全”这一主线，深化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三项建设”，
将“安全生产年”活动作为全年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针对安全生产，市医务工会认真组
织对各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全面的安全隐患督查，重点做好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密集
场所消防、生产安全工作。年内市医务工会与市卫生局共联合组织了 4 次安全生产大检

推荐的论文 121 篇，评选优秀论文 45 篇。
组织工会理论研究论文交流，编辑《工会理论研究》增
刊，发表工会理论研究调研报告、优秀论文 36 篇。为会员
在《上海工运》、《工会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5 篇。
还应邀参加了基层工会理论研究课题座谈等活动。

查，每次检查 32 家市级医疗卫生机构，并就查出的各类事故隐患和危险因素提出整改
意见，要求被查单位限期整改，起到监督和促进的良好作用。

年度总
总结表彰会议
《上海医工报》2009 年度总结表彰会议

2010 年市级医疗卫生机构生产、
消防安全、
职工劳动保护监督员知识培训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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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工作
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文化交流

3 月 5 日，上海市卫生系统在上海中

8 月 3 日，市卫生局妇委、市医务工会女职工委员会首次在世博园区与美国国家馆官员开展文

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举行庆祝“三八”

化交流。美领馆世博联络办公室联络官苏阿丽（AlysSpensley）女士致辞，对上海市卫生系统妇女干

国际劳动妇女节 100 周年大会。市总工会

部表示诚挚欢迎。市卫生局党办主任吕欣欣，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专业教育高级总监黄益

副主席陈国华，市妇女联合会妇儿委办公

群，上海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部长李艳玲女士先后在活动中作交流发言。来自本市 36 家基层单位

室常务副主任、副巡视员田熊，申康医院

的、近 50 名卫生系统妇女干部就美国卫生事业状况、职业妇女发展以及全民医疗保险等热点话题

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市卫生局妇委会副

与美国同行进行交流。

主席王淑琼，市卫生局党办主任、市卫生

文化交流活动后，中美双方互赠纪念品并合影留念，与会妇女干部还分别参观了奥地利、澳大

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吕欣欣，与市卫生系统

利亚、捷克、德国、俄罗斯等国家馆，感受“畅想和谐”，
“旅行、发现和畅享”、
“城市本身就是文明果

250 余名妇女干部、女职工代表、市巾帼
文明岗代表出席会议。

实”三大理念。
巾帼文明岗与困难女职工结对帮扶

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市医务工会主席黄红在大会上号召全市医务女性，学习荣膺“上海
市巾帼文明岗”称号的 100 个集体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以更加昂
扬的精神，更加优质的服务，为 2010 上海世博会增光添彩。
大会还表彰了荣获迎世博“上海市巾帼文明示范岗”和“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的 100 个班组，并
同时命名他们为“上海市医务职工迎世博巾帼文明岗”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代表举行世博服务宣誓。
会上同时正式启动市巾帼文明岗与困难女职工结对帮扶新举措。今后，市卫生局妇委会、市医
务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还将在结对的基础上，同步建立市巾帼文明岗与困难职工结对资料库并每年
一次上报帮困情况的制度、
每年开展一次总结交流活动。

妇女工作目标管理考核
2010 年，上海市卫生系统妇女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正式启动。首次考核评审交流会已于同年 12

市卫生局妇委、
市医务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世博园区与美国国家馆官员开展文化交流

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举行。此举旨在进
一步规范妇女工作管理工作机制，切实巩
固基层妇女组织工作基础，为准确梳理妇
女组织架构创造条件。考核分综合、专科、
站所等三大条块进行。通过逐层分批自评、
讲解档案资料、互评等方式，为 54 家基层
妇女组织搭建起互动交流、汲取新知的平
台。共产生优秀妇女组织 14 家，达标妇女
组织 2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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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管会工作

财务经审

为老服务

财务工作

加大帮困力度、
做好冬送温暖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做好 2010 年元旦、春节期间帮困送温暖活动 ,
及时掌握退管会困难职工情况，认真落实帮困经费。春节前夕的送温暖活动中，共慰问了 15 名困难
退休职工，发放慰问金 15000 元。委托基层退管会慰问困难退休职工 145 人，下拨慰问金 7.25 万元。
全年共审核批准退管会帮困基金补助 160 人，补助金额 16 万元。同时，积极做好 2010 年度高龄老
人优待证的登记造册工作，共为 41 家基层单位办理发证 595 份。

强化医疗保障、做好续保工作 2010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退休职工补充医疗保障计划工作共
有 20606 名退休职工参保（除出国、部分干保人员外），参保率达 100%。并于 2010 年起将每位参
保退休职工补贴提高至 25 元，合计补贴金额为 515150 元。同时探讨逐步实现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
之间补充医保的无缝衔接。

关心多方人群、做好夏送清凉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认真做好高温季节的防暑降温和“送清凉”
工作，
下发《关于做好 2010 年度“送清凉”工作的通知》，先后慰问 10 名困难老人，发放慰问金 10000 元。
延续去年工作模式，先后慰问 10 位曾经对单位退管工作作出贡献的老同志、老领导发放慰问金

专项工作

加大经费收缴力度：坚持从源头抓起，依靠基层力量，依法收缴经费。2010 年拨缴经费收入
比 2009 年增加 360 多万元，增长 15.30%，增长幅度为近 5 年最大。

进一步规范基层财务管理工作：一是进一步规范基层财务考核内容，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
考核基层财务工作。二是继续开展第二轮工会会计基础规范化考核，年内，与医务工会经审会对 22
家基层工会进行了考核检查，三是加强对基层财务工作指导。坚持按时召开工会财务、经审工作会议。
四是针对部分基层工会财务人员变动的情况，对新上任的工会财务，进行个别辅导。五是做好会计
电算化工作，帮助基层工会做好电算化管理。

加大本级工会财务管理力度：一是认真执行市总工会财务管理制度，及时上解经费，做好经
费预决算和财务报表填报等基础工作，二是进一步规范完善财务制度，坚持财务支出的审批程序和
工会主席“一支笔”制度，三是加强与本级工会经审的合作，充分发挥工会经审的作用。
2010 年，上海市医务工会财务工作获全国总工会省属市级工会财务先进单位和上海市工会财务
工作竞赛优秀单位称号。

20000 元，各基层退管会共慰问 7665 人，慰问金额 273.44 万元。

自身建设
组织专题培训、提升服务能力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组织召开 2010 退管工作会议暨退管干部培
训班。组织退管干部学习全国老龄委工作会议、市人事局、市退管会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并对年度
退管工作要点进行讨论。会议有基层退管干部代表作工作交流发言。

举办退管干部摄影班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于 4 月 9 日开班摄影技能培训，共有 28 家退管会的
30 位退管干部报名参加培训，历时二个月。

召开基层块组工作会议 充分发挥块组网络作用，市卫生系统退管会基层三大块组定期召开季
度工作会议，及时交流退管工作经验、讨论分析工作中的难点问题，解决工作中的疑惑，起到经验互补、
提升退管工作水平

经审工作
认真履行经审会职责：一是完成对医务工会预、决算审查工作。二是坚持开展工会实务审计。
开展对同级工会及所属帐户的审计。加强对基层工会实务审计，先后完成对 22 家基层工会 2009 年
度预决算、财务收支、会计基础规范化等内容的实务审计。

加强考核指导夯实基础：一是开展对基层工会经审工作年度考核评比工作。二是加大对基层
工会财务报表的审查力度。

加强经审组织自身建设：一是坚持学习议事制度。二是加强经审组织建设。基层工会经审组
织的组建率达到了 100%，三是加强对经审干部专业培训。组织基层经审干部参加市总经审举办的经
审学习培训班，利用财务、经审工作会议，开展切实本系统实际的专题培训。
2010 年，上海市医务工会经审工作再次获得上海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考核特等奖 (A 级 )。

开展理论研究、推动工作创新 市卫生系统退管会积极参与市退管会 2010 年度理论研究年会
和卫生系统理论研究会的活动，共收到 17 篇论文，其中 5 篇参加市退管会理论研究会专家评审后上
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退管会潘涵撰写的《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及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荣获上海市退休职
工管理研究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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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命名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

201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名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主任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传染病管理办公室（世博会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办公室）

周良辅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上海市卫生监督所

陈赛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王拥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院长、上海中医药大学脊柱病研究所所长

贾伟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所长

樊

嘉

孙海燕

卢湾区卫生局副局长

徐培成

徐汇区牙防所所长

黄远亮

东方医院口腔科主任

徐林根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工人先锋号

2010年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中医院

上海市医务工会

上海市血液中心

全国三八红旗手
萍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全国五五普法先进集体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贾伟平

上海市卫生局应急办

周艳琴

陈珠平

世博园区公共卫生保障工作小组

肖

宋耀君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入选“中国好人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爱心献血屋

党中央、国务院命名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先进个人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百年知识女性与社会发展论文全国一等奖
上海市卫生局妇委会《上海市医务女性高层次人才状况调研报告》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第十届优秀调研成果评选调研报告二等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劳务派遣工工会入会情况调研及探索》

华东疗养院
曙光医院

2010年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第十届优秀调研成果评选调研报告三等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上海市卫生系统院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五六病区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
瑞金医院

全国世博工作先进集体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9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第十届优秀调研成果评选调研报告优秀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上海市卫生系统职工文化建设调研报告》

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第十届优秀调研成果评选论文优秀奖
同济医院《医院文化的发展与服务品牌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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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年度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樊
毛

嘉
颖

肖现民
宁

光

赵培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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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常务副主任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内分泌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眼科主任

刘锦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

陈建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科主任

周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新

徐月敏

上海市第市六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徐亚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

斌

朱永明

上海市血液中心主任

舒

中国福利会国际科平妇幼保健院书记、执行院长

敏

茅忠鸣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汪春英

黄浦区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

陈

卢湾区东南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

岭

宣飞燕

徐汇区大华医院门急诊输液室护士长、主管护师

顾水明

徐汇区中心医院副院长

朱小珍

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科长

何东仪

长宁区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类风关内科主任

杨

军

长宁区中心医院影像科主任

叶

军

普陀区中心医院传染科主任

郑步勇

普陀区人民医院院长

方志伟

闸北区卫生监督所书记、所长

蔡

琦

闸北区市北医院急诊部护师

肖

明

闸北区北站医院眼科主任

刘国平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急诊科主任

赵登秋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大外科主任

吴卫平

松江区新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骆

春

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中医妇科副主任

钱

进

青浦区中心医院副院长

王永斌

奉贤区奉城医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姚能才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内科主任

2007-2009年度上海市模范集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肾脏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肛肠科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医学影像科
华东医院南门诊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功能科
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应急处置队
闸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科防制科
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防治科
黄浦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综合执法四科
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泌尿外科

曹烨民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脉管科主任

韩本谊

杨浦区市东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

宝山区罗店医院妇产科

李国华

杨浦区中心医院院长兼大外科主任

闵行区浦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产科

陈

杨浦区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

睿

刘中民

东方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邱建平

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林

浦东新区疾控中心主任助理、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

涛

翟连芳

闵行区七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夏玉琴

闵行区浦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村医生

陈恒宝

宝山区友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床科负责人

钱叶长

宝山区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顾薇华

嘉定区中心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

钟培松

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

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周艳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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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世博园区医疗保障小组

沙

霞

黄浦区中心医院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应急办世博园区工作组

周惠玲

卢湾区顺昌医院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世博园区卫生监督保障组

潘丽红

浦东新区南汇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9号楼8楼干部保健医护组

吴

东方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东方医院

韦

王国强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陈怀瑞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园区医疗保障队

方亦斌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园区医疗保障队

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东院（世博村医疗保障队）

石文蕾

华东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王维玲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世博应急医疗保障队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世博园区医疗急救保障队

朱

2010上海市世博立功竞赛活动优秀集体

健

江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晓东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王心青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湛

高卫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世博医疗保障队

杨华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世博医疗急救保障队

田卓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世博医疗保障队*

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世博医疗保障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世博医疗保障队*
市疾控世博园区公共卫生保障工作小组（应急办）
市卫监所世博园区公共卫生保障组（应急办）
上海市东方医院世博园区医疗站（应急办）

2010上海市世博立功竞赛活动优秀个人
苏

晖

静

葛旻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周财喜

浦东新区爱卫办

李

蕊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申晓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邹峥嵘

上海市血液中心

余小皋

卢湾区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张

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怡

顾建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孙晓冬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毛

洁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汤

新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邵建华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杨赛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许建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当好主力军，建功世博会，展示新风采”主题实践活动工会优秀组织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
华东医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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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工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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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劳动模范推荐评选工作优秀组织者

2009年上海市模范职工之家

张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工会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工会

浩

第四届上海市“五一文化奖”优秀组织奖

上海市血液中心工会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会

上海市医务工会

华东医院工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会

第三届上海市五一文化奖职工文化品牌提名奖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工会、
华东疗养院工会

中山医院工会

杜鹃花暨文化体育节

上海市东方医院工会

华东医院工会

华东医院合唱文化活动

上海市长宁区同仁医院工会

岳阳医院

职工文化艺术（科技）节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工会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工会

金山医院职工文化艺术

上海市闸北区市北医院工会

第六人民医院

职工健身体育运动会

上海市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

2007-2008年度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先进单位

上海市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医院工会

岳阳医院

上海市闵行区医务工会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案例

嘉定区中医医院工会

上海市模范职工小家

华山医院

《“实时人文多样化”职工思想政治教育》

曙光医院

《员工沙龙》

感言良策征集十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一部门老年病科工会小组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科五六病区

陈 小 丽

市卫生局医政处

上海市中医医院石门路门诊部工会

何 雪 松

监督所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技部门工会检验科工会小组

欧阳林娟

梅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卫技工会药剂工会小组

韩 淑 珍

公惠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影像科工会小组

高 围 溦

疾控中心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行政一组

感言良策征集幸运奖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病房工会块组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黄瑾班组
闸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消毒科工会

宗小芳

市公共卫生学校

静安区中心医院中医科

郑

六院

莹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重症监护(ICU)病房工会小组

2009年度上海市职工技协技术合同管理先进单位

松江区方塔中医医院肿瘤科

上海市医务职工技术协会

上海市劳模评选工作先进个人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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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

2009年度市级工会财务工作先进单位
上海市医务工会

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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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上海读书“弘扬劳模精神”上海劳模事迹十佳读本
上海市医务工会

2009年度上海市工运研究会优秀团体会员
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

上海市民学双语活动优秀组织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

迎世博贡献奖-宣传教育贡献奖
上海市卫生局妇委会

迎世博贡献奖-宣传教育贡献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

上海世博会优秀志愿者

华东医院东十一楼病房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手术室护理组

华东医院急诊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抢救护理组

华东医院西八呼吸团队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科

华东医院西十三病房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检验科

华东医院呼吸监护室东十楼病房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麻醉科

华东医院手术室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门诊预检台

华东医院闵行门诊部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特需病房

华东医院营养师团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妇产科

华东医院心内科西七楼病区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护理部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IMCC门诊护理组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质检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6B病区护理组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部第一研究室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收费管理科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质保部签发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急诊护理小组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分培室分装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上海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公室上海市护理学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CCU护理组

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一病区护理部班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科班组

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一病房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急诊药房

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收费室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计划财务科

上海市肺科医院检验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门诊预检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肺结核病房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护理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护理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童秀妹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护理小组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三病区护理小组

上海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病房护理小组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中医门诊部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戒毒病房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中日友好齿科诊室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心身病房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住院病房

上海市胸科医院门诊药房

上海市皮肤病性病医院保德路门诊护理组

上海市胸科医院门诊注射室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肿瘤》编辑部

上海市胸科医院中医科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信息监测科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超室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临床生化室

上海市儿童医院“阳关爱心”特色班组

上海市卫生局幼儿园教师组

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出院结账处

上海市儿童医院检验科门诊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便民服务中心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房助产士组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诊护理预检窗口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新生科早产儿护理组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特需病房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微创中心护士组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管通路护理小组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浦东三病区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信息中心杂志编辑部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肝病科

华东医院急诊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毒性评价科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重症肝病ICU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肿瘤防治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病房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毒性评价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相关产品卫生评价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整形外科护理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急诊护理组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审核发证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重症监护室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工作先进个人
张

浩

2010年度《上海工会年鉴》工作先进个人
钱菊敏

上海市医务工会

2009年度上海工会优秀调研报告三等奖
柯

婷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劳务派遣工工会入会情况调研及探索》

上海市巾帼文明示范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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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上海市医务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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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创新奖
华东疗养院物理诊断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超声科医学科

华东疗养院采血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总机班组

上海市血液中心社会事务科献血服务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医院收费处

上海市血液中心输血研究所输血传染病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门诊药房

上海市中医医院三病区护理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急诊护理组

上海市中医医院石门路内科门诊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急诊护理组

上海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名老专家诊疗所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儿科门急诊医生组

围术期困难气道的研究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中医医院石门路外科门诊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药房

脉络膜新生血管的临床诊断与发病机理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中医医院ICU护理组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收费中心

陈楠

上海市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肾脏科

第三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创新奖（成果）

迎世博600天上海市五一巾帼示范岗
第三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集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急诊抢救室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诊血管通路护理组
华东疗养院物理诊疗科

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上海市胸科医院门诊注射室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诊办公室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特需病房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宫颈病门诊
上海市血液中心输血传染病学科

第三届上海市五一巾帼奖（个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预检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倪兆慧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手术室护理组

赵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公室主任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麻醉科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门诊预检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总机班组
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收费

上海市心系女职工好领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B超室
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急诊护理组

颜世洁

上海市“当好主力军，建功世博会，展示新风采”主题实践活动工会优秀组织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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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浩

市医务工会

江

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沈志峰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会主席

戴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谷

许树长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陆嘉惠

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会主席

马俊坚

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秦嗣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

毛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工会主席

洁

第六届上海市巾帼创新奖提名奖暨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
贾伟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50

上海市卫生系统“迎世博”文明班组

51

松江区泖港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诊室

青浦区中医医院心电图室

松江区新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

南汇区周浦医院口腔科

华东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内科护理组

松江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

南汇区康桥社区卫生中心免疫预防组

华东医院心内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内分泌科

金山区金山医院门诊换药室

奉贤区古华医院感染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检验科

金山区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胸外科病区

奉贤区中医院推拿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

金山区亭林医院内一科

奉贤区奉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塘外分中心皮肤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生物研究所

青浦区中山医院青浦分院骨科七病区

崇明县新华医院崇明分院肿瘤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儿科医护组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消化科

上海邮电医院外科监护室

上海市生物制品研究所营销中心业务部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校长办公室

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五病房

卢湾区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发射科介入组

华东医院体检中心

上海市血液中心上海南站献血车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三下病房

卢湾区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明德团队

华东医院南门诊

上海市中医医院名老中医诊疗所护理组

上海市胸科医院肺内十二病区

徐汇区第八人民医院妇产科

华东医院院办接待

上海市中医医院检验窗口

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剂科

徐汇区大华医院内分泌科

华东医院闵行分院输液室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12320业务管理科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六病区

徐汇区田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红十字老年护理病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急诊化验室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上海大众卫生报社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重点实验室科研班组

静安区中心医院急诊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脾胃病治疗小组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新华分站“0937”号车

上海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

静安区老年医院康复医学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妇产科医生组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120”调度指挥中心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办公室

长宁区同仁医院肾内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脑外、口腔科护理组

上海市府大厦公费医疗门诊部西药房窗口

华东疗养院检验科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产房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ICU护理组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病例细胞室

上海市血液中心红细胞血型学科

长宁区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病区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一病区护理组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特需门诊

上海市中医医院风湿科医生组

普陀区中心医院黄瑾护理班组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出入院管理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门诊抽血窗口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分院口腔修复科

普陀区人民医院于井子护理小组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药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西药房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社会教育科

普陀区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补液室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抢救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收费窗口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市北分站

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61弄全科团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补液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出院结账窗口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质控业务科

闸北区北站医院肿瘤科

上海市生物制品研究所工程仪器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27病区护理组

上海市府大厦公费医疗门诊部专家门诊窗口

虹口区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护理组

上海市生物制品研究所菌毒种管理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客户服务部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一病区

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医生护士组

上海市肺科医院急诊护理急救小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住院超声窗口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园路服务站

上海市肺科医院门诊药房窗口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便民服务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A楼监护室护理组

杨浦区安图医院重症监护病房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十科B3病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六楼护理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骨科

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痴呆一病区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五病区护理小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六病区护理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PET中心

杨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组

上海市胸科医院肺部肿瘤临床中心15病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一病区护理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

浦东新区东方医院检验科

上海市胸科医院中西药结合科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特需病房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新生儿科

浦东新区公利医院疼痛科

上海市儿童医院门诊化验室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超声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浦东新区第七人民医院中医科

上海市儿童医院收费处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微创外科临床医学中心

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竹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一、二病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诊注射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核医学科

闵行区七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一组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三病区护理组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医护组

闵行区第五人民医院检验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疟疾班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成人急诊室

闵行区梅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血吸虫病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临床中心病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童康复科

宝山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心内科

上海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样品管理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专家门诊护理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部门诊收费处

宝山区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内四护理组

上海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健康相关产品受理与评价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急诊补液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急诊抢救室

宝山区罗店医院产房租

华东疗养院妇女保健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肾脏内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门诊收费处

嘉定区中心医院手麻科

华东疗养院外科肛肠检查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特需九病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普外科

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质量管理科

上海市血液中心鲁迅公园献血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便民服务中心

上海市卫生系统“迎世博”红旗文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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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采血中心

长宁区卫生局卫生监督审核发证科受理窗口

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疾病防治科业务受理岗

青浦区妇幼保健院儿保门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科药房

长宁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法华全科团队

嘉定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

青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监测岗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门诊综合楼物业组

长宁区中心医院内窥镜室

嘉定区嘉定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护理组

青浦区赵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眼科医技小组

普陀区利群医院眼科

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样岗位

南汇区中心医院心内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部CT技术组

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宫颈科

松江区中心医院急诊预检

南汇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病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门诊换药室（东）

普陀区白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组

松江区泗泾医院检验科静脉采血窗口

南汇区大团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一病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急诊注射室

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补液室

松江区精神卫生中心挂号室

南汇区惠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总机

普陀区曹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补液室

松江区方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免疫组

奉贤区奉城医院门诊预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门急诊收费处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精三病区

松江区新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

奉贤区柘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免疫接种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肾脏内科

闸北区中心医院门诊药房

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一科护理组

奉贤区庄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急诊药房

闸北区中医医院门诊注射室

金山区众仁老年护理医院三科护理组

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特诊部护理小组

闸北区彭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输液室

金山区吕巷镇干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药房

奉贤区南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渡分中心药剂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急诊护理组

闸北区宝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院收费组

金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质量管理科

奉贤区四团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安中心儿童保健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门诊预检（西部）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检验科

金山区张堰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医生组

崇明县精神卫生中心二病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核磁共振室

虹口区卫生监督所传染病监督科

金山区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技科检验组

崇明县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锅炉班组

虹口区乍浦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久耕服务站

青浦区医疗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示范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门急诊检验

虹口区凉城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门诊预检台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伦服务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编辑部

虹口区欧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抚园服务店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组

杨浦区中心医院门诊一站式护理组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发射科MR岗

杨浦区定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药房窗口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药物咨询室

杨浦区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科

上海邮电医院健康短信平台

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受理窗口

上海邮电医院护理门诊部

杨浦区控江医院社区服务部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教辅中心文印室

杨浦区市东医院医学影像科（CT）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校视光班组

浦东新区东方医院急危重病抢救室

卢湾区瑞金医院卢湾分院门诊便民服务中心

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急性心梗抢救小组

卢湾区东南医院门诊检验窗口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

卢湾区香山中医医院门诊注射室

浦东新区浦南医院门急诊药房

卢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样窗口

浦东新区第七人民医院中央空调维修组

徐汇区中心医院出入院处、收费处

闵行区肿瘤医院乳腺诊疗医护组

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

闵行区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门诊

徐汇区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

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助式健康检测室

上海市卫生系统“迎世博”“十佳”红旗文明岗

徐汇区长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汇�社区卫生服务站

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ICU护理组

徐汇区虹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护理组

闵行区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预检处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抢救室

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荡社区服务团队

闵行区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肺科门诊

上海市儿童医院门诊化验室

静安区卫生监督所审核发证科

宝山区华山医院宝山分院门诊预查组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门诊西药房

静安区牙病防治所愚园路门诊部预检台

宝山区中心医院CT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便民服务中心

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明小区卫生站

宝山区卫生监督所医疗执业监督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总机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荣小区卫生站

宝山区张庙卫生中心药剂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组

长宁区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类风关外科护理组

宝山区大场医院CT室

长宁区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法华全科团队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电工组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眼防组

普陀区利群医院眼科

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消毒科

嘉定区迎园医院老年病房

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一科护理组

上海市卫生系统“迎世博”“十佳”文明班组
华东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六病区
上海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社会教育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医护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
静安区中心医院急诊科
松江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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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华东疗养院物理诊断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VIP外派医疗队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城市站点志愿者服务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就医指南》编写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诊部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政策研究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东院（世博村医疗保障队）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团支部世博小分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党支部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临床生化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急诊部

上海市卫生局幼儿园教师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后勤班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世博会食品寄生虫检测保障组

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世博VIP医疗保障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应急办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诊办公室

黄浦区卫生局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务部

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世博医疗点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

黄浦区中心医院机关第一班组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9号楼8楼干部保健医护组

卢湾区卫生局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卢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内科

卢湾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审核发证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世博园区医疗保障工作组

卢湾区五里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防保计划免疫科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门诊办公室

徐汇区卫生局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世博VIP干保医疗队（老年病科）

徐汇区妇幼保健所妇女保健科

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便民服务中心

静安区卫生局

上海市卢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财务部收费管理办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组

上海市闸北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急诊预检世博首席班组

静安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审证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长宁区卫生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收费处

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

长宁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环境卫生监督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急诊科

长宁区卫生系统团员青年世博志愿服务队

中国福利会

普陀区卫生局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门诊病理细胞室

普陀区中心医院感染科

上海市卫生局机关及局属单位（23个）

普陀区中心医院急诊一楼医护组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应急管理办公室

闸北区卫生局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世博会卫生监督保障指挥中心

闸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世博园区卫生监督保障组

闸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预防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世博园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工作组

虹口区卫生局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办世博园区工作组

虹口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环境卫生监督管理科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12320健康服务热线

杨浦区卫生局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世博办

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防治科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机动班组

杨浦区中心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世博园区6129号急救车组

闵行区卫生局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世博医疗急救保障工作组

闵行区龙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护理组

上海市血液中心检验科

宝山区卫生局

上海市血液中心免疫血液学红细胞学科

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部

华东疗养院诊疗中心采血站

宝山区高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四服务点

上海市卫生系统世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先进集体

上海市卫生系统世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先进班组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重病科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组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科医护组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门急诊部
华东医院世博VIP医疗保障组
华东医院新十七病区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老年科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世博志愿者服务队
上海市胸科医院红十字会世博医疗点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
上海市肺科医院核化防护救治小组
上海市中医医院门急诊挂号收费班组
上海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防治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世博园区医疗保障小组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浦东一病房护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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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五、六病区
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科
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剂科门诊组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防治科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门诊护理组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便民服务中心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总院口腔内科
第二军医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世博园区医疗保障分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第四班组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世博VIP医疗保障应急救援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世博园区医疗保障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门诊部
第二军医大学世博安保三防医学救援分队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药物咨询室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保卫处

56

浦东新区卫生局

松江区卫生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方

燕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周国伟

浦东新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松江区精神卫生中心四病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江琼慧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张建华

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世博园区保障组

松江区中心医院急诊留观护理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戴云菲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柴益民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组

奉贤区卫生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王以枫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李

浦东新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世博重点区域保障工作组

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蒋马伟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熊肇明

上海市东方医院世博园区医疗队

奉贤区医疗救护站世博保障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唐慧芝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田晓兰

嘉定区卫生局

青浦区卫生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贾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陈正启

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分中心

青浦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受理发证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许建忠

上海市胸科医院

杨

轶

嘉定区中心医院三病区护理组

崇明县卫生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田卓平

上海市胸科医院

黄

平

金山区卫生局

崇明县新华医院崇明分院重症监护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刘

明

上海市肺科医院

徐孝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杨茹洁

上海市肺科医院

肖和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江

上海市肺科医院

褚海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王晓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蔡

金山区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技科检验组

上海市卫生系统世博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漪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许

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金

杉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王维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孙

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刘渠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郭明皓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苏

晖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夏

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陈明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火海钟

上海市儿童医院

龚

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唐红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爱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唐

上海市儿童医院

邹龙宝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顾建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俞海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火晓维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包怡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姚礼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蔡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吴胜斌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郭佳林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范仲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邱

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程志华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王

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祝禾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周瑜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乔慧娜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宋

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彭俊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钟

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陆

丹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朱建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王心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董

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刘晓兵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赵

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邵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周

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阎小军

上海市中医医院

李

萍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陆毅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陆

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张

娜

上海市中医医院

徐

瑛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张公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夏

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王

磊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殷科珊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马瑞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郑洁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陈国平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施裕新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胡晓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罗晓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石嘉栋

上海中医药大学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邬惊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李

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李

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孙丽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杨赛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龚

萍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佳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樊翊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廖明娟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张燕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杨华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单

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范

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杨敬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闻大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顾文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徐

群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复旦大学

健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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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

里

圆

杨

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沈

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葛旻垚

陆俊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束翌斐

陈

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陈

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周维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裘

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沈

睿

王晓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沈英豪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孙

萌

陈建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俞为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麦

静�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

庆

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章维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刘宏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费

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刘倩静

华东医院

许涵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费雪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李雯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徐佳韵

华东医院

石文蕾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高卫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孙志勇

华东医院

刘

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丁惠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高海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王

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季

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陈俊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裴桂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石思渊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国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汤

粒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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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积文

石一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刘

洋

上海市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与妇幼保健处

蔡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王晓飞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官同香

上海市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与妇幼保健处

周晓伟

上海市卫生局直属单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雷

雯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郭闻渊

上海市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与妇幼保健处

薄丽娜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晓冬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石

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王一平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处

陈振华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靳艳军
朱

江
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张

兵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黄茹燕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处

孙

瑾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蔡承曦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赵

晔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处

刘英涛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平

立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唐

昊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处

沈

敏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仁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

卿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张

英

上海市卫生局医政管理处

王向军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袁政安
苏慧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肖夏懿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杨小蕾

上海市卫生局科研与教育处

张

勘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姚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周

上海市卫生局科研与教育处

张士珂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袁微嘉

上海市卫生局科研与教育处

吴

宏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靳文正

上海市卫生局新闻与宣传处

王

彤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毛盛华

上海市卫生局新闻与宣传处

宋国梵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东春阳

亮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全

中国福利会
董宁欣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汤
许

琍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胡小涛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严小云

上海市卫生局机关

上海市卫生局新闻与宣传处

龚纾碧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磊明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顾福棣

上海市卫生局应急管理办公室

宋耀君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李光耀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玉恒

上海市卫生局应急管理办公室

何智纯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唐

琼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乔

刘茶珍

第二军医大学

颖

滨

第二军医大学

周传丰

上海市卫生局应急管理办公室

黄晓燕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徐

园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邱佩琪

上海市卫生局应急管理办公室

徐

昌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张亚明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毅彬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申晓军

上海市卫生局应急管理办公室

陈

颖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姜综敏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秦晓东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秦

上海市卫生局应急管理办公室

马宏赟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乐之春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蔡振荣

曹建华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彭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晶

鹏

薛建亚

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

赵致平

上海市卫生局健康促进处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方亦斌

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

艾晓金

上海市卫生局纪委监察室

廖会员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周艳琴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陈

峰

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

杨

超

上海市医务工会

张

浩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曾

娟

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

徐

伟

上海市医务工会

池朝霞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王绍鑫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刘

晶

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

曹珏倩

上海市医务工会

柯

婷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杨彦敏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夏

阳

上海市卫生局办公室

苏瑾英

上海市医务工会

童秀妹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王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付青格

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办公室

吕欣欣

上海市卫生局团委

何

园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袁璧翡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荚恒娅

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办公室

顾延炜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洪宝华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卢中南
仇

洁

频

张敏敏

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办公室

单桂芳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罗

钢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周维正

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办公室

曹

尉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商佑娣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朱素蓉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徐

菲

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办公室

王

娟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刘化驰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王懿霖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周

丹

上海市卫生局政策法规处

刘雪峰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叶

宁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蔡

俊

蒋

昀
俊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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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

中组部赴上海世博会卫生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董

睿

上海市卫生局干部人事处

魏全胜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张

琦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汤红叶

上海市卫生局干部人事处

陈

璐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柯贵宝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朱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沈吉萍

上海市卫生局规划财务处

金宝弟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唐

雷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林建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杨兴辰

上海市卫生局规划财务处

王建晨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沈树春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黄

林宏伟

峥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滕怀宁

上海市卫生局规划财务处

贺渊峰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李琳强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李

蕊

上海市卫生局规划财务处

吴晔伟

上海市干部保健局

赵心怡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戴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陈怀瑞

上海市卫生局规划财务处

陈卓蕾

中组部赴上海世博会卫生组

刘晓东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高闻捷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马熠熠

上海市卫生局国际医学交流与合作处

乔荟竑

中组部赴上海世博会卫生组

李

宾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罗静雯
张

云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王

伟

上海市卫生局国际医学交流与合作处

陈

琳

中组部赴上海世博会卫生组

陈

旭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军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尤

敬

上海市卫生局国际医学交流与合作处

石

珩

中组部赴上海世博会卫生组

李文渊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杨晓华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张

路

上海市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与妇幼保健处

李善国

中组部赴上海世博会卫生组

张建朝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曹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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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刘

洪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李

超

上海市血液中心

邹峥嵘

卢湾区淮海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高为义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李少华

上海市血液中心

瞿丽玮

静安区卫生局（4名）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贝

文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李升华

上海市血液中心

金

晔

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沈

冰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王晓东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李

伟

华东疗养院

吴良玉

静安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卢

毅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应

亮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刘国华

华东疗养院

曹树军

静安区中心医院

吴学勇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陈

嘉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楼

垚

华东疗养院

尹

兵

静安区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

李彦玲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岳玮璘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陆

波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施

明

徐汇区卫生局（3名）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郑朝军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陆

涛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宣

瑛

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史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陈

飚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罗

辉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陆银华

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蒋生云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张怡琼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钱

虎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高晶蓉

徐汇区徐家汇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欧孝琦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甘和平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邵晨亮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朱

长宁区卫生局（4名）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冯

琼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沈介人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魏晓敏

长宁区卫生局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薛浩亮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沈

上海市卫生局幼儿园暨托儿所

刘文琴

长宁区卫生局

孙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黄邱炜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宋晓敏

上海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办公室

朱

长宁区卫生局

何贻鸣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胡振华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孙永毅

上海市干部保健事务中心

蔡奂炜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

刘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陈林源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唐剑平

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朱雅嘉

普陀区卫生局（4名）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李

晶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陶寅飞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王月强

普陀区人民医院

李文秀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殷玮玮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王

斌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李晓鸥

普陀区利群医院

谢国宝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杨奕玮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王

浩

上海市医工俱乐部

张旭明

普陀区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

李玲娣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江春明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王浩俊

上海市医工俱乐部

金邓凯

普陀区曹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

晖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李晋哲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王敬国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余君铭

闸北区卫生局（4名）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黄

强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魏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吴晓文

闸北区卫生局

刘

平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袁晓晶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吴德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季根妹

闸北区中心医院

王一璞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汤

新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吴哲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张国庆

闸北区市北医院

印雅丹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凌

寅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柳

闸北区精神卫生中心

张少觐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周

全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许家宝

黄浦区卫生局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徐

明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许

黄浦区卫生局

王

炜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龚向真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王

吉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许征宇

黄浦区中心医院

沙

霞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艳芬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黄好好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薛凯华

黄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韩颖俊

虹口区提篮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杨承斌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柏

芸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薛一晨

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

孙

慧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弘毅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曹一峰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杨根明

黄浦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辛

红

杨浦区卫生局（6名）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陈佳琦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杨瑞斌

黄浦区半淞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王

瑾

杨浦区卫生局

金其林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陈

强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杨

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钱凌鹰

杨浦区卫生局

许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陈

伟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俞佩鑫

黄浦区外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唐唯岚

杨浦区卫生局

王颖丽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丁

慎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张国祥

卢湾区卫生局

杨浦区市东医院

陈

伟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方国良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张

森

卢湾区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余小皋

杨浦区安图医院

沈

耀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顾仁杰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张

巍

卢湾区妇幼保健院

朱学菁

杨浦区五角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敏珏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韩惠年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张肖峰

卢湾区妇幼保健院

杨海健

浦东新区卫生局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杭德强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周晓刚

卢湾区妇幼保健所

夏经炜

浦东新区卫生局

范金成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侯敏杰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竺豪毅

卢湾区卫生学校

金

浦东新区卫生局

俞步青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黄

琦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施

卢湾区顺昌医院

周惠玲

浦东新区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

周财喜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金

景

上海市血液中心

张雄民

卢湾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张剑雄

浦东新区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

李九妹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瞿承康

上海市血液中心

谢云峥

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

上海市东方医院

陈

轶

聪

翔

健

阳

祺

珂

莉

伟

朱莲娟

霖

王国强
雁

慧

虹口区卫生局（4名）

连

雷

建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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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东方医院

李钦传

嘉定区中医医院

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工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工会

上海市东方医院

吴

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肖杏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工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工会

上海市东方医院

张旭敏

嘉定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李

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工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会

上海市东方医院

张冬梅

嘉定区中心医院

王

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工会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工会

上海市东方医院

高伟明

金山区卫生局

上海市东方医院

张瑞青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周小勇

上海市东方医院

温机灵

金山区亭林医院

杨秀红

上海市东方医院

忻元峰

金山区中心医院

罗伟华

上海市东方医院

张

青浦区卫生局

上海市东方医院

杨杏静

青浦区朱家角人民医院

上海市东方医院

陈丽萍

青浦区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洪

上海市东方医院

沈

青浦区赵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项进玲

上海市东方医院

孙玉肖

松江区卫生局

上海市东方医院

张

松江区妇幼保健院

冯

浦东新区南汇精神卫生中心

潘丽红

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郭晓芹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惠娟

松江区中心医院

殷建伟

浦东新区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庄康璐

奉贤区卫生局

浦东新区周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汪攀峰

奉贤区奉城医院

徐

红

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

奉贤区中心医院

曹

华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胜冰

奉贤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孙伟民

韦

瑾

瑶

悦

怡

闵行区卫生局

红

吴妙娟
斌

敏

崇明县卫生局

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姚

强

崇明县卫生局

张哲医

闵行区中心医院

徐凌云

崇明县卫生局

杜锦才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王

崇明县卫生局

卞德胜

崇明县卫生局

王雪蕾

伟

宝山区卫生局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姚丽华

崇明县卫生局

施建华

宝山区罗店医院

彭建华

崇明县血站

张国平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施立新

崇明县庙镇人民医院

孙

崇明县堡镇人民医院

杨广军

嘉定区卫生局

2008～2009年度上海市医务工会支持工会工作好领导

2008～2009年度上海市医务工会优秀工会工作者

英

2008～2009年度上海市医务工会先进职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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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院工会

上海市血液中心工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会

上海市中医医院工会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工会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工会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工会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工会

上海市肺科医院工会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工会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会

上海市胸科医院工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工会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工会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工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工会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会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工会

华东疗养院工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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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度上海市医务工会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华东医院

何振宇 陈曙栋 王璐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陆贤伟 叶国芬 徐国辉 李萍 王煜非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韩艳 尹洁华 陆瑶华 庄莲英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邵益斌 徐路 陈春

华东疗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俞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袁伊春

上海市胸科医院

朱龙宝 刘莲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樊信武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沈淇

上海市血液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张皓冰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朱江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岳玮璘

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陆金熬

华东疗养院

沈艳

上海市中医医院

封玉琳

2009—2010年度上海市医务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个人

钱永达

唐国妹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邱立红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严庆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王蕾

上海市血液中心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孙丽萍

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刘利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周振 张国权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汤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李昌植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蒋

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

付

青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董岿然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雪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白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章学林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刘保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李克明

新

强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

张琳

上海市卫生事务联合工会

韦冠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孙湛 姚瑞明 陈洁 陈慧 郭颖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廖蜀宜 吴文育 赵霞 陈勤奋 董安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罗伟奋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池志英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郭文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文渊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吴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徐兆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朱晓东 王雪峰 陈向平 蔡伟文 胡松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王晓燕 邓绮文 王颖 胡文娟 郑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陈锦安 吴胜斌 潘爱华

华东医院

叶志斌

郑建芬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孟祥军

刘佳 褚珺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张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徐敏 仇颖

上海市胸科医院

顾爱琴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史秀峰 姚旭

上海市肺科医院

褚海青

朱贞贞

上海市眼病预防中心

葛

李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陈海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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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度上海市医务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

上海市医务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提名单位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蔡杏兴

徐卫国

汤美萍

刘兆森

侯婷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医务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提名个人

戟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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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获奖三等奖

上海市卫生系统学习型示范单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充分利用重大活动平台全面提升职工综合素质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推进工会组建、加强对民营医疗机构工会行业管理

徐汇区医务工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中医医院

宝山区卫生系统女职工情况的调查报告

宝山区医务工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儿童医院

医院职工满意度调查分析

瑞金医院

薛建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华东医院

职工民主管理促进医院发展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沈志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花的孕育，病区文化的实践与探索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包

华东疗养院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正确处理职工诉求

浦东新区浦南医院

张锡雄

加强新时期工会自身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会

曹荣新

浅谈工会加强安全管理在构建和谐医院中的作用

上海市中医医院

杨振华

加强女职工组织建设与发挥医务女性生力军的工作调研

同济医院

吴

护理队伍压力现状调查报告

仁济医院

张莉等

曙光医院文化建设对医院发展的作用

曙光医院

王唯坚、潘露

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工会维护作用

闵行区医疗急救中心

奚国士

新形势下建立员工心理关怀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邮电医院工会

芦潮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工思想工作压力分析与对策

浦东新区芦潮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季国芹等

关于职工代表履职考核方法初探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张建良

上海市血液中心

184天记忆-市卫生局世博印象摄影展评三等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

柯婷 《印象法国》

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二等奖
上海市医务工会

柯婷 《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劳务派遣工工会入会情况调研及探索》

上海市卫生系统世博工作先进个人

推动医院和谐发展

毛丽萍

晰、将超瑛

涓

殷志发

祝德秋

张浩 童秀妹 池朝霞 柯婷 张旭明 金邓凯

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获奖一等奖
新医改形势下工会维权热点与对策建议

上海市医务工会

池朝霞

以职工技协为平台推进职工科技创新

上海市医务工会

柯

上海市医务女性高层次人才状况调研报告

上海市医务工会

童秀妹 任佳莺

上海地区45岁以下青年医师激励机制研究

瑞金医院

周

执行同工同酬在公立医院的难点与思考

同济医院

徐坚强

婷

岚

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获奖二等奖

推进民主管理是和谐医院建设的有效途径

新华医院

肖

斌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社区医务人员的现状分析
宝山区张庙街道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曹文英
医院老年退休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现状分析与对策

新华医院

孙玲芬 朱焱

新形势下退管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瑞金医院

周怀发

医院创建护理学习型组织的做法与体会

华山医院

王晋伦
马俊坚

池朝霞 金邓凯

世博后提升医院软实力的长效机制探索

曙光医院

工会对上海市卫生局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满意度评估的研究 上海市医务工会

柯

建职工之家凝职工之心

闸北区市北医院工会

浅谈医院文化在医院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

吴冬云

创建学习型单位促进医院发展

中山医院

徐治国、秦嗣萃

狄建忠 李莉等

院务公开民主管理是促进医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

徐汇区中心医院

吕

宋珏 王春瑛

上海市民营医疗机构民主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上海市医务工会

普陀区人民医院

婷

蓉

探讨基层医院工会在维稳医务青年队伍的工作发展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创建学习型医院的实践与体会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沈

新形势下做好退休高级专家管理服务工作的探讨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医院工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浅析

瑞金医院

刘中惠

完善退休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思考

闸北区中医医院

严以溟

嘉定区菊园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雪琴

琪

让文化成为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叶

波

浅谈工会组织如何在社区卫生改革中发挥作用

关注退休职工心理关怀的思考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方

琳

发展老年事业，创新养老模式

虹口区离退休办公室

试谈医学人文精神的构建

龙华医院

陈容焕

创建学习型单位，全面提高员工素质

儿科医院

韩春林

新形势下推进医务职工素质教育工程的探索与思考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王海云

要让每一个职工活得幸福而有尊严

肿瘤医院

刘存娣

探索做实职工提案工作的新途径

上海市胸科医院

于建森

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及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潘

杨

初探减轻退休人员就医负担的对策

曙光医院

史晓卿

关于民主管理与和谐医院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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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理论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获奖入围奖

普陀区医务工会

霞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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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月

大事记

3月
2 Ꮬ 28 ྇ǈှᆦညᇹᄻĐ፩ီ݇ࡱଐဟ 211 ᄖđᓍᄌࣅǖ

4 Ꮬ 4 ྇ǈှ፦ጛᏔ્ᓍᇳೊፈ્ᏴఙጛᏔᑑఎǈᔈ 48 ଜ፦ጛᏔࡼ્ᓍᇳݬ

႐ຒᆦညᇹᄻጛኧᒔᏒᑗᆐಏෝۣᓽኯॲᇗஉ࣪ጥါᾹڻጛኧ

ଝ્ፇăှጛᇗ્ঃᓍᇳᐽ߲ᇳ્ፇă

ᓜଜࡍቯፃᑧࣅᏴᐱಂᒦቦടᒮቲăᔈཝှ 26 ଜှᔏ

4 Ꮬ 6 ྇ǈှᆦညᇹᄻᏴᒦጛጇࡍኧএၢചખጛᏔቲཀᓗĐྯڭđਪଔಏࣅঐๆஂ 211

ቶጛᏔĂ۸ঃᓍྀጛနጲᒆ߂ࡼ 325 ጛኧᒔᏒᑗݬᎧǈჇඣ

ᒲฤࡍ્ăࡍ્ܭᐻ೫ྋ፩ီ݇Đှகᢀᆪීာपবđਜ਼Đှகᢀᆪීবđࡼ 211 ৈۂᔝǈ
݀ᄴဟෘჇඣᆐĐှጛᇗᒆ፩ီ݇கᢀᆪීবđǗှகᢀᆪීবࡔܭቲኝဲૺᎧ౩ซᒆ

Ꭷཝှ 911 ࣶಏࣅෝपஉ࣪ăጥါઁǈ215 ᆡጛኧᓜଜቲ೫ࡍቯ

உ࣪ጥါă

ፃᑧࣅăআࡡࡍኧএၢᒦጛᏔ༄ᏔޠĂᆦညݝಏෝዮܼી୴၈થ

4 Ꮬ 23 ྇ǈှጛᇗ્Ᏼጛ௩ಘݝᑑఎĐ႐ຒጛኧᒔᏒᑗᎧಏෝஉ࣪đᔫݚᒙ્ăݬᎧஉ࣪

Ᏼፃᑧሚޝఎ೫ఙᔭă

ᔫࡼ 26 ଜྯᔏቶጛᏔ્ছݬݝଝă

2 Ꮬ 32 ྇ǈှጛᇗ્ᔝᒅڻጛᇗᒆݬଝĐᒦਪ 3121 ฤီ્݇ࡱଐဟ 211 ᄖဲနࣅᏋࡍ્đă

4 Ꮬ 34 ྇ǈှᆦညᇹᄻ 3121 ฤཝਪሌᔫᑗᅎୀຶဃ્Ᏼှᆦညᑑఎăှᆦညᆕঃ

ᑚڻጛᇗᒆᄴဟᔫᆐĐ3121 ަᅍđࡼ߅Ꮛǈጲᡜೡࡼဉၑख೫۾ှጛᇗᔫᑗĐᆐီ݇ৡማጙ

ၗĂှጛᇗ્ᓍᇳલᓍߒຶဃ્ă
4 Ꮬ 37 ྇ǈঐᅓছݝᇹኵۂऔᏴှኪጘᒦቦ

॑ೆđࡼቦဉă

ቲăှᔐ્ছݝኵᒦቦᓂੵᆐࡍଜᔪ೫ီ݇ಳጥࡼᔭăᔈ

2 Ꮬ 35 ྇ǈᔝᒅĐှᆦညᇹᄻᅓ્ަᅍđਜ਼Đှጛᇗ્ᄖဧަᅍđೝᑽࣩᇏݬଝ

ށ્ࡼᏖ 81 ᆡঐᅓছݬݝଝ೫ኵă

ᏴፒಘኧᏔ੦ൊᄩፒಘᄦቲࡼĐ3121 ፩ီ݇ઢಘަࡍྮđኡă

4 Ꮬ 37 ྇ǈှጛᇗ્ᔝࣩݬଝᏴฉயവီଗਓޝቲࡼှᔐ
્ီ݇ᒀဤீྮࣅጥါǈ݀ܭዝᇎࡰĖ݇ڐᒄėă
4 Ꮬ 41 ྇ǈᔝᒅ 6 ଜᆡ 211 ᆡጛᇗᒆǈݬଝ೫ᎅ TNH ᓍێ
ࡼ 3121Đ፩ီ݇đᅪნਪଔፒಘတ࢜ࣅă

2月
3 Ꮬ 2 ྇ǈှᆦညᇹᄻᏔᇗఎᅎࡍ્Ᏼਪଔ્ፇᒦ
ቦᑑఎăှޣᇗఎᔫഌࡴቃᔝ߅ᏋĂှᔐ્ᔝঃၗĂ
ှᔐ્ঃᓍᇳቆ堃ჸ߲ᇳ્ፇăှᆦညঃޠለፁĂರᆦຳĂဂ
Ꮠࣁǈှᆦညঃኲ၁ᏋರᒨዴǈఙጛᏔखᐱᒦቦĂᎌਈ
ࡍኧॊഌࡴĂှᔐ્ᓍಯݝഌࡴǈཌሜᆦညਜ਼ཝှ
ጛ೦ᆦညᆡࡼᑶഌࡴৢ 361 ཽᎧ્ă
3 Ꮬ 22 ྇ሆᇍǈ3118 ċ 311: ฤࣞှಏࣅෝपĂሌᔫᑗਜ਼
ෝपૹᄏᅎୀຶဃ્Ᏼှᆦညᑑఎăளၗෂຶဃਜ਼ᇄᄾວǈᅎୀ߲ 3118.311: ฤࣞှಏࣅ
ෝपĂሌᔫᑗᎾۨ 24 ཽǈෝपૹᄏ 7 ৈă!!!
3 Ꮬ 36 ྇ǈှጛᇗ્Ᏼ႕୕ఎᏄ࣒ࡍௌࢢቲ 311: ฤ્ࣞᓍᇳઢ႙્ăሶ 28 ᆡ
્ᓍᇳᐓ႙ီ݇ଗศອጙ॑ǈᎌ 21 ᆡ્ᓍᇳݬଝ೫ઢ႙ጥါă
3 Ꮬ 37 ྇ǈ3121 ฤࣞှᆦညᇹᄻঐᅓছݝᇹኵۂఎۂጥါᾹ၅ޝᔭᏴ႕୕ఎᏄ࣒ࡍ
ௌࢢቲă્ಯᒆጓኧᏔছݝኵᒦቦᓍྀᅽೌር୴၈ᆐࡍଜᔫᄌᆐĖᔓ 3121ėࡼறݨలǈ
ᔈཌሜጛᇗ્Ăᒇၢށ્ĂݝॊጓᒆĂ፦ጛᏔ્ᓍᇳĂঃᓍᇳᏖ 71 ཽݬଝኵă
3 Ꮬ 37 ྇ǈᑣ࣪ĖှৢޝჅ఼ᒜᇢዌᄟಿė4 Ꮬ 2 ྇ᑵါဣဗăှጛᇗ્ሆखĖসጛᇗᒆၗėǈ
ገཇඛጙᆡጛᇗᒆൈሌࠓपǈ࠭ᆸᔪǈጲဣଔቲࣅᑽߒਜ਼ݬᎧ఼ዌᔫă

4月
5 Ꮬ 2 ྇ǈီ્݇ࡱଐဟ 41 ᄖǈှጛᇗ્ᏴှᒆጛኧᏔێĐှᆦညᇹᄻ፩ီ݇ሚޝ
ૻଆถྮ܈đǈᔈཝှ 58 ଜጛ೦ᆡࡼ 252 ጛᇗཽᏋݬଝ೫ྮ܈ă
5 Ꮬ 3 ྇ǈှጛᇗ્Ᏼଘࢾᑑఎ 3121 ฤ೦ቿዸᔫ્ፇăှጛᇗ્ঃᓍᇳᐽ߲ᇳ્ፇ - ᒇၢ
ށ્ 55 ᆡ೦ቿዸᔫঌᐊཽᎧ્ă્ፇܭᐻ೫ 39 ଜ 311: ฤᒆ೦ቿዸሌᆡă
5 Ꮬ 7 ྇ǈᑑఎှᆦညᇹᄻĐ፩ီ݇đလଛᆪීۂᔝĂလଛᆪීবࡼຶဃă
5 Ꮬ 26 ྇ሆᇍǈှཌሜጛᇗ્ᓍᇳಿ્Ᏼุޠཌৢᆦညࡍണᑑఎǈှጛᇗ્ঃᓍᇳᐽ
ᓍߒ્ፇǈ25 ৈཌሜጛᇗ્ࡼ 26 ᆡ્ᓍᇳĂঃᓍᇳݬଝ્ፇă
5 Ꮬ 26 ྇ǈ۾ှᆦညĂအጇପᇹᄻቲĐॢማီ݇đဲနࣅᏋࡍ્ă27 ᅺᆦညਜ਼အጇପᔫᑗ
ࡔܭᓣዏኝဲă
5 Ꮬ 27 ྇ǈှှጛ೦ᆦညᆡಏෝೊፈ્ྯஔऔࠨಯူ્ᑑఎăಏෝೊፈ્્ޠᓳᆖĂঃ
્ޠळැĂᄖ༓ǈපၗ߈ޠટᬜĂঃපၗޠᐽĂᒲႡྋĂᅽૉॆጲૺಯူರૉາĂଈጉࣁĂઈܸĂ
৻ᆪ፞ࢀ 22 ᆡಏෝݬଝ೫્ፇă
5 Ꮬ 34 ྇ǈှጛᇗ્ᔝᒅᆦညᇹᄻಏෝĂሌᔫᑗࡔݬܭီ્݇ăᔈှጛ೦ᆦည
ᆡࡼ 66 ᆡಏෝĂሌᔫᑗݬ೫ီ݇Ꮚཌă
5 Ꮬ 36 ྇ǈ3121 ฤှᆦညᇹᄻཝਪಏෝயઢ႙્Ᏼᆦ
ည 513 ્ፇ၀ቲă
5 Ꮬ 38 ྇ǈှጛᇗ્ᐽঃᓍᇳ༄ᆁੵ༙૦ޝ፩ཝਪሌ
ᔫᑗኟă
5 Ꮬ 36 ྇ǈှᆦညᇹᄻᅓቿᒆᇋஔࢮྮ܈Ᏼ༴໌ਚ
ࡲቲăᔈ 23 ৈށᆡࡼ 59 ᆡ્Ꮛྮݬ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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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7月
6 Ꮬ 8 ྇ǈှጛᇗ્ᑑఎᒆଆᔫᔭტ્ăᎧ્ཽᏋᑣ࣪ᒆଆĐሲᏗᏗĂख

8 Ꮬ 4 ྇ǈှጛᇗ્ĐᄖဧަᅍđᏴ 3121 ฤࣞĐઢಘަ્đ࢟၁ަࡍྮྮᒦೆయཬችǈ

ᐱࡸവᏗᔓᏗᐥđࡼሚᓨǈૹႈਓፄǈࡉ߅Đᅃຼညࡀखᐱࡼີஷǈࠎᐆᄟୈ४ߒবᆡࠎቤđࡼৢဤă

ຍࡻ၅ஔĐઢಘશਊđă
8 Ꮬᒦኮǈఎᐱ၅ຒှᆦညᇹᄻೂீྮᎁኅৈཽĂۂᔝĂ

6 Ꮬ 8 ྇ǈှᆦညᆕঃၗĂှጛᇗ્ᓍᇳલࡵᏊཌ 6 ৈຢཌࡼጛ೦ૻ࢛Ăৢᆦည

ૹᄏຶኡǈৢຶኡ߲ᎁኅৈཽ 81 ৈĂۂᔝ 51 ৈĂૹᄏ 8 ଜǗᅎୀ

ऴጽ࢛ਜ਼ᆦညପ࣓࢛ᆥᆰǈᆐඛৈᐶ࢛႙ᆥᆰă

ۨှီ݇ᔫᎁኅৈཽ 27 ཽĂᎁኅૹᄏ 3 ৈǈཽሌग़
22 ৈă

6 Ꮬ 27 ྇ǈĐှጛᇗ્ᄖဧަᅍđݬଝ!Đ3121 ፩ီ݇ઢಘަࡍྮđআྮă

8 Ꮬ 27 ྇ᇍǈှᆦညᆕঃၗલࡒഌှጛᇗ્ጲૺ
ሤਈࠀ၀ঌᐊཽ࣪ီ݇Ꮚཌጛ೦ۣᑇਜ਼ৢᆦညۣᑇཽᏋቲᆥ
ᆰă
8 Ꮬ 31 ྇ᇍǈှጛᇗ્ๆᆕᔝᒅݝॊށᆡๆጛညݬଝᎅှᔐ્ᔝᒅࡼᔓषᆥᆰᇊவ
ᔐࣩๆܸॲᇗࣅăှᔐ્ঃᓍᇳᅼ౾ஈ߲ᇳࣅ݀ሶๆܸᐓ႙೫ለഎᆥᆰອăๆጛညඣ
ሚޝᆐๆܸᄋ೫ጛ೦ᓽኯॲᇗă
8 Ꮬ 31.34 ྇!!ှጛᇗ્ᔝᒅ೫ 3119.311: ฤࣞሌᒆᒄଜࠎᎧီ݇ᏥቲۣᑇĂᆪීॲᇗೂ
ீྮࣅᓜᄌࢯዐăࢯዐᔝྜྷ 33 ଜᒇၢށᆡဣ೫ஊ 3119.311: ฤଜᔫࡼᅎ༽ౚĂན
ࡻ߅Ăଜซ࢛ǈጲૺᏴီ݇ᏥቲۣᑇĂᆪීॲᇗೂீྮࣅᒦࡼᓍገᔪजă

6月
7 Ꮬ 3 ྇ǈှጛᇗ્Ᏼߣීሜᑑఎ 3121 ฤݤᇗĂளဃᔫ્ፇă
્ፇ଼ገૄ৻೫ 311: ฤှጛᇗ્ݤᇗĂளဃᔫǈ݀࣪!311: ฤࣞ

8月

9 Ꮬ 4 ྇ǈှᆦညঐᆕĂှጛᇗ્ๆᒆᆕᏋ્၅ࠨᏴီ݇ᏊཌᎧගਪਪଜਉᏋఎᐱᆪછୣ

ጛᇗ્ݤᇗĂளဃᔫఠਖ਼ᆡቲ೫ܭᐻă્ፇ໐ମǈ્

ഗࣅăࣅઁǈᒦගၷऱઑᐓଗศອ݀፬ഔศǈᎧ્ঐๆছݝથॊܰݬ೫ڤಽĂࡍڦಽĂஅయĂ

ݤᇗཽᏋݬଝ೫࢟ႯછݷᔫኵǈளဃཽᏋથ્ளဃᔫਖपછ

ࡺਪĂः൜ႅࢀă

ఠਖ਼ܪᓰቲ೫ॊᔝᄀ൙ă

9 Ꮬ 8Ċ9 ྇ǈှᆦညᇹᄻແయǄ91 ॊǅྮ܈Ᏼှறခᆦညᒦቦቲă۾ှᆦညᇹᄻᒇ
ၢ૦৩ૺཌሜጛᇗ્ৢ 53 ଜᆡۨྮݬǈத 411 ጛᇗᒆॊᔝ୯ᓆă

7 Ꮬ 4 ྇ǈှᆦညᆕĂှᆦညĂှጛᇗ્Ᏼపኧ્ჭᑑఎĐ3121 ฤှᆦညᇹᄻಏෝܭᐻ

9 Ꮬ 23 ྇ᒗ 25 ྇ǈှᆦညĂှጛᇗ્ᔝᒅ۾ှᆦည

ࡍ્đăှᆦညᆕၗᅽചቭࡔܭှᆦညᆕĂှᆦညሶ 3121 ฤཝਪሌᔫᑗĂှሌ

ᇹᄻಏෝᓜଜᏈୖፃᑧăᆦညᇹᄻಏෝᓜଜॊᔝࡵߺگĂ྿ޱĂ

ᔫᑗਜ਼ಏෝૹᄏܭာེೲᓗ੦ă

ጔ߃ਜ਼ᐍ໋ࢀ႐ৈှ࣪ాᏈሜᆐࡩڻቷॲᇗăݙᅲཝᄻ
ଐǈ4 ᄖᏈୖፃᑧৢᑧ 711 ཽă

7 Ꮬ 5 ྇ǈᎅ۱யှᆦည્ᓍᇳڹൈഌࡼఠފᅍᎧ્۾ഌࡴᔭტዐᄀጛখᔫăှᆦ

9 Ꮬ 28 ྇ਜ਼ 29 ྇ǈှᆦညޠǈᑵኲ၁Ꮛ

ညᆕঃၗĂှጛᇗ્ᓍᇳલǈှጛᇗ્ঃᓍᇳᐽĂࡑ৸ૺݝॊޟᆕݬଝᔭტăှ

ᅽၕཁǈᆕঃၗĂှጛᇗ્ᓍᇳલǈঃޠರᆦຳਜ਼ဂᏐ

ᆦညᆦညजਖࠀࠀޠകኩख़ሶ۱யᄴቲ೫ጛখᐱ༽ౚă

ࣁࢀඌᓹၜᆥᆰጙሣጛઐཽᏋăሶඌᓹེଫ၆ᏴጙሣࡼጛᇗཽᏋ
ܭာঢቝ݀႙༹ሿၜອă!

7 Ꮬ 31 ྇ǈĐီ݇ఙቲđڻጛኧᓜଜࡍቯࠢ࿖ፃᑧĊĊှᆦညĂጛጇቲጓᒆီ݇ᆪීᒔᏒ
ᑗૹᒦॲᇗ྇ࣅᏴࡍุഉဝᏊቲăཝਪಏෝᓳᆖਜ਼ှಏෝኝऽዠৢᄴኝࣗጛᇗቲጓᒆ
Đီ݇ఙቲđᒔᏒॲᇗާፇăጥါઁǈᔈှᆦညᇹᄻ 28 ଜऔĂྯጛ೦ᆦညᆡࡼதڻጛኧᓜଜᆐ
ီ݇ᒆĂီ݇ᒔᏒᑗਜ਼এதཌࢀ 2611 ཽᄋᓽኯᑧ೦ॲᇗă

71

9 Ꮬ 36.41 ྇ǈှጛᇗ્ᔝᒅ 32 ᆡှጛ೦ᆦညᆡᎧཌሜ 3121 ฤቤࡩኡಏෝংদĊቾ۾Ċ
ᒳ೦ቿዸă
9 Ꮬሆኮǈ્ۨĐᒆၗᇃđᎁኅᔝᒅǄှጛᇗ્ǅ
Ăᎁኅာप࢛ǄှങĂᏚዴǅ
Ăᎁ
ኅᔈ࢛ǄᄴĂખǅਜ਼ᎁኅᑗǄᒦĂചખǅ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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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 Ꮬ 2 ྇ǈှጛᇗ્ঐᅓᇹᄻኵ႐ᏴှૼܿᎾऴ఼ᒜᒦቦቲăᒦ

22 Ꮬ 3 ྇ǈှጛᇗ્ᔝᒅᑑఎ 311:.3121 ฤࣞှޣᇗఎᓍಯሌᆡᅎୀຶဃ્ă

ખጛኧ્ঃ્ޠĂጛኧ્્ޠകఅᔫ೫Đᒦਪጛ೦ᆦညᄏᒜࡼਜ਼ᅲ࿖đࡼጛখᓜᄌ

ོጛᏔࢀ 9 ଜᆡۻᅎୀᎾۨă

ᔭǈத 251 ཽᎧ્ă

21 Ꮬ 6.8 ྇ǈݬଝှᏥ્ࢮྮ܈ă

: Ꮬ : ྇ǈှ፦ጛ೦૦৩્Ꭷखᐱ൙ოᏴੰܶቲăှᆦညᆕၗ

22 Ꮬ 21.23 Ꮬ 21 ྇ǈှጛᇗ્ጛࠀఎᐱࡍቯ

ᅽചቭ߲ᇳ൙ო݀જǈှጛᇗ્ঃᓍᇳᐽᓍߒ൙ოǈှᆦညᎌਈࠀ၀ঌᐊཽĂ

ጛᏔኲއᔫǈᔝᒅጛᇗ્ 5 ᆡᄴᒔྜྷቺపĂएጛᒦቦĂ

ཌሜᆦညᆕॊഌࡴĂጛᇗ્ᓍᇳĂݝॊ፦ጛ೦૦৩ᄾᓾཽĂள፦ಯᑗࡔܭਜ਼

ၝĂᒦጛᏔǈᒮ࢛࣓އᏔᇗఎᓍಯĂᒆᆒཚۣᑇĂ

્ᓍᇳᏖ :1 ཽݬଝ൙ოă

ᔫညણஹࢀดྏăኲއቃᔝ߅ᏋݧནއᏞᓾ೯Ꭷဣއఘ

: Ꮬᒦኮǈှᆦညᇹᄻᅓ્ᔝᒅ 321 ᅓቿᒆॊ႐ຒݬီ݇တ્ă

ሤஉĂᔝᒅ 41 ᒆࡔܭᄘቖࢯއᆰ௳Ꭷᒆᔭტ્ሤஉ

: ᏜሆኮǈఎᐱऔຒှᆦညᇹᄻೂீྮᎁኅৈཽĂۂᔝĂૹᄏຶኡǈৢຶኡ߲ᎁኅৈཽ 241 ৈĂۂᔝ 71 ৈĂૹᄏ 24 ଜǗ

ࡼऱါǈૹᒦኲއᒦखሚࡼᆰᄌሶᆡनౣă

ᅎୀۨှီ݇ᔫᎁኅৈཽ 28 ཽĂᎁኅૹᄏ 4 ৈǈཽሌग़ 2 ৈă

22 Ꮬ 2 ྇ .6 ྇ǈݬଝှᏥ્Ꭼඇཆྮ܈ă

: Ꮬ 33.35 ྇ǈݬଝှᏥ્ᎊ፺ྮ܈ሲă

22 Ꮬ 34.35 ྇ǈݬଝှᔐᇋጙᆪછᇎࡰĂቃອྮ܈ǈખࣁጛᏔᇎࡰĖᛞઔėਜ਼ᒦጛᏔቃອĖီ

: Ꮬ 38Ă39 ྇ǈᒦਪ୴పᆪᆦᄏ્Ᏼᑑఎᆦညᇹᄻ્ኀখĖਈ᎖ଝ༓ጛ೦ᆦညᆡᒆᓍಯᔫࡼྦছፀė
Ǆጲ

݇ጛ೦ᐶėă

ሆ଼߂Ėྦছፀėǅᔭტ્ăᆦညݝᎌਈႊഌࡴĂᒦਪ୴పᆪᆦᄏ્ᓍᇳᅽቂചĂှᔐ્ঃᓍᇳᅼ౾ஈĂှᆦ

22 Ꮬ 39 ྇ǈ
!Ᏼှறခᆦညᒦቦቲှጛᇗᒆ્༙ 3121 ฤĐጛۭđ༙ۆྮ܈ጥ

ညኲ၁ᏋᅽၕཁૺݝॊဏှᆦညᇹᄻĂށጛᏔࡔ ࢀܭ51 ཽݬଝᔭტăᒦਪ୴పᆪᆦᄏ્ঃᓍᇳᅺීࣁᓍߒᓍߒᔭტ્ă

ါᾹၷཽྮă

: Ꮬ 39 ྇ᇍǈလऔஔᒦਪਪଔጳၣஂĐहီ݇đᒆᆪછᐱዝᒲᆦညᇹᄻᓜޝዝ߲Ᏼฉயࣁവီଗਓޝ౯
ఎᢁǈှጛᇗ્ᔝᒅཝှ 24 ଜጛ೦ᆦညᆡࡼ 291 ጛᇗᒆݬᎧዝ߲ă
: Ꮬ .22 Ꮬǈݬଝှလ႐ஔᏥࣅ્လৈࡍሲ 68 ৈቃሲࡼྮ܈ǈᔐৢᔈཝှ 3: ଜጛ೦ᆦညᆡ 248 ጛᇗᒆ

12月
23 Ꮬ 6 ྇ǈှလ႐ஔᏥࣅ્ᆦညᇹᄻᄏᎹࡔܭᅍᔐ

ۨǈ228 ཽྮݬă

உܭᐻ્ă
23 Ꮬ :.21 ྇ǈှጛᇗ્Ᏼ༴໌ᒦਪፖቲኵ

10月

ᒦቦێĐഌ્ཝ્றခǈڳᆻጛখறႴǈᓐᅎᆦညखᐱǉ
21 Ꮬ 21 ྇ǈݬଝှᏥ્ගྮ܈ݷă!

3121 ฤ્ᓍᇳᓜᄌኵۂăᔈཌሜጛᇗ્Ăᒇၢށ

21 Ꮬ 23.24 ྇ǈݬଝှᏥ્ 91 ॊྮ܈ă

્Ă॑ݝጓᒆጛᏔĂݝॊ፦ጛᏔࡼ્ᓍᇳĂᓜᒆঃᓍ

21 Ꮬ 24.33 ྇ǈݬଝှᏥ્ۣഄཆྮ܈ă

ᇳᏖ :1 ཽݬଝă

21 Ꮬ 27Ă28Ă34 ྇ǈݬଝှᏥ્ຯཆྮ܈ă

23 Ꮬ 25 ྇ᒗ 27 ྇ǈှᆦညĂှጛᇗ્Ᏼ୕Ⴁဏᇈ୕ှێĐ3121 ฤှጛ೦ᆦည૦৩ညޘĂ

21 Ꮬ 27Ă28 ྇ǈݬଝှᏥ્ᇊၣྮ܈ă

ሿऴڔཝĂᒆಏࣅۣઐପ࣓Ꮛᒀဤኵۂđă!59 ৈှጛ೦ᆦည૦৩ࡼ 247 ঌᐊညޘĂሿऴڔཝĂ

21 Ꮬ 41 ྇ǈݬଝှᏥ્ᄢဎྮ܈ă

ᒆಏࣅۣઐପ࣓ᔫಯཽᏋૺᓜǄରǅᒆڔཝᏋĂሿऴᏋݬଝኵăࠥࠨኵဵதฤݬଝཽၫᔢ

21 Ꮬ 33 ྇ᎅှၼᇗ્Ăှྌ્Ăှጛᇗ્ᓍێǈှᆦညᅍᆕߌێĐ༽ݻڻᏏđ༴ฤೊፈࣅᏴᑛ୕ဏڔᒦ

ࣶࡼጙࠨă

ฉݻڻᏊቲăᔈ 21 ଜጛ೦ᆡࡼ 31 ༴ฤǈᎧᔈၼᇗĂྌቲጓࡼதڻชๆ༴ฤݬଝ೫ࣅă
21 Ꮬ 33 ྇ǈှཌሜጛᇗ્ᓍᇳಿ્Ᏼ໋ᅛཌ࢟పࡍണᑑఎăᔈ 24 ৈཌሜጛᇗ્ࡼᓍᇳĂᓜᒆঃᓍᇳத 31 ཽݬ

23 Ꮬ 33 ྇ǈ!ှጛᇗᒆᒆጓࡸࡺĐၷလଛđຶဃǈ݀ᅎୀ 4 ৈཽĂ4 ଜᆡຶݬှᒆ
ᒆጓࡸࡺĐၷလଛđă

ଝ્ፇă
21 Ꮬ 38 ྇ǈှᆦညᇹᄻĐᆸࡼီ݇ඪđ፬ྮ܈ǈৢ၃ࡵத 811 ঃᔫອǈᔢઁৢᎌ 43 ଜᆡࡼ!71 ᐽᔫອྜྷኡࢀǈ
݀ݬଝှᇋጙᆪછ፬ྮ܈ă
21 Ꮬ 42 ྇ǈှጛᇗ્ᔝᒅ 7 ଜጛ೦ᆦညᆡࡼ 31 ጛᇗᒆǈݬଝᏴီ݇ᆪછᒦቦቲࡼܕጥါ༄ࡼዝ߲ăጛ
ᇗᒆᎧۦনĂူࡍኧĂှๆጓଜ્ࢀᔝ߅ࡼ 91 ཽަᅍǈ૮༽ዝަ೫Ėਜ਼ቕઢė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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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展望

展望
2011 年，上海市医务工会将坚持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王兆国主席在全总十
五届四次执委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九届市委十三次全会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十二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

3、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积极探索推进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工作；推动基层工会会务公开。规范工会干
部述职，推进工会工作和工会主席满意度测评。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心，按照“夯基础、重服务、造声势、创实效”的总体思路，发挥工会优势，弘扬世

四、注重行业形象，持续开展职工文化品牌建设活动

博精神，大力倡导医务职工尊重生命、精益求精的职业操守，深入开展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推进基层

1、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世博服务精神，发行劳模宣传片、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宣传卫生劳模集体

民主化建设，切实维护职工权益，为上海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作出新贡献。

与个人先进事迹，继续开展“劳模义诊”
、“女高知志愿者服务”和“退休医务人员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
动。加大对医务女性先进典型的宣传，开展医务女性先进班组与困难职工家庭结对活动，提升医务女性

一、立足岗位建功，积极推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
1、充分认识在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意义，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
“推动
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总体要求，把创先争优活动融入到工会工作中，
团结动员医务职工为卫生事业发展建功立业。
2、组织开展岗位竞赛，以住院医师、后勤保障人员为主要对象，开展“三基”知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技
能比武活动，不断提高职工执业水准和服务质量。
3、深入开展以岗位创新为主题的科技创新活动，进一步完善“星光计划”，为职工“五小”活动搭建平
台，深入推进职工科技创新，选送科技创新、优秀发明成果参加为上海市第三届职工科技节评选。
4、紧紧围绕职业道德建设，以基层班组为重点，积极开展“建、创、做”活动，加强培育和指导，努力形成

先进品牌影响力。
2、积极开展上海市卫生系统学习型
（标兵）单位创建活动，深入推进职工读书活动，以工会知识竞赛
为载体，以建立职工书屋示范点为抓手，进一步加强职工文化阵地建设，
促进职工岗位成才。
3、充分发挥上海市卫生系统文化基地作用，打造“医工艺术团”，利用各类载体和途径，展示行业风
采。推进职工体育健身活动和健康管理创建具有卫生特色、行业特点的体育健身项目。用科学的理念倡
导职工开展喜闻乐见的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打造“一会一品”，形成具有上海卫生系统工会特色的职工系
列文化与体育品牌，促进职工文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4、围绕“建党 90 周年”，通过“红歌赛”、
“红诗会”
、征文、摄影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纪念活动。
筹
备卫生部在沪召开的创先争优主题活动文艺演出，展示上海卫生系统职工文化建设成果。

推动中心工作的强大动力。

二、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履行工会职能，维护职工稳定
1、密切关注医改进程，积极开展政策培训、主题座谈等活动，重点关注医改进程中涉及职工切身利益
的劳动工作权、收入分配权和民主参与权。
2、关心职工利益，做好职工权益保障工作。
加大对困难职工群体的帮扶力度，重点做好患重病职工的
帮扶工作。
认真做好援藏、援疆、援滇以及援外干部的慰问工作。
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检查和疗休
养工作，保障职工健康与安全。
3、加强职工权益维护新问题的调研，探索完善“职工人身伤害报告及法律援助机制”。开展医务职工队
伍状况调研，编制《上海市卫生系统职工状况调查报告》，为党政决策提供依据。

五、夯实工作基础，不断提升工会工作水准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积极推行《上海市卫生系统工会工作手册（试行）》
，规范资料整理；对新任工
会主席进行实务培训；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探索建立医务工会会员电子档案系统，
完善会员管理机制。
2、探索技协发展的新机制。加强与兄弟省市卫生系统工会及其他产业工会的联系沟通和合作交流，
开展行业联动，不断实现技协服务扩展外延。
3、加强行业指导。
加强对区县医务工会、企业职工医院的行业指导，推进民营医疗机构工会组建和
职工入会，加强民营医院工会管理。充分利用区县医务工会主席例会、企业职工医院工会主席联谊会和
民营医院工会联谊会等平台，加强沟通联系，促进卫生行业工会工作联动。
4、加强队伍建设，组织工会干部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组织工会干部学习考察活动，注重团队
建设，不断提高工会组织凝聚力。

三、加强民主管理，深入推进职代会制度建设
1、以
《上海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颁布为契机，在卫生系统职代表、工会干部中广泛开展
《上海职工代表大
会条例》
专题培训；修订完善
《上海市卫生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工作规范》
，
推动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
2、配合医院等级评审，以巩固完善院务公开工作为重点，规范公开制度，拓展公开形式，充实公开内
容，提升公开质量，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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