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新全科、新使命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巾帼岗
2021年度工作台账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组织建设

1
1

1

创建记录

成果效益

CONTENTS
目录



单位简介
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担负着湖州及周边地区300多万人口的医疗、
保健工作。

医院愿景
成为长三角地区有影响力的高品质医学中心

学科荣誉

创建理念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组织建设---Part 1 创建背景

全科医学科、老年病科及内分泌代谢病科是一个面向社区
与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老年病学、内分泌学
、康复医学以及人文奢华与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
科。

科室以“新时代、新全科、新使命”为口号，创建“省级
巾帼文明岗”。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湖州市中心医院“巾帼文明岗”领导小组调整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组织建设---Part 2 领导小组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薛芳（护士长）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509病区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老年科省级“巾帼文明岗”创建岗长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组织建设---Part 3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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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老年科巾帼文明岗”全体岗员名单

单击此处添加标题单击此处添加标题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组织建设---Part 3 基本情况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政治面貌 备注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政治面貌 备注

1 邱蔚 女 主任医师 九三学社 内分泌科主任 21 薛芳 女 副主任护师 群众 护士长

2 赵费敏 女 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全科医学科主任 22 金军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3 沈佳英 女 副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全科医学科副主任 23 朱赟 女 护师 群众

4 张龙琪 男 主任医师 群众 老年科副主任 24 吕懿丹 女 副主任护师 中共党员

5 王文华 女 主任医师 群众 25 黄丽 女 主管护师 群众

6 施万春 男 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26 胡娟萍 女 主管护师 中共党员

7 李顺斌 男 主任医师 群众 27 曹星星 女 护师 群众

8 郑淑莺 女 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28 沈思思 女 护师 群众

9 姚建平 男 副主任医师 群众 29 赵佳倩 女 护师 群众

10 周晓慧 女 副主任医师 群众 30 顾晓飞 女 护师 群众

11 钟晓敬 女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31 张元敏 女 护师 群众

12 金月萍 女 主治医师 群众 32 钱慧敏 女 护士 群众

13 唐涛 男 医师 群众 33 余慧 女 护士 群众

14 杨利红 女 副主任医师 中共党员 34 冯宏露 女 护士 群众

15 徐寅 男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35 杨利君 女 护士 群众

16 周张宁 男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36 王玉颖 女 护士 群众

17 潘云菲 女 主治医师 中共党员 37 史烨 女 护师 群众

18 高翔 男 医师 群众 38 顾敏媚 女 护师 群众

19 范佳佳 女 医师 预备党员 39 宣颖莉 女 护师 群众

20 郭紫 女 医师 群众



79%
女性职工

31%
中共党员

97%
本科以上

26%
硕士研究生

33%
高级职称

女性职工31人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内分泌科、全科医学科、老年科“巾帼文明岗“
现有工作人员39人

中共党员12人 本科及以上学历38人 硕士研究生学历6人 高级职称13人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组织建设---Part 3 基本情况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1 规划

2

3

口号

观念

争创省级巾帼文明岗

4 目标

“巾帼文明岗”创建目标及口号 ───

致力于打造浙北地区有影响力的优势学科，不断
开拓创新，为湖城百姓健康谋求最大利益。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组织建设---Part 4 创建措施

新时代、新全科、新使命

全心、耐心、细心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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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Part 4 创建措施

01

02

03

管理办法

考核标准

标题文本预设

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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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服务承诺 公开监督电话巾帼文明岗成员简介

湖州市中心医院509病区
         巾帼文明岗

仁爱  和谐  求实  创新

组织建设---Part 5 创建氛围

岗员风采

薛芳  
岗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