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  

 

全国病案专业技能大赛成绩 

一、省级排位赛 

奖项 代表队名称 

一等奖 河北省代表队 

二等奖 广东省代表队 

二等奖 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队 

三等奖 山东省代表队 

三等奖 江苏省代表队 

三等奖 福建省代表队 

优胜奖 四川省代表队 

优胜奖 湖南省代表队 

优胜奖 河南省代表队 

优胜奖 浙江省代表队 

 

二、院校新星赛 

奖项 代表队名称  

一等奖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队 

二等奖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队 

二等奖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院队 



三等奖 广西医科大学队 

三等奖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队 

优胜奖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队 

优胜奖 广西中医药大学队 

优胜奖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队 

优胜奖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队 

优胜奖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队 

 

三、医院平行赛前三十名成绩（参加竞赛医疗机构 464 家） 

 

名次 医疗机构名称 总分 

1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40 

2 广东省人民医院 796 

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791 

4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784 

5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778 

6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754 

7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742 

8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733 

9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26 

10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06 

11 深圳市人民医院 705 



12 河南省人民医院 695 

13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85 

13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85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677 

16 江苏省人民医院 666 

17 绵阳市中心医院 662 

18 陕西省人民医院 659 

19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655 

2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651 

21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48 

22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645 

2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640 

24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635 

25 株洲市中心医院 634 

26 河北省人民医院 633 

27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632 

28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31 

29 金华市中心医院 627 

29 浙江省人民医院 627 

 

四、个人前三十名成绩（同时参加省级排位赛和医院平行赛选手以

省级排位赛得分统计） 



 

名次 姓名 总分 省份 医院/院校 

 1 刘骏峰 172 广东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史  蕊 171 山东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杨  洋 168 湖南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 王淑华 167 山东省 烟台毓璜顶医院 

5 李梦娜 164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医院 

5 龙  杉 164 四川省 绵阳富临医院 

7 李  挺 163 江西省 江西省肿瘤医院 

7 王红兵 163 山东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 辛子艺 163 广东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 潘  敏 162 山东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 林慕蕾 161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医院 

11 廉  颖 161 山东省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 宋晓雪 161 河北省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 周柳英 160 湖南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 刘梦慈 160 山东省 山东省胸科医院 

16 顾  静 159 江苏省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 

16 池  旎 159 福建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8 王  臻 158 广东省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8 于  伟 158 四川省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8 张杰琼 158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医院 



21 郭顺萍 156 福建省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 陈志添 156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医院 

23 赵  佳 155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3 袁  燕 155 广东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3 高  梅 155 江苏省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26 张  静 154 四川省 四川省人民医院 

27 李  辉 153 江西省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7 曾  芳 153 湖南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27 汪蕾蕾 153 广东省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30 吴彦龙 152 江西省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30 曲少玲 152 山东省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30 王晶晶 152 河北省 河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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