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服务理念，拓展服务内涵 

 

 

 

 

 

 

 

 

急诊科省级青年文明号 



  

 最多跑一次 

 优化流程，加强急诊信息化建设 

 单病种管理 

 绿色通道 

 移动终端使用 

 便民服务 

 “全为生命”志愿者服务队 

 患者意见及改进措施 

 院外监督人员及督导意见 

 

 

 

 



 

 最多跑一次 

青年文明号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主题活动开展情况报表 

“三

亮”机

制建

立情

况 

亮明品

牌标识 

共建立青年文明号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示范窗口个数： 

1  个 

亮明号

手承诺 

浙大一院急诊科青年文明号在“青年文明号开放周”的基

础上，开展急诊付费“最多跑一次”活动。通过急诊区域

张贴青年文明号开放周海报、制作“最多跑一次”流程易

拉宝摆放于预检分诊处及挂号收费处来践行此项活动。

（具体见附件浙大一院急诊科“最多跑一次”流程图易拉

宝） 

亮明活

动主题 

浙大一院急诊青年文明号优化急诊预检分诊流程，在分诊

台实行“虚拟挂号”。急诊患者分诊后可直接就诊，诊疗

结束后统一挂号、付费。实现急诊付费“最多跑一次” 

“六

个一”

活动

开展

情况 

制定一

张服务

指南 

浙大一院急诊青年文明号“急诊付费最多跑一次”服务指

南：患者至急诊后，在分诊台直接虚拟挂号，产生病历替

代了收费处付费挂号，患者分诊后直接就诊。患者诊疗结

束后至收费处统一结算诊疗费及其他费用，实现急诊付费

“最多跑一次”。为方便患者理解流程，制作“最多跑一

次”易拉宝，图文结合的方式说明流程，方便患者。（具

体见附件浙大一院急诊科“最多跑一次”流程图易拉宝） 



 

选树一

批岗位

能手 

开展和参加岗位培训、技能比武 4次，急诊参与人次 297

人。分别为浙大一院 2017 护理临床操技能竞赛，总参与

人数 189人，急诊参与人数 45人，包揽团体一、二、三

等奖和单项一等奖。浙大一院首届“巧小护”创意大赛，

共 10项参赛作品中有 3 项为急诊科参赛作品，参赛的 5

人均获得二、三等奖。浙大一院急诊科 2017 小讲课授课

比赛，参与人数 110 人，参赛选手 20人，共 11 人获奖。

浙大一院急诊科“技能在手、服务在心”技能比武大赛，

急诊医护人员共 137 人参加 

开展一

次公益

行动 

急诊青年文明号联合浙大一院医疗科技服务队赴下沙大

方公司开展义诊和心肺复苏培训；急诊青年文明号联合急

诊工会小组赴杭州华润置地集团开展心肺复苏培训；急诊

青年文明号联合急诊第一、二团支部赴武警浙江省总队直

属支队开展急救知识讲座；急诊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参与

“浙壹汇”1 小时公益服务 

开发一

个文化

产品 

优化急诊智能化分诊系统，增加“虚拟挂号”功能，急诊

青年参与设计研发的“智能化急诊预检分诊信息系统”获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提交一

个合理

化建议 

基于省级医疗单位的特殊性，每日门诊量巨大，排队付费

在整个医疗就诊过程中占时较多。希望通过优化流程，将

“支付最多跑一次”的内涵运用于门诊，方便更多患者，

减少排队机等待时间。 



 

固化一

项改革

成果 

结合“青年文明号开放周”系列活动，推广“急诊付费最

多跑一次”，简化急诊就诊流程，减少急诊候诊及排队时

间，改善就医环境，提高诊疗效率 

 

  



 

 

虚拟挂号 

响应全省青年文明号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的号召，实行

“虚拟挂号”。急诊患者入院后无需排队挂号即可实现虚拟挂号，避

免了重复排队，实现挂号分诊一次就位，缩短了患者到达医院至就诊

的时间。 

 

 

 



 

 

 

 



 

 优化流程，加强急诊信息化建设 

急诊青年们立足自身优势和提点，针对急诊科特点和患者就诊需

求，自主设计了急诊护理电子病历系统，其中智能化急诊分诊系统，

实现了集“虚拟挂号、分诊类别、候诊管理、查询统计”为一体的连

贯分诊方式，有助于快速辨识患者是否有紧急或威胁生命的情况，实

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对正确的病人实施正确的医疗护理和急

救服务，保证患者得到快速高效的急救治疗和服务。 

    智能化急诊预检分诊系统，根据基本生命体征及伴随症状自动显

示分诊类别。通过优化急诊预检分诊系统，快速筛查出高危患者，彻

底改变了传统经验分诊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实现了分诊工作的同质

化，构建医疗护理质量微服务架构。 

 

 

 

 

 

 

 

 

 

 

  

分诊类别

基本生命

体征及伴随症

状 



 

 特定单病种管理 

 急性脑卒中 

    发病后，及时溶栓治疗对于患者预后及生命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制定脑梗溶栓流程，保证患者得到及时高效的救治。 

 

 



 



 

 急性心梗 

  急性心肌梗死是目前威胁我国国民健康最主要的心血管疾病,梗

死后早期有效的再灌注治疗则是减少心肌梗死面积和改善患者临床

预后的有效措施。 

 

 



 



 

 护理移动终端应用，保证患者安全 

护理移动终端（PDA）在急诊广泛应用：身份识别、信息采集、

健康教育、药品使用管理、物资管理、信息查询。 

 

  

护理移动终端——身份核对

• Right Patient

• Right Dose

• Right Time

• Right Drug

• Right Route



 

 畅通急诊绿色通道，为抢救生命争分夺秒 

为保证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工作快速展开，急诊青年文明号实

行“绿色通道”制度。畅通急诊绿色通道，为抢救生命争分夺秒。 
 
一 绿色通道准入标准： 
 

1 “三无病人”：对于送至我院的无姓名、无住址、无钱的“三

无病人”，如果患者诊断不清，病情危重，生命体征不平稳，

需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并同时向院总值班及 
 

辖区派出所汇报。  

2 急危重症患者：凡需心肺复苏，急性心梗、脑梗、休克等危急

生命的急危重症患者应启动绿色通道，先行抢救，在不影响抢

救的前提下办理挂号、收费手续。 

3 群体中毒患者：对于群体中毒患者应及时开通“绿色通道”，

并启动群体中毒事件抢救预案，向医务科/总值班汇报并联合

相关科室抢救。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突发的公共事件（如 SARS、禽流感、

地震、交通车祸、建筑工地事故）送至的患者应及时开通“绿

色通道”，并启动突发公共事件抢救预案，向医务科/总值班

汇报并联系专科联合抢救。 
 

二 各辅助科室对进入急诊“绿色通道”病人的辅助检查优先，检查

报告按有关规定时限发送到急诊科。 

三 手术室、血库优先安排手术和供血。 
 
四 挂号、收费、检查、取药等相关窗口设急诊优先字样指引病人。 
 
五 急诊绿色通道实现先救治后结算。 

  



 

 移动终端快捷支付，支付少现金，方便更省心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移动支付成为当今流行的快捷支付手段之

一。急诊青年文明号与计算机中心合作，开发了急诊自助缴费机，支

持银行卡和支付宝支付，所有急诊的费用支付均可在自助终端实现。

无需人工工窗口排队等待，也无需怀揣现金！只要带上您的手机或者

银行卡，就可以解锁走遍医院不用愁的无敌招式了。 

 
多功能自助缴费机 

 

一、 银联卡支付 so easy：自助机结算时，请您按照步骤提醒插入银联卡

——输入支付密码就 ok 了；  



 

 便民服务 

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浙大一院急诊青年文明号不断拓展服

务内涵，设多种便民措施，在高效完成急危重症救治的同时，于细微

处见真情，提升人民群众就医体验感和幸福感。 

 轮椅扫一扫，租借更轻松 

急诊青年文明号充分贯彻浙大一院“信用就医”的服务理念，设

置“共享轮椅”租借点，提供轮椅“随到随借”服务，只需用手机扫

码， 30 秒内可完成轮椅借还，每天 2小时内免费使用，支付宝、微

信均可“扫一扫”，方便快捷。 

 

 

 



 

 购买少跑动、便民更贴心 

急诊患者由于起病急，就诊时往往未带齐尿壶、便盆、护理垫等

紧急需要的生活用品。尤其是夜间，很难很快找到售卖处，购买费时

费力，在患者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无法快速解决“燃眉之急”。针对患

者需求，急诊青年文明号有关部门沟通，在急诊大厅增设一次性物品

自助售卖机，患者家属无需多奔波即可快速购买到所需的物品。 

 

 

  



 

 便民小举动，贴心为服务 

急诊青年文明号增设了“便民爱心伞”，多变的天气里急诊患者

不用担心被雨淋湿了。 

 

 “移动手机充电银行”免费提供充电宝随时为手机充电。 

 



 

 打造“全为生命” 志愿服务队，延伸服务内涵，开展志愿服务。 

 “全为生命”志愿服务队介绍 

自 2000 年以来，我号青年组建了“全为生命”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公益行动，面向广大群众开展以“心肺复苏培训”和“急救知识

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志愿者服务，同时延伸服务内涵，为马拉松、G20、

省两会、世界互联网会议等重大事件的提供医疗保障服务。青年志愿

者们积极参加“微笑明天”、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建立扶贫、助学、

助医等志愿服务活动长效机制。 

志愿者服务队由取得美国心脏协会（AHA）导师资格证的急诊科

医务人员为主体，团队青年志愿者每两年经过基础生命支持（BLS）、

高级生命支持（ACLS）培训并取得证书。急诊青年们原创制作了一系

列的社区心肺复苏（CPR）培训材料如 CPR 宣传画、CPR 指导卡片、

CPR 课件，自导自演了 CPR 和电除颤的高清视频资料，通过讲座、技

能培训等方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心肺复苏知识。同时 2012 年开始科

室青年创办了中国心肺复苏网（http://www.chinacpr.cn/），截止

2017年 5 月，网站点击量达 210 万次，推动了心肺复苏技能的互联

网普及。 

    “全为生命”志愿者服务队青年们参加“微笑明天”公益行动，

走出国门、走进大山、踏上高原，去印度、西藏、四川、贵州、云南

等地，对唇腭裂患儿开展免费修复手术、负责术后患者的医疗护理。

为贫困地区的唇腭裂患儿送去微笑和希望。 

 浙大一院急诊“全为生命”志愿者服务队队服 

http://www.chinacpr.cn/


 

 

 

 

 

  



 

 2016-2018 年急救培训志愿者服务活动一览表 

时间 主题 志愿服务对象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消防总队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中北苑社区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中石化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出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杭 14中杭州市下城区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滨江区彩虹城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交警大队（杭州市上城区）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老年大学 

2016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在水一方养老服务集团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黎园社区 

2016 急救知识讲座 临安小学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启正中学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司法大队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王马社区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西湖区卫生局 

2017 防高温中暑、创伤急救 浙一余杭余杭院区工程部 

2017 
社区心肺复苏培训（三

年） 
杭州市彩虹城社区 



 

2017 
社区心肺复苏培训（三

年） 
杭州市江干区彭埠街道社区 

2017 
社区心肺复苏培训（三

年） 
绍兴市润沁花园社区 

2017 
社区心肺复苏培训（三

年） 
杭州市中北苑小区 

2017 
社区心肺复苏培训（三

年） 
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时代御园 

2017 
社区心肺复苏培训（三

年） 
杭州市富阳春晖社区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王马社区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华润置地 

2017 心肺复苏培训 下沙大方公司 

2018 急救知识培训 景芳昙花庵社区 

2018 心肺复苏培训 浙江景天生公益基金会 

2018 心肺复苏培训 杭二中 

2018 心肺复苏培训 滨江区温馨社区 

2018 心肺复苏培训 楼外楼餐饮有限公司 

2018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市文澜中学 

2018 心肺复苏培训 浙大一院财务部 

2018 心肺复苏培训 杭州国际开发银行 



 

2018 急救知识培训 浙江资产公司 

 



 

 （四）心肺复苏志愿活动剪影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8年 6 月，浙江资产公司开展急救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8年 5 月，浙大一院财务部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8年 5 月，楼外楼餐饮有限公司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8年 4 月，杭二中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8年 3 月，杭州文澜中学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7年 6 月，下沙大方公司开展心肺复苏培训及义诊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6年 7 月，赴浙大一院余杭院区工程部开展“防高温中暑、创伤

急救”讲座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6年 6 月，启正中学开展心肺复苏急救讲座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6年 7 月，赴临安小学开展急救基础知识讲座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5年 9 月，中国石化浙江公司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6年 9 月，于杭州市第十四中学向师生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6年 12 月，在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心肺复苏培训 



 

 

 

  

开展志愿服务，普及心肺复苏 

 

 

2012年，急诊青年创办中国心肺复苏网站

（http://www.chinacpr.cn/）。截止 2017 年 5月，网站点击量达

210 万次，推动了心肺复苏技能的互联网普及 

http://www.chinacpr.cn/


 

 心肺复苏志愿活动取得成效 

 社会成效： 

全省范围内建立 40家基层医疗单位推广点，进行 CPR推广普及

及培训。共开展心肺复苏讲座及培训 300 余次，受训人员近一万余人。

心肺复苏得到了公益性普及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证明 



 

 学术成果： 

“心肺复苏网络化普及与应急社区建立的研究”项目荣获 2016

年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奖二等奖， 

“心肺复苏网络化普及与应急社区建立的研究”项目荣获 2017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编写完成国家级教材《现代心肺脑复苏》：已经入选教育部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

行。 

发表学术论文 5篇，其中 SCI2篇： 

[1] 潘建, 陆远强. 我国心肺复苏网络化培训与应急社区构架

建立的探讨[J]. 中华危重症医学杂志, 2012, 5(1): 2-5. 

[2] 陆远强, 潘建, 章夏萍, 等. 心肺复苏技术社区培训效果

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J]. 中华危重症医学杂志, 2013, 6(2): 

67-70. 

[3] 王劲, 陆远强. 生活方式的改进与安全社区的构建[J]. 中

华危重症医学杂志, 2013, 6(3): 132-133. 

[4] Wang J, Ma L, Lu YQ. Strategy analysi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training in the community[J]. J 

Thorac Dis, 2015, 7(7): E160-165. 

[5] Pan J, Zhu JY, Kee HS, et al. A review of compression, 

ventilation, defibrillation, drug treatment, and 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 i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J]. 

Chin Med J , 2015, 128(4): 550-554. 

1．创建了中国心肺复苏网（http：//www.chinacpr.cn/）。 

2．制作完成心肺复苏宣传画、指导卡和视频资料。 

3．首次提出 “应急社区”和“安全社区”的概念和内涵。 

  



 

 全为生命，微笑行动情满天下  

    我号青年许滟静、李琴、潘向滢、周虹等医护人员投身“微笑明

天”慈善公益医疗活动，深入不同国家和地区，帮助贫苦家庭，为唇

腭裂患者重现微笑献出爱心。 

 

 

   

  



 

 全为生命，青春建功 G20 

 2016 年，世界瞩目的 G20 峰会在杭州召开。我号多位青年医护

人员参与 G20 峰会医疗保障服务。G20峰会前，我号青年们峰会前反

复演练各种救护流程，推敲所有细节，精益求精；峰会期间，我号青

年连续 7 天 24 小时坚守岗位，保障了及时高效的后援医疗，为各国

参会贵宾提供了快速、高效、优质的救护服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医

护人员良好的职业素质和精神风貌。 

通过层层筛选及考核，最终我号共有 6 名青年医护人员入选 G20

峰会外派医疗保障人员名单，约占我院所有外派保障人员的 1/6。在

峰会准备期间，我号青年护士长盛迪与我院其他三名医护人员参加省

级医疗单位 G20医疗保障技能比武，获得第一名。 

峰会期间，急诊青年医护人员尚安东、盛迪、徐小宏参与核心区

西子宾馆晚宴现场、游船及文艺晚会现场的医疗保障，同时兼顾峰会

期间住西子宾馆的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障；青年护士周晓瑜承担维景

国际酒店土耳其代表团保障任务；青年护士周虹承担城站火车站医疗

保障任务；青年医生陈乃云承担城中香格里拉沙特代表团随车保障任

务。 

峰会期间我号外派青年医护人员充分发扬我院能打硬仗的作风，

体现了高超的专业水平，获得各代表团友人的称赞。 



 

 

青年护士盛迪（右二）、徐小宏（右一）圆满完成保障任务后合影 

 

青年医生尚安东医生（左二）、青年护士徐小宏（右二）、盛迪（右

一）与团队人员合影 



 

 

 

青年医生陈乃云（右一）与沙特元首合 

     

 青年周晓瑜（右一）在会场 青年护士周虹（右二）与队员合影 

  



 

 全为生命，重要会议、活动医疗保障 

 

国际互联网大会医疗保障 

 

省两会医疗保障 



 

 

世界浙商大会医疗保障 

 

浙大建校 120 周年医疗保障 



 

 全为生命，春运路上的“列车医生” 

  ——浙大一院 11 位医疗专家加入杭州客运段“劳模智囊团”  

2018 年 1 月 31 日下午，杭州客运段“劳模智囊团助力铁路

春运”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杭州火车站隆重举行。浙大一院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邵浙新，工会办公室副主任毛朝阳，医务部副

主任、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冰凌，重症监护室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章云涛，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水芳，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叶科，

急诊科护师王海苹等领导、专家代表应邀出席。 

 

此次活动我院每位医疗专家医生将结对一个客运车队，确保

杭州客运段所有列车全覆盖，当旅客在列车运行途中突发急病时，

列车便可及时联系结对医生，得到更专业的救护指导。这 11 位“列

车医生”，均为我院的实力骨干，曾先后参加 G20 医疗保障专家

组、援非医疗队等，不但医疗技术精湛，而且具有丰富的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有他们的加入，将提供更权威的专业医疗指导，



 

实现“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当日，急诊科护师王

海苹和神经外科主治医生叶科为车上的工作人员分别作了详细的

心肺复苏和外伤包扎等相关急救培训，获得了铁路工作人员的一

致好评。 

 

 



 

全为生命，马拉松医疗保障 

  我号志愿者服务队青年多次参加杭州马拉松医疗保障，累计为 5万

余人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全为生命，公益 1小时 

急诊青年文明号青年们参加“浙壹汇”公益组织，参与门诊导诊、

“公益一小时”等活动，共计 100多名志愿者为患者提供服务 3100

多小时的导诊服务。 

 

 

  



 

 全为生命，无偿献血 

作为临床一线工作者，急诊青年们明白我国血液资源的稀缺。怀

着挽救每一个生命的心愿，我号青年积极参加每一次献血活动，是医

院每年献血人数和总数最多的集体。其中青年医师祝建勇已经累积献

血 22次，献血量超过 5000 毫升。急诊青年们用实际行动号召更多的

医护人员加入献血行列，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全为生命，“名医巴士”志愿服务入基层 

    我号青年专家参与浙江省“名医巴士”公益医疗走基层志愿服

务活动，开展义诊和送医下乡。 

 

 

 

 

  



 

 患者意见反馈及改进措施 

序号 患者意见 处理措施 

1 晚上就诊时需要吃

口服药，却忘记带水

导致不能及时吃药 

1. 预检台设置便民箱，内置一

次性纸杯及吸管 

2. 24 小时配备热水壶及热水，

以备急用 

3. 诊间就诊的患者自主服药

时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若有口服、舌下含服、嚼服、

泡腾片等药物及时告知患

者服用方法 

2 后半夜就诊的患者

比如醉酒、外伤等不

能走路 

1． 急诊备有轮椅 5 把，供

夜间就诊行动不便的患者

使用，并告知轮椅是急诊患

者共同使用的，使用完及时

返还以便其他患者使用。 

2． 预检护士在行动不便的

患者左肩部贴高危跌倒标

识，并保证走廊等患者通道

地面无湿滑，在易跌到的地

方放置小心跌倒的标识。 



 

10 对各种急性病不了

解，不知道什么情况

下应该送急诊就诊 

1. 在急诊预检台放置各种急

性疾病的材料，比如急性脑

梗、脑出血、急性心肌梗死

等疾病的症状 

2. 预检分诊及医生就诊时，多

向患者宣教所得疾病注意

事项，遇到那些紧急情况及

时就医。 

6 在诊间就诊时需要

做心电图或者查体

时有别的患者在很

尴尬 

1. 在诊间的诊疗床上面安装

床帘，在做查体等操作时拉

上窗帘以保护患者隐私。 

2. 如果就诊患者较多，按照病

情分类及先后顺序安排患

者有序等候，避免推攘影响

就诊。 

3. 为满足患者的需要，内科诊

间设置为两间，患者可选择

人数较少的诊间就诊 

4 遇到突发疾病到急

诊就诊，没有带雨

伞，出去做检查发现

下雨，希望医院能提

1. 在预检台放置爱心雨伞及

雨衣 

2. 租借时告知雨伞是医院的

公共财产，为了方便大家，



 

供雨伞方便大家。 用后请及时归还 

 陪同看病的家属等

待时间长，需要饮料

及食物，但是晚上没

有地方可以买，患者

及家属需要可以购

买零食的地方。 

 

1. 联系自助售卖机厂家，在

急诊大厅增设自助贩卖

机，包含常见充饥食物 

2. 联系饮料自助售卖机厂

家，在急诊大厅增设饮料

自助贩卖机，出售热饮及

饮料 

 

1 急诊付费不能使用

支付宝或者微信，忘

记带现金时晚上看

病不方便 

1． 向医院申请在急诊大厅

装一台自助缴费终端 

2． 联系厂家 

3． 寻找合适位置安置机器 

4． 患者询问是否可以电子

缴费时热情引导至自助缴

费终端 

5． 指导初次使用的患者正

确使用方法 

6． 提醒患者不要忘记退卡

及取走收费单 

2 急诊就诊的患者生 1. 向领导汇报夜间急诊患者



 

活用品不能带齐，晚

上买不到急需日用

品比如尿壶、尿垫等 

买不到需要买的生活护理

用品 

2. 联系厂家在急诊大厅测量

尺寸，定做自助售卖机 

3. 向大家征集患者所需必需

品的种类 

4. 共同商讨决定放置的商品

及尺寸数据报给厂家制作 

5. 做好护理宣教告知夜间需

要购买护理用品的家属，可

以在急诊大厅自助购买 

6. 对于年纪较大不会使用自

助售卖机的家属，医务工作

人员帮助其购买。 

8 急诊患者挂号付费

反复跑，浪费时间效

率降低 

1. 落实“最多跑一次”的政策

方针，在预检台实行“虚拟

挂号”，患者分诊后可以直

接就诊，诊疗结束后统一挂

号、付费。实现急诊支付的

最多跑一次。 

2. 对于没有家属的急诊患者，

预检护士协助患者至诊间，



 

并联系家属，如需做检查，

可呼叫工人转运 

3． 主动询问患者是否需要

帮助，尽快完善检查明确病

情，危重患者立即抢救室留

观，非危重患者如需帮助可

至预检台求助，并嘱咐患者

不要走开，以防突发状况以

及家属到来时找不到患者。 

7 陪同看病的家属等

待时间长，需要饮料

及食物 

1. 联系自助售卖机厂家 

在急诊大厅的售卖物品需种类

多样，以保证大家的需求 

9 

 

 

等待检验结果及检

查的过程中手机没

电，没有地方充电 

1. 向领导请示安装充电端口 

2. 由于多数患者不带充电器，

在急诊大厅安装一台扫码

充电终端机器 

在充电机器旁边设置座位，并

在医生护士可以很快找到的地

方，以便有急需处理的危急值

时可以最快找到患者。 

 

  



 

 院外监督人员 

  

周鸿英，女，1946年 9 月出生，退休前任下城区人大常委教科

文卫工委主任，曾获全国计生系统劳动模范，省优秀工作者，市优秀

基层干部，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退休后任马寅初纪念馆副馆长，

社区关工委副主任，浙大御跸社区三和交流室顾问。 

她退休不退志，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一个老党员的高尚情

怀为社区建设做贡献，荣获省、市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市先进人民

调解员、市老干部和谐之星、市校外优秀辅导员等荣誉。 

 

 

 

姓名：周鸿英 

性别：女 

年龄：62 岁 

政治面貌：党员 

监督电话：0571-87086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