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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团队简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是浙江省唯一国家临床药学重

点专科建设单位，卫生部首批临床药师培养基地和临床药师制试点单

位。 

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浙大一院门诊西药房是浙大一

院的一线服务部门，目前有药师44人（含临床药师10人），35周岁以

下占84.1%，其中有中共党员25人、共青团员4人。门诊西药房的主要

工作内容：门诊处方调剂审核工作及临床药学相关服务，年门急诊量

396万人次，日均门诊处方量7500张左右，日均开展药物咨询200余人

次。 

 

岗位人员基本情况简介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职称 学历 备注 

沈陶冶 女 党员 1980.04 主管药师 本科 门诊组长 

侯思恩 女 群众 1978.05 主管药师 本科 门诊副组长 

孙洁 女 群众 1975.11 主管药师 本科 门诊副组长 

吕宁 男 群众 1987.01 主管药师 本科 号长 

俞颖 女 群众 1982.10 主管药师 本科 副号长 

蔡莹 女 党员 1989.05 药师 本科 
 

高安娜 女 党员 1987.01 主管药师 本科 
 

金涛 男 党员 1987.05 药师 硕士 
 

任丹媛 女 党员 1990.07 药师 本科 
 

钱梦兰 女 群众 1982.01 主管药师 本科 
 

景佳萍 女 党员 1989.12 药师 本科 
 

章晓茜 女 党员 1989.07 见习药师 硕士 秘书 

石陈子璐 女 党员 1990.07 药师 本科 
 

张一 男 群众 1985.12 主管药师 本科 
 

陈梁芳 女 党员 1989.12 见习药师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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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峰 男 群众 1991.11 见习药师 本科 
 

万丹烨 女 团员 1990.08 药师 本科 
 

陈峰 男 群众 1987.12 药师 本科 
 

马葵芬 女 党员 1981.09 副主任药师 博士 
 

姜赛平 男 党员 1981.08 副主任药师 硕士 
 

李菌 男 党员 1980.05 副主任药师 硕士 
 

饶跃峰 男 党员 1979.04 副主任药师 硕士 
 

楼燕 女 群众 1982.07 主管药师 硕士 
 

羊红玉 女 党员 1984.12 主管药师 博士 
 

朱亮 男 群众 1982.03 主管药师 本科 
 

胡云珍 女 党员 1979.11 副主任药师 硕士 
 

曹铭希 男 党员 1984.01 主管药师 硕士 
 

方艳艳 女 党员 1986.06 主管药师 硕士 
 

刘浏 男 群众 1985.05 主管药师 本科 
 

王吉 男 群众 1988.07 药师 本科 
 

周鹏 男 群众 1983.12 主管药师 本科 
 

毛艳新 女 党员 1989.07 药师 本科 
 

陈丽 女 党员 1986.01 主管药师 本科 
 

杨希 女 党员 1985.07 主管药师 本科 
 

梅燕 女 群众 1979.01 主管药师 硕士 
 

韩舒盈 女 党员  1988.04 药师 本科 
 

肖瑶 女 群众 1989.12 见习药师 硕士 
 

周燕军 男 群众 1986.06 药师 硕士 
 

桑妍蕾 女 群众 1986.05 主管药师 本科 
 

张旭琪 女 党员 1985.05 主管药师 本科 
 

许清珏 女 群众 1991.06 药师 本科 
 

戴婉蓉 女 党员 1989.08 药师 本科 
 

高哲 男 党员 1985.07 主管药师 本科 
 

柳琳 女 党员 1982.07 主管药师 硕士 
 

       

 

 

创建背景 

门诊西药房于2008年获得浙江大学校级青年文明号集体称号，

2009年获得省级青年文明号称号，并于2014年荣获省卫计委第一批五

星级省级青年文明号。在争创国家级青年文明号的路上，门诊西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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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创建“青年文明号”作为增加门诊西药房战斗力、凝聚力的主

要方式，指导扎实工作的有效形式和职工展示自我、活跃工作氛围的

主要平台。 

 

一、 以 G20 为契机，创新全信息化门诊药房智能配发系统新流程，

打造新时代信息化药房。 

1、 德国 RowaVmax 自动化发药系统“落户”门诊西药房，该自动化

发药系统实现了发药、补药、盘点的全程自动化。相比传统调

剂过程，该系统通过智能化管理，控制了调剂差错，极大提高

了发药的准确率。 

2、 进行跨界学习，引入工业化传送带，从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和

智能配发设计三个模块创新流程，降低发药错误和等候取药时

间，优化人力资源。 

3、 使用智能登记平台匹配处方及药框，缩短处方调剂时间。 

4、 采用智能分区分配药品，提高药品日均上架效率和数量。 

5、 采用智能亮灯药框迅速定位，极大提高前台发放速率及准确度。 

6、 使用用药指导单，提供全方位的药品信息，协助患者进行个体

化用药管理。 

 

二、率先推行品圈活动，在全国积极推广医院品质持续改善模式。 

引入品质管理新模式，推动医院质量持续改进，树立全国标杆示

范效应，多次在全国大赛获奖，并编写出版相关书籍多本，搭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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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理论体系，培养本地 QCC 培训师，为全国品管圈项目教育培

训和有效推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1、2013 年全国首届品管圈大赛一等奖（总分第一） 

2、2015 年浙江省品管大赛一等奖 

3、2015 年全国第三届品管圈大赛二等奖 

4、2016 年浙江省医院品管圈大赛金奖 

5、2016 年第四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等奖 

6、2016 年浙江省优秀 QC 成果一等奖 

7、门诊药房 QC 小组荣获 2016 年全国第 38 次质量管理小组“全国

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8、2016 年全国医院擂台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信息

化门诊药房智能配发系统的开发荣获年度十佳案例。 

9、2017 年中国医院管理奖总决赛，浙大一院药学部“以卓越绩效为

导向，五位一体打造临床药学标杆学科”荣获 2017 年中国医院管理

奖学科管理组第一名，并在全国医院管理案例评比中斩获中国医院管

理奖铜奖。 

10、书籍： 

《医院品管圈实践与技巧》、《医院品管圈辅导手册》 

《医院品管圈圈长手册》、《医院品管圈推动指导手册》 

《医院品管圈进阶手册》 

 

二、 创新药学服务模式，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开展个体化、全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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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 

1、 临床药师每百张床位 1 名，国内领先。 

2、 提供个体化用药指导，面向重点患者的专项用药安全宣教

以及药师电话回访。 

3、 在国内率先建立药师文书信息平台。 

4、 开设省内首个糖尿病药学门诊 

5、 处方点评工作 

2015 年我院共设有 10 个专项处方点评小组，分别为特殊使

用级抗菌药物点评组、I 类切口抗菌药物点评组、介入手术

抗菌药物点评组、质子泵抑制剂点评组、疼痛管理点评组、

医保用药点评组、中药注射剂点评组、辅助用药点评组、超

常用药点评组以及门诊处方点评组等。通过持续开展门诊处

方点评工作，提高合理用药水平，点评处方合格率维持在

98%以上。2015 年接近 30 份点评结果报告及接近 30 次点评

结果院网公示。 

6、 开创多元化的药物咨询 

设立服务热线、监督电话、咨询邮箱和微信平台，确保药学

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 

 

三、延伸药学志愿者服务 

1、联合社区、街道开展相关义诊咨询和用药宣教活动，同时开展

药学服务送下乡活动，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对口支援，进一步提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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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药意识。 

2、联合医院志愿者办公室，合作建立志愿者服务实践基地。 

3、开展志愿者进校园活动，开展学生用药安全讲座，与浙江大学

药学院合作开设志愿者实践基地。 

 

四、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建设“学习型”青年文明号。 

门诊西药房始终把建设“学习型”青年文明号、培育“学习型”

青年职工作为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全面增强他们的政治理论和业务

技术素质，提高创新能力。每月开展业务学习，邀请医院专家进行临

床案例分析、临床用药指导以及心得分享，提高员工自身素质，了解

最新医疗用药进展，促使药师能在工作中更好的结合临床来解答患者

问题；调剂小组自发策划药学主题沙龙，对门诊药房日常工作中产生

的问题，以及实事热点进行讨论；每周例行周会，同时还创建了交班

记录、用药差错登记本、贵重药品点帐本等工作记录构成的差错分享

体系，其中的差错以及问题，我们会在周会上提出，并进行讨论分析，

以期员工能够从中学习，树立风险意识，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五、重视人才培养，打造多元化、学术型的药师团队。 

1、人才培养 

（1）派遣马葵芬、姜赛平、李菌、饶跃峰赴美国、意大利等医院

进修学习。 

（2）派遣汪洋、叶晟杰、饶跃峰、帅武平，李菌赴省直机关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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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长兴县团委、国家卫计委等单位挂职锻炼。 

（3）培养了多位省级青年岗位能手、优秀临床药师:姜赛平、李菌、 

胡云珍、朱亮、高哲、羊红玉、饶跃峰。 

（4）竞赛获奖：紫禁城论坛全国药师辩论赛一等奖；省药学会青

年药师演讲比赛二等奖；省卫生系统青年医学技能竞赛二等奖。 

2、多元化的药师文化 

（1）独特圈文化——绘制圈徽、赋予圈意、原创圈歌。 

（2）文化建设——晚会表演、个人爱好、篮球赛等。 

（3）思想教育——上柏住院部事迹学习活动、参观省边防总队廉

政教育基地。 

 

六、卓越成效 

1、学科建设 

（1）2011 年浙江省医学创新学科--临床药物治疗学； 

（2）2012 年浙江省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创新学科--中药临床药学； 

（3）2013~2014 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临床药学。 

2、药师学术论文与课题 

SCI-31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6 项，国家

发明专利 1 项 

3、党团建设 

（1）2015 年浙医一院优秀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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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浙江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3）2015 年浙江大学优秀团支部。 

 

我们希望通过国家青年文明号的创建活动，促进管理精细化，品

质精益化，人才专业化，文化多元化，成为一支优秀的药学服务团队。 

 

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组织构架 

党委指导——医院党委副书记：邵浙新 

团委推动——医院团委书记：吴李鸣 

科室支持——主任：卢晓阳 王临润 赵青威 黄明珠 

青年文明号号长——吕宁 

副号长——俞颖 

秘书——章晓茜 

组长——沈陶冶 孙洁 侯思恩 

 

制度建设 

青年文明号相关制度 

第一部分青年文明号相关文件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青年文明号”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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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药师职业道德规范 

药师职业道德规范 

药师在执业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导言 

在医院党委团委的大力支持下，为了更好的推进药学部门诊西药房争

创国家级“青年文明号”活动的开展，药学部成立了“青年文明号”

工作组，专门负责“青年文明号”的各类活动的组织、摄影、资料收

集以及宣传工作，同时参与青年文明号规章制度建设及其更新完善。 

 

 

 

第一部分青年文明号相关文件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青年文明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一.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共青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关于《在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推

动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促进全院创建“青年文明号”更

加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将该活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

理的轨迹，特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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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年文明号”是以青年为主体，在医疗、教学、科研、

护理、行政管理及后勤工作创建的体现高度职业文明，创建一

流工作成绩的先进青年集体（科室、病区、班组）或岗位； 

三. 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是以倡导职业文明为核心，以行

业管理规范为标准，以科学管理为手段，以岗位建议，岗位创

优为重点，以先进典型为导向的群众性劳动竞赛，旨在落实跨

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人才工程，组织和引导全院广大青年，牢

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立足本职刻苦钻研，勤恳

工作，文明从业，全面提高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展现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塑造白衣天使的良好形象，为促进

医院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四. 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要围绕医院的中心任务，坚持内

容与形式相统一，在发扬“文明行医，优质服务”等活动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我院实际，开展具有青年文明特点的群众性活

动。 

五. “青年文明号”活动由医院党政领导，团委及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组成创建小组，负责整个活动的组织、指导、检查、

考核、推荐、评选、命名和管理工作。 

六. 开展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主体在科室、病区、班组，

重点在建议。各科室、病区、班组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

的创建计划，精心组织，强化措施，突出特色，培育典型，扩

大宣传，推动活动扎实健康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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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标准 

青年文明号的标准 

1. 该青年集体或青年岗位 35 岁以下的青年要占 50%以上，负

责人中至少有一人的年龄不超过 35 岁。 

2. 该集体中的青年热爱本职工作，敬业意识强，职业道德良

好，积极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自觉遵守法纪、院纪、院

规。 

3. 该集体的青年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服务态度优良，努力学

习业务，钻研技术，掌握本职工作，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服务规范，无差错事故出现。患者满

意度在 90%以上。 

4. 该集体在医疗、教学、科研、狐狸、行政管理及后勤服务

中成绩突出，创造出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工作成

绩得到本单位领导的肯定，并受到周围群众或服务对象的

赞誉，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 

5. 该集体团组织机构健全，能紧密围绕本单位的中心任务开

展工作，发挥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6. 该集体要有响应的创建领导小组，并有书面创建措施。 

 

第三章  评选办法 

一、“青年文明号”的评选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申报、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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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办法进行。本级别的“青年文明号”集体，菜油资格申

报更高层次的“青年文明号”。 

二、各争创单位，严格按照“青年文明号”条件进行自查，在

自查的基础上，写出书面材料上报院创建领导小组，院创建领

导小组将按照《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学院“青年文明

号”考核细则》评选出院级“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

进行命名和表彰。并按要求择优想学校争创活动领导小组申报

“青年文明号” 、青年岗位能手”。 

 

第四章  表彰奖励 

一、全院“青年文明号”每两年表彰一次，院争创活动领导小

组负责想学校及全国卫生系统争创领导小组推荐“青年文明

号”、“青年岗位能手”。 

二、对受到表彰的“青年文明号”实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结

合的原则，广泛的宣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事迹。 

三、对于“青年文明号”集体负责人作为青年干部和管理加以

重点培养，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四、采取行政拨款和社会筹措等多种形式筹集经费，建立专项

经费或奖励基金，用于对“青年文明号”的奖励。 

五、青年文明号号长、副号长享受副科级待遇（门诊组长待遇） 

六、青年文明号申请部门，科室对部门直接管辖，提供活动经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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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考核与管理 

一、“青年文明号”实行挂牌制度。正在创建的青年集体，要

统一挂争创“青年文明号”的标志；凡获得各级“青年文明号”

荣誉称号的集体，要挂相应级别的“青年文明号”牌匾。牌匾

按标准统一制作，悬挂在岗位现场，接受社会监督。 

二、采取定期检查与随即抽查相结合，并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

等方法，加强对全院“青年文明号”的日常监督。 

三、“青年文明号”不是永久性的荣誉称号。院创建小组要定

期复查，审核验收。符合标准的保留其荣誉称号，达不到标准

的撤消其称号，摘掉牌匾。 

四、建立“青年文明号”的管理档案，逐步建立和完善“青年

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的申报，自查、推荐、命名、表彰、

奖励档案资料，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第六章  附 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院“青年文明号”的管理。 

二、本办法由院“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活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解释修改。 

三、本办法自发布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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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药师职业道德规范 

药师职业道德规范 

 

1. 药师应当以维护患者和公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利益为最高行为准

则，实行人道主义为己任，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良知，尽

心尽职尽责为患者及公众服务。 

2. 药师应当按规定着装，佩戴标明其姓名和药师称谓等内容的胸卡。 

3. 药师应当言语、举止文明礼貌，热心、耐心、平等对待患者，不

得有任何歧视性或其他不道德的行为。 

4. 药师应当尊重患者隐私，对在医疗过程中如知晓的患者隐私，不

得无故泄漏。 

5. 在医疗过程中，除非确有正当合法的理由，药师不得拒绝为患者

调配处方、提供药品或药学服务。 

6. 药师应当满足患者的用药咨询需求，提供专业、真实、准确、全

面的药学信息，不得在药学专业服务的项目、内容、费用等方面

欺骗患者。 

7. 药师应当凭医师处方调配、销售处方药，应对医师处方进行审核，

确认处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签字后依据处方正确调配、销售

药品。对处方不得擅自超越法律授权更改或代用。对有配伍、使

用禁忌或超剂量的处方，应当拒绝调配、销售，必要时，经处方

医师更正或者重新签字，方可调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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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于病因不明或用药后可能掩盖病情、延误治疗或加重病情的患

者，药师应向其提出寻求医师诊断、治疗的建议。 

9. 儿童、孕妇、老人等特殊人群使用的药品，或者具有禁忌、严重

不良反应或服用不当可能影响疗效甚至危及患者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药品，在交付药品时，药师应当要求患者严格按照药品使用说

明书的规定使用药品并给予明确的口头提醒。 

10. 药师应当积极参加药师自律组织举办的有益于职业发展的活动，

如深入社区和乡村为城乡居民提供广泛的药品和药学服务，大力

宣传和普及安全用药知识和保健知识。珍视和维护职业声誉，模

范遵守社会公德，提高职业道德水准。 

11. 药师应当加强与医护人员、患者之间的联系，保持良好的沟通、

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用药方案的制订、修订过程，提供专业、

负责的药学支持。 

 

药师在执业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技术规范； 

2、树立敬业精神，遵守职业道德，履行药师职责，尽职尽责为患者

服务； 

3、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利益； 

4、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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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青年文明号创建计划 

 

一、定期组织“青年文明号”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制作标识，并在静

配中心认真宣传，使青年文明号深入人心，构造良好创建氛围。 

二、全面开展“青年文明号”主题活动。结合门诊药房自身特色和临

床实际，讨论、组织、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并有详细记录。 

三、加强职业道德和各项法律法规的学习，使门诊药房各职工都能自

觉遵守各项纪律，法规和制度。每周举行业务学习，及学习讨论，疑

难病例分析。提高自身素质，提升服务品质。 

四、积极展开“品管圈”、业务学习等活动，挖掘成员潜力，注重人

才培养。 

五、丰富部门文化建设，使“药师在您身边”口号深入到门诊药房每

一个职工观念中。同时丰富成员业余活动，锻炼增加团队凝聚力，培

养职工文艺特长。 

六、积极开展志愿者服务和爱心公益活动，扶贫帮困，服务社区。 

七、对部门职工中业务、表现优秀者给予一定奖励。 

 

国家级青年文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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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药师在您身边 

主题：品质管理优质服务 

目标：“一切以患者为中心”，提供安全、经济、有效的药学服务。 

 

创建标准： 

1、 遵纪守法，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2、 医务人员一律挂牌上岗，自觉接受监督 

3、 推行“青年文明号服务卡”，佩戴“青年文明号”徽章 

4、 实行首问责任制，热情接待患者，不推诿患者 

5、 药品存放有序，无假药、劣药 

6、 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及相关考核 

7、 定期执行培养青年人才或岗位能手的计划与措施 

8、 服务评议综合满意度在 95%以上 

以诚为本有诺必践恪守尽职率先垂范 

 

服务承诺： 

• 以病人为中心，提供优质的药学服务 

• 以专业为基石，提供全面的用药指导 

• 想病人之所想，提供各类药品信息查询 

• 急病人之所急，开设绿色通道及便民服务 

敬业爱岗讲诚心承诺服务讲热心 

工作过程讲细心同仁之间讲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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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电话：87709016    87236619 

 

创建措施： 

一、申报浙江大学校级“青年文明号” 

二、参观其他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 

三、制定创建计划 

四、完善部门内各项规章制度 

五、公开服务电话，公开社会服务公约和承诺 

六、设置青年文明号争创标识和胸牌，构建良好氛围 

七、组织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和爱心公益活动 

八、积极鼓励、组织青年职工开展各类文化建设活动 

九、按照相关要求，定期开展自我检查 

十、落实整改，接受上级团组织和校团委的考核验收 

浙大一院临床药学国家重点专科简介 

 

浙大一院药学部是一个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型药学

部门，系浙江省唯一的国家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也是浙江省

唯一拥有临床药物治疗学、中药临床药学等两个省级重点学科的药学

部门，同时还是卫生部首批临床药师培养基地和临床药师制试点单位

以及卫生部首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细菌耐药监测网（牵头单

位）、合理用药监测网成员单位，国家药品监管信息系统工程-医院合

理用药监管（医院端）唯一试点单位。同时，浙大一院药学部也是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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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和浙江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主

委所在单位，是浙江省医院药事管理质控中心机构和浙江省药物不良

反应监测技术中心机构设置地。 

浙大一院药学部下设有合理用药室（专科临床药师、专科门诊药

师、审方药师、药物咨询药师等）、药学信息室、科研室、绩效管理

室等新部门以及药品库房、门诊药房、病区中心药房、静脉配制中心、

制剂室等传统药品保障部门在内的 10 余个部门，现有药学专业技术

人员 183 名，其中主任药师 5 名、副主任药师 11 名，博士研究生 14

名，硕士研究生 38 名，博士生导师 1 名，硕士生导师 7 名。 

近年来，药学部在通过药师职业生涯规划、九级药师绩效管理，

药学工作模式得以顺利的转型，临床药学学科发展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和显著的成绩。2015 年 7 月，在浙大一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郑树森

院士的全程指导和关心下，新一轮临床药师的岗位竞聘圆满召开。截

止目前，浙大一院已发展有专职专科临床药师 25 名，达到了每 100

床位配 1 名临床药师的标准，覆盖了 ICU、肾病中心、呼吸内科、神

经内科、肿瘤内科、血液科、疼痛科、肝胆外科、普外科、心脏外科、

急诊科、心血管内科、妇产科、儿科、老年病科、麻醉科等重点专科

及抗感染药物、TPN、抗凝药物等重点药物和移植、疼痛等领域。临

床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厚积薄发！国外临床药学发达国家的学科发

展理念，国内同行的成功经验，学为己用！浙大一院药学部在专科临

床药师服务、临床用药管理方面已迈出快速发展的步伐。 

在大力推进临床药师队伍建设的同时，浙大一院药学部不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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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高品质的医院药事管理。在 JCI 等国际药学思维引领下，在国

内较早的实现了高危药品、自备药品、自给药品以及病区抢救车药品

的精细化管理，提高了临床用药安全性；创新医嘱审核模式，由专科

临床药师和审方药师在医嘱审核的深度和广度上互为补充，实现了

100%医嘱审核；构建了智能化的药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药品管理

全程监控及追溯系统、自动化药房系统、临床用药辅助决策系统、全

医嘱审核系统、临床用药分析监测系统等，实现临床医疗和药学服务

的无缝连接和溯源追踪，全面保障药学服务的全程化、同质化、标准

化和信息化。同时，药学部还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持续质量管理以

及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管理的理念。率先在医院药学领域实施品管圈项

目的品牌战略，影响力辐射至全国各省市，项目核心理念成功扩展至

护理、医疗、医技、后勤等多个领域，推动了我国医疗质量的持续改

进。近年来，浙大一院药学部依托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会平台，在卫

计委的领导下，联合多个学科，开展了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超说明书

用药管理工作，目前已建立了一套适用于我国超说明书用药评价的方

法学体系和规范。 

浙大一院药学部重视临床实践与科研的协同发展，已形成个体化

用药和靶向药物治疗、中药药物不良反应物质基础、临床药物使用综

合评价等多个科研方向。近 5 年来，药学部承担各类科研课题 70 余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 项；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其

中 SCI 论文逾 60 篇；获得各级奖励 10 余项，其中浙江省科学技术二

等奖 1 项、浙江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1 项、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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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奖三等奖 1 项、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1 项、浙江省医

药卫生科技奖二等级 1 项、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等。 

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新时期，浙大一院将始终立足学

科顶层设计，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以重点专科建设为契机，努力构

建起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临床药学专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