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三十年总结会

评选优秀团队及优秀学员的通知

2019 年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成立 30周年。30 年来，许多参加

培训的学员及其团队奋战在全国医院感染监控工作的第一线，在当地开花结果，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鼓励各地感控人材积极进取、开拓创新， 在医院感染管

理工作中起到榜样和模范作用，营造积极向上的激励环境，增强工作热情和动

力，总结培训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国医院感染管理事业的蓬勃发展，值此基地

成立 30周年总结会之际，特面向全国参加过基地培训、进修的学员及其所在团

队，选拔优秀个人和团队。评选办法如下:

一、评选领导小组

1.组长：黄勋 任南

2.组员：蔡 虻 胡国庆 侯铁英 李卫光 王力红 肖永红 张卫红 张流波 宗志勇

二、评选原则

（1）优中选优：同样满足评选条件，在多名优秀者优中择最优录取。

（2）顺序原则：按照奖项顺序逐一进行评选，个人奖项不重复获奖。

（3）宁缺勿滥：获奖人数不足时，不再降低标准或做补充评选。

三、评选细则

（一）评选奖项和名额

1.优秀团队 （1）最佳团队奖 3个；

（2）共同成长团队奖 3个。

2.优秀个人 （1）团队优秀领导奖 5名；



（2）优秀感控工作者 10名；

（3）感控新星奖：15名；

（4）基层感控之星：20名；

（5）坚守奉献之星：15名。

（二）评选范围 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第 1～139 届培训班、第 1～

67 届进修班的学员，及其所在的团队。

（三）评选条件

1.优秀团队

（1）最佳团队

①团队成员人数在 3人及以上；

②团队成员参加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进修班或培训班 3 届及以上；

③在所在地区积极发挥作用，并推进医院感染专业发展，完成继续教育，完成

医院感染控制监测、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等工作；

④负责省、市级、地区级课题 1 项及以上；

⑤发表专业论文 5 篇以上；

⑥主编或副主编医院感染相关专业论著 2部及以上。

（2）共同成长团队

①团队成员人数在 3人及以上；

②团队成员参加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进修班或培训班 3 届及以上；



③在所在地区积极发挥作用，并推进医院感染专业发展，完成继续教育，完成

医院感染控制监测、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等工作；

④负责省、市级、地区级课题 1 项及以上或发表专业论文 5 篇以上或主编/副主

编医院感染相关专业论著 2部及以上。

2 优秀个人

（1） 团队优秀领导

①申报人为科室主要负责人；

②除基层医疗机构外，原则上申报人应具备高级职称；

③任职期间科室成员到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参加进修班或培训班，5

人次及以上；

④在所在地区积极发挥作用，所领导团队中在当地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或

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控制中心至少有 2 人（含 2 人）以上任职；

⑤推进医院感染专业发展，积极参与医院感染学术年会及各项学术活动，并取

得一定的成绩；

⑥所在团队连续 3 次及以上参与全国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或专项调查，取得优

异成绩。

（2） 优秀感控工作者

①参加过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进修班或培训班 3 届及以上；

②从事专职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工作 5 年及以上；

③目前仍在医院感染监控管理一线岗位人员；



④负责省、市级课题或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以上或 SCI 专业

论文 1篇以上，或主编或参与医院感染专业论著 2 部及以上；

⑤在所在地区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学会担任委员及以上职务或所在地区医院感染

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及以上职务;

⑥在医院感染暴发处置、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医院感染科究方面等有突出成

绩者。

（3）感控新星

①参加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进修班或培训班；

②从事专（兼）职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工作 5 年及以下；

③目前仍在医院感染监控管理一线岗位的人员；

④参与省、市级课题或发表专业论文 1 篇以上或主编或参与医院感染相关专业

论著 1部及以上，或在医院感染暴发处置、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医院感染监

控、管理研究方面等有突出成绩者。

（4）基层感控之星

①参加过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进修班或培训班 3 届及以上；

②所在医疗机构为城市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或乡镇卫生机构、偏远地区等；

③从事专职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工作 5 年及以上；

④目前仍在医院感染监控管理一线岗位人员。

（5）坚守奉献之星

①参加过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进修班或培训班 3 届及以上；



②目前仍在医院感染监控管理一线岗位人员或本岗位退休人员；

③从事专职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工作 20年及以上。

四、评选办法 采用个人申报、专家推荐（当地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或医

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主任或卫生行政部门）的方式。参评者需填写申报表，并

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资料将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统一审

核及评选。

五、奖励办法 获奖单位和个人将获得获奖证书，其他相关奖励事宜请以会务

组最终通知为准。

六、联系方式 请关注大会网站相关信息 http://oa.yygr.cn

全 国 医 院 感 染 监 控 管 理 培 训 基 地

2019 年 1 月 25 日



附件 1 全国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三十周年总结会优秀团队申报表

申报项目:

单位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团队成员参加基地培训班情况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团队成员参加基地进修班情况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负责课题情况 省级及以上课题数 市级课题数 地区级课题数

团队人数

发表专业论文数 主编或副主编医院感染相关专业论著数

主要工作业绩（可另附材料）

推荐意见/推荐人

评选结果



附件 2 全国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地三十周年总结会优秀个人申报表

申报项目:

单位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邮箱

职称 职务
从事医院感染

工作年数

目前是否在医院感染

岗位

是

否

退休

参加全国现患率调查次数 参加全国现专项调查次数

团队成员参加基地培训班情况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团队成员参加基地进修班情况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年/届 人数

负责课题情况 省级及以上课题数 市级课题数 地区级课题数

团队人员/本人学

会任职情况（人

次）

全国性 省级 地/市级 县/市级

发表专业论文数（第一作者） SCI 学术期刊 其中核心源期刊

主编或副主编医院感染相关专业论著数

主要工作业绩（可另附材料）

推荐意见/推荐人

评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