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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威高医用制品公
司收到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发来
的感谢信，感谢威高王迪、王
刚、王文龙、范萌四位工程师积
极配合医院信息化工作开展，成
功帮助医院通过互联互通四甲测
评工作。

7月10日，第十六届中国卫
生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交流大会在武汉召开。国家卫
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在大会开
幕式上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医疗
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
测评结果并举行授牌仪式，湖北
省妇幼保健院顺利获评为四级甲
等。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于2020年
11月启动了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等级申报工作，并在
2020年12月申报了国家信息互联
互通成熟度四级甲等水平评审。
在此期间，在院领导和临床护理
人员的大力支持下，由湖北大区
销售干部牵头，医用制品公司移
动医疗信息事业部协助医院信息
科，建立起护理文书小组，改善
40余个护理文书表单，优化20余
个护理业务流程，历时两年，完
成了护理信息化改造，助力医院
实现护理业务流程和数据互联互
通。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

肆虐全国，武汉成为重灾区。三
月份，在疫情防控，通行受限的
情况下，医用制品公司安排北京
研发中心的一名信息化工程师在
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赶往武
汉，这也标志着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移动护理信息系统项目正式启
动。

面对与日俱增的确诊患者
数量，在疫情防护与施工人员短
缺的双重压力下，为了保障工程
的顺利推进与项目成果的按时交
付，医用制品公司成立了专项工
作小组，远程开发与现场实施并
行推进。

4月8日零点，随着第一辆
小客车驶出武汉西高速路口，武
汉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医用
制品公司第一时间增派数名工程
师，奔赴武汉配合医院推进移动
护理系统部署。

医用制品公司移动医疗信
息事业部总经理孟令宏说：“当
前，公司的信息化服务主要聚焦
在智慧物资、智慧护理、智慧肾
科等领域。医用制品公司移动医
疗信息事业部将以智慧医护建设
为核心，开发出更多优秀的信息
化产品，为医院的医疗、教学、
科研及精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
撑。”

         （医用制品公司）

医用制品公司收到医院表扬信

图为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发给威高医用制品公司的表扬信。

生基集团组织开展第三期新入
职销售人员培训

为培养知识化、专业化的销售
队伍，保证新招聘销售人员的快速
融入，生基集团人力资源部于7月
13日至23日组织开展2021年第三期
新入职销售人员培训。

培训设置企业文化学习、公司
制度宣贯、行业介绍、产品知识学
习等多方面课程。

培训期间，为了让学员更近距
离感受到威高的风采，以及加深学
员对产品知识的学习与了解，公司
还设置了展厅参观、生产现场观摩
等活动。

7月15日至16日，为了磨炼销
售人员的意志力，树立集体观念和
组织纪律性，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执行力，公司还组织开展了新入职
销售人员军训活动。

7月23日，在所有学员与讲师
的共同努力下，培训顺利结束。每
一位学员都认真且圆满完成了培训
目标，合格结业。

生基集团人力资源总监鞠传贵
为各位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并对优
秀学员和优秀小组进行表彰。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表示，通
过此次培训，对公司的发展历程、
IVD行业的现状以及各类产品知识
有了全面的了解，会将此次培训学
到的内容在工作中进一步实践，促
进今后的工作迈上新台阶。

   （生基医疗产业集团）

威高骨科“肢残人协会脊柱侧弯
公益救助”项目正式启动

7月12日，由中国肢残人协
会、威高骨科联合发起的“中国
肢残人协会脊柱侧弯公益救助”
项目在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
三院举行，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启
动。会议期间严格按照国务院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
要求执行。

本次救助项目是中国肢协整
合社会公益资源，拓展和延伸为
贫困肢残人服务的新实践，真正
惠及基层肢残人群体的新举措，
项目对脊柱侧弯的贫困患者进行
有针对性的救助，他们将在项目
的逐步开展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帮助。

中南大学湘雅三院脊柱外科
邓幼文教授表示，针对该项目医
院将成立项目专门协调委员会，

制定筛查标准，制定手术治疗方
案，全力组织好人员、设备、物
资、药品，规范做好资金管理，
全力保障脊柱侧弯患者救治及康
复。

目前，中国大约有300万的
青少年脊柱畸形患者需要手术救
治，但不少患者因为经济问题得
不到及时医治而错过了最好治疗
时机。中国肢残人协会脊柱侧弯
公益项目启动，让更多的人关注
贫困的脊柱侧弯人群，让更多的
脊柱畸形患者得到公益救助，是
拓展和延伸为贫困肢残人服务的
新实践，是惠及基层肢残人群的
有力保障。威高骨科将同中国肢
残人协会持续合作，努力为更多
的脊柱畸形患者实现康复。

   （骨科材料产业集团）

首届《护理团队身心健康（NEAP）
管理子项目》全国培训班在威举行

为贯彻《国家卫生健康委关
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进一步加强护士队伍建设的通
知》（国卫医发【2020】7号）精
神，进一步加强护士人文关怀，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主办，北京卫人伟业国际医药研究
中心、威高集团承办的中国卫生人
才培养项目—首届《护理团队身心
健康（NEAP）管理子项目》全国
培训班于7月10至11日在威海成功
举办。

项目以员工磁性管理为基础，
以人文管理为依托，分别就中国护
理团队身心健康本土化运营、多维
度护理团队员工帮扶体系的构建、
在ABC时代下健康管理的监控和大

数据应用等热点内容，结合专家讲
座、巅峰论坛及工作坊体验的多样
化形式展开探索、交流和分享。

在本次培训中，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中
国医院EAP联盟主席苏家春，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邵逸夫医院护
理副院长、浙江省护理学会副理事
长庄一渝，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部执
行主任、国际EAPA协会中国分会
常务理事骆宏等专家参加了本次会
议，并做了精彩分享。浙江邵逸夫
医院、湖南省人民、南京鼓楼医院
及内蒙医科大的项目带头人分别为
参会的学员设计和开展了特色工作
坊，学员们参与活跃，反向热烈。 

       （医用制品公司）

影像公司亮相中国医学装备大会
暨2021医学装备展览会

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主办的
第30届中国医学装备大会暨医学
装备展览会于2021年7月15日至
18日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顺利召
开。

大会以“智联供需，创新发
展”为主题，搭建医学装备产业
发展与应用平台，深入开展学术
与技术交流，提高医疗卫生机构
服务能力，促进医学装备产业创
新发展。威高医疗影像公司携移
动DR、便携式超声、病人监护仪
等产品亮相本届展会。

WG-YD是一种非常便利的
移动式X射线摄影系统，可以满
足普通放射摄影、体检中心及床
旁各部位摄影的需求，为医院提
供了一机多用的可能，完全能取
代室内固定拍摄设备。超大功率

的X线系统，满足临床摄影的全
部需求。

UE-1整机设计简洁，只有8
个按键和轨迹球。先进的SNV穿
刺可视化技术使得穿刺针显影更
强，定位更加准确。主机仅有7.9
公斤，高端的成像技术结合灵动
的外形，在保障图像质量的同时
展现出更好的便携性。

威高SurpassP系列监护仪采用
防晕眩高清彩色液晶触摸屏幕，
能快速捕捉到患者信息，可对患
者提供全方位生命体征监测；设
备的操作界面简洁、方便，大大
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内
置电池工作时间长达8个小时，设
备在病人转运过程中可实现实时
监控。

       （医疗影像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护理管理
主任培训班成功举办

7月13日至16日，由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广西护理学会和威高三方
合作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护
理管理主任培训班在广西南宁
成功举办，旨在更好地迎合广
西护理管理人才发展的需求，
培 养 出 更 加 优 秀 的 护 理 管 理
者。

卫健委人才交流中心副主
任方建宁，医药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和项目主管张晖，广西护
理学会理事长杨连招、副理事
长李新萍及相关护理部主任等
120余名，威高集团总监、威高
大学副校长王充，威高医用制
品公司市场总监孟令宏及广西
区所有销售人员参加了开班仪
式。

卫健委人才交流中心副主
任方建宁在致辞中指出，10多
年来中国卫生人才培养项目护
理管理子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对护理管理者影响巨大。
同时，他对广西省的护理管理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护
理工作者提升专业水平，为病
人提供更为整体化、连续化、
专业化、个体化、人性化的护
理服务，保证病人安全和医疗
质量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专业
价值和社会价值。

广西护理学会理事长杨连
招在致辞中表示，护理人员是
医院覆盖面最广的人群，要不
断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尤其要重视护理管理团队能力
和水平的提高，使医院护理服
务得到快速持续的发展。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市场总
监孟令宏在致辞中表示，威高
除了致力于生产研发更优质的
医疗器械产品之外，一直以威
高管理学院为学术依托平台，
致力于与全国各大医院合作开
展通用管理技能等培训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医院管理技能系
统培训的经验，希望此次培训
课程能对广西区域内医院的护
理管理提升有所帮助。

本 次 培 训 班 以 杨 连 招 理
事长《培育卓越管理者，打造
高效护理团队》和王充副校长
《如何留住人才》的课程为开
课总讲，之后针对三级和二级
医院在管理上的不同需求，从
“中国卫生人才培养项目护理
管理子项目”18门课程中精选
《护理管理中的6σ》《辨才
之道》《建设医院优质服务体
系的“三部曲”》等6门迫切需

要的课程分为A班和B班开展培
训。

护理部主任表示，术业有
专攻，护理人员专注于护理专
业化，缺乏通用管理知识和技
能，开展的这些护管培训课程
质量非常高，会将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今后的护理管理当中，
以提升院内护理管理者的管理
能力和护理服务质量。

      （医用制品公司）

图为与会嘉宾合影。

威高种植学术沙龙会圆满落幕
7月13日，由威海威高洁丽康

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主办的威高种植
学术沙龙在福建漳州东山岛成功举
办。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漳州市医
院口腔科主任陈永辉、福建医科大
学口腔颅颌面种植研究中心主任吴
东、威高口腔医学中心院长傅国以
及威高洁丽康公司培训部经理李清
华等参加此次活动，并进行现场授

课。
此次沙龙在陈永辉主任的精

彩主持中开场，吴东主任为大家带
来了《威高种植系统无牙颌种植》
的精彩授课，傅国院长以《如何解
决垂直骨高度不足的同时植入种植
体》为题为大家分享经验，最后李
清华经理为大家详细讲解威高种植
系统，并指导大家进行现场实操。

         （洁丽康公司）

2021年7月5日，由威高讯通

公司研发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

的第五代智能高值耗材柜在南通市

第二人民医院成功验收上线，标志

着威高讯通与国药控股南通医疗器

械在南通地区医院耗材管理信息化

建设上展开了全面的合作。

第五代威高智能高值耗材管

理系统的成功上线为南通市第二人

民医院高值耗材管理开辟新途径。

威高智能高值耗材柜采用超

高频RFID识别技术，实现高值耗

材的单品批量识别管理，通过唯一

身份电子标签EPC可以有效的跟踪

记录单品耗材的流转过程，对耗材

的入库、领用、记账、计费操作更

简单更快捷，提高了工作效率；可

进行高值耗材的实时库存盘点工

作，实时掌握耗材库存动态，解决

了护士长每天繁重的盘点工作，同

时进行库存耗材的基数监管、效期

监管、账实监管和流转监管，大大

提高了国药驻院办日常的工作效

率，便于医院掌握高值耗材的使用

情况、操作者信息、患者信息及计

费信息，进而提高医院运作效率和

保证耗材使用安全。

项目的平稳运行获得了医院

医护人员以及南通国药器械驻院办

的高度肯定。2021年，威高讯通将

与南通国药器械在南通市老年康复

医院，海门市人民医院等继续开展

深度合作，继续致力于打造智能高

效的耗材管理方式，助力医院实现

物资管理的精益化、服务流程的规

范化。         （讯通公司）

第五代智能高值耗材柜在南通二院上线

“一人一诗一书—向抗疫英雄致敬”
公益活动圆满完成

日前，由中国文化管理协
会书画工作委员会联合威高集
团有限公司主办的“一人一诗
一书——向抗疫英雄致敬”公
益活动圆满完成。此活动是一
场向506位“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致敬的以诗书礼赞铭记战
疫英雄无私无畏奉献精神的全
国大型公益活动。

自 活 动 启 动 后 ， 山 东 威
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立即响应活动组委会号
召，全体员工齐齐出动，一一
拜访了人员名单内所有的“抗
疫英雄”，把字画和英雄谱送
至 他 们 手 中 ， 并 与 其 合 影 留

念。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2020

年新冠肺炎大抗疫”中，医护
人员们不畏生死不计利益最美
逆行、心怀大爱英勇战斗无私
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武汉，感
动了湖北，也感动了中国，506
位抗疫英雄正是千千万万最可
爱的人的代表。此活动的开展
是为了让后人记住在这场战役
中医疗战线英雄逆行的英勇与
牺牲，记住被疫情肆虐的城市
所 经 历 的 苦 难 与 坚 强 ， 记 住
万千人民的付出与担当，历史
的长河滚滚不息，英雄的事迹
当永垂不朽。

      （医用制品公司）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李桂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