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阴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澄卫通〔2021〕50号

关于公布 2021年第一批

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各医疗卫生单位、市医学会、市中医药学会、市预防医学会：

为做好 2021年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实施工作，根据《关

于开展 2021年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经各

单位申报、学会审核及专家评定，现将通过审定的 2021年第一批

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予以公布（见附件）。

各项目主办（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项目计划认真组织实施，

不得与其他项目联合举办，切实提高项目质量。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提倡举办线上继教班，如必须线下举办的，务必控制参与人

员数量，做好防控工作。拟申请第二批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单位

需按申报要求于6月30日前将《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表》

报委医政科。

附件：2021年第一批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江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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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第一批江阴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项目责任人

1 jy2021030301 内镜硬化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张永强

2 jy2021030701 心身障碍的识别及治疗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朱祖福

3 jy2021030302 炎症性肠病的规范化诊治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沈卫东

4 jy2121030101 急慢性心力衰竭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李伟章

5 jy2121030501 血液净化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胡 宏

6 jy2121031001 老年骨质疏松症规范化诊疗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殷泉忠

7 jy2021040401 颅脑创伤学术论坛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吴 旻

8 jy2021040101 江阴市疝与腹壁外科学新进展专题研讨会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黄建明

9 jy2021070101 2021年耳鼻咽喉科学术年会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陈金湘

10 jy2021070201 2021年江阴市眼科学术年会暨第四届暨阳眼科论坛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徐学东

11 jy2021050201 江阴市孕产妇危急重症诊疗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蒋美琴

12 jy2021060101 儿童常见病诊疗规范及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刘 静

13 jy2021060301 围产新生儿急救技术质量改进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包志丹

14 jy2021041101 基层疼痛适宜技术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江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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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项目责任人

15 jy2021130101 医联体内慢病管理的药学实践与探索研讨会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陈志高

16 jy2021150201 基层医院医疗技术管理问题与对策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刘 洋

17 jy2021140101 炎症性肠病诊疗及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浦菊芬

18 jy2021140501 基层医院软式内镜清洗消毒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刘华敏

19 jy2021140102 消化内科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刘 媛

20 jy2021140103 心血管危重症疾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吴 蕾

21 jy2021140104 慢阻肺患者护理延伸服务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陈 香

22 jy2021140105 医联体模式下卒中诊疗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陆敏智

23 jy2021140106 肾脏病护理质量管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张丽英

24 jy2021140107 新形势下感染性疾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周 玲

25 jy2021140108 静脉输液治疗安全管理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周维华

26 jy2021140109 2021年江阴市血液净化护理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周红玉

27 jy2021140201 神经重症康复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许 平

28 jy2021140202 普外科微创手术的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沈 熠

29 jy2021140203 骨科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护理与管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张 芳

30 jy2021140204 老年脆性骨折围手术期护理管理能力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李 萍

31 jy2021140205 骨科专科护理实践能力培养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薛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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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项目责任人

32 jy2021140301 妇科肿瘤患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杨丽君

33 jy2021140302 肿瘤放化疗护理新进展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王 丽

34 jy2021140303 正常分娩指南解读与会阴缝合培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包理丽

35 jy2021140304 围产期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人民医院 朱晓萍

36 jy2021030102 卒中规范化救治培训班(6期)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路 楷

37 jy2021150101 中医教学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人员与骨干师资
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张海英

38 jy2021140501 护理质量管理与能力提升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周晓丽

39 jy2021031002 慢病管理临床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尹克义

40 jy2021031003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吴 疆

41 jy2021080401 前牙瓷贴面美学修复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包晨刚

42 jy2021041102 精准微创在疼痛治疗中的应用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张嬴政

43 jy2021140110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护理及消化内镜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蒋彩华

44 jy2021140502 基层医院耳鸣耳聋中西医结合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戴琴花

45 jy2021140503 基于胸痛中心的心血管介入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吴林雁

46 jy2021140206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下普外科护理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孙筱虹

47 jy2021140207 危重症患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黄华敏

48 jy2021040201 肺结节、肺癌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邓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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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项目责任人

49 jy2021040801 腹腔镜结直肠肿瘤规范化治疗和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胡 星

50 jy2021030103 医疗集团内心电会诊中心心电诊断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赵爱红

51 jy2021130102 医联体下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与管理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张祥霞

52 jy2021090101 中医院医疗集团读片比赛暨影像新技术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院 夏裕平

53 jy2021041001 眶下凹陷治疗的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63680部队医院 张继忠

54 jy20211101 临床精准输血管理模式的建立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红十字血站 江华龙

55 jy2021050202 产科危重症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敏霞

56 jy2021030104 基层医疗机构脑卒中诊疗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青阳医院 赵榴榴

57 jy2021040701 膝骨关节炎的诊疗及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青阳医院 冯 政

58 jy20211102 后疫情时代检验科的规范化管理和质量管理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临港医院 庞晓蕾

59 jy2021090201 甲状腺结节超声诊疗规范及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临港医院 吕巧娣

60 jy2021040102 肛肠疾病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临港医院 朱 玮

61 jy2021040702 骨关节退变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临港医院 缪洪华

62 jy202103060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诊疗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光明眼科医院 陈义兵

63 jy2021070202 江阴市近视防控论坛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光明眼科医院 汪晓倩

64 jy2021140111 县域医共体模式下的慢性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中医肝胆医院 金蕴燕

65 jy2021050203 助产技术能力提升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唐妍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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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项目责任人

66 jy2021060102 早期识别儿童语言障碍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孙铭雪

67 jy2021140504 急诊急救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何冰君

68 jy2021090102 影像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赵华勇

69 jy2021030105 江阴市康复医学专科联盟年会暨神经性疾病综合康复
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徐刚涛

70 jy2021040103 高位肛瘘的诊断及治疗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方晓东

71 jy2021030602 妊娠糖尿病诊治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陆纪萍

72 jy2021030702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朱静雅

73 jy2021060103 儿科呼吸道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杨红叶

74 jy2021140505 精神科相关护理及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 戚亚琴

75 jy20211001 院前急救质量管理培训班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市急救中心 陆美娟

76 jy2021050301 妇产科实用技术交流研讨会 江阴市医学会/江阴红房子医院 周已渟

77 jy2021120702 急性传染病防控及监测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马 焰

78 jy2021120703 聚集性传染病疫情的防控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钱 程

79 jy2021120704 预防接种副反应处置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顾敏华

80 jy2021120705 特殊儿童的安全接种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顾敏华

81 jy2021120706 艾滋病实验室检测及生物安全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张宏宾

82 jy2021120707 艾滋病项目管理培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陆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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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项目责任人

83 jy2021120708 现代结核病防控技术新进展培训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冒小鸥

84 jy2021120709 2020版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工作培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章 剑

85 jy2021120710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规范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章 剑

86 jy2021120711 慢性病发病监测和肿瘤登记规范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疾控中心 章 剑

87 jy2021120712 妇幼信息统计工作培训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唐妍彦

88 jy2021120713 出生医学证明档案管理培训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金春花

89 jy2021120714 高危儿规范管理培训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吴颖洁

90 jy2021120715 妇幼健康教育学习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陈 锦

91 jy2021120716 新生儿疾病筛查培训班 江阴市预防医学会/江阴市妇幼保健院 吴颖洁

92 jy20211601 江阴中医学术流派传承论坛（12期）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夏秋钰

93 jy20211602 妇产科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培训班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沈 红

94 jy20211603 中医护理适宜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周晓丽

95 jy20211604 慢性肾脏病中西结合诊治新进展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赵立昌

96 jy20211605 骨伤科慢性筋骨病防治新进展学习班暨江阴市中医药
学会骨伤科专委会学术会议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胡 飞

97 jy20211606 临床中医实践操作解读与应用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夏晓萍

98 jy20211607 五运六气临床教学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倪 君

99 jy20211608 朱氏针灸研讨班暨针灸学术思想临床应用培训班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朱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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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主办/承办单位 项目责任人

100 jy20211609 肛肠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与护理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严满红

101 jy20211610 江阴中医药理论知识与技能系列培训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夏秋钰

102 jy20211611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进展暨邹逸天名中医学术思想传
承培训班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黄 飞

103 jy20211612 中医健康管理工作推进会（4次）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夏秋钰

104 jy20211613 医联体下共享中药房建设及经方推广应用培训班 江阴市中医药学会 陈国宝

注：江阴市级继续教育项目授予学分 2 分/期（次），特殊情况另行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