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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文件

浙继委发〔2021〕1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浙江省

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省级医疗卫生单位、省级有关学术团

体：

2021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经我委组织专家评审已确定，

现予以公布，今年新上项目共 1088 项，其中，线上项目 811 项，

线下项目 277 项（见附件 1），项目可在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管

理系统 http://cme.wsjkw.zj.gov.cn 查询。

请各主办单位切实承担起项目管理的主体责任，落实合同制

管理,线上项目按照技术标准做好课件录制和上线进度，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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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前完成本单位 50%的项目上线，8 月 31 日前确保全部上线，

逾期不上线的视作自动放弃，项目完成后无须核销；线下项目在

办班前一周内按要求在系统内上传办班通知和培训议程，执行完

成一个月内提交培训现场照片、经费收支等材料进行核销。

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全过程管理，提升培训质量，

规范学分获取，加强廉政和学术诚信监督，禁止收受利益相关方

的各种赞助和服务。

“浙卫学习培训”平台继续医学教育模块运行一年来，有效

解决全省卫技人员的工学矛盾，达到为基层减负的目的，受到卫

技人员广泛好评。今年，为进一步提升学习平台继续医学教育线

上培训效果，我委将进一步提高线上项目立项比例，并优化线上

项目课程，适时开展优质精品课程评比，引入第三方考核评价，

不断提升培训效果，进一步为基层卫技人员减负。各地各单位要

鼓励和支持各级医疗机构和卫技人员积极参加线上培训，线上学

习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所获学分不得少于当年所获学分数的

60%，要求所有医疗卫生机构均有学员上线学习，且上线培训的

卫技人员覆盖率达 80%以上，未达到要求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扣减

次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立项数。

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单单，顾海雷。电话：

0571-87567839，0571-8770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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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浙江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2021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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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浙江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线上项目 811 项）

基础形态 5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 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1-04-001 免疫治疗背景下看胃肠道肿瘤病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国荣 线上 基础形态 病理学 4

2021-01-04-002 血液肿瘤 MICM 综合诊断继续教育会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 杨凡 线上 基础形态 病理学 3

2021-01-04-003 骨软组织疾病病理诊断新进展 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 王素英 线上 基础形态 病理学 5

2021-01-04-004 胃肠道肿瘤 MDT 相关病理诊断及其进展 嘉兴市第一医院 邬万新 线上 基础形态 病理学 3

2021-01-04-005 基层医院常见肿瘤分子病理检测的应用 浙江省台州医院 王教辰 线上 基础形态 病理学 3

基础机能 2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 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2-08-001 生物样本与肿瘤标志物研发 浙江省肿瘤医院 凌志强 线上 基础机能 基础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2-08-002 临床单病种用血信息化管理研讨会 嘉兴市第二医院 沈宇泓 线上 基础机能 基础医学其他学科 3

临床内科学 190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 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3-01-001 冠脉介入新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郑浩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02 CRT 植入规范操作培训 浙江省人民医院 周颖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03 中西医结合指导下的双心健康模式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马彩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04 心血管事件链全程管理基层医师学习班 浙江省中医院 毛威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05 高血压的筛查和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健康管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高俊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06 心脏康复技术进展培训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计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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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1-007 临床心电图及起搏心电图的诊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萍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08 理论与实践—— 起搏系列课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蓝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09 富春心血管论坛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何正飞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10 心脏标志物学术研讨会 宁波市第一医院 崔翰斌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2.5

2021-03-01-011 心血管疾病预防和康复社区规范化管理 温州市中心医院 季晓君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12 常见快速型心律失常的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楼钶楠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13 急性心律失常新进展及规范化诊治能力提高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唐关敏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14 心房颤动诊治进展及管理基层学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王志勇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15 起搏心电基础与起搏器新功能解析培训班 海宁市人民医院 王志勇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16 血脂异常防治规范及新进展 绍兴第二医院 唐欧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17 医共体模式下心衰规范化诊治与进展学习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陈炬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18 医共体模式下心房颤动的规范化诊疗 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 陈丽娜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19 基层医院心脏慢性病规范化管理及实践论坛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赵秀娣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20 精准冠脉评估在冠心病介入治疗中推广应用 研讨班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傅永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

2021-03-01-021 基层医院“胸痛中心”网络建设培训班 金华市人民医院 董扬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2

2021-03-01-022 心血管急危重症诊治进展 衢州市人民医院 屠晓鸣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23 基层医院心房颤动的规范化管理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蔡海鹏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24 医共体模式下心血管慢性病规范化管理 三门县人民医院 李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2-001 睡眠呼吸疾病规范化诊断与治疗新进展 浙江医院 黄勍栋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02 2021 年浙江省医学会呼吸系病学学术大会 浙江省医学会 应可净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03 胸膜疾病的诊治新进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冯月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3

2021-03-02-004 肺功能检查在基层医院临床中的应用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俞万钧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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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2-005 基层医院呼吸内镜技术研讨班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陈众博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4

2021-03-02-006 基层医院肺癌诊治新进展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汤耀东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3

2021-03-02-007 晚期肺癌免疫治疗新进展及不良反应的防治 瑞安市人民医院 上官宗校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08 基层医院呼吸危重症规范化诊治提高班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谢艳萍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4

2021-03-02-009 呼吸危重症技术在基层医院中的应用 湖州市中心医院 华锋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10
2021 年医共体背景下基层呼吸系统疾病规范化诊疗

培训
安吉县人民医院 朱立颖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11
医共体形式下肺部感染规范化诊治和抗菌药物合理

运用
德清县人民医院 汪晔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4

2021-03-02-012 介入呼吸病学亚专科在基础医院发展现状和未来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陶峰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13 无创氧疗技术在基层医院呼吸危重症疾病中的应用 嘉兴市第一医院 马肖龙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14 基层医院呼吸慢病规范诊治 嘉兴市第一医院 高锋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3

2021-03-02-015 基层医院慢性气道疾病规范化诊治 海宁市人民医院 孙亚红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16 弥漫性肺部疾病诊治新进展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秦娥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17
县域医共体医院系统性疾病合并肺部感染诊治进展

培训班
绍兴市中心医院 陈胜兰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3

2021-03-02-018 基层医院静脉血栓栓塞症规范化诊治学习班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陶学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19 海岛地区呼吸系统多发病新发病诊治进展学习班 舟山医院 李略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0 基层医院 VTE 规范化防治及管理学习班 东阳市人民医院 季巧英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1 基层医院静脉血栓栓塞症规范化诊治培训班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2 肺癌诊疗一体化建设及新进展 衢州市人民医院 韩志强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3 医联体模式下基层呼吸慢病防治策略 浙江衢化医院 张洪球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4 依托医联体提高基层医院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防治 江山市人民医院 郑逸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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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学习班

2021-03-02-025 台州南部湾区基层医院肺癌规范诊治及一体化管理 玉环市人民医院 金雪文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6
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生呼吸道疾病规范化诊治学习

班
三门县人民医院 叶军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7
浙西南山区基层医院慢性气道疾病的诊治和进展培

训班
丽水市人民医院 潘炯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3-001 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多学科诊治论坛 浙江省肿瘤医院 钟海均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02 消化道早癌的内镜下诊治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

院
虞卫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03 消化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诊治进展学习班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中山医院）
张咩庆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04 基层医院胃肠及胆胰肿瘤多学科诊治现状与展望 杭州市富阳区中医院 王青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3

2021-03-03-005
内镜下食管胃静脉曲张静脉诊断与精准个体化治疗

进展
杭州市西溪医院 朱元东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3

2021-03-03-006 消化系疾病的创治疗及进展 乐清市人民医院 徐焕海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07
胃肠道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新进展在基层医院推

广学习班
永嘉县中医医院 杨迪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2.5

2021-03-03-008 早期胃癌规范化治疗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姚林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2.5

2021-03-03-009 面向消化内镜医生消化道早癌临床病理学习班 湖州市中心医院 施杰民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4

2021-03-03-010 上消化道疾病临床诊断与内镜下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源龙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11
多学科团队协作（MDT）模式下基层医院 肠病诊治进

展
嘉兴市第二医院 沈海燕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12 基层医院食管胃底曲张静脉双镜联合诊疗学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吴一鸣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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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3-013 基层医院消化内科VTE高危患者多学科合作模式探讨 海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宋科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2

2021-03-03-014 基层医院消化道出血诊疗策略 海宁市人民医院 翟浩亮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15 结直肠肿瘤新型防治策略 南浔区人民医院 曹宪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3

2021-03-03-016 炎症性肠病的规范化诊治进展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晏春根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17 胃食管反流病多学科诊疗新进展研讨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汪平凡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18 县域医共体消化系统急危重症诊治新进展 新昌县人民医院 潘伟龙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19
基层医院肝硬化并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诊治进展学

习班
义乌市中心医院 黎红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3

2021-03-03-020 基层医院炎症性肠病规范化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吾红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21 肝硬化并发症的综合诊治培训班 衢州市人民医院 徐建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22
基层医院非酒精性脂肪肝诊断与综合干预进展学习

班
柯城区人民医院 郑忠法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23 自身免疫性肝病诊治新进展 常山县人民医院 樊国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2

2021-03-03-024 胃肠道肿瘤内镜下的诊治进展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盛显仓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25 消化内镜治疗的并发症防治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叶丽萍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2

2021-03-04-001 血液病的全程管理学习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欧阳桂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血液病学 5

2021-03-04-002 基层医院血细胞减少规范化诊治进展学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曾惠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血液病学 5

2021-03-04-003 多学科合作模式下红细胞疾病诊治及技术推广 嘉兴市第二医院 王宙政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血液病学 5

2021-03-04-004 基层医院出血性疾病的诊治培训班 绍兴第二医院 朱卫国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血液病学 5

2021-03-04-005 基层医生血细胞减少性疾病诊治新进展培训 金华市人民医院 黄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血液病学 2

2021-03-04-006 基层医院血液淋巴肿瘤的全程管理 东阳市人民医院 吴功强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血液病学 3

2021-03-05-001 基层医院慢性肾脏肾病的中西医诊治进展学习班 杭州市富阳区中医院 俞立强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02 基层医院提升肾脏病诊治能力研讨班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燕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4

2021-03-05-003 基层医院慢性肾脏病规范诊治学习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边学燕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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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5-004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康复治疗规范化学习班 镇海区人民医院 陈彬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05 血液净化血管通路建立及维护新进展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林永强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06 基层医院代谢性疾病肾损害的规范化诊治与实践 湖州市中心医院 范德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3

2021-03-05-007 基层医院腹膜透析规范管理及新进展学习班 嘉兴市第二医院 倪桂珍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08 腹膜透析基础及新进展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陈建祥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09 基层肾脏内科医师必备技能继教 嘉兴市第一医院 周长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3

2021-03-05-010 基层医院代谢性疾病肾损害防治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沈水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11 慢性肾脏病诊治新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徐光标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12 海岛地区肾脏病规范化诊治新进展 舟山医院 陈学波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13 继发性肾脏病诊治进展 柯城区人民医院 宣萍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14 血液净化并发症的规范化诊治基层推广 丽水市人民医院 彭健韫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2

2021-03-06-001 人工胰腺及动态血糖监测新技术学习班 浙江省人民医院 武晓泓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02 糖尿病足多学科联合诊治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李霖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4

2021-03-06-003 脂肪肝肥胖管理学习班 杭州市西溪医院 应慧敏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3

2021-03-06-004 基层慢病规范诊疗研讨班 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张开坤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3

2021-03-06-005 医共体模式下糖尿病规范化诊治与管理 瑞安市人民医院 杨虹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06 基层医院代谢性疾病多学科综合管理培训班 长兴县人民医院 金美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07 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下糖尿病患者管理 嘉兴市第一医院 周强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3

2021-03-06-008 e 时代的糖尿病管理 嘉兴市中医医院 宁帆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1

2021-03-06-009 县域医共体常见内分泌疾病的规范化诊治和管理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郑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3

2021-03-06-010
基层医生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早期筛查和规范诊

治能力提升学习班
绍兴第二医院 王爱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11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下的基层管理 绍兴市人民医院 尤巧英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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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班

2021-03-06-012 基层医院老年糖尿病胰岛素治疗进展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楼大钧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13 基层医院老年糖尿病规范化诊治和健康教育学习班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章文俊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14 基层医院内分泌代谢性疾病诊治提高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俞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15 甲状腺相关指南在基层医院中的临床应用 嵊州市人民医院 董志春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3

2021-03-06-016 基层医院高尿酸血症的规范性诊治 嵊州市人民医院 裘静英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3

2021-03-06-017 县域医共体常见内分泌疾病规范化管理 兰溪市中医院 陈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3

2021-03-06-018 全院血糖管理与糖尿病诊疗技术学习班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晓凡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6-019
标准化管理下健共体集团的血糖跨区域信息化管理

与同质化医疗
玉环市人民医院 李丽疆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7-001 脑血管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张震中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02 神经病学诊疗新进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卢晓东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03 认知障碍的全程管理与进展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宋冬晶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04 基层医院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早期处理培训班 临安市人民医院 俞厚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05 脑血管病诊治提高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杨剑宏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4

2021-03-07-006 神经肌肉疾病个体化精准免疫诊疗进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辜程遥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07 智能医学和 BPPV 研究 温州市人民医院 杨晓凯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08
急性缺血性卒中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在基层医院的开

展
温州市中心医院 黄向东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09 神经内科认知障碍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乐清市人民医院 孙乐球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10 急性脑梗死血管开通技术在基层的推广应用 湖州市中心医院 张冰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4

2021-03-07-011 缺血性脑血管病急性期规范化诊治 嘉兴市第一医院 胡进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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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7-012 常见头痛疾病的规范化诊治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陈宁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13 基层医院脑小血管病的规范化诊治 嘉兴市第一医院 曲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14
新冠疫情下脑血管病的规范化防治在分级诊疗中的

推广
海宁市人民医院 任周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15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介入治疗在基层医院的应用 绍兴第二医院 马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16 TCD 发泡试验在隐源性脑卒中评估中的应用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毛樱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17 神经系统免疫性疾病诊治进展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桂小红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18
新冠疫情常态防控下县域医共体急性脑梗死的规范

化诊治及流程改进
绍兴市中心医院 马骏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19
眩晕精准医疗在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眩晕亚专科

建设中的新进展
新昌县人民医院 赵灵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20
基层医院急性缺血性卒中再灌注治疗进展及院内流

程管理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俊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21 县域医共体帕金森病诊疗能力提升学习班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张丹红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22 医共体模式下脑卒中预防新进展 天台县人民医院 孙丹峰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23 脑血管病诊疗新技术的临床应用 丽水市人民医院 钟根龙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5

2021-03-07-024 浙西南基层医院癫痫的规范化诊治及管理学习班 丽水市人民医院 蓝丽康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2.5

2021-03-08-001 手术医生抗菌药物处方权规范化培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王选锭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02 新发突发传染病诊治防控新进展 杭州市西溪医院 黄谦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3

2021-03-08-003 肝纤维化精准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杭州市西溪医院 包剑锋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04 重大感染性疾病母婴阻断和诊治进展 杭州市西溪医院 刘寿荣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05 终末期肝病诊治新进展 杭州市西溪医院 傅晓晴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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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8-006 疑难感染病诊治进展 宁波市第一医院 钱国清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07 基层医院结核病规范和精准化诊治 湖州市中心医院 王伟洪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08 基层医院慢性乙型肝炎规范化诊治学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邓敏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3

2021-03-08-009 新形势下发热门诊规范化诊治能力提高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陆许贞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10 县域医共体医院细菌真菌感染规范化诊治培训班 海宁市人民医院 洪葆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11 县级结核病定点医院精准诊治培训班 海宁市人民医院 王晓瑾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1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治和防控新进展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沈华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9-001 基层常见精神疾病规范化诊治新进展 富阳区第三人民医院 张波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2

2021-03-09-002
互联网+医联体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早期识别及全

生态融合模式干预
宁波市康宁医院 程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03 医供体模式下的基层精神科分级诊疗规范培训班 宁波市康宁医院 王玉成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04 睡眠障碍疾病共病的监测与综合诊治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陈瑶偏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05 精神科急危重症患者的识别及处理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陈海支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06 双相障碍的诊疗进展及康复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伟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07 神经发育障碍诊疗新进展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刘建君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08 青少年抑郁障碍诊疗进展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宋国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09 非药物治疗在心身科的应用 嘉兴市康慈医院 费玉娥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10 基层医疗机构双相情感障碍诊疗技术推广班 嘉兴市康慈医院 林勇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11 综合医院医患沟通相关的心身医学问题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田国强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12 强迫及相关障碍的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钱建军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13 睡眠与心身疾病诊治进展学习班 舟山医院 张友定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14 精神分裂症共病 2型糖尿病的诊治新进展 衢州市第三医院 王国民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15 基层医院危机干预培训班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颜慧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3

2021-03-09-016 会诊联络精神医学培训班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许蔚倩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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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9-017 青少年精神分裂规范化诊疗和研究新进展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褚文浩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2

2021-03-09-018 老年综合评估在老年精神障碍中的应用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吴绍长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19 精神分裂症全病程治疗新进展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金国林 线上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10-001 衰弱在老年常见疾病中的研究进展及管理学习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婵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老年医学 5

2021-03-10-002 老年常见泛血管疾病诊治进展学习班 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李维郑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老年医学 5

2021-03-10-003
基层医疗机构老年慢性心肺疾病规范化诊疗与康复

培训班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孙士芳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老年医学 4

2021-03-10-004 老年共病健康管理和老年人综合照护 宁波市第一医院 姚麒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老年医学 5

2021-03-10-005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疾病诊治及其营养干预 温州老年病医院 张胜靖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老年医学 3

2021-03-10-006 DRGS 下的老年慢病管理 永康医院 方小可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老年医学 5

2021-03-10-007 基层医院老年性认知功能障碍诊断治疗新进展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朱满连 线上 临床内科学 老年医学 5

2021-03-11-001 骨与软组织肉瘤的临床规范化诊治与新进展 浙江省肿瘤医院 方美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3

2021-03-11-002 食管癌多学科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娄广媛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4

2021-03-11-003 晚期头颈部及颅脑肿瘤规范诊治与新进展 浙江省肿瘤医院 方美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3

2021-03-11-004 风湿疑难病论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孙莉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3

2021-03-11-005 物联网在社区慢性呼吸疾病分级诊疗中的应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徐慧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3-11-006 基层医生骨质疏松规范化诊治培训 温州市中心医院 李素蘋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3

2021-03-11-007 肿瘤 MDT 模式在基层医院中的推广 嘉兴市第二医院 范耀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4

2021-03-11-008 综合医院睡眠障碍疾病诊治新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海宁康华医院 左惠榕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3

2021-03-11-009 基层医院老年综合征早期筛查和规范化诊治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范虹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3-11-010 基层医院心电网络化技术及诊断书写规范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张建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3-11-011 基层医院医共体模式下的癌痛规范化治疗培训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佩祯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3-11-012 医共体模式下晚期胃癌治疗新进展 诸暨市人民医院 朱小勇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3-11-013 基层医院肝胆胰恶性肿瘤内科诊治能力提升学习班 常山县人民医院 管子华 线上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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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4-01-001 胃食管反流及疝和减重外科研讨会 浙江省人民医院 王知非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02 血管外科介入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医师协会 张鸿坤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03 医共体模式下甲状腺肿瘤规范化诊治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王学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04 基层医院下肢静脉曲张日间手术技术与管理 桐庐县中医院 纪文健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05 甲状腺乳腺疾病微创技术的推广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丁锦华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3

2021-04-01-006 结直肠癌围手术期 ERAS-MDT 策略应用及进展 瑞安市人民医院 周瑞耀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3

2021-04-01-007 基层医院乳腺外科常用技术普及学习班 乐清市人民医院 朱建东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2

2021-04-01-008 造微入妙—肝胆胰微创外科与快速康复推广论坛 嘉兴市第一医院 周鸿鲲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09 基层医院乳腺疾病的规范化诊治 海宁市中医院 冯国清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0
乳腺良恶性疾病规范化诊治在基层医院的推广培训

班
海盐县人民医院 张芸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1 基层医院肝胆胰肿瘤营养与治疗进展研讨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邵惠江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2 腹腔镜技术在肝胆胰疾病诊治应用新进展 绍兴市中心医院 吴志明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3 《急腹症诊治新进展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舟山市定海区中心医院 郑国庆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4 加速康复外科指导下微创技术在普外科中的应用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德兴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4

2021-04-01-015 基层医院急性下肢缺血性疾病规范化处置培训班 衢州市人民医院 程国兵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2-001 胸部创伤规范化诊治新进展研讨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李晨蔚 线上 临床外科学 心胸外科学 5

2021-04-02-002 小肺癌的早期诊断与治疗进展 舟山医院 陈志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心胸外科学 5

2021-04-03-001 小儿烧伤救治新理念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范友芬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烧伤外科学 5

2021-04-04-001 出血性脑卒中微创治疗新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楼林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3

2021-04-04-002 颅神经微血管减压的诊疗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涂明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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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4-003 基层医院急性脑出血早期血肿扩大的诊断和治疗 瑞安市人民医院 娄晓辉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3

2021-04-04-004 颅内感染继续教育学习班 长兴县人民医院 吕中华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4-005 神经介入放射学在基层医院的规范化应用 嘉兴市第二医院 周海航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4

2021-04-04-006 基层医院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颅高压分层管理 海盐县人民医院 孙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4-007 基层高血压脑出血微创治疗新进展 海宁市人民医院 王冠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3

2021-04-04-008 基层医院脑血管疾病的诊治规范及新进展 诸暨市人民医院 赵明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4-009 颅脑创伤后并发症处理新进展 义乌市中心医院 陶志强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4-010 脊髓肿瘤诊疗新进展 柯城区人民医院 占国勇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4

2021-04-04-011 基层医院破裂颅内动脉瘤的急诊处理及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胡小铭 线上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5-001 2021 年浙江省泌尿外科学、男科学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谢立平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02 前列腺癌精准综合诊疗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余志贤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03 膀胱癌的诊断和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宁波市医学会 严泽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3.5

2021-04-05-004 前列腺癌诊治新进展 鄞州区第二医院 朱伟智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3

2021-04-05-005 尿控盆底功能重建学习班 鄞州区第二医院 杨剑辉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06 人工智能联合 mpMRI 在前列腺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汤建儿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4

2021-04-05-007 男性不育诊治新进展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邵生声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08 超微通道经皮肾镜碎石新技术学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邬凌峰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09 县域医共体常见老年泌尿外科疾病的规范化诊治 宁海县第一医院 翁责茗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10 泌尿系结石的微创诊疗新进展 绍兴市中心医院 钱卫良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11 泌尿系结石的微创治疗与风险防范 金华市人民医院 吴慧玲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2.5

2021-04-05-012
县域医共体模式下前列腺癌的MDT诊治在基层医院的

推广和应用
义乌市中心医院 李韧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13 前列腺癌诊治新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俞洪元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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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5-014 体外冲击波碎石高峰论坛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

泽医院
李飞平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15 基层医院泌尿外科适宜转化技术提高学习班 台州市立医院 张海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3

2021-04-06-001 周围神经卡压及损伤 宁波市第六医院 李学渊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显微外科学 5

2021-04-06-002 下肢组织缺损修复重建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毛海蛟 线上 临床外科学 显微外科学 5

2021-04-07-001 骨关节感染诊断与治疗新进展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费骏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

2021-04-07-002 脊柱退行性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吴世良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4

2021-04-07-003 骨科微创手术县域医共体应用进展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林栋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04 足踝部损伤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毛海蛟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05 肩肘创伤新技术学习班 宁波市第六医院 庄云强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06 膝关节周围截骨新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宁波市第六医院 李明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07 老年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的诊疗进展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勇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08
县域医共体下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及快速康复的治

疗进展
平阳县人民医院 叶克勇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

2021-04-07-009 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的诊疗规范及新进展 瑞安市人民医院 汤呈宣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10 医共体内髋部骨折 ERAS 理念全程管理 安吉县人民医院 朱求亮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11 基层医院老年骨质疏松骨折的诊疗进展 海盐县人民医院 朱海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

2021-04-07-012 踝关节周围创伤新进展 嘉兴市第二医院 许伟斌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13 肩肘外科基础与临床推广应用 嘉兴市第一医院 蒋毅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

2021-04-07-014 医共体模式下糖尿病足及骨感染的治疗 绍兴市中心医院 方斌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

2021-04-07-015 髋关节骨折置换术后脱位处理与预防 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 杨志平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16 老年髋部骨折快速康复学习班 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志龙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17 腰椎退行性疾病微创技术在基层医院的应用与推广 余姚市人民医院 游新茂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5

2021-04-07-018 肩关节疾病诊治学习班 台州骨伤医院 郭翱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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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7-019 脊柱外科新技术学习班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滕晓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4

2021-04-07-020 缝合技术在骨科手术中应用的新进展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丁凌志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

2021-04-07-021 肱骨近端损伤的治疗新进展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蒋正辉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3

2021-04-07-022 健共体模式下围关节骨折的手术治疗策略 玉环市第二人民医院 冯济陈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23 基层医院足踝常见伤病的诊治进展 丽水市中心医院 叶方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4

2021-04-08-001 胸部肿瘤多学科诊治学习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赵强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3

2021-04-08-002 乳腺癌双全（全程全方位）管理模式推广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李旭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3

2021-04-08-003 基层医院胃肠肿瘤微创治疗技术论坛 嘉兴市第一医院 李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3

2021-04-08-004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现状及新进展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徐峰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5

2021-04-08-005 甲状腺分化型癌规范化治疗在基层医院推广 绍兴市中心医院 方孙阳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5

2021-04-08-006 乳腺癌全程管理的临床策略及在基层医院的推广 绍兴市中心医院 方孙阳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5

2021-04-08-007 社区医生肿瘤专业素养培训班 台州市立医院 杨林军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5

2021-04-08-008 甲状腺癌诊治热点领域新进展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潘印 线上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5

2021-04-09-001 立体定向微创技术在基层医院神经外科的应用 宁波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聂晟 线上 临床外科学 颅脑外科学 5

2021-04-11-001 围手术期抗栓优化管理培训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楼新江 线上 临床外科学 外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4-11-002 浙中小儿外科培训班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章立峰 线上 临床外科学 外科学其他学科 2

妇产科学 68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5-01-001 宫腔疾病诊治进展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吕雯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02 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疾病的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朱雪琼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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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1-003 妇科肿瘤的规范化诊疗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颜笑健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

2021-05-01-004
基层医院妇科微创技术规范化培训及诊治进展学习

班
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 方淑英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05 保护生育力研讨班 杭州市临安区中医院 黄爱武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06 基层医院妇科微创治疗进展 浙江萧山医院 寿坚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07 基层医院妇产科常见病诊断新进展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王亮英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4

2021-05-01-008 基层医院女性慢性盆腔痛诊治及长期管理学习班 余杭区妇幼保健院 陶冶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09 卵巢癌临床诊治进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姜亚芬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0 社区医疗在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长期管理中的作用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张晶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1 产后盆底疾病防治的多学科合作与整体康复技术 宁波明州医院 许琴仙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2
妇科手术加速康复（ERAS）在基层医院规范化应用研

讨班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

体
沈彩糯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3 宫腔镜规范化诊治学习班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汪期明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4 宫颈与下生殖道癌前病变诊治规范化培训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沈平绒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5 基层医院妇科常见疾病规范化诊治及进展 慈溪市人民医院 陈孟君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6 基层医院妇科内分泌及相关疾病诊疗培训班 泰顺县人民医院 陈海青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7 基层医院避孕技术与临床实践经验推广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郑海雪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18 阴道内镜技术与并发症防治学习班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任月芳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

2021-05-01-019 基层医院妇科疾病诊治学习提高班 长兴县妇幼保健院 潘晓平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20 卵巢肿瘤规范化治疗及进展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陶素萍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21 基层医院宫颈疾病诊治规范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徐兴云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

2021-05-01-022 基层医院妊娠合并妇科良恶性肿瘤的诊疗规范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唐雪栋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

2021-05-01-023 阴道镜技术在基层医院宫颈疾病规范诊治中应用 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沈娟慧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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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1-024 基层医院的妇科内分泌常见疾病的诊治培训班 浙江省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邢丽英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

2021-05-01-025
基层医院妇科常见病的规范化诊治及微无创技术的

应用
绍兴第二医院 陈萍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26 基层医院宫颈癌综合防控能力提升培训班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符孜牧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27 围绝经期保健知识与临床技能新进展学习班 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王飞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28 妇科肿瘤及内镜治疗的热点与前瞻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胡旻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29 妇科手术数字化智能导航及精准解剖义乌论坛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朱斌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30 医联体背景下基层医院妇科内分泌进展学习班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蒋珺瑛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31 面向基层的妇科肿瘤诊治新进展热点学习班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赵秀敏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32 流产后关爱(PAC)项目在基层医院的持续推进 台州市立医院 郭丙静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

2021-05-01-033 基于县域医共体模式下宫颈疾病的规范化诊治 玉环市人民医院 王金辉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34 妇科微创治疗与快速康复（ERAS）在基层医院的应用 丽水市中心医院 周丽红 线上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5

2021-05-02-001 现代化产房及产房急重症管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许张晔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02 围产急重症诊疗新策略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文淼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3.5

2021-05-02-003 前置胎盘多学科联合诊治研究进展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陈安儿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04 产科危重症诊治热点问题进阶课程 温州市人民医院 胡艳君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05 产科母婴保健技术进阶培训班 温州市人民医院 孙晓妙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3

2021-05-02-006 基层医院多胎妊娠管理提高班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李琼珊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07 围产营养与代谢性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孟迪云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3

2021-05-02-008
基层医院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全程规范化诊治新进展

与质量控制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艾玲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09 妊娠合并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诊治进展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董金华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10 自身免疫性疾病合并妊娠的规范化管理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沈华祥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11 新指南下基层医院双胎妊娠的安全管理进展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朱晖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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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2-012 后疫情时代分娩室管理模式改变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张坚贞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13 双胎妊娠的连续性管理在基层医院中的推广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冯英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4

2021-05-02-014 现代产后整体康复规范及进展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管宇宏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4

2021-05-02-015
基层医院产科常见危急重症规范化诊治新进展学习

班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徐华林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16 产程管理相关问题研讨班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史骁梁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17 基层医院产科新进展的推广及应用 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院 吴朝勇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18 提升基层医院产科危急重症救治能力与实践培训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张长英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19 基层医院产房安全的建设与实践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卢彩玲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0 台州市产科危急重症诊治学习班 台州市立医院 赵淑清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1 医共体模式下常见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规范诊治 三门县人民医院 孙爱密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2 基层产科合并症及并发症的规范处理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怡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3 基层医院妊娠期营养代谢性疾病的规范化管理 温岭市妇幼保健院 蔡林燕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4 重复剖宫产热点问题探讨 义乌復元私立医院 施江平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5 基层医院双胎妊娠的规范化管理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彩球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6 妊娠合并症处理热点论坛 浙江省台州医院 金筱筱 线上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3-001 反复妊娠丢失筛查与诊治策略研讨班 浙江省人民医院 舒静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02 电生理技术在盆底康复中的应用 浙江医院 周锦红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03 妇科恶性肿瘤的精准治疗策略继续教育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陈雅卿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04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盛少琴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05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长期管理 苍南县人民医院 林苏云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3

2021-05-03-006 不孕症的规范性治疗在基层医院的应用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王丽萍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07 生殖遗传与不孕不育诊治进展学习班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夏舟岚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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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3-008
基层出生缺陷及遗传病多学科综合防控经验交流学

习班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沈双双 线上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儿科学 37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6-01-001 儿科感染性疾病研究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卢朝升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2 儿童危重症识别监测适宜技术和规范化诊治新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蒋春明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3 儿童哮喘和变态反应性疾病诊治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绪阳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4 儿科高级生命支持 杭州市儿童医院 楼毅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5 儿童消化及过敏性疾病诊治新进展 杭州市儿童医院 汤卫红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6 大骨龄矮小症患儿的临床治疗新进展 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 陈双忠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7
基层医院儿童变态反应性疾病及适宜技术推广学习

班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王孙尧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8 儿科学前沿技术与临床应用 宁波市第一医院 叶启东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09
基层医院常见的儿童神经系统疾病及相关疾病规范

化诊治研讨班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何艳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10
基层医院小儿心血管系统疾病新进展适宜技术规范

化培训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俞蓓蓉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11 男性青春发育异常的诊治学习班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施红波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2

2021-06-01-012 基层医院儿童呼吸系统常见疾病诊治进展 乐清市人民医院 张冰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

2021-06-01-013 基层医院儿科常见病诊疗 瑞安市人民医院 金国信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14 基层医院儿科急危症的规范化诊治进展 泰顺县人民医院 赵俊杰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15 医共体模式下儿童急救网络建设 北仑区人民医院 王海燕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16 基层医院儿童百日咳检测及诊疗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叶金艳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17 基层医院儿童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规范化诊疗继续 海宁市人民医院 沈群华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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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习班

2021-06-01-018 青春期矮身材患儿的规范化诊疗 海宁市中心医院 陈小红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

2021-06-01-019 基层医院小儿呼吸系统疾病诊治进展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姚欢迎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20 城市化县域儿童过敏性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嵊州市人民医院 黄新园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

2021-06-01-021 基层医院儿童生长发育相关性疾病学习班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王侃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

2021-06-01-022 从院内到院外：早产儿营养规范化管理 义乌市中心医院 龚向英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2

2021-06-01-023 青春期医学诊治进展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赵佳佳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24
基层医院儿童慢性咳嗽中西医诊治新进展及应用学

习班
丽水市人民医院 林建军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5

2021-06-02-001
儿童胃肠与肛肠功能障碍及结构异常疾病的规范化

诊治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陈杰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外科学 5

2021-06-02-002 儿童腔镜技术在基层医院的推广应用 浙江省台州医院 罗春芬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外科学 4

2021-06-03-001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诊治进展 杭州市儿童医院 周素芽 线上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3

2021-06-03-002 早产儿疾病规范化诊治及新进展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

幼保健院）
莫蔚农 线上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5

2021-06-03-003 基层医院早产儿救治技术培训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王为红 线上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5

2021-06-03-004
基层医院危重症新生儿诊疗技术和区域性转运网络

闭环管理与质控学习班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富琴琴 线上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5

2021-06-03-005 新生儿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新进展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黄华飞 线上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5

2021-06-03-006 早产儿多学科管理及救治进展学习班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陈淑君 线上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5

2021-06-03-007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诊治及院感防控新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王丽珍 线上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3

2021-06-04-001 小儿癫痫及儿童神经系统疾病诊治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林忠东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6-04-002 儿童风湿免疫病的早期识别及多学科合作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郑雯洁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6-04-003 特殊状态下儿童免疫接种和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处置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朱利华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学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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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

2021-06-04-004 儿童营养性疾病诊疗新进展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刘惠娟 线上 儿科学 儿科学其他学科 5

眼、耳鼻咽科学 11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7-01-001 耳鼻喉科危重症炎症性疾病的诊治规范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贺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5

2021-07-01-002 过敏性疾病新进展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何勇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4

2021-07-01-003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内镜技术学习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王耀文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4

2021-07-01-004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影像解剖技术学习班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张祥宝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5

2021-07-01-005 耳内镜外科基础解剖及临床实践 台州市立医院 李勇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3

2021-07-02-001 眼科学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姚克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5

2021-07-02-002 2021 钱江儿童眼科论坛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

省儿童保健院）
史彩平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5

2021-07-02-003 基层医院糖尿病眼底智能筛查与规范化管理研讨班 海宁市人民医院 朱萍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5

2021-07-02-004 眼科影像诊断新进展培训班 金华眼科医院 王新丹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4

2021-07-02-005 糖尿病眼部并发症诊疗新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项振扬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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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2-006 基础医院屈光及白内障手术新进展学习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俞颂平 线上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3

口腔医学 3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8-01-001 现代根管治疗技术规范 杭州口腔医院 郑红霞 线上 口腔医学 口腔内科学 4

2021-08-02-001 骨性错颌畸形的多学科联合治疗 宁波口腔医院 潘凌峰 线上 口腔医学 口腔外科学 4

2021-08-04-001 口腔种植外科与修复技术新进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〇三医院
王利民 线上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 5

影像医学 51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9-01-001 缺血性脑卒中的影像评估 浙江省人民医院 陈方宏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2

2021-09-01-002
消化道疾病影像检查和诊断规范化在基层医院的应

用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李强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03
基层医院急诊创伤影像规范化检查及应用进展学习

班
余姚市人民医院 姚伟根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04 乳腺癌影像诊断与进展 温州市中心医院 都继成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3

2021-09-01-005 骨关节损伤影像诊断基层提高班 湖州市中心医院 郑屹峰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06 腰腿痛的影像学诊断及介入治疗新进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〇三医院
陈兴灿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07 县域医共体模式下急腹症影像诊断能力提升学习班 绍兴第二医院 徐宏伟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08
肺小结节多学科联合 AI诊疗在早期肺癌筛查中的应

用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韦明珠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09
乳腺新技术及影像规范化报告在医共体医院的推广

学习班
绍兴市中心医院 徐阿巧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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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1-010 多模态 MRI 技术在膝关节软骨损伤诊治中的应用 绍兴市中医院 蒋廷宠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1 云影像的医疗协同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余忠强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2 CTA 规范化检查与质量控制学习班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胡劲松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3 胸腹部疾病影像诊断新进展在基层医院应用 衢州市人民医院 朱希松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4
基层医院急性脑血管病影像综合平台搭建及技术推

广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丹江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5 肝脏疾病磁共振诊断新进展培训班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汪国余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6 高场磁共振新技术应用与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丁建荣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3

2021-09-02-001 盆底疾病超声诊治新进展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徐英姿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4

2021-09-02-002 超声临床新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许世豪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3

2021-09-02-003 基层医技人员超声诊断知识培训班 浙江省基层卫生协会 赵博文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04
超声新技术在生殖医学及早中孕筛查中的应用新进

展
杭州市中医院 涂美琳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05 超声心动图技术在基层医院应用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高继康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06 超声造影在临床疑难病例中的应用 宁波市第一医院 张盛敏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07 浅表及外周血管超声在基层医院的推广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贲志飞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08 急重症超声规范及新技术进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陈赛君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09 甲状腺乳腺疾病超声诊疗规范化及新进展 苍南县人民医院 杨章慧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10 胃肠超声在小儿肠套叠诊治的临床应用学习班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陆文明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2

2021-09-02-011 基层医院儿科超声培训班 绍兴第二医院 章萍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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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2-012 腹腔镜超声在术中的应用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徐飞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3

2021-09-02-013 介入性超声基础与新进展 温州市人民医院 夏建克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14 甲乳及妇科疾病微创诊疗新进展 浙江省荣军医院 孟彬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15 围术期经食管超声心动图的应用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林仙方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2

2021-09-02-016 基于超声介入结合中医针麻的临床应用 义乌市中医医院 龚海英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17 危重症超声医学新进展学习班 衢州市人民医院 周余旺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18 超声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术的规范化操作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赵齐羽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1

2021-09-02-019 心血管超声规范及新技术进展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郑哲岚 线上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2

2021-09-03-001 妇科恶性肿瘤精准放射治疗论坛 浙江省肿瘤医院 楼寒梅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肿瘤学 5

2021-09-03-002 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学习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陈晓钟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肿瘤学 5

2021-09-03-003 基层医院肺癌多学科规范化治疗进展学习班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陈俊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肿瘤学 5

2021-09-03-004 基层医院立体定向放疗规范化学习及应用 东阳市人民医院 张大海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肿瘤学 3

2021-09-03-005 精准放疗在基层医院的应用及推广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应申鹏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肿瘤学 5

2021-09-03-006 医共体模式下癌痛规范化治疗 台州市肿瘤医院 尤光贤 线上 影像医学 放射肿瘤学 5

2021-09-04-001 放射性粒子近距离放疗标准化管理与新技术推广 浙江省肿瘤医院 郑家平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9-04-002 放射诊疗检查中的辐射防护安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任宏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9-04-003 急性脑卒中介入取栓新进展 温州市人民医院 虞希祥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9-04-004 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治疗 温州市人民医院 虞希祥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3

2021-09-04-005 介入技术在内脏动脉疾病的应用与推广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银元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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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04-006
县域医共体影像中心诊疗安全与持续质量提升研讨

班
绍兴市中心医院 翁小波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9-04-007 非血管支架技术在县域医共体的推广应用 绍兴第二医院 徐宏伟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9-04-008 介入治疗在基层医院急症救治中的应用学习班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袁铨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9-04-009
方仓 CT 在发热门诊（新冠肺炎）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学习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冯建钜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2021-09-04-010 腹部介入在基层医院中的应用 浙江省台州医院 季文斌 线上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急诊学 18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0-00-001 医共体区域应急救治能力提高班 临安市人民医院 谢民民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3

2021-10-00-002 老年重症营养支持诊治新进展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甘永雄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2

2021-10-00-003 严重脓毒症急诊早期识别和规范化治疗 宁波市第一医院 贺鹤群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04 急诊严重创伤感染规范诊疗技术与新进展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刘雪兰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05 急诊住培基地师资带教能力提升培训 鄞州区第二医院 刘丽丽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06 高级生命支持在基层医院的应用 温州市人民医院 陈玲珑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07 基层医院急危重症早期识别和处理 苍南县人民医院 庄载受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08 基层医务人员急危重症救治能力提升班 安吉县人民医院 黄因亮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09
中心建设背景下急诊平台的能力提升暨急诊岗位复

训
嘉兴市第一医院 曹伟中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10 基层医护人员应急救护能力提升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周菊珍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11 基层医院内分泌常见危象规范化救治 绍兴市中心医院 朱东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12 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急诊救治培训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于宝军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13 呼吸道传染病基层医院规范化处置学习班 新昌县中医院 徐林根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3

2021-10-00-014 新形势下基层医护人员应对灾害能力提升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章秀梅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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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0-015 县域医共体创伤及意外应对策略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

康集团
陈晨松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16 基层医院严重创伤规范化救治培训班 浙江省台州医院 朱延安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17 生命支持技术在基层医院急诊危重患者中的应用 浙江省台州医院 单仁飞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3

2021-10-00-018 基层医院动物致伤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兰频 线上 急诊学 急诊学 4

医学检验 24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1-00-001 规范化性病实验室诊断技术培训班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胡丽华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02 侵袭性真菌病检验技术新进展 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 高丽娜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2.5

2021-11-00-003 质谱技术的临床应用与新进展培训班
杭州凯莱谱医学检验实验室

有限公司
刘华芬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04 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与管理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兆军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05 结核检验精准诊疗及新技术进展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蔡龙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06
微生物检验与生物安全深度融合及规范化管理培训

班
杭州市西溪医院 朱明利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07 输血医学综合技能提高班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邓丹菲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08 恶性血液病实验室诊断研究新进展 宁波市第一医院 牧启田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09 基层医院住院患者凝血功能管理与输血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马幼丽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4

2021-11-00-010
县域医共体模式下新冠肺炎实验室检测运行体系建

设与质量控制
鄞州区第二医院 岑东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11 基层医院医共体建设检验能力提升班 苍南县人民医院 郭美丽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3

2021-11-00-012 临床免疫学检测技术新进展及质量控制学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沈伟锋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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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0-013 分子诊断技术在基层医院的应用与推广 嘉兴市中医医院 金利民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1

2021-11-00-014 临床常见微生物的诊治实用技术及最新进展 嘉兴市中医医院 张能华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2

2021-11-00-015 基层医院新冠核酸检测能力提升与生物安全防范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凌迎春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16
感染性疾病实验室诊断指标在基层医院的推广 应用

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张丽红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17 基层医院输血闭环管理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杨国灿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18
基层医疗单位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检验处置

能力学习班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卜劲松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19 浅谈基层医院实验室质量管理与提升 金华市人民医院 周益琴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2.5

2021-11-00-020 输血相容性检测及疑难病例分析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孙海芳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21
精益管理在医学实验室落实 ISO15189 质量体系中的

应用
浙江省台州医院 沈波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22 精细化管理在基层医院输血安全中的应用 台州市立医院 刘双春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3

2021-11-00-023 肿瘤精准诊断及研究新进展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陈琪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24
基于医共体模式的细胞形态学分析技术提升及诊断

性报告应用培训班
三门县人民医院 朱凤娇 线上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2-01-001 环境健康综合监测与风险评估技术研讨班 宁波预防医学会 王爱红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

生学
5

2021-12-02-001 临床营养的规范化治疗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叶飒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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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2-002 妊娠糖尿病规范化诊疗与管理新进展研讨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冯丽君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5

2021-12-02-003 慢性病营养治疗及特医食品临床应用 瑞安市人民医院 戴福仁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5

2021-12-03-001 基层儿童保健儿童营养管理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陈晓绒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儿少卫生与妇幼卫

生学
3.5

2021-12-06-001 真菌毒素和蘑菇毒素检测新技术培训班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小民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5

2021-12-06-002 高致病性微生物检测新技术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勇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卫生检验学 5

2021-12-07-013 县域医共体公卫人员慢性病防治临床技能提升班 衢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姜宪尘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1 健康促进学校理论与实践培训班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雪海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2 麻风病防治技能培训班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吴李梅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3
新冠疫情防控下成分献血智能化风险管理与控制新

进展
浙江省血液中心 林彩霞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4 过敏性疾病预防控制新进展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陈志敏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5 新媒体背景下健康科普创作和传播能力培训 浙江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徐锦杭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6 慢性病的干预技术及新进展 杭州市预防医学会 罗军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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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7-007
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技术在新冠肺炎等新发传染病控

制中的应用与实践
余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涛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8
新冠疫情形势下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流程再优化和感

控新策略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陆锦琪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09 基层医院新发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和实践 嘉兴市第一医院 时粉娟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3

2021-12-07-010 基层医院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能力提升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蒋景华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11 基层医疗机构健康教育传播技能提高班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张宏卫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12 基层医院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监测培训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章哲华 线上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药学 18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3-01-001 区域一体化药学服务与临床研究培训 浙江省人民医院 张轶雯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3

2021-13-01-002 药师处方审核实践与技能培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观样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03 临床研究方法与项目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刘健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04 癌痛规范化治疗药学工作模式及能力建设研讨会 浙江省抗癌协会 张国兵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05 基层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与临床合理用药培训班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徐颖颖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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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3-01-006 医药护协作模式下的心血管药物治疗管理实践 宁波市第一医院 朱素燕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4

2021-13-01-007 DRGs 下的基层药学服务技能提高培训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陈猛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08 2021 年舟山药学质量体系构建论坛 舟山医院 郑怀宇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09
“互联网+药学服务”模式下精神科患者用药安全管

理
衢州市第三医院 江益娟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10 基层医院药师参与难治性癌痛规范化诊疗 MDT 实践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齐兵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3

2021-13-01-011 慢病管理的药学服务模式在基层医院的探索和推广 台州市立医院 王石健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12 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新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蒋正立 线上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3

2021-13-04-001 基于智慧药学提升药事管理质量 浙江省肿瘤医院 方罗 线上 药学 药事管理学 5

2021-13-04-002
县域医共体下药学服务体系建设及审方能力提升研

讨班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谢明华 线上 药学 药事管理学 5

2021-13-04-003
县域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药师参与慢病网格化管

理能力提升学习班
长兴县中医院 董艳 线上 药学 药事管理学 5

2021-13-04-004 慢病药学服务探索 嘉兴市中医医院 方瑞华 线上 药学 药事管理学 1

2021-13-04-005
医共体下糖尿病患者合理用药与“互联网+”综合管

理研讨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陈叶红 线上 药学 药事管理学 5

2021-13-04-006 中成药合理用药技能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唐志华 线上 药学 药事管理学 5

护理学 18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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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4-01-001 肿瘤化疗患者血管通路管理与实践学习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黎昕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02 难治性癌痛规范化护理与临床实践 浙江省肿瘤医院 丁群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3

2021-14-01-003 肺癌免疫治疗护理新进展 浙江省肿瘤医院 方晓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3

2021-14-01-004 全科护理与健康促进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姚梅琪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05 心脏加速康复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
俞申妹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06 多学科协同模式下糖尿病综合管理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袁静云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07
心血管重症患者护理风险评估与心电监护实用技术

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金金花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08 心血管介入围术期一体化护理管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美兰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3.5

2021-14-01-009 基于平战结合的传染病护理能力提升学习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薛黎明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4

2021-14-01-010 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护理安全管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秦苇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4

2021-14-01-011 化疗所致恶心呕吐（CINV）的护理管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金玉爱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12 居家腹膜透析患者护理精细化管理 浙江省护理学会 殷晓红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13 老年心血管介入患者围术期安全管理提高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王红幸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14 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慢病护理技术提高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赵敏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15 基于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综合性护理研讨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郑佩君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16 中医康复护理技术在心脏康复中的应用学习班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郑亚华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3

2021-14-01-017 基层医院呼吸危重症患者护理风险管理提高班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刘旻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18 基层医院心内介入治疗护理新进展 湖州市中心医院 辛洪玉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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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1-019
基层医院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全程照护能力提

高班
湖州市中心医院 江瑞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0 基于多中心建设下的心血管急危重症护理新进展 嘉兴市第二医院 于志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1 基于“房颤中心”建设下的患者全程管理与实践 嘉兴市第二医院 周建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2 预见性思维在急危重患者护理管理中的探讨与实践 嘉兴市第一医院 徐海珍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3 新形势下基层医院传染性疾病护理能力提高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居俏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4 基层医院结缔组织病规范化诊疗护理新进展 嘉兴市第一医院 马娟妹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5 胰岛素注射研究进展与护理创新 嘉兴市第一医院 邹翼霜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6
基于“互联网+护理”背景下常见慢病护理综合能力

提高班
嘉兴市康慈医院 徐丽芬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7
“互联网+护理服务”背景下护理人员照护能力提升

班
绍兴第二医院 王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8 基层医院血气分析质量控制及实践应用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杨翠英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29 医养结合模式下老年护理培训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陈秀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30 “医院-家庭-社区”一体化心脏康复护理实践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吕巧霞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31 基层医院呼吸慢病规范化管理培训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俞瑛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32 基层医院糖尿病全程规范化管理提升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陈莹莹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33
互联网+护理在基层医院慢性伤口延续护理的实践与

探索
嵊州市人民医院 吴莲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3

2021-14-01-034 慢性气道疾病肺康复护理新进展 金华市中心医院 蒋淑贞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3

2021-14-01-035
基层医院在医养结合模式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护理

新进展
衢州市人民医院 徐淑芬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36 糖尿病护理管理新进展 衢州市人民医院 陈云仙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37 肿瘤安全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常山县人民医院 江红梅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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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1-038 基层医院内镜中心感染控制新进展 常山县人民医院 洪芳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39 基层医院综合卒中中心护理体系构建与应用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毛慧萍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40 新冠疫情下基层医院感染病学护理实践 丽水市人民医院 吴金香 线上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1 造口及皮肤管理新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裘丹英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2 泌尿系肿瘤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蔡一波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3 基于循证的慢性骨髓炎围手术期护理新进展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徐红燕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4 脑血管病外科治疗的精细化管理与护理实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封秀琴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5 眼科手术感染防控技术与护理精细化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许素惠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6 骨科围手术期的加速康复理论与实践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李云霞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7 四肢骨折儿童应激的心理干预与护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谊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4.5

2021-14-02-008 围术期急性疼痛的多维度管理实践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夏丽敏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09
腹腔镜肠癌术后肠造口一体化管理在基层医院的推

广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虹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3.5

2021-14-02-010 基层医疗机构慢性伤口造口诊治规范化学习班 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林艳丽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1 老年胃肠肿瘤患者营养规范化治疗和护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王春英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2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社区基层脑卒中规范管理培训班 温州市护理学会 朱丽娟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3 快速康复护理在神经重症患者中的应用培训班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董利英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4
ERAS 理念下基层医院老年髋部骨折流程管理与实践

新进展
嘉兴市第二医院 周正卫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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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2-015
基于《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指引下的临床实践和创

新
嘉兴市第二医院 陈颖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6 基层医院老年急腹症患者围术期护理新进展 嘉兴市第一医院 全忠英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7 地市级医院疼痛护理创新与实践 嘉兴市第一医院 王黎梅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8 麻醉护理创新与实践 嘉兴市第一医院 夏建妹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19
基层医院老年胸外科患者护理安全规范化管理及新

进展
浙江省荣军医院 闵永华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20 基层医院普外科快速康复护理实践 海盐县人民医院 詹佩娟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21 提高基层医院造口、失禁护理能力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徐华丽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22 骨质疏松性骨折规范化健康教育提升培训班 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 余铁英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23 基层医院老年周围血管疾病护理实践与新进展 新昌县人民医院 俞亚维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24 基层医院眼科预见性护理及质量持续改进 金华市中心医院 梁淑霞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4

2021-14-02-025 基层医院泌尿系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护理新进展 金华市中心医院 沈艳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3

2021-14-02-026 基层医院现代伤口护理理论与实践 金华市中心医院 谢兰珍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2

2021-14-02-027 基层医院骨科快速康复护理新进展 衢州市人民医院 张翠琴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28 信息化平台下基层医院手术室的建设 浙江省台州医院 方芳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3

2021-14-02-029 普外科老年急危重症患者安全管理 丽水市中心医院 潘红英 线上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3-001 妇科患者围手术期康复护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爱妹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3

2021-14-03-002 母婴护理管理与实践 浙江省护理学会 李雅岑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03 基层医院妇产科急危重症护理能力提升 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 林彩霞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04
新形势下基层医院母婴安全精细化管理与护理综合

能力提升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姜慧萍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05 基层医院助产核心能力提升学习班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沈亚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06 基层医院妇产科护理规范化培训学习班 长兴县妇幼保健院 陈祖云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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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3-007 妇产科护理人文环境的构建与实践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蔡英如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08 母乳喂养咨询及健康教育能力提升培训班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方春妹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3

2021-14-03-009 基层医院产科临床护理实践与能力提升班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蔡玉娟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10 县域内围产期居家护理及互联网+服务模式新进展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潘胖娥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11
县域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产科护理安全管理策略与

实践培训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杨兰兰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12 产科急危重症患者护理安全管理与风险防控新进展 金华市人民医院 卢蓉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3

2021-14-03-013
新形势下基层妇幼专科医院围产期母婴管理能力提

升班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朱品俐 线上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4-001
基于循证实践的新生儿科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应

用推广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冯小芳 线上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5

2021-14-04-002 基层医院住院早产儿母乳喂养提升策略学习班 余杭区妇幼保健院 俞香花 线上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5

2021-14-04-003
医供体下基层医院基于护士主导的新生儿病房护理

安全暨新进展学习班
临安市人民医院 杨莎 线上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3

2021-14-04-004 舒适化护理方案在儿科的应用与新进展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吴倩 线上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5

2021-14-04-005 早产儿护理新进展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章黎娟 线上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5

2021-14-04-006 基层医院新生儿护理质量与安全控制研讨班 绍兴市上虞妇幼保健院 朱红芳 线上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5

2021-14-04-007 小儿血液系统疾病诊治及护理新进展 金华市中心医院 余建军 线上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3

2021-14-05-001
基于卒中单元一体化诊疗模式的早期康复护理理论

与实践新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杜丽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02 营养支持护理体系在临床的实践 浙江省人民医院 陈肖敏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03
聚焦精准医疗模式下的妇科恶性肿瘤专科护理实践

核心能力提升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春兰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04 叙事护理在肿瘤患者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浙江省肿瘤医院 俞新燕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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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5-005 肿瘤放射治疗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傅晓炜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06
基于标准化病人模拟教学训练护士临床思维能力学

习班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徐东娥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07 智慧化护理质量管理新模式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宋剑平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08 “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与实践研讨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赵锐祎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09 基于 DRGs 背景下的患者全程管理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俞申妹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0 综合医院精神卫生临床护理能力提升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兰美娟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1 儿童器官移植高级护理实践培训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曾妃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2 重症康复护理实践能力提高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曾妃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3 泌尿男科护理科研创新能力培养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何庆伟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4 DRGs 背景下手术室运营成本控制与绩效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祁海鸥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5 麻醉复苏护理管理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吕凯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6 构建肠内营养护理管理敏感指标体系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晓青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4

2021-14-05-017 体位管理在压力性损伤防护中的应用与实践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缪爱梅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18 老年患者护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郭君怡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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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5-019 消毒供应中心专科器械再处理质量管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周慧芬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0 DSA 手术室规范化管理培训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陈延茹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1 专科护士能力的持续培养与发展 浙江省护理学会 沈丽华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2 微创护理创新实践与进展 浙江省护理学会 朱陈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3 安宁疗护临床实践 浙江省护理学会 项伟岚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4
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背景下的门诊护理创新与提

升研讨班
浙江省护理学会 洪凌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5 疼痛护理管理体系的构建与推广 浙江省护理学会 祁海鸥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6 护理创新及推广学习班 浙江省护理学会 徐双燕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7 社区护理骨干师资培训班 浙江省基层卫生协会 宋亚琴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8 互联网+背景下从业护士数字化服务能力研讨班 树兰（杭州）医院 冯志仙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29 医联体下口腔器械质量管理与实践新进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封亚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0 胸科疾病中西医结合护理管理新进展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姚丽伟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1 基层医院慢性病患者心理护理学习班 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徐红群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2 县域医共体护理同质化管理实践 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 曹秀月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3 基层医院专科护理团队建设与护士能力提升学习班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茹檬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4 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重症护理规范化管理培训班 临安市人民医院 张婷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35 伤口、造口、失禁护理专科化实践及新进展学习班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戴秋君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6 基层医院放射护理品质与安全管理学习班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徐培君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7 医共体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实践与成效 北仑区人民医院 贺秀君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8 县域医共体模式下的“护+”探索与研究 余姚市人民医院 桑依毛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39 医共体模式下护理管理实践与创新 瑞安市人民医院 贾秀眉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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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5-040 基层医院护理信息化建设与实践新进展学习班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韩慧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1 基层医院吞咽障碍规范化管理学习班 嘉兴市第二医院 时美芳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2
基于卒中中心建设下急性脑卒中介入治疗护理新

进展
嘉兴市第二医院 单惠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3 智慧病房管理系统在病房绩效改革中的实践与探索 嘉兴市第二医院 周正卫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4 基于 FMEA 模式的护理安全风险防范新进展 嘉兴市第二医院 程海英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5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临床评估和康复专科护理与技

能学习班
嘉兴市第二医院 朱美红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6 基于多科合作下的疼痛护理管理实践和创新 嘉兴市第二医院 项明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7 失禁 MDT 与盆底康复精准护理研讨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倪利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8 基层医院突发传染病护理防控能力提高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张红燕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49 基层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安全管理与创新 嘉兴市第一医院 张美琪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0 基层医院内镜室护理质量控制与管理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陈敏芳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1 基于国际视角的护理人文素养研讨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潘莉娟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2 医联体模式下创伤中心建设的全流程管理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陈子红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3 基层医院危重症护理精细化管理与创新实践 嘉兴市第一医院 步惠琴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4 基层医院护理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提升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朱志红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5 多学科联合下老年痴呆的整体照护技能学习班 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朱世敏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6
后疫情时代护理人员心理复原及人文环境构建的

探索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娟英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7 以护士为主导基层医院安全给药模式应用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金伟飞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8 癌症患者肿瘤康复技能实践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诸海燕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59 基层医院营养规范化管理模式构建及临床实践讲 绍兴市人民医院 陈江霞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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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班

2021-14-05-060 基层医院危重患者肠内营养实施与管理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周尧英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1 基层医院血液透析护理质量控制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张燕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2 基层医院疼痛规范化护理研讨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章雅杰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3
医联体模式下伤口造口失禁护理及管理新进展学

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朱美丽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4 基于医联体医院急诊护理信息化建设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黄春华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5
中医适宜技术在骨科加速康复中的应用及推广培

训班
绍兴市中医院 黄燕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6
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在卒中康复患者中的实践与推广

学习班
绍兴市中医院 周幼文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7 提升县域医共体医护人员急重症救护能力培训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徐新兰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8 县域医共体护理质量管理工具应用培训班 新昌县人民医院 张满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69
院级静疗专科护士在基层医院静疗管理模式中的探

索与实践
诸暨市人民医院 边春鸽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70
基于“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下的护理质量管理提

升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郭伟利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71 ERAS 理念下基层医院手术室精细化护理新进展 诸暨市人民医院 吴奇玲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72 区域医共体安宁疗护能力提升学习班 舟山市定海区中心医院 沈优红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73 基层医院护理质量与安全规范化培训研讨班 舟山医院 张维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74 基层医院强化专科护理及防范护理风险策略提高班 舟山医院 董美媛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75
医联体模式下基层妇儿专科医院门诊优质护理新思

维与实践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金巧萍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76 新形势下基层医疗机构护理人才的培养 金华市中心医院 倪淑红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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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5-077 基层医院护理质量指标的管理 东阳市人民医院 郭江玲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78 医共体单位癌痛同质化管理能力提升班 东阳市人民医院 施巧完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79 基层医院护理临床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东阳市人民医院 卢晓莉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0 医共体模式下护理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提高班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健红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1 基层医院手术室质量安全创新与实践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吕黛霞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2
互联网+背景下基层医院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居家个

案护理的实践与探索
衢州市第三医院 寿棘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3 基层 ICU 血液净化目标管理与质量控制 衢州市人民医院 吴霞云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4 基于职业价值认知的新入职护士岗位胜任力提升 浙江省台州医院 程凤敏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5
基于 FOCUS-PDCA 的基层医院质量与安全管理体系的

运行实践
台州市立医院 何彩娣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6
县域医共体急救体系建设暨医共体护士急救能力提

升培训班
三门县人民医院 张迎伟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7 县域医院护理管理应急体系建设探索及实践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雅云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88 县域创伤中心建设中急救护理体系构建与实践 天台县人民医院 孙红霞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89 基层医院造口及慢性伤口管理新进展学习班 丽水市人民医院 叶秋玉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90 基层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与实践新进展学习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潘昌玲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91 PICC 全程规范化护理在基层医院的推广应用 丽水市中心医院 蒋慧玲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3

2021-14-05-092
基于信息化物联网技术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的建设

与应用
丽水市中心医院 徐伟丹 线上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医学教育与卫生管理学 25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5-01-001
住院医生临床实践能力考核线上考官培训体系构建

与实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唐碧云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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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5-01-002 临床护理教育创新与师资培训班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张丽青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03 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培训
浙江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

心
缪建华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04 基层医院医学人文素养与职业精神提升培训班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戴盈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3

2021-15-01-005 应用案例讲解拓展临床课题的申报思路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李伟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3

2021-15-01-006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多元化分层递进管理

培训班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章维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07 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护士分层级培训实践与管理 北仑区人民医院 余辉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08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带教能力提升的探索与

实践
嘉兴市第二医院 王晓光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09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模式的探索 嘉兴市第二医院 翟丽萍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10
综合性医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与考核实践模式

探讨
嘉兴市第一医院 孙新华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11 基层医院慢病患者教育管理培训班 诸暨市人民医院 戴淑璐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12
普及基层医护人员慢病健康管理知识和技能，提升区

域慢病管理水平
东阳市人民医院 蔡承红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3

2021-15-01-013 规范化培训中团队情境模拟培训模型的建立与实践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丹嫔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14 基层医务人员医学科普能力提升 椒江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 王为波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医学教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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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 生管理

2021-15-01-015 附属医院临床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培训班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珍珺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2-001 医疗设备管理技术创新与应用 浙江医院 祁建伟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02 医院精细化管理
浙江省卫生健康综合保障

中心
包欢喜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03 医疗质量管理与工具应用培训班
浙江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

中心
胡斌春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04 体检质量的全过程管理培训班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陈彩女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3

2021-15-02-005 基层医务人员质量工具使用能力提升班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任月芳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06
院内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防治体系规范化建设学

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朱良枫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07 日间手术质量安全及信息化管理实践 嘉兴市第二医院 王黎恩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08
后疫情时代基层医院门诊创新服务模式新进展学

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郭英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09
DRG 背景下的基层医院医务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新

进展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舒海荣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10 县域医共体视角下互联网+慢病管理理论与实践 玉环市人民医院 董寅 线上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康复医学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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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6-00-001 心肺及重症康复技术培训及应用推广 浙江医院 朱利月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02 腰椎间盘突出症全周期康复诊疗技能培训班 余杭区第五人民医院 叶亮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03 眩晕的诊治与康复 温州市人民医院 范录平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04 肉毒毒素在康复科的应用 温州市中医院 吴登宠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3

2021-16-00-005 基层医院慢性疼痛疾病的康复治疗 临安市人民医院 魏居瑞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3

2021-16-00-006 心理治疗技术在精神康复中的规范化应用 嘉兴市康慈医院 毛依予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07 基层医院吞咽障碍康复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海宁市人民医院 唐建锋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08 偏瘫患者步态分析与步行能力训练培训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吴月峰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09 基层医院脑卒中康复适用技术新进展培训班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张宏卫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0 基层心脏康复的建设及管理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胡江飚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1 医共体模式下心脏康复技术基层推广应用 仙居县人民医院 都斌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2 常见老年疾病的规范化康复治疗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严静 线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1

全科医学 12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7-00-001 基层呼吸系统疾病预后评估及干预能力提升学习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志翊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02 基于大数据的内镜中心智慧管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张丽青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03 全科医学与社区健康管理能力提升学习班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鹏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04 全面提升基层全科医生服务能力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叶爱莲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05
全科医师对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早期识别及互联网

模式系统化管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陈才敬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06 全科医师《支气管哮喘诊治进展》学习班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邓在春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07 分级诊疗模式下全科医师综合素养提升培训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褚金国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 46 -

2021-17-00-008 2 型糖尿病及高血压基层分级诊疗培训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励丽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09 社区全科医生早期识别常见神经系统疾病 嘉兴市第一医院 王蕾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10 基层医院全科医生冠心病慢病管理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李刚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11 县域医共体下医养结合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新昌县中医院 李明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12 基层医院全科医学建设及全科医生临床思维培训 台州市立医院 陈晨 线上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3

麻醉学 25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8-00-001 心血管疾病患者行非心血管手术的围术期管理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罗佛全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2

2021-18-00-002 紧急气道处理及其新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张运龙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03 肿瘤麻醉围术期管理与癌痛诊疗 浙江省肿瘤医院 方军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04 中西医结合麻醉与镇痛技术的理论和实践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均炉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3

2021-18-00-005 基层医院快速康复外科围术期管理学习班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郑雪珍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06 血液保护与自体输血在围术期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陈骏萍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07 肺部手术围术期并发症防治进展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潘志浩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08 老年精准麻醉及围术期脏器功能保护 北仑区人民医院 曹云飞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09 麻醉科住培基地管理实践与探讨 温州市人民医院 吴艳琴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4

2021-18-00-010 围术期脏器功能保护与产科麻醉新进展 乐清市人民医院 郑海燕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11 基层医院气道管理和麻醉优化技术学习班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磊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3

2021-18-00-012 基层医院麻醉与疼痛护理质量管理及新进展 嘉兴市第一医院 周煦燕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13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麻醉住培教学实践 嘉兴市第一医院 陆雅萍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14 基层医院手术室外麻醉新进展 海盐县人民医院 冯龙锋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15 基层医院舒适化诊疗及慢性疼痛管理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仲俊峰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16 医共体模式下创伤外科麻醉新进展学习班 绍兴市中心医院 郭鹏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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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8-00-017 可视化技术在基层医院麻醉中应用及进展 新昌县人民医院 俞丽君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18 基层医院急诊创伤患者麻醉与安全管理研讨班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陈念平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19 围术期谵妄的预防与治疗新进展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陈元良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4

2021-18-00-020 县域医共体下基层医院麻醉质控管理培训班 常山县人民医院 徐永清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3

2021-18-00-021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骨科的应用与进展 浙江省台州医院 王明仓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22 基层医院老年骨科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 天台县人民医院 洪丰华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3

2021-18-00-023 基层医院高龄患者麻醉与生理机能调控新进展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燕国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24 基层医院急诊患者围术期管理及新进展 丽水市中心医院 王武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3

2021-18-00-025 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麻醉与安全管理培训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王传光 线上 麻醉学 麻醉学 5

重症医学 14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9-00-001 老年重症疾病的诊治规范与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韩芳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02 液体治疗的规范与进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林乐清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4

2021-19-00-003 神经重症新进展 温州市中心医院 汪晓波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04
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中西医结合救治急性肺损伤

的综合技术应用
瑞安市人民医院 何国鑫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3

2021-19-00-005 休克治疗新进展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姜建平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2

2021-19-00-006 基层医院脓毒症 AKI 一体化防治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应利君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07 县域医共体神经重症诊治新进展 绍兴市中心医院 马卫星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3

2021-19-00-008
基于 DRGs 住院患者营养筛查及营养治疗的精细化

管理
诸暨市中医医院 王益斐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09 医联体模式下危重症患者护理质量提升学习班 金华市中心医院 潘利飞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4

2021-19-00-010 基层医院颅脑保护策略进展 东阳市人民医院 张为民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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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9-00-011
重症超声技术在县域医共体医院危重病早期识别与

救治中的应用新进展
常山县人民医院 李小青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12 基层医院急危重症的识别和处理关键技术学习班 玉环市人民医院 郑孝敬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13 VTE 在基层医院的防治与管理规范 舟山市中医院 徐燕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14 CRRT 规范化治疗理论与实践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有

限责任公司
杨向红 线上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7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20-00-001 微生物与皮肤健康 浙江省人民医院 陶小华 线上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5

2021-20-00-002 梅毒诊治新进展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于小兵 线上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3

2021-20-00-003 荨麻疹规范化诊疗培训班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王景权 线上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3

2021-20-00-004 皮肤病诊疗新进展 浙江省医师协会 方红 线上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5

2021-20-00-005 多学科背景下基层医院真菌感染性疾病诊疗学习班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王金燕 线上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5

2021-20-00-006 脱发与甲病的规范化诊疗进展学习班 嘉兴市第一医院 殷文浩 线上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3

2021-20-00-007 光电与微创注射技术在皮肤美容应用新进展 台州市立医院 胡雅玉 线上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 5

核医学 1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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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1-00-001 PET 多模态临床应用 杭州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潘建虎 线上 核医学 核医学 3

医院感染（管理）学 3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22-00-001 常态化新冠疫情下的医院感染管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陈琳 线上

医院感染（管

理）学

医院感染（管理）

学
5

2021-22-00-002 新冠疫情常态下的医院感染及耐药菌防控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阮永春 线上
医院感染（管

理）学

医院感染（管理）

学
5

2021-22-00-003 基层医院重点科室医院感染风险管理策略 开化县人民医院 余秀珍 线上
医院感染（管

理）学

医院感染（管理）

学
5

心理学 2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23-02-001 人际关系治疗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行业协会
黄满丽 线上 心理学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 5

2021-23-03-001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务人员的心理保健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朱桂东 线上 心理学 心理学其他学科 5

卫生法规与医学伦理学 2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24-03-001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与伦理审查学习班 浙江医院 寿晓玲 线上
卫生法规与医

学伦理学
科研伦理 5

2021-24-04-001 新形势下医疗质量管理与医疗风险控制 浙江省医学会 张坚 线上
卫生法规与医

学伦理学
卫生法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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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浙江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线下项目 277 项）

基础形态 2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1-04-006 2021 年浙江省病理学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滕晓东 线下 基础形态 病理学 5

2021-01-04-007 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肺癌规范化诊治与病理实践 诸暨市人民医院 胡孟钧 线下 基础形态 病理学 5

临床内科学 50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3-01-025 心脏功能评估和心脏康复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医院 王伯忠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26 2021 年浙江省心电生理与起搏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郑良荣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27 基层心血管疾病规范诊疗培训班 浙江《心电与循环》杂志社 项美香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28 基于胸痛救治单元网络建设的冠心病诊治能力提升 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袁红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29 心源性脑卒中防治新进展培训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储慧民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30 心衰规范化诊疗与康复管理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周建庆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1-031 基层医院急性冠脉综合征规范化治疗新进展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金晖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3.5

2021-03-01-032 高血压诊治进展基层培训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韦铁民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心血管病学 5

2021-03-02-028 病毒性肺炎的诊治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玉苹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29 肺癌与呼吸介入规范化诊治与进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吕群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4

2021-03-02-030 新形势下的呼吸介入与并发症处理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俞万钧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31 晚期肺癌合并呼吸衰竭的综合性治疗策略研讨班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〇三医院
陈清勇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32 慢阻肺无创呼吸机治疗及康复期管理学习班 义乌市中心医院 吴春玲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2-033 基层晚期肺癌综合治疗及介入诊治新进展 衢州市人民医院 姜建洋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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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2-034 肺癌的精准诊疗及进展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姜爱国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呼吸病学 5

2021-03-03-026 整合心身医学模式下消化心身疾病诊治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王彩花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27 IBD 照护品质(QOC)提高培训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陈焰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3

2021-03-03-028 老年患者舒适内镜规范化操作 浙江医院 郑培奋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29 上消化道早癌内镜手把手培训 浙江省中医院 吕宾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3-03-030 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内镜中心规范化建设 瑞安市人民医院 李荣洲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消化病学 5

2021-04-04-016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新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陈茂盛 线下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3

2021-03-05-015 慢性肾脏病（CKD）综合管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朝生 线下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16 浙江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张萍 线下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5-017
医共/联体中肾病相关心血管及凝血病变 RCA 下的诊

疗进展推广
诸暨市人民医院 周萍 线下 临床内科学 肾脏病学 5

2021-03-06-020 性腺疾病和代谢病 浙江省医学会 谷卫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内分泌学 5

2021-03-07-025 癫痫病学的理论与实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王康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26 广济癫痫论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王爽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27 眩晕疾病诊治进展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吕文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28 癫痫诊治进展继续教育学习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惠琴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2

2021-03-07-029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规范化诊疗 浙江省卒中学会 张建民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30 基层医院卒中防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学习班 海盐县人民医院 马小董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31 基层医院老年期痴呆的识别与治疗学习班 嵊州市人民医院 龚文苹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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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7-032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技术在基层医院的推广

与应用
东阳市人民医院 徐冬娟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33 神经重症诊疗新进展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碧宏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7-034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规范化诊治与新进展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志敏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3

2021-03-07-035
基层医院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规范化诊疗与全程管

理学习班
丽水市中医院 邱伟文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神经内科学 5

2021-03-08-013 疑难危重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思维： 从经验到精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卢明芹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14 感染病诊治进展培训班 浙江省医师协会 李兰娟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15 感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裘云庆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16 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核病及其危重症新进展研讨班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蔡青山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8-017 新突发传染病重症患者救治技术 树兰（杭州）医院 汤灵玲 线下 临床内科学 感染病学 5

2021-03-09-020 睡眠疾病诊疗新进展 浙江省医师协会 阮列敏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21 脑认知评估在常见精神障碍诊疗新进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骆宏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4

2021-03-09-022 精神疾病的临床规范诊疗及进展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陈致宇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23 睡眠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培训班 宁波市康宁医院 禹海航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24 认知障碍的诊疗和照护新进展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钱敏才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09-025 青少年焦虑障碍的识别与治疗 衢州市第三医院 胡伟明 线下 临床内科学 精神卫生学 5

2021-03-11-014 风湿病相关肺血管及肺间质疾病诊治进展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薛静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3-11-015 胸部肿瘤一体化诊疗新进展 浙江省抗癌协会 赵琼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3-11-016
基层医院肿瘤支持治疗（无饿、无呕、无痛、无毒、

无忧、无栓）学习班
余姚市人民医院 陈幼芬 线下 临床内科学 内科学其他学科 3.5

临床外科学 4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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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1-016 造口与慢性伤口治疗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钟紫凤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7 胆管癌的综合诊治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李江涛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8 外周血管瘤与脉管畸形诊疗技术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陈兵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19 肝胆胰外科微创技术规范化培训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虞洪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20 胃肠肿瘤腔镜微创外科西湖论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王先法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4

2021-04-01-021 肝胆胰疾病及代谢疾病的微创治疗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张成武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22 减孔腹腔镜手术在结直肠外科中的临床应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中林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4

2021-04-01-023 胃肠肿瘤微创诊治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应荣超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24 2021 年外科临床营养支持继教班 树兰（杭州）医院 叶再元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3.5

2021-04-01-025
基于地市级医院乳腺癌患者大数据的全程管理与

应用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吴伟主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4

2021-04-01-026 机遇和挑战：精准医学时代肝胆胰外科的发展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陆才德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27 基层医院胃肠肿瘤 MDT 诊疗应用及进展 瑞安市医学会 金凯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28 疝和腹壁外科新技术在基层医院的推广应用 湖州市中心医院 魏云海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4

2021-04-01-029 肿瘤多学科讨论（MDT）在晚期胃癌转化治疗的应用 丽水市中心医院 徐宏涛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1-030 丽水市胃肠肿瘤诊治进展学习班 丽水市人民医院 梅祎军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4

2021-04-01-031 基层医院腹外疝手术并发症的防治 嘉兴市第一医院 徐鹿平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普通外科学 5

2021-04-02-003 2021 年浙江省胸外科学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胡坚 线下 临床外科学 心胸外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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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2-004 基层医院胃食管返流性疾病的诊治进展有讲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喻光懋 线下 临床外科学 心胸外科学 5

2021-04-03-002 2021 年浙江省烧伤外科及创面修复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韩春茂 线下 临床外科学 烧伤外科学 5

2021-04-04-012 显微血管吻合技术培训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张建民 线下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4-013 经皮脊柱全内镜新技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朱永坚 线下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3

2021-04-04-014 2021 年浙江省神经外科学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詹仁雅 线下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4-015 神经介入技术新进展 浙江省医师协会 许璟 线下 临床外科学 神经外科学 5

2021-04-05-016 泌尿系结石研究与诊疗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徐刚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3

2021-04-05-017 泌尿外科腔内微创技术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李恭会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18 泌尿系肿瘤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余志贤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19 前列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宁波市医学会 严泽军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5-020 边缘供肾的评估、修复及利用 鄞州区第二医院 翁国斌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泌尿外科学 5

2021-04-06-003 2021 年浙江省医学会显微外科暨手外科学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章伟文 线下 临床外科学 显微外科学 3

2021-04-07-024 骨科数字化技术下髋关节前入路置换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吴浩波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25 骨折术后感染及相关并发症的诊断及治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李杭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26
脊柱退行性疾病的诊治进展与脊柱外科微创技术学

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李方财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27 骨盆骨折、髋臼骨折规范化治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李伟栩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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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7-028 骨科临床新技术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医学会 叶招明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29 2021 年浙江省运动医学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夏冰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0 四肢先天畸形诊疗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医师协会 高伟阳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1 骨科内窥镜技术应用新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六龙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2 腕关节损伤新技术学习班 宁波市第六医院 王欣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3 骨质疏松症规范化诊疗进展与适宜技术推广 宁波市第六医院 陈剑明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4 保髋保膝的临床实践与进展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

总队医院
曾忠友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5 退变性腰椎侧弯及颈椎畸形的诊疗进展研讨班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

队第九〇三医院
卢一生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6 膝关节疾病及损伤的治疗进展 台州市立医院 孔劲松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7-037 脊柱微创技术推广培训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何登伟 线下 临床外科学 骨外科学 5

2021-04-08-009 恶性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沈淑蓉 线下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4

2021-04-08-010 腹腔镜胃癌外科规范化治疗推广应用提高班 湖州市中心医院 魏云海 线下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4

2021-04-08-011 乳腺癌精准治疗高峰论坛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戴岳楚 线下 临床外科学 肿瘤外科学 5

2021-04-11-003 县域医共体建设下多发性创伤的诊治进展 绍兴市中心医院 屠传建 线下 临床外科学 外科学其他学科 5

妇产科学 24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5-01-035 妇科内镜技术与女性保留生育功能诊疗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郑伟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36 妇科肿瘤诊断与精准治疗新进展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浙

江省妇女保健院）
程晓东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37 妇科恶性肿瘤精准化全程管理进展 浙江省人民医院 寿华锋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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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1-038 妇科恶性肿瘤规范化手术研讨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陈仲波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39 女性盆底康复技术的规范实施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谢臻蔚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40 妇科手术加速康复管理的临床规范化应用及推广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

幼保健院）
林开清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41 提升妇幼保健体系宫颈疾病筛查与诊治能力学习班 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 吴云燕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42 生育力保护与保存学习班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周黎明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43
妇科恶性肿瘤生育力、内分泌功能保护及科研能力提

升班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王家建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44 反复不良妊娠多学科诊治在妇幼专科医院的推广 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陈卫民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1-045 小儿和青少年妇科疾病研究进展 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朱雪琼 线下 妇产科学 妇科学 5

2021-05-02-027 妊娠期常见风湿免疫及内分泌代谢疾病诊治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王利权 线下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8 模拟实训促进自然分娩保障母儿安全学习班 温州市人民医院 王叶平 线下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29 生殖健康服务新技术、新理念在产科领域中的应用 温州市人民医院 郑建琼 线下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30 基层医院围产期感染诊治学习班 桐乡市妇幼保健院 李小清 线下 妇产科学 产科学 5

2021-05-02-031 基层医院妊娠合并内分泌代谢疾病规范诊治学习班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郑秀娟 线下 妇产科学 产科学 4

2021-05-03-009 出生缺陷二级预防策略与适宜技术推广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浙

江省妇女保健院）
张晓辉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10 出生缺陷精准防控 浙江省医师协会 董旻岳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11 妇科微无创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蒋本贵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12 计划生育手术与生殖健康安全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吴晓杰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13 基因组时代出生缺陷防控新进展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唐萍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14
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规范诊治和围绝经期的健康保健

理念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美云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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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3-015 基层医院免疫性不孕不育的诊疗 丽水市人民医院 吴红莲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5-03-016 基层遗传罕见病基因诊断及遗传咨询能力提升班 丽水市妇幼保健院 刘 姣 线下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其他学科 5

儿科学 18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6-01-025 儿童抽动障碍及相关疾病诊治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冯建华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26 儿童风湿免疫与间质性肺病变的诊治进展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

省儿童保健院）
卢美萍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4

2021-06-01-027 多组学技术在儿童疾病中临床应用新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蒋春明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28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及专科技术诊治新进展 杭州市儿童医院 吴素玲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

2021-06-01-029 儿童过敏性疾病规范管理及适宜技术的推广应用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朱利华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30
社区儿童常见呼吸系统疾病规范化诊治技术推广 与

应用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吕勤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31 儿童危重症疾病诊治新进展 湖州市中心医院 徐震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32 后疫情时代基层小儿生长发育知识新进展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赵丽虹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33 小儿神经系统疾病诊治进展 金华市中心医院 王凯旋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34 医共体模式下早产儿出院后规范化管理研讨班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高原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2

2021-06-01-035
儿童喘息及相关变应性疾病规范化诊疗在基层医院

的推广
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 阮桂英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

2021-06-01-036 儿童慢性咳嗽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玉环市人民医院 杨善浦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5

2021-06-01-037 医共体模式下基层医院儿科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治 天台县人民医院 庞福珍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内科学 3.5

2021-06-02-003 儿童结石病因学防治及微创技术新进展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

省儿童保健院）
燕翔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外科学 5

2021-06-03-008 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诊治新进展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 袁天明 线下 儿科学 新生儿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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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儿童保健院）

2021-06-04-005 儿科基础危重症支持课程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

省儿童保健院）
舒强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6-04-006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诊断及干预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

省儿童保健院）
李荣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学其他学科 5

2021-06-04-007 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和诊断
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浙江

省儿童保健院）
徐玮泽 线下 儿科学 儿科学其他学科 4

眼、耳鼻咽喉科学 6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7-01-006 咽喉头颈肿瘤数字外科及生物信息学研究新进展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沈志森 线下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5

2021-07-01-007 咽喉疾病诊治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刃舆 线下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4

2021-07-01-008 听觉平衡功能评估与听力康复 金华市中心医院 尤慧华 线下
眼、耳鼻喉学

科
耳鼻咽喉科学 5

2021-07-02-007 角膜和眼表疾病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晋秀明 线下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5

2021-07-02-008 青光眼病情管理及规范化诊疗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

医院
孙雯 线下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3

2021-07-02-009 基层医院及地市级医院眼外伤急诊手术学习班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陆勤康 线下
眼、耳鼻喉学

科
眼科学 5

口腔医学 5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8-01-002 牙周和植体周牙周软组织增量技术的应用和要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邓辉 线下 口腔医学 口腔内科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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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002 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口腔种植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顾新华 线下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 5

2021-08-04-003 多学科联合治疗之咬合板新进展 杭州口腔医院 武红艳 线下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 4

2021-08-05-001 重度牙周炎的种植修复策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

医院
杨国利 线下 口腔医学 口腔学其他学科 5

2021-08-05-002 浙江省口腔医学会第 40 届学术会议（学分） 浙江省口腔医学会 王慧明 线下 口腔医学 口腔学其他学科 5

影像医学 12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09-01-017 肺结节多学科联合诊疗学习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

医院
胡吉波 线下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8 肺癌 CT 筛查及早诊能力提升培训班 浙江省肿瘤医院 江海涛 线下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19 肺部弥漫性疾病影像诊断新进展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杨光钊 线下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1-020 肺癌影像人工智能诊断与微创介入治疗研讨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赵振华 线下 影像医学 放射诊断学 5

2021-09-02-020 浙江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学术大会 浙江省医学会 蒋天安 线下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21 介入超声微创诊治应用新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建华 线下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22 超声介入临床应用及进展 宁波市第一医院 许幼峰 线下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23 基层医院儿科急诊超声诊疗规范和进展 金华市中心医院 周一波 线下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2-024
县域医共体背景下超声临床应用及常见疾病诊疗

规范
磐安县人民医院 洪敏 线下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3

2021-09-02-025 基层医院乳腺癌普查超声检查规范及进展 丽水市中心医院 陈方红 线下 影像医学 超声诊断学 5

2021-09-03-007 2021 年浙江省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陈明 线下 影像医学 放射肿瘤学 5

2021-09-04-011 基于 ACR 指南的 CT、MR 扫描规范和质量控制 浙江省医学会 汪启东 线下 影像医学 影像医学其他学科 5

急诊学 5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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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0-019 2021 年浙江省中毒学学术年会 浙江省医学会 陆远强 线下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20 急诊骨干培训班 浙江省医师协会 张茂 线下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21 基层医院创伤救治规范化培训推广项目 余姚市人民医院 李子龙 线下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22 基层医院心肺复苏监测与救治新进展学习班 诸暨市中医医院 朱伟东 线下 急诊学 急诊学 5

2021-10-00-023 医共体背景下的县域创伤救治体系建设 天台县人民医院 胡培阳 线下 急诊学 急诊学 5

医学检验 6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1-00-025 新医疗形势下的实验室精细化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

医院
夏肖萍 线下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26
2021 年浙江省医学会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学术

大会
浙江省医学会 周永列 线下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27 浙江省临床检验质量管理培训班 浙江省医院协会 郦卫星 线下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28 检验医学新技术及应用进展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兆军 线下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29
县域医疗机构检验实验室安全与检验质量同质化培

训班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铮铮 线下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2021-11-00-030 基层医院生物安全质量管理学习班 嵊州市人民医院 沈建江 线下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 5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2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2-03-002 学生健康与校园安全研讨班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顾昉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儿少卫生与妇幼卫

生学
5

2021-12-04-001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进展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陈 苘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卫生毒理学 5

2021-12-05-001 新冠背景下大数据在传染病防控中的应用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沈毅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统计流行病学 5



- 61 -

防医学

2021-12-07-014 健康促进管理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孙婷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15 疫苗预防接种实践与应用评价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吕华坤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16 心脑血管疾病社区预防与适宜技术培训班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俞敏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17 疫苗针对疾病防控新技术新方法培训班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严睿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18 重点伤害预防控制新进展学术会议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 钟节鸣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19 自杀预防与干预策略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曹日芳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20 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下预防接种适宜技术培训班 杭州市预防医学会 刘艳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3

2021-12-07-021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新型社区管理模式研讨班 宁波市康宁医院 边国林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2021-12-07-022
流感疫苗在老年人群大规模接种的策略与实践研

讨班
宁波预防医学会 叶莉霞 线下

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其他学科
5

药学 7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3-01-013 浙江省慢病管理与药学监护论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戴海斌 线下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14 肿瘤临床药师专业能力提升培训 浙江省人民医院 黄萍 线下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3



- 62 -

理学

2021-13-01-015 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培训 浙江省肿瘤医院 方罗 线下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16 精神疾病药物治疗与药学监护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李功华 线下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1-017 围手术期用药安全与合理用药管理实践 宁波市第一医院 徐萍 线下 药学
临床药学和临床药

理学
5

2021-13-02-001 医院制剂临床应用及研发新进展学习班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巧玲 线下 药学 药剂学 5

2021-13-04-007 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姜赛平 线下 药学 药事管理学 5

护理学 37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4-01-041 国家区域中心的建设护理质量管理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朱美花 线下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42 ICU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预防与控制最佳临床实践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其霞 线下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43 家庭腹膜透析治疗“规范化管理学习班 浙江省护理学会 殷晓红 线下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44 急性肺栓塞规范化护理新进展研讨班 宁波市第一医院 余爱萍 线下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1-045 基层医院老年患者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周菊珍 线下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5

2021-14-02-030 骨科全程管理与高级护理实践培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任英 线下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31 老年脆性骨折的护理与管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陈玉梅 线下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32 骨科焦点护理实践提高班 宁波市第六医院 冯乐玲 线下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2021-14-02-033 普外科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护理学习班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郑亚华 线下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3

2021-14-02-034 DRGs 支付方式下手术室精细化运营管理的探索与 金华市中心医院 宋勤 线下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5



- 63 -

实践

2021-14-03-014 母婴护理管理与实践 浙江省护理学会 李雅岑 线下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3-015 自由体位分娩助产技术及转化新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周临 线下 护理学 妇产科护理学 5

2021-14-04-008 医供体模式下基层医院儿科安全管理的同质化培训 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盛俊霞 线下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2

2021-14-04-009 基层儿科精细化管理及品质管理学习班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 岑慧萍 线下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5

2021-14-04-010 基层医院新生儿护理热点问题新进展学习班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朱海虹 线下 护理学 儿科护理学 5

2021-14-05-093 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新策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王薇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94 效率医疗背景下的护理管理新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兰美娟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95 护士在职培训 O2O 教学活动设计培训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

医院
杨丽黎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96 肿瘤介入治疗护理规范化与新进展 浙江省肿瘤医院 尤国美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97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临床护理师资培养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王爱霞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98 危重症患者肠内营养规范化管理新进展 温州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闵小彦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099 微创护理实践与进展 浙江省护理学会 朱陈萍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0 智慧护理实践与展望 浙江省护理学会 裘文娟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1 急救护理新知识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护理学会 石爱丽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2
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背景下的门诊护理创新研

讨班
浙江省护理学会 洪凌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3 安宁疗护临床实践学习班 浙江省护理学会 项伟岚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4 护理技术创新及应用推广新进展学习班 浙江省护理学会 徐双燕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5 基于 OSCE 理念的临床护理师资培训班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益民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6 后疫情下新发突发传染病护理实践 杭州市西溪医院 郑丽平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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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4-05-107 老年慢病延续护理的管理与实践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盛芝仁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8 后疫情时代基层医院老年护理能力培训实践与提升 瑞安市人民医院 林玉霜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09 基层医院肿瘤幸存者康复护理培训班 湖州市中心医院 陈苏红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10 基层医院护士 VTE 防护能力提升班 绍兴第二医院 丁亚娣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11 医联体模式下临床护理教育岗位胜任力提升班 浦江县人民医院 黄璐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12 基层医院以需求为导向的临床护理教育实践 衢州市人民医院 叶玲荣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13 多模式疼痛管理的实践与推广 浙江省台州医院 毕东军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2021-14-05-114 基层医院护理质量管理工具应用提升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陈美芬 线下 护理学 护理其他学科 5

医学教育与卫生管理学 12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5-01-016 精神卫生专业规培带教师资综合能力提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胡少华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17 基于大数据的无偿献血招募长效机制研究新进展 浙江省血液中心 潘凌凌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18 人文医学的发展与实践 浙江省医师协会 陈智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4

2021-15-01-019 培训过程管理教与学赋能创新培训班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

中心
方才妹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5

2021-15-01-020 青年临床教师胜任力提升学习班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叶孟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医学教育 3

2021-15-02-011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精细化质量管理新进展 浙江省血液中心 刘晋辉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12
乡镇卫生院院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管理知识

培训班
浙江省基层卫生协会 朱月伟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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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5-02-013 医学临床研究能力提升培训班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

中心
顾华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14 规范化和精准化的健康管理学科建设研讨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骆宏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4

2021-15-02-015 基于信息系统整体改造的医院智慧管理探索 嘉兴市第二医院 沈瑞林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16 医务人员创新思维和成果转化培训班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

属医院）
朱杰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2021-15-02-017 基于县域医共体的平战结合慢病协同管理培训班 玉环市人民医院 董寅 线下
医学教育与卫

生管理
卫生管理 5

康复医学 12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6-00-013 腰痛康复：从实践到证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许志生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4 神经重症患者的康复治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杨小锋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5 高压氧在康复早期介入的治疗突破与应用前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
周游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6 作业治疗管理与新技术进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李扬政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7 脊柱与脊髓损伤康复新进展 浙江省中医院 毛雅君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18
浙江省康复医学会听力与言语康复专业委员会学术

会议
浙江省康复医学会 王永华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3

2021-16-00-019 康复教育与科研能力提升研讨班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杨芳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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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6-00-020 老年综合征多学科协作精准康复策略 杭州市老年病医院 邱芳晖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3

2021-16-00-021 意识障碍精准评估及分类管理 杭州师范大学 狄海波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22 气管切开的意识障碍患者的精细化管理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

省总队医院
董燕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23 基层医院腰痛规范化康复学习班 绍兴市人民医院 龚剑秋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5

2021-16-00-024 多学科团队管理的肌骨超声精准治疗技术新进展 东阳市人民医院 杜奋飞 线下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3

全科医学 6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7-00-013 基层全科医生临床能力提升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李琰华 线下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4

2021-17-00-014
基层家庭医生岗位胜任力培训之常见症状的临床

思维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

中心
严建平 线下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15 慢病分级诊疗和全周期管理能力提高班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杭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静华 线下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16 心理行为干预在健康管理运用中的新技术培训班
杭州市五云山医院（杭州市健

康促进研究院）
郭君萍 线下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2021-17-00-017
基层全科医学对糖尿病伴多合并症的诊治技能提

高班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毛玉山 线下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3

2021-17-00-018 基于分级诊疗模式下的社区全科医生急救能力培训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王志翊 线下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5

麻醉学 3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8-00-026 疼痛治疗可视化技术-超声培训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
冯智英 线下 麻醉学 麻醉学 5

2021-18-00-027 基层医院高危产科麻醉与分娩镇痛规范及进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建良 线下 麻醉学 麻醉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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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8-00-028 老年患者的围术期管理与快速康复新进展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州师

范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新强 线下 麻醉学 麻醉学 5

重症医学 9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19-00-015 神经重症多模态监测进展 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 黄曼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16 心脏重症诊治技术新进展培训班 杭州市中医院 张美齐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17 医共体建设下脑血管疾病急重症诊治能力提高班 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潘华飞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18 基层医院危重病人的早期评估与干预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唐卫东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19 基层医院急危重症脏器支持与护理提高班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汤蓓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20 多学科营养管理模式在加速康复外科实践 嘉兴市第二医院 王黎恩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21 基层医院休克的规范化诊治 开化县中医院 傅声武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22
体外生命支持技术在基层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的应用
浙江省台州医院 张胜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2021-19-00-023 县市级医院的呼吸衰竭规范化治疗和进展培训班 丽水市中心医院 田昕 线下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5

医院感染（管理）学 1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22-00-004 新冠疫情下发热门诊及哨点医院的感控体系建设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蔡挺 线下

医院感染（管

理）学

医院感染（管理）

学
5

心理学 1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23-03-002 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刑事案件的鉴定能力提升培训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王鹤秋 线下 心理学 心理学其他学科 5

卫生法规与医学伦理学 2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举办方式 II级学科 Ⅲ级学科 学分

2021-24-02-001 医患心理健康及其维护 浙江省卫生健康综合保障 包欢喜 线下 卫生法规与医 医患沟通 5



- 68 -

中心 学伦理学

2021-24-03-002 临床医护人员临床研究伦理及科研诚信培训班 嵊州市人民医院 张小平 线下
卫生法规与医

学伦理学
科研伦理 5



- 69 -

抄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市卫
生健康委，高等医学院校。

浙江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 2020 年 3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