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21〕6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发布 

2021 年助产士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医疗机构： 

各国家级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基地：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优化生育政策，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的要求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任

务，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情

况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决定，2021年继续在 10个国家级助产士规

范化培训基地启动第五期助产士规范化培训的招生工作。具体招生事

项详见附件。 

 

附件：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助产士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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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 年助产士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第五期）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于

2015-2018年在全国相继建立了 10个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基地。从 2016

年开始各培训基地先后招收了 4期学员，学员经过协会与国家医学考

试中心合作的严格考试考核，取得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鉴于

这 10 个培训基地在我国助产专业建设方面的显著贡献以及我国助产

士人力发展的需要，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于 2020年 4月授予 10家基地

为国家级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基地称号。 

协会决定，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2021年 10个国家

级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基地启动招生工作。具体事宜如下： 

一、招生人数：每个基地招收 30名学员，共计 300名。 

二、招收对象：从事并热爱助产士工作、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

士执业资格以及获得所在省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书、在分娩室工作满

1-5年的助产士（本人自愿申请并经单位同意）。 

三、入学资格评估：根据学员填报的《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学员报

名表》，由所报的培训基地进行资格审核、择优录取。对于报名人数

过多或过少的基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可以进行协调。录取通知书由

各培训基地发放。 

四、报名及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3个月，开班时间各培训基地可根据当地情况自行

决定，但时间不能晚于 2021年 5月。 

报名及培训：具体时间请与所选培训基地联系。 

五、培训方式 

（一）理论教学：1 个月（四周），采用集中式培训，学员必须

完成相应的课程学习。 

（二）临床实践：2个月（8周），包括产科门诊 1周、产房 6周、



母婴同室 1周，学员必须完成规定内容的临床实践。 

六、培训费用 

培训费 8000/人元；交通、食宿自理。食宿由培训基地统一安排，

费用回原单报销。 

七、考试考核 

学员在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和临床实践培训后，须参加由国家医

学考试中心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拟于 2021 年 9 月联合组织的异地考

试考核。考试考核通过由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出具成绩证明，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根据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的成绩证明、基地结业考核评价，审

核颁发《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异地考试的食宿及考务费用

包括在培训费内，交通费用自理。 

八、其他 

报名学员需详细填写“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学员报名表”（见附件），

签署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后，将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复

印件、护士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书复印件以电

子邮件或邮寄形式寄送至报名培训基地。 

协会联系人：宫露霞   13699169317 

李  林   010-82647977 

邮  箱：lin@chinawch.org.cn 

 

附件：1.招生基地名单、地址、负责人及联系人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规范化培训报名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 1月 6日 

 

 

 



附件 1 

招生培训基地名单、地址、负责人及联系人 

 

培训基地名称 地址 (邮编、邮箱) 联系人 （手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251 号后勤楼 

2 层 207 室  100026 

报名邮箱：3493536375@qq.com 

姜梅 13811709667 

李立梅 13611046668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49 号   

100191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 

报名邮箱：bysyzcs@163.com  

曹琳琳 13811351476 

倪胜莲 15611963233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

医院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马路 156 号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行政办公楼二楼 

报名邮箱：zfhlb3237@sina.com 

尹雪梅 18920196013 

于娟娟 15122187201 

中国福利会 

国际和平 

妇幼保健院 

上海市衡山路 922 号 3510 室 

护理部 200030 

报名邮箱：elainezhuwei@163.com 

黄群 18017316033 

朱玮 18017316210 

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妇幼保健

院） 

苏州市道前街 26 号苏州市立医院 

本部护理部  215002  

报名邮箱：

m13861339292@163.com 

冯世萍 13862042748 

刘嘉 1386133929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妇产科医院 

浙江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 号楼 14 楼 1408 室 

（杭州市上城区学士路 1 号）310006 

报名邮箱：myjd@zju.edu.cn 

徐鑫芬 13575738066 

王  芳 13588457621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珞路 745 号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430070 

报名邮箱：1048549307@QQ.com 

雷新云 15071393786 

谭志华 13349859378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

医院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 20 号 

610041     

罗碧如 13882100615 

赵艳 18398129355 

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838 号 

南方医院产科十楼护理站 510515 

nfyywyy@163.com 

张军 13719019053 

吴瑜瑜 13609026999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曲江雁翔路 1616

号西北妇女儿童医院产房  710061 

报名邮箱：wangjjyy@126.com 

王剑鹰 13991236365 

崔颖娜 13379251368 

 

mailto:myjd@zju.edu.cn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规范化培训报名表 

 

申报培训基

地名称 
 

近期 

照片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职 称  

医院等级  年分娩量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联系电话  手  机 
 

参加工作 

时间 
 

助产工作 

年限 
 毕业专业及学历  

住宿要求 基地安排   □                     自行解决   □ 

主

要

教

育

工

作

和

助

产

培

训

简

历 

起止年月 教育、工作和培训单位 职务、职称 

 

 

 

 

 

 

 

 

 

 

 

 

 

 

 

 

 

 

 

 

医

院

推

荐

意

见 

医院负责人签字 ：                         

 

医院盖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