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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2〕6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转发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22 年第一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的通知 

 

各项目主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申报的 2022年度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已经部分获得批准（全继委办发﹝2021﹞15 号）。请各主办

单位严格按照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通知精神，认真组织项目工

作的实施，主动接受项目举办地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监管，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项目认真执行并按要求及时汇报执行情况。 

 

附件：1.关于公布 2022 年第一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 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名称及编号项

目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年 1 月 6 日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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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全继委办发﹝2021﹞15 号 
 

关于公布 2022年第一批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委

有关直属联系单位及相关学协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认可办法》（全继委发

﹝2006﹞11 号）的有关规定，经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专

家专业评审,现将评审通过的项目作为 2022 年第一批国家级继续医

学教育项目予以公布，共计 13102 项（附件 1）。项目通过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nhc.gov.cn）、中华医学会网站

（www.cma.org.cn）和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

系统（http://cmegsb.cma.org.cn）发布。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医学教育委员

会、委有关直属联系单位及相关学协会等加强对申办单位及项目实施

的监管，有效防范、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项目按相关要求认

真执行、按时报送项目执行情况和及时对报送内容予以审核。 

项目申办单位要落实申报通知中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

办要求》，按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定位和要求，充分发挥项

目在全国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项目申办单位对项目

负主体责任，须严格遵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完成项目的执行。不得随意更改项目编号、名称、内容等项目相关信

息。项目申办单位请于举办项目前登录“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

http://www.nhc.gov.cn/
https://www.cma.org.cn/
http://cmegsb.cm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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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http://cmegsb.cma.org.cn）”报备项目举

办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以便于广大学员及时了解项目筹办情况。

举办项目收取费用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项目

举办过程须依规、守法。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培训质量，并规范发

放学分证书。严禁到国家明令禁止举办会议的风景名胜区举办项目，

严禁组织与项目无关的参观、考察等活动，严禁组织学员旅游观光。

如违反有关规定，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查处。 

各申办单位要主动接受项目举办地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

监管。申办单位须在项目举办 2 周前将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办班通

知、日程等相关资料报项目举办地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备案, 自

觉接受项目举办地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监管，并于项目举办结

束后 2 周内通过“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

（http://cmegsb.cma.org.cn）”报送项目执行情况的相关信息，主

要包括 2022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总结汇报表（附件

2）、项目活动日程表、考试试题、学员通讯录（请使用系统提供的

Excel 模板建学员通讯录）及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教材使用情况

简介表（附件 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2022年国家级继续医学

教育面授项目继续按照《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国家级继续

医学教育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20﹞7号）有关要

求执行。 

各项目执行情况审核单位在申办单位汇报执行情况后的 2 周内

须对所汇报的项目执行情况予以审核。项目执行情况汇报完成并获审

核通过后，在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首页

的学分查询处便可查询学员参加学习所获学分等情况。 

2022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书管理和发放按照《关

于印发<继续医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全继委办发

﹝2010﹞02 号）《关于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全面启用电子学分

证书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20﹞23 号）等有关要求执行。学分

证书不得收费。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等有关单位要继续加强信

http://cmegsb.cma.org.cn/
http://cmegsb.cm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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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能力。 

对民政部年度检查最近一个年度不合格的全国卫生行业学协会、

暂缓校验或被撤销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年检不合格或被注销法人

身份的机构等，停止其举办 2022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资格，

其所获公布的 2022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废止。对于发生违法

违规行为的情况，按照有关要求执行。 

联系人：张连静、陈丽 

联系电话：010-21721279、21721281 

 

附件： 

1.  2022 年第一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网上公布）.pdf 

2.  2022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执行情况总结汇总表.docx 

3.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教材使用情况简介表.docx 

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地址及联系方

式.docx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医学会代章） 

                          2021年 12 月 27 日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21103b8f8a254eb4bd828da3dca3bf8c.pdf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21103b8f8a254eb4bd828da3dca3bf8c.pdf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56e55842e83e41cd83e88866f09cf849.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56e55842e83e41cd83e88866f09cf849.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4b7c8c9ea17449b19545edd4537c2526.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4b7c8c9ea17449b19545edd4537c2526.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79a08ab9e57149fcbd28f649eafc8296.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79a08ab9e57149fcbd28f649eafc8296.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79a08ab9e57149fcbd28f649eafc8296.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21103b8f8a254eb4bd828da3dca3bf8c.pdf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56e55842e83e41cd83e88866f09cf849.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4b7c8c9ea17449b19545edd4537c2526.docx
https://www.cma.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79a08ab9e57149fcbd28f649eafc829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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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名称及编号 

序号 主办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编号 

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脐带血应用及质量控制研讨会 刘开彦 2022-02-05-001 (国)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抽动障碍诊疗培训班 刘  靖 2022-03-09-099 (国) 

3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乳腺病外科新理论新技术高峰论坛 王  水 2022-04-01-068 (国) 

4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假体(注射)隆乳常见问题剖析和临床前沿 汪海滨 2022-04-10-066 (国) 

5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微创手术规范化手拉手培训班 郝春生 2022-04-11-039 (国) 

6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海丝核心区妇幼医学高峰论坛 孙蓬明 2022-05-01-094 (国) 

7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女性盆地功能精准评估与康复规范实施 谢臻蔚 2022-05-01-208 (国) 

8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产科适宜技术推广——无创产钳、无创助产、

会阴裂伤缝合技术改进 
王  玲 2022-05-02-077 (国) 

9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促进自然分娩降低剖宫产建设培训会 杨海澜 2022-05-02-096 (国) 

1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生育力保存新技术--卵巢组织及卵子冷冻培

训班 
李  文 2022-05-03-053 (国) 

1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儿科难点热点及灾害儿科学高级研修班 刘光华 2022-06-01-096 (国) 

1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南方地中海贫血论坛 吴学东 2022-06-01-222 (国) 

13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海丝核心区儿科儿保危重症高峰论坛 王世彪 2022-06-01-304 (国) 

14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第七届新生儿保健论坛 杨  杰 2022-06-03-063 (国) 

15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儿科营养支持标准信息化及适宜技术推广 洪  莉 2022-06-04-021 (国) 

16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母胎影像诊断高峰论坛 赵  鑫 2022-09-01-032 (国) 

17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基层妇幼实验医学能力提升培训班 傅启华 2022-11-01-018 (国) 

18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第五届妇儿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大会 傅启华 2022-11-01-017 (国) 

19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宫露霞 2022-12-03-018 (国) 

2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女心理保健专科适宜技术培训班 郑睿敏 2022-12-03-032 (国) 

2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新进展培训班 朱丽萍 2022-12-03-013 (国) 

2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第四届妇儿感染预防与控制学术年会 李六亿 2022-12-07-097 (国) 

23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助产临床实践专业建设与发展新进展 徐鑫芬 2022-14-03-001 (国) 

24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围产重症护理与安全管理进展 姜丽萍 2022-14-05-156 (国) 

25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保健机构绩效考核培训 朱兆芳 2022-15-02-020 (国) 

26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产科麻醉与分娩镇痛实用技术培训班 徐铭军 2022-18-01-019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