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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专业委员会 

关于公布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全面提升系统工程第 2 批项目单位

名单的通知 

 

各医疗保健机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国办发

〔2022〕11 号）中“发展妇女保健特色专科，提高服务能力，针对青

春期、育龄期、孕产期、更年期和老年期妇女的健康需求，提供女性

内分泌调节、心理、营养等预防保健服务以及妇女常见疾病治疗等涵

盖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整合型医疗保健服务。促进生殖健康服务，

推进妇女宫颈癌、乳腺癌防治，进一步提高筛查率和筛查质量”等系

列要求，为深入贯彻医改精神方向，以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为导

向，树立和坚持“大妇幼、大健康”的发展理念，推动“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推进新时期我国妇女健康领域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妇女保健专科为核心的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模式

逐渐完善，以及建立专科开展健康教育常态化机制等目标，更好的满

足女性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专业

委员会自 2021 年 9 月遴选出第 1 批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全面提升系统

工程项目区域培训基地和托举单位后，于 2022 年 2 月启动了第 2 批

项目单位的遴选工作，通过材料申报、形式审核、专家评审等环节，

共遴选出第 2 批 2 家医疗机构作为项目区域培训基地（附件 1），第

2 批区域培训基地的专科带头人 14 位（附件 2），第 2 批 28 家医疗

机构作为项目托举单位（附件 4），第 2 批托举单位的专科带头人 104

位（附件 5），以及第 1 批区域培训基地的新增专科带头人 4 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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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第 1 批托举单位的新增专科带头人 3 位（附件 6）。现将名

单予以公布。关于项目区域培训基地和项目托举单位，将按照项目计

划开展工作，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全面提升系统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将

针对各项目单位职责和开展工作情况，开展周期性评估和动态考核，

并对评估和考核结果予以公布。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全面提升系统工程项目办联系人：徐英娃 

17611502302 

 

附件：1.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 批区域培训基地名单 

2.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批区域培训基地专科带头人名单 

3.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1批区域培训基地新增专科带头人

名单 

4.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 批托举单位名单 

5.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 批托举单位专科带头人名单 

6.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1批托举单位新增专科带头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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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 批区域培训基地名单 

区域 序号 省份 单位 

华中 
1 湖南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2 湖北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附件 2 

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 批区域培训基地专科带头人名单 

区域 
序

号 
带头人 专科 单位 

华东 

1 金富锐 更年期保健专科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 蔡云朗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3 李文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4 彭丹红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5 王彦林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6 于红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华中 

7 吴颖岚 更年期保健专科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8 易念华 更年期保健专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9 罗军 妇女常见病防治专科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10 龚颖萍 宫颈癌防治专科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11 杜欣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12 谢婷 婚前/孕前保健专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13 张迎春 妇幼中医药保健专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14 文莉 妇女营养保健专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附件 3 

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1 批区域培训基地新增专科带头人名单 

区域 
序

号 
带头人 专科 单位 

华东 

1 郝宝珍 更年期保健专科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2 郎芳芳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3 肖艳 妇女营养保健专科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西南 4 郝丽娟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附件 4 

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 批托举单位名单 

区域 序号 省份 单位 

华东 

1 上海 上海市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2 江苏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3 江苏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4 浙江 温州市人民医院 

5 安徽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6 安徽 淮南市妇幼保健院 

华南 

7 广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8 福建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9 福建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华中 

10 湖南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11 湖南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12 湖南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13 湖南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14 湖南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15 湖南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16 湖北 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17 湖北 襄阳市妇幼保健院 

18 湖北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19 湖北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西北 
20 甘肃 张掖市民乐县妇幼保健院 

21 甘肃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西南 

22 四川 广元市妇幼保健院 

23 四川 乐山市人民医院 

24 四川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25 重庆 重庆市长寿区妇幼保健院 

26 重庆 重庆市梁平区妇幼保健院 

27 重庆 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28 重庆 重庆市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附件 5 

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2 批托举单位专科带头人名单 

区域 
序

号 
带头人 专科 单位 

华东 

1 顾燕芳 更年期保健专科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2 潘琼慧 更年期保健专科 温州市人民医院 

3 赵绍杰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4 陈育梅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温州市人民医院 

5 陈利春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6 熊芳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7 朱波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温州市人民医院 

8 洪名云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9 肖建平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10 郑建琼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温州市人民医院 



11 孟祥莲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12 陈艳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淮南市妇幼保健院 

13 张红萍 孕产期保健专科 温州市人民医院 

14 陈红波 孕产期保健专科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 

15 王娟 孕产期保健专科 淮南市妇幼保健院 

16 陈聪 产后保健专科 温州市人民医院 

华南 

17 何耀娟 更年期保健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8 曾国章 青少年保健专科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19 石琨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0 郑祥钦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21 李卫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2 林元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23 苏志英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4 李茹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5 刘慧姝 孕产期保健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6 张雪芹 孕产期保健专科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27 黄柳 产后保健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8 张华岩 儿童保健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29 胡艳 儿童生长发育专科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华中 

30 郭海春 更年期保健专科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31 王季青 更年期保健专科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32 彭敏丹 更年期保健专科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33 胡小兰 更年期保健专科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34 蒋富香 更年期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35 汪海华 更年期保健专科 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36 杨文革 妇女心理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37 曾晶 青少年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38 何美芳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39 张锦平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40 谭海荣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41 阳旭 乳腺癌防治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42 钟宜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43 张玲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44 黄光梅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襄阳市妇幼保健院 

45 高丽玲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46 龙文香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47 廖美霞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48 周永来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49 冯梅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50 刘美兰 婚前/孕前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51 刘妮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52 沈小卜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53 冯宗辉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54 高晓娅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陷防治专科 

55 唐文娟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56 詹玉霞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57 杨微涛 孕产期保健专科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58 周文勇 孕产期保健专科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59 肖锦艳 孕产期保健专科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60 杨御华 孕产期保健专科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61 杨家利 孕产期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62 刘瑛 孕产期保健专科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63 韩正芳 孕产期保健专科 襄阳市妇幼保健院 

64 周未艾 产后保健专科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65 谭郁葱 产后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66 赵菊 产后保健专科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 

67 李然 妇幼中医药保健专科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68 张康 妇幼中医药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69 高畅 妇幼中医药保健专科 黄冈市妇幼保健院 

70 杨春华 妇幼中医药保健专科 广水市妇幼保健院 

71 李玉环 妇女营养保健专科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西北 
72 高景香 更年期保健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73 吴丽萍 妇女心理保健专科 张掖市民乐县妇幼保健院 



74 马晓兰 青少年保健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75 杨玲娣 妇女常见病防治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76 马媛媛 宫颈癌防治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77 李得明 乳腺癌防治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78 张晓琴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张掖市民乐县妇幼保健院 

79 张玉梅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80 陈兵 婚前/孕前保健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81 张红霞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82 马凤霞 孕产期保健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83 马瑞敏 产后保健专科 临夏回族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84 陈才 妇幼中医药保健专科 张掖市民乐县妇幼保健院 

西南 

85 肖华蓉 更年期保健专科 广元市妇幼保健院 

86 谢萍 更年期保健专科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87 孔熙 更年期保健专科 重庆市长寿区妇幼保健院 

88 王甫娟 更年期保健专科 重庆市梁平区妇幼保健院 

89 任玲 更年期保健专科 重庆市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90 万晓丽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乐山市人民医院 

91 唐亮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92 王方平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93 唐小娟 
妇女常见病防治/宫颈癌

防治/乳腺癌防治专科 
重庆市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94 廖芸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乐山市人民医院 

95 胡艳梅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96 尹淑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重庆市长寿区妇幼保健院 

97 易秀娟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重庆市万州区妇幼保健院 

98 赵凤娟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重庆市綦江区妇幼保健院 

99 冯菊梅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广元市妇幼保健院 

100 刘伶俐 
产前筛查与诊断/出生缺

陷防治专科 
重庆市梁平区妇幼保健院 

101 刘会兰 孕产期保健专科 广元市妇幼保健院 

102 许洪梅 孕产期保健专科 乐山市人民医院 

103 姜百灵 孕产期保健专科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104 何泽真 产后保健专科 重庆市长寿区妇幼保健院 

 



附件 6 

妇女保健专科能力建设第 1 批托举单位新增专科带头人名单 

区域 
序

号 
带头人 专科 单位 

华东 1 吴晓杰 更年期保健专科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华南 2 伞翠平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西南 3 刘卓卓 
不孕不育/妇科内分泌/

生殖内分泌专科 
重庆市涪陵区妇幼保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