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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3〕13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第三期《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师资培训班》的通知 

 

各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 

为了更好地落实专科助产士临床实践培训，协助各基地培养临床

师资人才，进一步强化助产照护理念，积极改善教学条件，完善各项

管理制度，科学制定专科助产士临床实践培训方案，为承担专科助产

士临床实践培训工作，提供符合标准的助产临床实践教学，培养合格

的专科助产士，促进基地规范化建设，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继续秉承“赋能助产士，助力母婴健康事业发展”的宗旨，

全方位构建助产士专业能力培训体系，加强助产士能力建设，为我国

助产专业建设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提供专业支撑。协会定于 2023

年 3 月 9日-3 月 19日，举办第三期《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师资

培训班》。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专科助产士培训项目在多方支持和各位

的参与下，已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目前已拥有专科助产士临床培

训基地 97 家、培育基地 20 家及建设基地 8 家，已培训基地师资 279

人，专科助产士 471 人。本期培训班将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对课程进

行优化调整，引入互动式学习和团队建设辅导，按模块组织工作坊，

加强基地间交流，为大家提供更多可供应用的资源。相关通知如下： 

一、主办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母婴健康培训基地 

二、培训时间和形式 

（一）培训时间：2023 年 3月 9 日-3月 19日。 

（二）培训形式：本次师资培训采取线上授课和虚拟工作坊方式 

进行。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和效果，在进行虚拟工作坊活动时，建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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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最好使用电脑，进入指定线上会议平台并保持视频开启，积极参加

互动。线上课程，在培训期间平台持续开放至培训班结束，希望大家

协调好工作，拨出时间认真学习。 

三、培训对象 

所有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建设基地及培育基地各选派 2-3

人参加培训，包括技术负责人、专业指导老师和实践指导老师。欢迎

正在积极申请和关注本项目的医院按目标选派人员参加培训。 

四、考核与发证 

学员必须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及考核，统一

进行线上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师资》培

训证书（将作为临床实践基地考核的内容）。同时建立学员空间，让

老师与学员及学员间进行持续、深度交流，以巩固培训效果。 

五、培训内容 

（一）基地标准与培训课程设置 

1.《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标准》解读 

2. 助产士核心胜任力体系构建研究 

3.《专科助产士培训方案》与课程设置 

4. 专科助产士培训的国际化趋势 

5. 专科助产士培训与基地建设的目的及意义 

（二）基地建设管理与临床实践 

6. 产房建设与安全管理 

7. 助产士门诊建设与管理 

8. 孕产妇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9. 基地教学质量管理与制度建设 

（三）教学方法的理论与实践 

10. 引导式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设计 

11. 成人培训的理论与课程设计 

（四）实践技能的带教方案与实施（经验分享） 

12. 妊娠期保健知识与技能实践 

13. 分娩期保健知识与技能实践 

14. 产后保健知识与技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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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生儿保健知识与技能实践 

16. 妇女保健知识与技能实践 

17. 公共卫生与综合能力的实践 

18. 专科助产士临床实践培训方法应用工作坊 

六、其他事项 

（一）注册费:4980元，包含线上直播课程、平台管理、教师授

课及督导等。 

（二）报名时间:通知发布至开班之前。  

（三）报名材料:报名成功后在助产空间完成学员登记，同时提

交 3 张 1 寸免冠蓝底彩色证件照片(照片后注明姓名)，快递至:北京

市丰台区广安路 544 号，刘婷<收>,电话: 13161482881。 

（四）报名方式: 参加培训的人员请于培训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会议报名系统(详见附件 2)，注册、报名、缴费、参加培训，通 

知发布至开班之前均可报名。开班后开具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正式发票 

(增值税电子发票)，回去后自行下载打印。参会人员务必提供单位税

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协会账户信息: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时，请注明:第三期《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师资培训班》。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母婴健康培训基地:刘 婷 13161482881  

 

附件： 1.第三期《专科助产士临床基地师资培训班》课程表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3年 1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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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期《专科助产士临床基地师资培训班》课程表 

 

日期 时间 内容 授课人 

模块一：基地标准与培训课程设置 

3月 9日 

周四 

8:00-8:30 开班仪式 王  芳 

8:30-10:00 《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标准》解读 徐鑫芬 

10:00-11:30 《专科助产士培训方案》与课程设置 熊永芳 

11:30-12:30 专科助产士培训与基地建设的目的及意义 庞汝彦 

14:00-15:00 助产士核心胜任力体系构建研究 陆  虹 

15:00-16:30 专科助产士培训的国际化趋势 冯玉娟 

模块二：基地建设管理与临床实践 

3月 10日 

（周五） 

9:00-10:30 产房建设与分娩安全 熊永芳 

10:30-12:00 助产士门诊建设与管理 陈小荷 

14:00-15:30 孕产妇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江秀敏 

15:30-17:00 基地教学质量管理与制度建设 徐鑫芬 

模块三：教学方法的理论与实践 

3月 11日 

（周六） 

9:00-10:30 引导式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设计（上） 
张牧寒 

10:30-12:00 引导式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设计（下） 

14:00-15:30 成人培训的理论与课程设计（上） 
董胜利 

15:30-17:00 成人培训的理论与课程设计（下） 

模块四：实践技能带教方案与实施（工作坊） 

3月 12日 

（周日） 

9:30-10:30 妊娠期保健知识与技能带教方案与实践 王国玉 

11:00-12:00 分娩期保健知识与技能带教方案与实践 周  临 

14:00-15:00 产后保健技能知识与技能带教方案与实践 江  会 

15:30-16:30 新生儿保健知识与技能带教方案与实践 翁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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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8日

（周六） 

9:30-10:30 妇女保健知识与技能带教方案与实践 肖  艳 

11:00-12:00 公共卫生与综合能力带教方案与实践 陈丽华 

3月 19日

（周日） 
9:00-11:00 专科助产士临床实践培训方法应用工作坊 

徐鑫芬 

熊永芳 

 结业考试（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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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服务号”进入“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第三期《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

基地师资培训班》”点击图片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面； 

3. 选择分会场：勾选分会场；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

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选（每

次报名只能勾选一人）；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

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正确税

号为 15或 18 位，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 个“0”。自费不需要开发票

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0”）；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报名”并

支付注册费。 

三、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四、 观看直播方式（非网络直播会议，请忽略）： 

1、第一次需要微信登录，验证手机号，必须是报名填写的手机号。 

2、报名成功后可在订单详情页面，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播观看。 

3、直播开始前，微信打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选择“会议咨询”按

钮内的《往期回看》，点击会议名称观看直播。 

五、 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事项通知，

敬请关注。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会议服务热线 400-004-2599、 

张聪慧 17610510599（同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