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护理学会2019年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地点 时间 主办单位

1 《深化优质护理，持续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培训班 广州

第一期：04.12-04.15 

第二期：05.22-05.25
第三期：06.12-06.15 

第四期：07.18-07.21 

第五期：08.22-08.25
第六期：09.13-09.16

广东省护理学会  

2 岭南护理论坛（国） 广州
第一期：07.05-07.09      

第二期：11.05-11.09 广东省护理学会  

3 强化人才培养，提升安全优质护理服务培训班  广州

第一期：03.03-03.06 

第二期：04.13-04.16

第三期：05.15-05.18 
第四期：06.15-06.18 

第五期：07.15-07.18

第六期：08.20-08.23

广东省护理学会  

4
高水平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高水平专科护理技术
创新发展培训班 

广州
第一期：03.21-03.27
第二期 07.13-07.19 广东省护理学会  

5
广东省护理学会《护理快车》—护理质量控制与持
续改进 

广州

第一期：03.03-03.06

第二期：05.20-05.23
第三期：06.20-06.28

第四期：08.15-08.18 

第五期：09.22-09.25 
第六期：10.18-10.21 

广东省护理学会  

6
广东省护理学会《护理快车》——新知识、新技能
、新方法培训班

广州

第一期：04.03-04.06 

第二期：05.13-05.16

第三期：06.15-06.18
第四期：07.15-07.18

第五期：08.15-08.18

第六期：09.20-09.23

广东省护理学会  

7 护理学术论文发表与科研基金申请学习班 广州 04.11-04.14 学术与对外交流工作委员会

8 乳腺癌个案管理师培训班 广州 9月 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9 外科通用技术与应用学习班（国） 广州 11月 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10 护理科研创新专题研讨班 广州 7月 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11 静脉输液护理新知识暨静脉导管维护培训班（国） 广州 03.20-03.24 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

12 PICC置管标准化程序及应用（国） 广州
成人：06.09-06.13新

生儿：09.18－09.22 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

13 静脉输液治疗专科护士高级研修学习班（国） 广州 08.04-11.08 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

14 肠内营养置管技术培训班 广州
第一期：03.29-04.04    

第二期：09.20-09.26 危重症护理专业委员会

15 呼吸与危重症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7月 危重症护理专业委员会

16 ICU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10.08-11.29 危重症护理专业委员会

17 ICU生命支持技术暨准入培训班 广州 7月 危重症护理专业委员会

18 急救护理新进展学习班（国） 广州 05.15-05.18 急诊护理专业委员会  

19 广东省急诊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8.05-11.08 急诊护理专业委员会  

20 神经急危重症护理实践与管理学习班（国） 广州 03.29-04.01 神经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21 脑卒中康复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9.01-12.05 神经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22 神经急危重症护理学习班（国） 东莞 11.11-11.15 神经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23 “互联网+”时代临床护士培训策略变革研讨班 广州 06.19-06.22 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

24 临床护理教学骨干师资培训班（国） 广州 10.09-11.07 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

25 广东省男护士发展研讨班 广州 09.11-09.16 男护士工作委员会



序号 项目名称 地点 时间 主办单位

26 医院感染防控护理新进展 广州 06.12-06.15 医院感染护理专业委员会  

27 糖尿病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7.01-09.30 糖尿病护理专业委员会

28 糖尿病教育者培训班 广州 04.01-04.30 糖尿病护理专业委员会

29 基于信息化管理的糖尿病患者院内血糖监测国） 广州 06.20-06.23 糖尿病护理专业委员会

30
广东省老年护理创新培训班暨广东省老年护理用品
创新大赛

广东 10月 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

31 老年专科护理专项核心技能管理师（国） 广州 7月 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

32 消毒供应专业专科护士培训 广州 07.01-09.30 消毒供应专业委员会 

33 消毒供应专业岗位与实践培训 广州 07.25-07.27 消毒供应专业委员会  

34 消毒供应中心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 广州 09.23-09.27 消毒供应专业委员会 

35 助产专业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9.04-12.02 妇产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36 妇产科危重症护理暨实操技能提升培训班 广州 04.08-04.14 妇产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37 妇产科案例分析及实操学习班（国） 广州 09.06-09.10 妇产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38 中医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4.01-06.30 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委员会 

39 中西医结合护理新业务、新技术学习班（国） 广州 08.08-08.11 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委员会 

40
中医特色护理技术资质培训之雷火灸、平衡火罐培
训班 

广州 08.11－09.08 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委员会 

41 精神科护理与管理新进展研讨班（国） 惠州 06.26-06.28 精神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42 精神科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9.12-11.21 精神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43 耳鼻咽喉专科护理实践能力培训（国） 广州 06.20-06.23 耳鼻喉咽喉护理专业委员会

44 骨科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5.16-08.15 骨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45 提高骨科护士临床护理能力学习班 广州 09.18-09.21 骨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46 护理管理新进展学习班（国） 广州 09.17-09.20 护理行政管理专业委员会

47 护理管理者职业化培训班 广州 09.16-09.29 护理行政管理专业委员会

48 门诊与社区护理新理念新进展学习班（国） 广州 06.26-06.30 门诊社区护理专业委员会

49 血液净化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6.09-10.09 血液透析护理专业委员会 

50 血液透析护理新进展学术研讨班  广州 08.16-08.19 血液透析护理专业委员会 

51 肾脏病护理新进展学术研讨班（国） 广州 04.18-04.21 肾脏病护理专业委员会

52 腹膜透析专科护士实践培训班 广州 09.01－11.30 腹膜透析护理专业委员会

53 腹膜透析专科护士高级培训课程（国） 广州 11.15-11.17 腹膜透析护理专业委员会

54 广东省伤口造口专科护士认证培训班 广州 08.01-09.30 造口专业委员会

55 两岸四地岭南伤口护理论坛（国） 广州 08.01-08.04 造口专业委员会

56 疼痛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9.06-09.20 疼痛护理专业委员会

57 临床护士疼痛知识与技能提高班  广州 09.06-09.09 疼痛护理专业委员会

58 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4.09-07.07 儿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59 儿童呼吸管理专业护士培训 广州 08.18-08.27 儿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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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儿科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广州 09.12-09.15 儿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61 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5.07-08.06 手术室护理专业委员会

62 手术室护理持续质量改进学习班（国） 广州 07.25-07.28 手术室护理专业委员会

63 心血管疾病护理新进展（国） 广州 06.20-06.23 心血管护理专业委员会

64 心血管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6.18-09.12 心血管护理专业委员会

65 护理信息系统建设与临床应用新进展学习班  广州 07.18-07.21 护理信息专业委员会  

66 康复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深圳 05.20-08.18 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67 高级康复护理实践学习班（国） 深圳 05.23-05.25 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68 内科护理实践与护理管理转型研讨班（国） 广州 09.12-09.15 内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69 感染性疾病护理新进展（国） 广州 05.16-05.19 感染病护理专委会  

70 肝病专科护士培训  广州 05.16-08.16 感染病护理专委会  

71 紧急医学救援护理技能及新进展学习班（国） 广州 08.08-08.12 灾害护理专业委员会

72 临床护理研究与论文写作提高班（国） 广州 04.15-04.18 循证护理专业委员会

73 循证护理理论与实践培训班（国） 广州 10.20-10.24 循证护理专业委员会

74 肿瘤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3.25-06.22 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

75 呼吸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4.08-06.28 慢病康复与家庭照护专业委员会

76 慢病全程康复新技术、新进展学习班（国） 广州 04.24-04.27 慢病康复与家庭照护专业委员会

77 生殖医学专科护理讲习班（国） 广州 07.05-07.08 生殖护理专业委员会  

78 麻醉护理专科护士培训 广州 09.01-11.30 麻醉护理专业委员会

79 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ACU）的护理与管理（国） 广州 09.14-09.18 麻醉护理专业委员会

80 眼科护士高级实践能力培训班（国） 广州 04.12-07.05 眼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81 眼科专科护士培训班（国） 广州 05.18-05.22 眼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82 口腔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4.01-06.30 口腔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83 口腔专业护士核心能力培训班 广州 05.16-05.19 口腔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84 护理人文关怀培训班 广州 09.26-09.30 人文护理专业委员会

85 临床护理营养师培训  广州 05.23-05.26 产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86 护理人员多点执业参与社区健康服务相关政策培训 广州 03.27一03.30 产业发展工作委员会

87 烧伤与烧伤康复护理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7.22-10.20 烧伤与烧伤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88 烧伤与烧伤康复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广州 09.19-09.22 烧伤与烧伤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89 加速康复外科护理专科实践培训班 广州 04.17-04.21 加速康复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90 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实践与管理  广州 12.06-12.08 加速康复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91 泌尿外科专科护理创新与管理研讨班（国） 广州 04.11-04.15 泌尿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92 泌尿外科专科护士培训班 广州 07.01-07.10 泌尿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93 泌尿外科护理新进展研讨班  广州 12.22-12.24 泌尿外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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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临床营养治疗专科护士高级研修班（国） 广州 08.08-11.07 营养护理专业委员会  

95 临床营养护理理论与实践新进展学习班  广州 08.08-08.11 营养护理专业委员会  

96 现代养老护理技术新进展  广州 09.19-09.23 护理职业技术教育专委会  

97 皮肤科护理技术与管理学习班 广州 09.06-09.11 皮肤病护理专业委员会 

98 皮肤病专科护士培训 广州 09.06-12.06 皮肤病护理专业委员会 

99 介入护理新理念新技术培训班 广州 8.20-8.23 介入护理专业委员会 

100 青年护士职业发展研讨班 广州 11.23－11.24 青年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护理学会

                                                                2019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