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 

贵院 沈玲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 

贵院 吴雪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 

贵院 王梅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 

贵院 张倩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肿瘤化疗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 

贵院 曾琴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整形美容门诊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 

贵院 符金秀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整形美容门诊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 

贵院 董颖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整形美容门诊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 

贵院 邢芬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整形美容颌面外科 进修 3 个月，

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 

贵院 艾蓓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乳腺外科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 

贵院 郭雪松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 

贵院 李玉微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 

贵院 赵学萍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 

贵院 刘春妤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 

贵院 赵金荣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5） 

贵院 黄亭亭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6） 

贵院 李雨珊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7） 

贵院 张利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8） 

贵院 马晨潇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9） 

贵院 刘冬梅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皮肤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0） 

贵院 孙琳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耳鼻喉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1） 

贵院 林慧娟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耳鼻喉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2） 

贵院 赵静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血管外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3） 

贵院 龙孟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胸外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4） 

贵院 尤庆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胸外科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5） 

贵院 刘文菊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外科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6） 

贵院 白星明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神经外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7） 

贵院 梁爽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临床营养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8） 

贵院 邓倩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临床营养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9） 

贵院 朱雁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临床营养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0） 

贵院 刘晶晶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临床营养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1） 

贵院 王佳琦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基本外科一病房 进修 6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2） 

贵院 陈学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基本外科四病房 进修 3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3） 

贵院 卢丽亚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基本外科四病房 进修 3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4） 

贵院 何琼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基本外科三病房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5） 

贵院 宋力维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基本外科三病房 进修 3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6） 

贵院 朱颖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基本外科三病房 进修 3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7） 

贵院 徐宁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骨科一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8） 

贵院 何双燕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骨科一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9） 

贵院 李欢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骨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0） 

贵院 王维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骨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1） 

贵院 杨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骨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2） 

贵院 殷晓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骨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3） 

贵院 刘海楠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肝外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4） 

贵院 田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肝外科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5） 

贵院 黄丽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肝外科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6） 

贵院 梁萍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7） 

贵院 缪睿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8） 

贵院 于岩岩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9） 

贵院 李倩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0） 

贵院 肖悦华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1） 

贵院 黄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2） 

贵院 吕亚欣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3） 

贵院 杨叶哏练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4） 

贵院 邱月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5） 

贵院 蓝丹秀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6） 

贵院 王腾龙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7） 

贵院 王英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8） 

贵院 李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9） 

贵院 徐敬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0） 

贵院 邹天杰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1） 

贵院 白霞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2） 

贵院 张婷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3） 

贵院 谢婷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4） 

贵院 王玉龙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5） 

贵院 何博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6） 

贵院 郑晓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7） 

贵院 张前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8） 

贵院 廖鑫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9） 

贵院 李晓冬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0） 

贵院 赵书理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1） 

贵院 荆佳丽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2） 

贵院 高媛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3） 

贵院 杨公闯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4） 

贵院 乌吉木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5） 

贵院 谭永云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6） 

贵院 刘丽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7） 

贵院 林浩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8） 

贵院 赵焓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9） 

贵院 谭惠尤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血液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0） 

贵院 林森森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血液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1） 

贵院 曾毅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血液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2） 

贵院 俞健勇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血液净化中心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3） 

贵院 黄吉凤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心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4） 

贵院 王雪梅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心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5） 

贵院 王彩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心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6） 

贵院 张麒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化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7） 

贵院 郑敏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化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8） 

贵院 郭日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化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9） 

贵院 钟晓燕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化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0） 

贵院 宋志红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化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1） 

贵院 王欣玮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化内镜中心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2） 

贵院 张美敬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化内镜中心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3） 

贵院 薛丹萍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肾内科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4） 

贵院 邓平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内分泌科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5） 

贵院 郭利华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内分泌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6） 

贵院 艾子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免疫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7） 

贵院 皇国英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老年示范病房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8） 

贵院 蔡崇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老年示范病房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9） 

贵院 陶金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老年示范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0） 

贵院 高旭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老年示范病房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1） 

贵院 郑珂欣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老年示范病房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2） 

贵院 赵玖玲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呼吸内科一病房 进修 3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3） 

贵院 王文宏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呼吸内科一病房 进修 3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4） 

贵院 安晨萍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呼吸内科一病房 进修 3个月，请

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

进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5） 

贵院 李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呼吸内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6） 

贵院 梁秋颖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呼吸内科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7） 

贵院 伍剑锋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腹膜透析中心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8） 

贵院 崇海红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腹膜透析中心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9） 

贵院 高志敏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0） 

贵院 马明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1） 

贵院 陈渝兰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2） 

贵院 袁玉昆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3） 

贵院 张丽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4） 

贵院 皮辉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5） 

贵院 涂小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6） 

贵院 张帆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7） 

贵院 卜春华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8） 

贵院 刘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9） 

贵院 孙晓娟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0） 

贵院 蔡聪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1） 

贵院 张璐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2） 

贵院 王丽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C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3） 

贵院 孙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CCU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4） 

贵院 高海燕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C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5） 

贵院 焦洪莲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变态反应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6） 

贵院 杨佳存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7） 

贵院 钟珍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8） 

贵院 张素娟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9） 

贵院 沈杭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0） 

贵院 林吓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1） 

贵院 高慧敏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2） 

贵院 齐月红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3） 

贵院 汤静斐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科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

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

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4） 

贵院 陈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一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5） 

贵院 李淼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一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6） 

贵院 乔宇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一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7） 

贵院 孙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四病房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8） 

贵院 王晓风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三病房 进修 6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9） 

贵院 曹威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三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0） 

贵院 揭益群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三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1） 

贵院 段建兰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2） 

贵院 蔡君燕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3） 

贵院 段心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妇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4） 

贵院 宋晶华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产科一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5） 

贵院 吴冬云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产科一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6） 

贵院 刘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产科二病房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

修期间食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7） 

贵院 何维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产科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

月 28 日上午 9：00AM 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8） 

贵院 王婷婷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N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9） 

贵院 韩松玲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N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50） 

贵院 仝芳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N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51） 

贵院 张杰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营养科 进修 3个月，请于 2019年 

8月28日上午9：00AM到（东单院区）内科楼四层大厅 报到。进修期间食

宿自理。届时请自带： 

1.白护士鞋，白护士服（无明显文字标识），纯白护士帽 

*除手术室、MICU、ICU外 

2.进修费4000元/（人·六个月）；进修费2000元/（人·三个月） 

备注：为优化报到流程，请尽量提前一周办理转账手续 

（注：请转账时写明进修人员姓名；单位名称；事由为护理类进修）请持转账凭据前

来报到，届时财务处开具发票。谢谢！ 

 开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营业部 

 账号：1100 1018 7000 5999 9999 

3.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延续注册页是否过期）；护士执业证书查

真截图打印一份（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进行查验）。 

4.单位介绍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请注意是否过期），学历证书一份。 

5.若有进修科室不符等情况，请尽早与护理部联络。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

再调整。见谅！ 

6. 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7.进修不满半年者，不予以颁发结业证书。 

8.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19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