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 

贵院  白明祖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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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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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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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 

贵院  程静娟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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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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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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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 

贵院  代宣宣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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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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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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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 

贵院  李雯雯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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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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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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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 

贵院  刘红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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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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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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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 

贵院  刘絮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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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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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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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 

贵院  罗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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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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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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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8） 

贵院  罗海燕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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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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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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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9） 

贵院  彭慧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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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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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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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0） 

贵院  史盼盼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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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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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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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1） 

贵院  孙玉凤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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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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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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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2） 

贵院  汪琴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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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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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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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3） 

贵院  魏巍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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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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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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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4） 

贵院  杨宁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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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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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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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5） 

贵院  杨旃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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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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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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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6） 

贵院  张媚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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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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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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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7） 

贵院  何青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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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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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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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8） 

贵院  姜欢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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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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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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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9） 

贵院  赖愿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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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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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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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0） 

贵院  李飞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0:30-11: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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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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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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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1） 

贵院  李文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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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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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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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2） 

贵院  梁俏群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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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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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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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3） 

贵院  孙俊波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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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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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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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4） 

贵院  唐利玲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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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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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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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5） 

贵院  田小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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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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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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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6） 

贵院  涂娟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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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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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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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7） 

贵院  王瑶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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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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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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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8） 

贵院  徐颖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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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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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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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9） 

贵院  许彤彤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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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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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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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0） 

贵院  张鑫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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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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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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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1） 

贵院  朱媛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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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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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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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2） 

贵院  陈慧敏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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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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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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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3） 

贵院  樊克强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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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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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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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4） 

贵院  房春华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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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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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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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5） 

贵院  龚婷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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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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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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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6） 

贵院  李小花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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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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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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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7） 

贵院  刘菲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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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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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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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8） 

贵院  商蒙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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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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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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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9） 

贵院  隋冉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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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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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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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0） 

贵院  孙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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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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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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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1） 

贵院  王丽丽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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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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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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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2） 

贵院  朱舒月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M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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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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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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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3） 

贵院  刘聪强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N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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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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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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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4） 

贵院  辛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N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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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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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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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5） 

贵院  张雪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NICU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3:30-14:0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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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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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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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6） 

贵院  黄璐晶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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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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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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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7） 

贵院  龙金梅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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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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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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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8） 

贵院  宋涣涣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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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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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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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9） 

贵院  王淇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急诊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月

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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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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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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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0） 

贵院  王蕊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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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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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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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1） 

贵院  郭菲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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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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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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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2） 

贵院  黄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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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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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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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3） 

贵院  李国寿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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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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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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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4） 

贵院  李胜男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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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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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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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5） 

贵院  刘志健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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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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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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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6） 

贵院  王素科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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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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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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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7） 

贵院  杨萌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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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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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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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8） 

贵院  杨爽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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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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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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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9） 

贵院  康海波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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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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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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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0） 

贵院  齐淑静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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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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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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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1） 

贵院  乔一佳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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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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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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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2） 

贵院  苏文建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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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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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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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3） 

贵院  田男男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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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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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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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4） 

贵院  王卉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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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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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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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5） 

贵院  王倩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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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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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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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6） 

贵院  王微静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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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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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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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7） 

贵院  夏江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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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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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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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8） 

贵院  许安娜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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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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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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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9） 

贵院  颜雪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8

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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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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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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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0） 

贵院  伊同英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年

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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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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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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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1） 

贵院  郝淑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20年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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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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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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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2） 

贵院  焦娇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

年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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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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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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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3） 

贵院  帖晓丹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20年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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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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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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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4） 

贵院  王孟春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 个月，请于  

2020年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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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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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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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75） 

贵院  张真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消毒供应中心  进修 3个月，请于  2020

年8月20日14:00-14:30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10号楼2层223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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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CU、ICU、NICU、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室等特殊科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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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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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返院申请书一份，国务院行程码绿码，返院前7天内当地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新冠疫情培训证书一份，进修护士入院培训证书一份。 

5.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6.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7.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8.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需自觉遵守我院疫情防控各项管理规定。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0 年8月 

                                    电话：010－69155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