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1） 

贵院 安宏涛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 个月 ，请于 2021

年12月13日09:00  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7号楼2层一站式办公服

务台4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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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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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介绍信一份，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身份证

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最高学历证书一份。 

4. 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5.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6.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7. 来院时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上交 48小时内北京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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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不接收。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1年11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2） 

贵院 侯海宁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 个月 ，请于 2021

年12月13日09:00  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7号楼2层一站式办公服

务台4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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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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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介绍信一份，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身份证

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最高学历证书一份。 

4. 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5.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6.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7. 来院时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上交 48小时内北京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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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不接收。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1年11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3） 

贵院 李文娟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3个月 ，请于2021年

12月13日09:00  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7号楼2层一站式办公服务

台4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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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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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介绍信一份，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身份证

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最高学历证书一份。 

4. 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5.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6.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7. 来院时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上交 48小时内北京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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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不接收。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1年11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4） 

贵院 吴璠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 ，请于2021年

12月13日09:00  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7号楼2层一站式办公服务

台4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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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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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介绍信一份，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身份证

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最高学历证书一份。 

4. 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5.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6.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7. 来院时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上交 48小时内北京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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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不接收。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1年11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5） 

贵院 袁 宇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个月 ，请于2021年

12月13日09:00  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7号楼2层一站式办公服务

台4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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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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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介绍信一份，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身份证

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最高学历证书一份。 

4. 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5.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6.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7. 来院时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上交 48小时内北京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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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不接收。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1年11月 

                                  电话：010－69155819



护士进修通知单（报到序号6） 

贵院 康小乐 同志已被我院接收到 手术室 进修 6 个月 ，请于 2021

年12月13日09:00  到 北京协和医院东院老楼7号楼2层一站式办公服

务台4号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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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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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介绍信一份，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身份证

复印件一份（请注意是否过期），最高学历证书一份。 

4. 报到后进修科室将不再调整。进修期间不能轮转其他科室。 

5. 进修半年者有评优资格。 

6. 如有怀孕等特殊情况，请另择期安排进修。 

7. 来院时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上交 48小时内北京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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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不接收。 

 

                                 北京协和医院护理部 
                                 2021年11月 

                                  电话：010－69155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