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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综合(公示)信息表 

工作单位 
四川省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医院 
机构类别 综合医院 是否破格 否 

机构等级 二级甲等 
行政隶属 

关系 

省辖市（地区、州、直辖市区）

属 
申报层次 副高 

申报专业 儿科护理 申报类型 
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 

拟申报资

格名称 

副主任护

师 

地区（省级部门、中央在川单位） 雅安市 专业组 护理组 

姓  名 林安琴 性  别 女 民族 汉族 健康状况 健康 

出生地 汉源 出生年月 1976.03 现从事专业 儿科护理 

参加工作时间 1996.09 
现任党政 

职务 
儿科护士长 所在科室 儿科 

现任专业技术

职务 
主管护师 

取得资格 

时间 
2009.05 聘任时间 2011.05 

医师（护士）

资格 
护士 

医师（护士）资格 

证书号码 
200851027971 

荣誉称号 优秀学员、优秀护士、优秀工作者、优秀工作者、先进个人 

参加何种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参加时间 2016.11 任何职务 无 

参加何种 

学术团体 
      参加时间       任何职务       

本专业 

学历情况 

学  历 学  位 学  制 学  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是否脱产 

大学本科 无 3年 四川大学自考 护理学 2018.06 否 

大学专科 无 3年 
四川广播电视大

学 
护理学 2005.06 否 

中专 无 3年 
四川省雅安卫生

学校 
护理学 2002.07 否 

中专 无 3年 
四川省雅安卫生

学校 
社区医学 1996.0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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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称 

1996.09-2002.0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护士 

2002.05-2011.0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护师 

2011.05-2019.09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主管护师 

                  

                  

进修学习情况 进修单位：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起止时间： 2019.03-2019.08 

对口支援情况 受援单位： 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卫生院 起止时间： 2017.06-2017.11 

卫生副高理论

考试情况 

考试专业 儿科护理  考试年度 2018 

考试成绩 61 组考部门 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工作业绩（必备条件） 

5.在省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政务微信或正式发行的期刊、报刊上公开发表本专业科普文章

5 篇，每篇不少于 1200 字 

文章名称 
期刊、报刊、政务

微信名 

刊号(CN)、微信举办

机构 
发表时间 备注 

儿科护理管理中细节管理的应用研究 中国社区医师 CN22-1405/R 2018.02 1 

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舒适护理的临床应用 中国社区医师 CN22-1405/R 2018.07 1 

癫痫患儿的服药依从性调查及护理干预 海南医学 CN46-1025/R 2018.08 3 

氧气驱动雾化吸入治疗小儿喘憋性肺炎的

全程系统护理效果分析 
医药前沿  CN13-1405/R 2019.01 1 

新生儿护理专科护士 四川省护理学会 无 2019.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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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业绩（非必备条件） 

名称 取得时间 排名 

雅安市第三届运动会广播体操 2016.10 第 1名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职工运动会女子组 800米 2018.04 第 1名 

新生儿听力筛查技术合格证 2018.11 第 1名 

雅安市医校合作在职护士分层培训结业证 2016.01 第 1名 

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合格证书 2011.09 第 1名 

任现职以来是否有医疗差错事

故、收受红包或受行政处分 
公示结果 所在单位审查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表须双面印制。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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