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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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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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华萍 性  别 女 民族 汉族 健康状况 健康 

出生地 
四川雅安

荥经 
出生年月 1980.10 现从事专业 外科护理 

参加工作时间 1999.10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所在科室 手术室 

现任专业技术

职务 
主管护师 

取得资格 

时间 
2012.05 聘任时间 2013.07 

医师（护士）

资格 
护士 

医师（护士）资格 

证书号码 
200851027854 

荣誉称号 优秀共产党员、年终考核优秀 

参加何种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参加时间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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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科大学 护理学 2011.07 否 

大学专科 无 3年 
四川广播电视大

学 
护理学 2003.07 否 

中专 无 3年 
四川省雅安卫生

学校 
护理 1999.0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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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单位名称 职称 

1999.10-2002.0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护士 

2002.05-2012.0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护师 

2012.05-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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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 
起止时间： 2018.06-2018.12 

对口支援情况 受援单位： 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中心卫生院 起止时间： 2015.06-2015.12 

卫生副高理论

考试情况 

考试专业 外科护理  考试年度 2017 

考试成绩 6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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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外科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

施研究 
医药界 

CN 43-1519/R ISSN 

2095-4808 
2019.06 第一 

鼻内窥镜术后鼻腔填塞期病人的舒适护理 人人健康 
CN 14-1033/R ISSN 

1004-597X 
2019.07 第一 

胃肠道手术后早期下床活动的护理方法 健康必读 
CN 43-1386/R ISSN 

1672-3783 
2019.07 第一 

骨外科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研究与优化策

略分析 
健康必读 

CN 43-1386/R ISSN 

1672-3783 
2019.08 第一 

手术室护理人员发生职业暴露的原因分析

与防范措施研究 
保健文汇 

CN 15-1213/R ISSN 

1671-5217 
2019.04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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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围手

术期的应用 
医药前沿 

CN 13-1405/R ISSN 

2095-1752 
2017.03 第一 

老年人工膝关节置换术患者的康复护理与

指导 
家庭医药 

CN 45-1301/R ISSN  

1671-4954 
2019.01 第一 

乳腺癌术后患者采用延续性护理对其生存

质量的影响 
心理医生 

CN46-1047/R ISSN 

1007-8231 
2016.09 第一 

其他工作业绩（非必备条件） 

名称 取得时间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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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Com
	ComWSJGLBDMName
	Exception
	ComYYDJJName
	ComLSGXName
	QualifiyType
	Class
	theType
	Qualifiy
	Area
	Group
	Names
	Sex
	Nations
	Health
	BothPlace
	BothDate
	aClassCSC
	WorkTime
	AdminPost
	KeshiPlace
	NowWorkQualifiy
	QualifiyTime
	WorkQualifiyTime
	QOP
	NowQualifiyNumber
	RYCHText
	Party
	PartyTime
	PartyZw
	PartyAcad
	PartyTimeAcad
	PartyZwAcad
	EducationText
	DegreeText
	GraduationZhi
	GraduationSchool
	GraduationClass
	GraduationTime
	GraduationTC
	EducationText_1
	DegreeText_1
	GraduationZhi_1
	GraduationSchool_1
	GraduationClass_1
	GraduationTime_1
	GraduationTC_1
	EducationText_2
	DegreeText_2
	GraduationZhi_2
	GraduationSchool_2
	GraduationClass_2
	GraduationTime_2
	GraduationTC_2
	EducationText_3
	DegreeText_3
	GraduationZhi_3
	GraduationSchool_3
	GraduationClass_3
	GraduationTime_3
	GraduationTC_3
	EducationText_4
	DegreeText_4
	GraduationZhi_4
	GraduationSchool_4
	GraduationClass_4
	GraduationTime_4
	GraduationTC_4
	GZJL_0_0
	GZJL_0_1
	GZJL_0_2
	GZJL_1_0
	GZJL_1_1
	GZJL_1_2
	GZJL_2_0
	GZJL_2_1
	GZJL_2_2
	GZJL_3_0
	GZJL_3_1
	GZJL_3_2
	GZJL_4_0
	GZJL_4_1
	GZJL_4_2
	StudyCom
	StudyTime
	ExerciseCom
	ExerciseTime
	FGKS_Class
	FGKS_Year
	FGKS_Score
	FGKS_Dep
	CheckYg
	QTYJ_0_0
	QTYJ_0_1
	QTYJ_0_2
	QTYJ_1_0
	QTYJ_1_1
	QTYJ_1_2
	QTYJ_2_0
	QTYJ_2_1
	QTYJ_2_2
	QTYJ_3_0
	QTYJ_3_1
	QTYJ_3_2
	QTYJ_4_0
	QTYJ_4_1
	QTYJ_4_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