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推荐毛丽、丁春玲、胥燕、杨芸申报

2021 年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公示

毛丽、丁春玲、胥燕、杨芸 4 名同志申报评审 2021 年高级

职称资格，按照规定程序，现进行评审申报前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1.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经历、业绩、贡献等情况（见《个人

基本信息表》）及申报必备条件公示表。

2.是否有违法犯罪或被立案查处的情况。

3.公示期间，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被公示人项目内容的真实

性及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敬业精神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异议。

对被公示人有异议的，请具实名提供书面异议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一式一份），寄送至元江县卫生健康局。匿名的异议和超过公

示期（时间截止：2021 年 11 月 24 日，以当地邮局邮戳时间为

准）的异议不予受理。

公示监督电话：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0877-6292055

县纪委监委驻县卫生健康局纪检监察组：0877-6016288

投诉邮箱：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yjxwsjbgs@126.com

元江县中医医院

2021 年 11月 18日



个人基本信息表

姓 名 毛丽 性 别 女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83.10 政治面貌 党员

何年何校何专
业毕业 2006 年毕业于郧阳医学院 履现职时间 2016.07

现工作单位 元江县中医医院
现从事的专业技术工

作
护理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从事何技术工作

2006.07-2009.02

2009.03-2013.11

2013.12-至今

湖北江汉医院

元江县人民医院

元江县中医医院

护理

护理

护理

进修学习情况

起止时间
进修地

点
进修单位 学习培训内容、成绩

2015.04-05

2021.01-2021.07

昆明

玉溪

云南省护理学会、云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玉溪市中医医院

手术室专科护士规范

化培训

急诊内科进修结业

业绩成果代表作情况

代表作名称 类型 申报本人贡献

任现职期间到基层服务情况

服务时间 服务地点 服务单位

2015.12.01-30 龙潭 龙潭卫生院

任现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以来的主要技术工作业绩

起止时间 内容及效果

2016.07-至今
我自任现专业职称资格以来，从思想道德、政治品质、职业技能

等各方面从严要求自己，认真履行主管护师的工作职责，积极努力学



习护理专业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提升辨证施护能力，完成疑难

病、危重病的护理及会诊。组织科室大查房工作，开展学术讲座和护

理病案讨论，解决护理疑难问题，不断提高护理业务水平。

在护理部工作期间，经院领导支持和各科室人员的积极配合，积

极创建优质护理病房，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不断完善护理制度与流程，

带动医院护理积极向上向前发展。

说明：其它专业技术业绩、成果，有关评价指标数据请一并公示。



个人基本信息表

姓名 丁春玲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78.03 政治面貌 群众

何年何校何专业毕
业

1998 年毕业于云南省楚

雄卫生学校中药学专业
履现职时间 2016.07

现工作单位 元江县中医医院
现从事的专业技术

工作
中药学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从事何技术工作

1998.09 至

今
元江县中医医院 中药学

进修学习情况

起止时间 进修地点 进修单位 学习培训内容、成绩

2020.04—

2020.10
玉溪 玉溪市中医医院

中药饮片鉴定、临床药

学查房

业绩成果代表作情况

代表作名称 类型 申报本人贡献

任现职期间到基层服务情况

服务时间 服务地点 服务单位

任现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以来的主要技术工作业绩

起止时间 内容及效果

2016.07-2021.11
我自任职以来，从思想道德、政治品质、职业技能等各方面从严要求

自己，认真履行主管中药师的工作职责，严格按照《药品管理法》的

规定，严防假冒伪劣药品进入医院。熟悉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标准与技术规范，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遵循中药调剂规



程，加大处方审核、调配、核对、发药各个环节的工作，避免违规操

作和差错事故的发生。具有中药处方点评工作能力，认真开展处方、

病历点评工作。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参

与临床药学查房工作和临床会诊，参与制定药物治疗方案，提供合理

使用中药建议。具备中药验收、保管、调剂、临方炮制、煎煮等中药

药学服务能力，能够提供中药药物咨询服务。中药饮片质量得到控制，

保证了临床用药安全，提高了合理用药水平。

说明：其它专业技术业绩、成果，有关评价指标数据请一并公示。



个人基本信息表

姓 名 胥燕 性 别 女 民 族 白族

出生年月 1980.03.06 政治面貌 党员

何年何校何
专业毕业

2010．01 毕业于云南省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
履现职时间 2016.07

现工作单位 元江县哈尼族彝族傣族中医医院
现从事的专业技

术工作
妇产科

主要工作经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从事何技术工作

2001.7-2013.9 元江县因远镇计划生育服务所
妇产科、计划生育、内

科、外科

2013.9 至今 元江县中医医院 妇产科

进修学习情

况

起止时间 进修地点 进修单位 学习培训内容、成绩

2000.9-2001.7 玉溪市 唐秀芝儿科诊所 儿科学学习

2007.7-11 昆明 昆明医科大学 妇科进修学习结业

2010.4-2010.7 玉溪市
红塔区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

妇产科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进

修学习结业

2013.12-2014.

9
玉溪市

玉溪市人民医院

妇科
妇科进修学习结业

2020.6-2020.1

2
昆明

云南省第一人民

医院
生殖妇科进修学习结业

业绩成果代表作情况

代表作名称 类型 从事何技术工作

任现职期间到基层服务情况

服务时间 服务地点 服务单位

2001.7-2013.9 元江县医因远镇 元江县因远镇计划生育服务所

任现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以来的主要技术工作业绩

起止时间 内容及效果



2016 年 7 月—至今

本人从参加工作至任现专业资格以来，从思想政治、职业道德、职

业技能等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努力学习

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联系结合；认真

练习并提高专业技术操作水平；认真向上级医师、上级医院进修学习

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并推广应用；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

规及技术规范。从而提升了妇产科、计划生育、妇科内分泌常见病、

多发病、危急病、疑难病症诊治处理的水平；能熟练掌握妇产科及计

划生育门各种小手术及术后不良反应的治疗。在院领导、徐副院长、

各级科室及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已逐步开展了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经

腹子宫切除术、经腹输卵管切除术，经腹卵巢囊肿剥除术，经腹附件

切除术，经腹输卵管结扎术等手术，让医院妇产科手术技术得到了开

创；2016 开展了阴道镜的检查的新技术，2017 开展宫颈 HPV27 分型检

查新项目，2018 年开展了无痛人工流产新技术并带领一名业务骨干培

训了生殖健康咨询师在培训及考证，2019 年开展了臭氧治疗阴道炎新

项目，并带领一名业务骨干一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参加了 3+3+3

宫腔镜学习班，了解了阴道镜和宫腔镜检查；2019、2020 年与云南省

第一人民医院联合技术支持培训，（开展了两次冯云主任带队带教手术

培训，并完成了为期 6 个月的宫腹腔镜进修学习、成立了冯云主任专

家工作站）为我院妇产科内镜技术得到了零的突破，现基本能独立完

成一般的宫腔镜检查、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腹腔镜下输卵管切

除术，基本掌握了腹腔镜下卵巢囊肿剥除术、腹腔镜下附件切除术、

宫腹腔镜诊疗输卵管不孕症处理的流程。为我院妇产科内镜手术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找到了上医院的技术支持，为今后我科全员发展指明

了一个方向；2021 年开展了微波治疗妇科炎症疾病的治疗。并培养了

一名业务骨干，基本掌握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基本掌握妇科

门诊手术，了解了宫腹腔镜的诊疗常规，基本掌握了宫腔镜的一般检

查，培养的业务骨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2020-2021 年参加了国家级

盆底电生理的项目（正在启动中），并取得了云南省昆明电生理师资培

训证，为我院综合实力技术水平提高及提质达标提供了依据，并为经

后参与国家项有了一定的经验。

说明：其它专业技术业绩、成果，有关评价指标数据请一并公示。



个人基本信息表
姓 名 杨芸 性 别 女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8 年 12 月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何年何校何专
业毕业

2010.01 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医

学影像专业
履现职时间 2016 年 7 月

现工作单位 元江县中医医院
现从事的专业技术

工作
超声医学技术

主要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从事何技术工作

1999.12-2008.12

2009.1-至今

元江县因远镇中心卫生院

元江县中医医院

超声医学技术

超声医学技术

进修学习情况

起止时间 进修地点 进修单位 学习培训内容、成绩

2009.12.20-2010.6.20 玉溪市 玉溪市人民医院
腹部、浅表器官、妇科、

产科超声，成绩合格

2017.6-2017.11 昆明市 昆明市延安医院
心脏、四肢血管超声，

成绩合格

2020.8-2020.10 昆明市 昆明市延安医院
胃肠、肌骨超声，成绩

合格

业绩成果代表作情况

代表作名称 类型 申报本人贡献

任现职期间到基层服务情况

服务时间 服务地点 服务单位

任现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以来的主要技术工作业绩

起止时间 内容及效果



2016 年 7 月—至今

在主管技师履职期间思想上紧跟党的步伐，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

精神，坚持学习四个意识、四个自信，遵纪守法、医风医德良好，责

任心强，热爱本职工作，几年来业务工作有了很大进步，本人主要从

事腹部、妇科、产科、浅表器官、心脏、四肢血管、胃肠、肌骨等各

种超声检查工作，能够熟练完成各项检查并作出明确诊断,任现职以

来，担任了科室的主要工作任务，并担任这科室新人的带教工作，四

年来先后带教了三位新人，并已能独立工作，一人已取得主治医师资

格，成为科室业务骨干。本人多次到三甲医院学习，自 2017 年以来，

先后开展了心脏、四肢血管、胃肠、肌骨新项目超声检查，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为临床提供了更完善的检查项目，与临床医生密切配合，

有效地降低了临床的医疗风险，也为患者创造了一个更完善、更方便

的就医环境。

说明：其它专业技术业绩、成果，有关评价指标数据请一并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