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2022年卫生系列副高级职称任职资格政策性审查不合格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学历

是否新冠
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
医务人员

拟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资格

审核情况 不合格原因
拟申报资格 专 业

专业代
码

1 吉杨松 本科 否 副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 062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19/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代表论文系无效学术成果论文。

2 陈宸 博士研究生 否 副主任医师 普通外科 024 学术成果不达标 未提供本人参与的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3 陈伟 本科 是 副主任医师 老年医学 015 政策性材料不达标
1.提供进修合格证累计不足6个月。
2.填写的“代表作名称”与上传的“论文代表作”名称不一

4 刘立梅 本科 否 副主任医师 超声波诊断 076 政策性材料、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技术报告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2.提供期刊《国际感染病学（电子版）》（期刊号：CN11-
9314/R）系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5 罗彦弟 本科 否 副主任医师 内科 001 政策性材料、学术成果不达标

1.未提供每年有代表性的三次门诊病历。
2.提供期刊《中国现代医学杂志》（期刊号：CN43-1225/R）
标注有误，系“2014年版北大核心”。
3.提供期刊《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期刊号：
CN11-9336/R）、《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期刊号：
CN11-9355/R）系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均属无效学术成果。

6 申雄成 本科 否 副主任医师 骨外科 027 业绩成果不达标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具有良好透气性的骨科夹板”：“公布
公告”中的专利名称及“检索证明”中的专利名称与提供专
利证书的专利名称不符。



7 赵义 本科 否 副主任医师 麻醉 036 业绩成果、学术成果不达标

1.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麻醉科临床用消毒辅助组件”：“授
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中的专利名称与提供专利证书的
专利名称不符。
2.实用新型专利“一种麻醉科临床管状器具清洁设备”：“
检索证明”中的专利名称与提供专利证书的专利名称不符。
3.提供期刊《中国老年学杂志》（期刊号：CN22-1241/R）标
注有误，系“2017年版北大核心”，且未见检索证明。
4.提供期刊《医学美学美容》（期刊号：CN61-1231/R）未见
检索证明。

8 许传洁 本科 否 副主任医师 重症医学 017 政策性材料、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12/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代表论文系无效学术成果论文。
3.未提供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成绩。

9 张德会 本科 是 副主任医师 儿内科 012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抗疫文章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10 张中菊 硕士研究生 是 副主任医师 风湿与临床免疫 011 业绩成果不达标 实用新型专利未提供“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

11 令狐克强 本科 是 副主任医师 心血管内科 002 业绩成果、学术成果不达标
1.实用新型专利“心血管内科临床中新型球囊”未见检索证
明。
2.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12 张琴琴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代表论文系无效学术成果论文。

13 王智慧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政策性材料、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任职条件”中累计带教时间不足6个月。
2.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3.提供期刊《医药》（期刊号：CN50-9235/R）系连续型电子
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4.提供抗疫文章《抗疫期间隔离病房工作的心得体会》《新
冠肺炎的护理要点须知》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14 付同秀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政策性材料、业绩成果、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任职条件”中累计带教时间不足6个月。
2.实用新型专利“基于消毒供应中心的护理用器械冲洗装置
”未见检索证明。
3.护士执业证书中“执业地点”与所在工作单位不符。

15 赖绪丽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政策性材料、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每年3次病房查房材料未见签到表。
2.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12/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16 谢生梅 本科 否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期刊号：CN11-
9369/R）系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代表论文系无效学术成果论文。

17 叶安容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业绩成果、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新技术新项目申报表”未加盖有权部门印章。
2.提供期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期刊号：CN11-
9234/R）系连续型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3.提供抗疫文章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4.提供代表论文系无效学术成果论文。

18 赵进容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政策性材料不达标 提供技术报告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19 周呈义 本科 否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政策性材料不达标

1.提供2018年继续教育学分支撑材料学分与学分统计表中
2018年学分情况不一致。
2.提供每年3次病房查房材料未见签到表。
3.提供技术报告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20 周雪枝 本科 否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政策性材料不达标 提供技术报告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21 成波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政策性材料、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任职条件”中累计带教时间不足6个月。
2.提供技术报告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3.提供抗疫文章《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老年痴呆患者
的个案护理》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22 黄家容 本科 否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期刊《医药》（期刊号：CN50-9235/R）系连续型电子
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3.提供代表论文系无效学术成果论文。



23 杨中福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业绩成果、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遵义市汇川区基层医疗机构护理管理手册汇编
（2019年版）》目录表格、工作量表格与提供材料内容不一
致。
2.提供期刊《家有孕宝》（期刊号：CN51-1789/R71）在国家
出版署官网未查到，请提供该期刊合法的支撑材料。

24 刘正菲 本科 是 副主任护师 护理学 106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抗疫文章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25 周得维 本科 是 副主任技师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070 学术成果不达标
1.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2.提供代表论文系无效学术成果论文。

26 王爱琳 大专 是 副主任技师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070 学术成果不达标

1.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医学检验用标本制备装置”：提供“
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专利号与专利证书专利号不一
致。
2.提供期刊《医药卫生》（期刊号：CN50-9205/R）系连续型
电子出版物，属无效学术成果。
3.提供抗疫文章未按论文格式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