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国家卫生健康委2019年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一、深化医改相关培训班

序号 培训班名称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期数 主办单位

1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

点工作培训班
指导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医院及
所在地方加快探索好经验、好做法

省级卫生健康委体改处负责同志，148家试点医
院及所在地方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等

6期 体改司

2 全国医改宣传培训班 新时代医改宣传、新闻发布、舆论引导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同志和医改宣传联络
员

1期 体改司

3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工作推

进培训班
指导示范地区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加快探索积累经验

省级卫生健康委体改处负责同志，示范城市和
示范县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

2期 体改司

4 县域综合医改培训班 相关县域综合医改的相关政策和经验
省级医改协调机构、省级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同志以及部分试点地区负责同志

4期 体改司

5 全国医改监测工作培训班
部署2019年下半年及2020年上半年医改监测
工作，对监测方案、指标等进行培训

省级卫生健康委体改处，统计信息中心负责医
改监测的同志，有关部门同志

1期 体改司

6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典型经验交

流培训班
交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地区和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区的典型做法

省级卫生健康委体改处负责同志，各示范地区
和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的卫生健康委负责同
志等

5期 体改司

7 医疗管理政策培训班 医疗机构及医师管理政策相关内容
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
医师管理工作人员

2期 医政医管局

8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工作培训

班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法律法规、相关政策文
件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工作人员、医院管理
工作人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部分公安干
警等

2期 医政医管局



9 血液管理培训班 血液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相关工作人员 1期 医政医管局

10 护理政策培训班 护理相关政策解读培训
省级卫生健康委行政管理人员和医疗机构管理
人员

1期 医政医管局

11
医疗人才组团式支援工作培训

班
政策理论以及业务实践等内容

受援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人员以及支援队
领队

2期 医政医管局

12 行风建设工作培训班 政策理论及强化医德医风教育等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分管行风工作负责人 2期 医政医管局

13
西藏、新疆对口帮扶贫困县县

医院培训班
政策理论以及业务实践等内容 对口帮扶援派双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人员 2期 医政医管局

14 公共卫生医疗管理工作培训班
公共卫生医疗管理工作重点解读，精神卫生
、结核、流感等疾病医疗管理工作

省级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负责同志、医疗机
构相关工作人员

1期 医政医管局

15 基层卫生政策培训班 基层医疗卫生政策解读
省级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处负责同志及相关工
作人员

1期 基层司

16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

策培训班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政策 省级卫生健康委行政人员和省级师资 2期 基层司

17 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培训班
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工作规范、重点工作
等，规范卫生健康执法行为有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分管副主任、监督处长、监督
所长，各省卫生健康执法骨干

2期 监督局

18 卫生健康信用体系建设培训班 卫生健康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内容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信用体系建设有关负
责同志

1期 监督局

19 综合监管培训班 综合监管制度建设有关内容
部委、省级、地市级综合监管工作有关负责同
志，部委综合监管工作联络员

1期 监督局

20 卫生健康监督骨干培训班
公共卫生监督相关工作内容；传染病防治相
关法律法规及监督执法技能；消毒产品相关
法律法规及监督执法技能

各级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消毒产品卫生监
督骨干

5期 监督局



21
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工作

培训班
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监督工作

省级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同志及省级监督员，
骨干监督员

2期 监督局

22 医疗卫生监督培训班
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制度，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自查制度等

省级、地市级医疗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省级卫
生健康委医疗监督工作人员

3期 监督局

23
委定点扶贫县监督机构执法人

员培训班
执法稽查、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消毒产
品、医疗监督等相关工作内容

委定点扶贫县监督机构执法人员 1期 监督局

24 国家药物政策培训班 基本药物政策、仿制药政策等相关内容 省级、地市级药政管理人员、有关专家 2期 药政司

25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理论及实践

培训班
培训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理论及实践 省级药政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医疗机构人员 2期 药政司

二、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相关培训班

26 免疫规划政策培训班（3期）
宣贯关于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意见、
疫苗管理法和免疫规划相关政策

省级卫生健康委疾控处、省级疾控中心及有关
地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同志

3期 疾控局

27
全国慢性病综合防治能力培训

班
慢性病防治相关政策、发展趋势、前沿进展
等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疾控处、疾控中心、癌症中心
（肿瘤防办）、心脑防办主管负责同志

1期 疾控局

28
援疆援藏精神卫生防治管理研

讨班
严重精神障碍救治管理相关政策措施及援疆
援藏工作研讨

新疆南疆、西藏各级卫生健康委主管处室负责
同志、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综合医院负责同志

2期 疾控局

29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

点工作研讨班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方案编制研讨、
部分试点地区经验交流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主管处室负责同志，试点地区
卫生健康、政法委、教育等有关部门主管处室
负责同志

2期 疾控局

30
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培训

班
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相关内
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应急办分管负
责同志、疾控医疗机构负责人

1期 应急办

31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培训班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建设、管理和使用相关要
求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队长、相关省级卫生健康委
应急办负责同志、相关委属委管医院负责同志

1期 应急办



32 职业病管理培训班
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宣贯，尘肺
病防治有关培训

省级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主管处室，疾控中心
、职防院所的有关同志

2期 职业健康司

33 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培训班
职业健康预防领域法规、规章和标准，职业
病预防专业知识等

省级职业健康管理人员 2期 职业健康司

三、老龄、妇幼和人口家庭相关培训班

34 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培训班
中央关于老龄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人口老
龄化工作有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分管老龄健康工作负责同志，
老龄健康处室人员；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各成
员单位联络员、信息员；部分涉老社会组织负
责同志及工作人员；贫困地区卫生健康委老龄
健康工作相关负责同志

6期 老龄司

35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培训班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政策措施、
工作任务、地方实践等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相关处室负
责同志及工作人员

3期 老龄司

36
安宁疗护试点工作能力建设培

训班
安宁疗护实践和试点工作要求

安宁疗护试点地区卫生健康委相关工作负责同
志

1期 老龄司

37 老年人健康管理培训班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规范和工作要求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
相关负责同志

1期 老龄司

38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培训班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解读和相关工作要求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负责同志 1期 老龄司

39
失能老人上门综合评估和健康

指导培训班
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综合评估和健康指导相
关工作内容

12个试点市卫生健康委项目负责人和具体工作
人员等

3期 老龄司

40 医养结合工作培训班
医养结合工作的顶层设计、政策措施、工作
任务、地方实践；医养结合监测数据的填报
、数据汇总分析及评估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
90个国家级试点市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责同
志及工作人员；医养结合监测工作填报人员

6期 老龄司

41 智慧健康养老工作培训班
智慧健康养老政策措施、工作任务、地方实
践等

31个省及6个试点市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责同
志及工作人员

1期 老龄司



42 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培训班
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相关政策，妇幼保
健机构建筑设计与流程布局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管理人员，妇幼保健机构
管理人员

2期 妇幼司

43 妇幼保健机构管理培训班
妇幼保健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功能定位、机
构评审、绩效管理、质量安全、行风建设、
舆情应对和品牌建设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管理人员，妇幼保健机构
管理人员

3期 妇幼司

44
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服务培训

班
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服务和工作经验交流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管理人员，妇幼保健机构
管理人员

1期 妇幼司

45 孕产妇安全管理培训班
母婴安全形势；妊娠风险筛查评估与高危管
理、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孕产妇多学科救
治、产科亚专科建设、孕产妇危重症评审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负责同志，省级妇幼保健
院、省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管理人员

3期 妇幼司

46 预防母婴传播工作培训班
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管理
和技术服务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处相关负责人，相关专家 1期 妇幼司

47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培训班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管理和伦理培训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处相关负责人，相关专家 1期 妇幼司

48 妇幼健康脱贫攻坚管理培训班
健康扶贫工程和妇幼健康脱贫攻坚相关政策
等

“三区三州”及我委定点扶贫县所在省级、地
市级和区县级妇幼健康行政管理人员

2期 妇幼司

49 推进“两纲”实施管理培训班
全国及各地“两纲”指标及政策实施情况评
估结果，以及相关政策要求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妇幼处主要负责人，相关专家 1期 妇幼司

50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培训班
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文件，鼓励按政策生
育

市级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业务处室相关
同志

2期 人口家庭司

51 人口与家庭发展调查培训班 调查实施和数据开发培训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责同志、调查员 2期 人口家庭司

52 人口监测和信息化培训班
人口与家庭发展统计制度，人口监测点工
作，人口信息管理与应用等

省级和部分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
志

3期 人口家庭司

53
人口形势分析和管理评估改革

培训班
人口形势分析，目标管理责任制改革等

省级和部分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
志

1期 人口家庭司



54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三项制度

”信息报送工作培训班

PADIS三项制度信息系统实际操作；2019年
目标人群的数据申报相关内容；自建系统省
份数据对接工作；填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服
务管理信息

省、市、县级卫生健康委负责计划生育奖励扶
助“三项制度”的工作人员

2期 人口家庭司

55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和家庭发展

工作培训班

计划生育奖励和扶助“三项制度”政策解读
和组织实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
作年度重点工作，家庭发展相关政策解读，
各地典型经验交流等

省、市、县级卫生健康委负责家庭发展工作的
人员

4期 人口家庭司

56 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培训班 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政策解读
省级和部分市级卫生健康委家庭处有关负责同
志

6期 人口家庭司

四、提高治理能力相关培训班

57
全国卫生健康规划发展与信息

化工作培训班
健康中国建设及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服务体
系建设、信息化和大数据、爱国卫生等工作

省级卫生健康委规划信息处负责同志和具体工
作人员等

1期 规划司

58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培训班
解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有关文件，部署、交
流相关工作

省级及部分市级卫生健康委有关处室负责同
志，委机关相关司局人员

3期 规划司

59
全国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管

理培训班
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设管理、建设标准
宣传贯彻和医院建设规划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及其相关机构人员、委属管单
位相关同志

2期 规划司

60 医院建设管理培训班
委属管医院基本建设管理、全国绿色医院后
勤现代化、节能管理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及其相关机构人员、委属管单
位相关同志

3期 规划司

61 医学装备管理培训班 推进先进医用设备应用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及其相关机构人员、委属管单
位相关同志

1期 规划司

62
全民健康信息化与健康医疗大

数据应用发展工作培训班

“互联网+医疗健康”、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兴信息技术的相关政策做法，医院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的标准，网络与
信息安全工作交流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分管信息化负责同志、规划信
息处负责同志，委属管医院分管信息化负责同
志、信息化科室负责同志

4期 规划司



63 全国卫生健康统计工作培训班
解读《新时期卫生健康统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全国卫生健康统计工作管理办法》

委统计信息中心有关同志，省级卫生健康委规
划信息处、统计信息中心分管负责同志，委属
管医院分管负责同志、业务骨干

1期 规划司

64 全国卫生健康经济大讲堂

财政体制改革，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意识，预
算、财务、内部审计、价格、资产管理理论
与实务；医院成本核算，行业财务与会计制
度；资金监管；医疗服务价格、支付方式 
、价格监管；采购计划及执行；大型医用设
备管理；医院经济管理绩效管理，部门预决
算，国库集中支付工作；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管理，行业扶贫、定点扶贫、对口支援等内
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
、财务处长、审计处长，预算单位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同志、总会计师、财务处长、总审
计师、审计处长、资产处长等，内审计人员、
项目管理人员、价格管理人员、负责政府采购
人员、财务人员等，贫困地区、定点扶贫县有
关人员

24期 财务司

65
全国卫生健康法治理论师资培

训班
卫生健康领域法治理论培训

有关高校、研究机构、学协会从事卫生法学教
育、管理有关人员

1期 法规司

66
全国卫生健康法治建设理论培

训班
卫生健康领域法治建设和医院法治理论相关
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法制部门人员及医院法制部门
人员

1期 法规司

67
全国卫生健康行政复议、应诉

和普法培训班
卫生健康行政复议、应诉有关知识，普及重
点法律法规

省级卫生健康委法制部门工作人员，委机关有
关业务司局人员

1期 法规司

68
全国卫生健康“放管服”改革

培训班
卫生健康“放管服”改革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放管服”改革处室负责人员 1期 法规司

69 医学教育管理干部培训班 医学教育相关政策解读
省级卫生健康委科教处、继教办、毕教办相关
负责人员

4期 科教司

70 科技创新干部专题培训班 省级科技创新工作
省级卫生健康委科教处，有关科研院所、高校
、医疗卫生机构分管负责同志、科研处长

2期 科教司

71 健康科普培训班
健康科普工作要求，科普工作现状，健康科
普方法与技巧

省级卫生健康委、委属委管医院、定点扶贫县
健康科普相关人员

1期 宣传司

72
卫生健康社会宣传与文化建设

培训班
对外宣传、文化宣传、社会宣传相关内容 南疆四地州卫生健康委宣传干部 1期 宣传司



73
凉山州地区基层健康教育培训

班
艾滋病防控、健康教育知识传播、健康素养
能力提升

凉山州地区基层健康教育工作人员 1期 宣传司

74 媒介素养和网络宣传培训班
新闻发布技巧、媒介素养提升、网络舆论引
导

部分省级卫生健康委宣传处及直属联系单位相
关人员；部分地市卫生健康委宣传工作人员及
部分医院医疗公卫机构相关人员；委机关各司
局相关人员、直属联系单位相关负责人

2期 宣传司

75 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项目培训班
健康素养项目方案解读，健康素养流行监测
调查方法介绍，健康促进县区优秀案例交流
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健康教育和宣传机构、定点扶
贫县相关人员及项目骨干

1期 宣传司

76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培训班
婚育新风的重点任务，新时期卫生健康宣传
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宣传处、老龄处处长，宣传工
作相关直属联系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委属委管
医院宣传处长

1期 宣传司

77
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行

动专题培训班
三年攻坚行动方案解读，贫困地区健康促进
优秀案例交流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健康教育和宣传机构、定点扶
贫县相关人员及项目骨干

1期 宣传司

78 外事管理及对台工作培训班
因公出国（境）管理、对台工作最新政策要
求

各直属和联系单位外事专办员；省级卫生健康
委对台工作人员，委直属和联系单位对台工作
人员

2期 国际司

79 全球卫生外交培训班
全球卫生治理与全球卫生外交、卫生发展援
助、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卫生领域的
治理与改革

省级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和联系单位职能处室
以及委机关司局业务干部，“全球卫生人才库
”入库人员

1期 国际司

五、加强党建和行政能力相关培训班

80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特约

编辑及联络员培训班
年鉴编辑及宣传利用工作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委机关各司局相关人
员

1期 办公厅

81
卫生健康系统行政技能提升培

训班
行政管理内容、办文、办会、办事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委机关各司局相关人
员

2期 办公厅

82 卫生健康政务公开工作培训班
解读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对公开
工作技巧进行培训

省级卫生健康委，委机关各司局、委直属和联
系单位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人员

1期 办公厅



83 省级卫生健康委主任培训班
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康中国战略，卫生健康
业务知识等

省级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 1期 人事司

84 卫生健康系统管理干部培训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卫生
健康工作业务、人才队伍建设、干部人事工
作、院长职业化知识、任职培训和在职培训
等

市县级卫生健康委主任，相关省级卫生健康委
管理干部，委属委管医院行政领导人员，委机
关各司局、委直属和联系单位有关干部等

18期 人事司

85 全球卫生人才后备库培训班 当前国际形势、全球卫生治理等 全球卫生人才后备库成员 2期 人事司

86
卫生领域高层次专家国情研修

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情教育等 省市卫生健康委高层次专家 1期 人事司

87
事业单位工资和养老保险工作

培训班
国家有关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养老保险
改革等相关政策规定

委直属和联系单位相关人员 1期 人事司

88
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培训班
有关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等

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负责人、委机关相关司局
人员

1期 人事司

89 委直属机关党务干部培训班
党章党规、党建工作规范、纪检业务培训、
工青妇等群团工作实务培训等

党组织书记、纪检干部、组织委员、工会妇女
干部、团干部等

5期 机关党委

90 精神文明单位创建培训班
全国文明单位创建、青年文明号创建志愿服
务相关工作培训

全国文明单位代表、青年文明号单位、志愿服
务联盟代表

3期 机关党委

91 三甲医院党务干部培训班 全国三甲医院党务工作培训 全国三甲医院党务干部 4期 机关党委

92 组织工作培训班 党章党规、党建工作规范等
直属机关党员发展对象、党内统计、业务主管
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外干部

4期 机关党委

93
离退休干部生活规划和医疗健

康培训班
老年人保健养生与老年生活合理规划相关知
识

委机关离退休干部 6期 离退局

94
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和基层党

组织建设培训班
离退休工作政策和相关业务知识

直属机关、省级卫生健康委和委属委管医院离
退休工作人员，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委员等

3期 离退局

95
综合监督单位专兼职纪检监察

干部业务培训班
纪检监察相关业务 综合监督单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 1期

驻委纪检   
监察组



附件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和联系单位2019年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序号 培训班名称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期数 主办单位

1
医科院机关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班
保密、公文写作、公务礼仪、法律、归档、
党务、新闻、人事等业务知识

医科院机关相关工作人员等 24期 医科院

2 院校领导干部培训班
党的十九大和两会精神、思想政治理论、反
腐倡廉知识等

各所院班子成员、院校机关处级干部 2期 医科院

3 院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党的十九大和两会精神、管理业务相关知识
等

院校中青年干部 1期 医科院

4 院校青年职工培训班 开展所院校园行 院校机关青年教职工 1期 医科院

5
协和医学院行政管理类相关培

训班
职工素质、预算管理、会计制度、安全、党
建等

所院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院校
机关教职工等

21期 医科院

6
协和医学院教学科研类相关培

训班
社区护理、临床教学、技术等业务

北京协和医学院相关教职工及研究生
等

29期 医科院

7 疾控中心处级干部培训班
政治理论、政策法规、科学管理、领导能力
等相关内容

中心直属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心
机关处级干部、相关人员

1-2期 疾控中心

8
全国疾控系统业务和专兼职党

务干部推进医改培训班
医改相关政策

全国疾控系统、中心直属各单位、中
心机关各处室相关人员

8期 疾控中心

9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培

训班
档案、年鉴、保密、公文写作、财务、国际
合作、政府采购等相关内容

中心直属各单位、中心机关各处室相
关人员

6期 疾控中心



10 疾控中心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 纪检监察业务工作
中心机关一、二总支纪委委员、支部
纪委委员及中心直属单位纪委书记、
纪检干部

1期 疾控中心

11
疾控中心传染病所中层干部培

训班
中层管理人员领导力、执行力、团队协作能
力和心理拓展培训

传染病所中层干部及后备干部 1期 疾控中心

12
地市级监督机构综合能力培训

班
现代管理、卫生法学、卫生健康监督管理

省会城市监督机构负责人、计划单列
市分管所局长

1期 监督中心

13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

业新时代”专题研修班
职业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 监督中心部分处级干部 2期 监督中心

14 卫生健康监督文化建设培训班
坚定文化自信；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依
法治国、卫生健康文化建设等

监督机构文化建设负责人，中心相关
处室负责人

1期 监督中心

15
全国药具系统干部综合素养及

信息化业务培训班
公共管理、公文写作、领导艺术、卫生健康
、廉政教育、药具信息化建设等

全国药具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等相关
人员及中心全体干部

1期 药具管理中心

16
短缺药品信息监测预警及使用

监测培训班
短缺药品信息监测预警及使用监测相关内容

省级卫生健康委药政部门负责人；统
计信息中心和医疗机构有关负责人及
有关专家、药具管理中心相关人员

2期 药具管理中心

17 避孕药具质量监督抽样培训班 避孕药具的抽样原则、方法等内容
全国药具机构药具质量负责人及质量
管理员

1期 药具管理中心

18
全国宣教系统干部能力建设培

训班
领导力提升、宣教工作战略发展、融媒体时
代健康传播等

省级宣教系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2期 宣教中心

19
全国图文摄影专业人员能力建

设培训班
平面设计、摄影、新媒体 省级宣教系统图文专业技术人员 1期 宣教中心

20 全国卫生健康培训机构培训班
健康中国战略、健康扶贫、深化医改、卫生
健康政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等

省市级卫生健康培训机构负责人 1期
干部培训中心

（党校）



21
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卫

生健康管理干部培训班
健康中国战略、健康扶贫、深化医改、卫生
健康政策、行政能力提升等

西部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市（区）
县级卫生健康管理干部

7期
干部培训中心

（党校）

22
城市基层卫生健康管理干部培

训班
健康中国战略、卫生健康政策、深化医改、
行政能力提升等

市（区）县级卫生健康管理干部 1期
干部培训中心

（党校）

23 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培训班
健康中国战略、健康扶贫、深化医改、卫生
健康政策、基层医疗机构管理能力等

县乡镇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向贫困地
区、边远地区倾斜）

4期
干部培训中心

（党校）

24 人口大数据分析技术培训班 人口大数据分析、人口预测等 国内人口相关领域研究者 1期 人发中心

25
发展中国家人口数据收集与预

测方法培训班
人口数据综合决策系统 发展中国家相关研究人员 1期 人发中心

26
全国健康扶贫决策分析系统

（全国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
二期）培训班

健康扶贫业务系统应用
全国25个省扶贫办业务负责同志、技
术骨干和县级相关人员

4期 人发中心

27
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人口

统筹平台系统培训班
区划代码、三项制度、技术框架

全国业务负责同志、信息中心技术骨
干

1期 人发中心

28
贫困地区生殖健康权利保护培

训班
生殖健康十大权利

贫困地区卫生健康服务人员和管理人
员

1期 人发中心

29
“2019年全国生育状况和生育
意愿追踪调查”师资培训班

调查技术培训，包括调查问卷培训、抽样方
法培训、系统使用培训等

全国生育状况和生育意愿追踪调查师
资队伍

2期 人发中心

30
“2019年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

调查”师资培训班
调查技术培训，包括调查问卷培训、抽样方
法培训、系统使用培训等

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调查师资队伍 3期 人发中心

31 健康服务业能力提升培训班
健康体检与管理质控工作、社会办医、医养
结合等健康服务业相关标准和规范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健康服务业
相关处室负责同志、相关机构管理人
员等

2期 医管中心

32
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相关工

作培训班
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相关内容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相关工作负
责人员或公立医院相关工作负责人等

4期 医管中心



33
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培训班
基于公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及满意度调查的
医疗质量和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相关内容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相关工作负
责人员或公立医院相关工作负责人等

1期 医管中心

34
2019年临床执业医师资格分阶
段实证研究考试技术培训班

医学考试命题技术及考务工作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参加分阶段
考试实证研究院校、考区、医院相关
人员

1期 医学考试中心

35 医师资格考试考务管理培训班
考务规程各环节工作要求，考区考点实际案
例等

考区考务人员、国家师资，考点考务
人员、基地考务人员

6期 医学考试中心

36
医师资格考试计算机考试信息

技术培训班
机考系统架构原理，压力测试解读，安装部
署及使用等

省级、市级卫生健康委机考保障人员 5期 医学考试中心

37
援外医疗队队（点）长、翻译

及财务人员等培训班

中非卫生合作、党建及廉政教育、医疗队管
理、宣传、创新模式、财务、药械管理及平
台、野生动植物保护等

援外医疗队队长、翻译、兼专职财务
人员、资产管理员；部分省市卫生健
康委援外管理人员

2期 国际交流中心

38
国家卫生健康委政府采购平台

培训班
政府采购平台使用

省级卫生健康委财务处，委预算管理
单位等

2期 国际交流中心

39
公立医院行政领导人员能力建

设培训班
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难点问题

各省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行政领导
人员

3期 继续教育中心

40
职业卫生中心党务干部和中层

干部培训班
法律法规、管理知识 支委委员、中层干部 1期 职业卫生中心

41
流动人口基层调查点干部培训

班
流动人口基层调查的技巧与方法、流动人口
基层追踪问卷调查

四个调查点涉及的省、市、县（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卫生健
康工作人员等

1期 流动人口中心

42 卫生适宜技术项目培训班
部分县公立医院开展适宜技术推广健康扶贫
活动

省级卫生健康委人员、三甲医院人员
、国家级贫困区“三区三州”和吕梁
山区县卫生健康局、县公立医院人员

4期 流动人口中心

43
服务流动人口社会组织负责人

培训班
社会组织支持内容解读、流动人口服务的内
容与要求

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 1期 流动人口中心



44
老龄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培

训班
人口老龄化现状、趋势，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医养结合等

老龄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项目试点单位 3期 南京培训中心

45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化建设

和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
签约服务主体责任、流程、内涵、规范、控
费、团队建设、绩效考核等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化建设和能力
提升项目试点单位

2期 南京培训中心

46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培训班 家庭发展指导相关内容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分管主任、
家庭处处长等相关人员

5期 人口基金会

47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致富发展培

训班
“创建幸福家庭活动”致富发展项目管理相
关内容

致富发展项目各级管理人员 1期 人口基金会

48
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专题培

训班
健康扶贫、项目管理、业务指导等相关内容

国家级贫困县卫生局、县医院、乡镇
卫生院负责同志及业务骨干

1期 人口基金会

49 母婴健康促进项目督导培训班 母婴健康促进项目管理 各省基层计划生育协会人员 2期 人口基金会

50
中国人口文化奖民间艺术作品
和卫生健康宣传品选题创意培

训班

民间艺术作品和卫生健康选题和创意，人口
文化奖有关情况介绍

省级、地市级卫生健康委宣传处、宣
教中心、健教中心有关人员和人口文
化奖获奖人员

1期 文化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