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中国康复医学会
2021年获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新申报项目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申办单位

项目负
拟授予
拟举办地点
责人
学分

1

2021-03-05-129 (国)

“围透析期”肾病患者康复管理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边学燕 浙江宁波市 4分

2

2021-03-05-130 (国)

终末期肾病患者康复治疗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马迎春 北京

3

2021-03-05-131 (国)

中原肾脏病康复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肾脏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赵占正 河南郑州市 4分

4

2021-03-07-341 (国)

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病的诊疗进展及康复治疗技术新进展

中国康复医学会帕金森病与运动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 邵明

北京

6分

5

2021-04-01-401 (国)

减重与代谢康复基础与进展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减重与代谢康复专业委员会

张频

上海

4分

6

2021-04-10-079 (国)

PRP与组织再生康复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再生医学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程飚

广东广州市 4分

7

2021-05-02-150 (国)

母婴健康及康复管理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

马良坤 北京

8

2021-06-04-063 (国)

常见神经发育障碍疾病的诊断和康复新技术进展

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金红芳 青海西宁市 8分

9

2021-16-01-256 (国)

中国医养结合高峰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养工作委员会

陈作兵 浙江杭州市 6分

10

2021-16-01-257 (国)

全国康复神经调控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业委员会

何晓阔 福建厦门市 4分

11

2021-16-01-258 (国)

心肺疾病康复护理新进展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吕慧颐 福建厦门市 6分

12

2021-16-01-259 (国)

康复护理新技术新进展研讨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护理专业委员会

朱世琼 浙江杭州市 6分

13

2021-16-01-260 (国)

第三届全国脑血管病康复高级研修班及学术研讨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邓景贵 湖南长沙市 6分

14

2021-16-01-261 (国)

重症ICU心肺管理技术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万春晓 天津

15

2021-16-01-263 (国)

神经调控技术在脑功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脑功能检测与调控康复专业委员会

胡昔权 广东广州市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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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

4分/期

8分

16

2021-16-01-264 (国)

危重症监护患者全程精细化康复管理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潘化平 江苏南京市 8分

17

2021-16-01-265 (国)

澳式脊柱手法（manual concept）-腰椎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米立新 北京

6分

18

2021-16-01-266 (国)

基于ICF言语语言功能康复技术在社区中的推广应用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钱红

6分

19

2021-16-01-267 (国)

针灸技术在康复临床中的研究与应用新进展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针灸技术与康复专业委员会

高希言 河南郑州市 6分

20

2021-16-01-268 (国)

中国辅助技术创新与发展论坛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工程与产业促进专业委员会

董理权 北京

21

2021-16-01-270 (国)

康复医学科研设计和论文写作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物理治疗专业委员会

王于领 广东广州市 6分

22

2021-16-01-271 (国)

新兴康复技术国内应用的规范与标准研讨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标准委员会

燕铁斌 广东广州市 4分/期

23

2021-16-01-272 (国)

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年会

中国康复医学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

张芳

甘肃兰州市 5分

24

2021-16-01-273 (国)

产后盆底整体康复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产后康复专业委员会

邹燕

河南郑州市 6分/期

25

2021-16-01-274 (国)

运动康复案例实践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培训部

韩甲

上海

26

2021-16-01-275 (国)

脑卒中规范化康复诊疗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标准委员会

宋振华 海南海口市 4分

27

2021-16-01-276 (国)

颅脑损伤认知功能障碍康复评定及治疗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

李贞兰 吉林长春市 2分

28

2021-16-01-277 (国)

冠心病临床与心脏康复西部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培训部

雷振民 陕西西安市 2分

29

2021-16-01-279 (国)

康复工程技术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工程与产业促进专业委员会

喻洪流 上海市

30

2021-16-01-281 (国)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陈文华 河南郑州市 6分

31

2021-16-01-283 (国)

儿童脑瘫规范化手术与围手术期康复治疗

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钟建国 四川成都市 3分

32

2021-16-01-284 (国)

实用儿童康复治疗技术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马丙祥 河南郑州市 8分

33

2021-16-01-285 (国)

精神运动康复在婴幼儿康复中的应用研讨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沈敏

34

2021-16-01-286 (国)

神经康复中脑科学与神经调控新技术与新进展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电诊断专业委员会

郭铁成 湖北武汉市 5分

35

2021-16-01-287 (国)

肢体功能障碍的辅助技术应用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培训部

董理权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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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上海

6分

10分

6分

6分

5分

36

2021-16-01-288 (国)

中西医结合儿童康复诊疗新进展新技术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金春权 吉林长春市 6分

37

2021-16-01-289 (国)

吞咽障碍肺康复适宜技术应用与推广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

万桂芳 广东广州市 10分

38

2021-16-01-290 (国)

吞咽障碍患者整体管理培训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

王强

39

2021-16-01-291 (国)

吞咽障碍新理论新进展会议与专项技术培训

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

窦祖林 浙江宁波市 8分

40

2021-16-01-292 (国)

康复相关疾病的科普与科普技能培训

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

杜青

41

2021-16-01-293 (国)

运动疗法在康复医学中的规范化应用

中国康复医学会运动疗法专业委员会

许光旭 四川成都市 10分

42

2021-16-01-294 (国)

继发性淋巴水肿规范化康复评定与治疗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评定专业委员会

王景信 河南郑州市 6分

43

2021-20-01-104 (国)

少见及疑难皮肤病理学习班

中国康复医学会皮肤病康复专业委员会

刘业强 上海

44

2021-23-01-005 (国)

精神卫生康复发展和技术新进展

中国康复医学会精神卫生康复专业委员会

贾福军 广东广州市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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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岛市 6分

上海

10分

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