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21 年贵州省HIV 抗体
检测筛查实验室技术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全省各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第三方

检测实验室：

根据《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法》《全国艾滋病检测技

术规范》的要求，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的筛查实验室，

应有经 HIV 抗体检测学习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的医技人员，并作

为 HIV 抗体检测初筛实验室考核验收的必备条件之一。由于目前

我省尚有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供血机构、

第三方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未经 HIV 抗体检测的相关培训，影响

初筛实验室的日常检测工作。为规范全省 HIV 抗体初筛实验室检

测工作，我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决定举办 2021 年贵州省 HIV

抗体检测筛查实验室技术人员培训班。根据《全国艾滋病检测工

作管理办法》《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进行 HIV 初筛实验室

的生物安全、技术要求、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培

训分为理论和实验两部分，考试合格颁发合格证，并获一类学分

4 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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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时间

第一期：2021 年 12 月 20 日至 23 日（20 日 14:00—18:00

报到，21 日—23 日培训）

第二期：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6 日（23 日 14:00—18:00

报到，24 日—26 日培训）

二、报到及培训地点

报到地点：黔南州龙里县西苑锦润酒店一楼

授课地点：黔南州龙里县西苑锦润酒店三楼会议室

实操地点：贵州省集中化医学检验实验室（黔南州龙里县北

部工业园区内）

三、培训费用

参训人员需缴纳会务费 600 元（含资料费、培训费及餐费）。

住宿及交通自理，回所在单位报销。

四、其他事项

（一）参训人员如需住宿可提前预订，订房电话：

0854-8816666。

（二）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参训人员须按照我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做好防护。报名时需持 24 小时内有效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提交个人防疫情况申报表（见附

件）。会议期间全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三）会议联系人：王卿、朱胜明

联系电话：0851-85939057、18685196102、1363905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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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个人防疫情况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会前 14 天旅居史、健康史及接触史情况

是否有国外旅居史 是□ 否□

是否有港、台旅居史 是□ 否□

是否有高、中风险地区旅居史 是□ 否□

是否曾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密切接触 是□ 否□

是否与来自高、中风险疫情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是□ 否□

密切接触的家属及同事是否有发热等症状 是□ 否□

密切接触的家属及同事是否有高中风险地区、港台地区及国境

外旅居史
是□ 否□

是否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是□ 否□

本人 月 日以来健康状况：发热□ 乏力□ 咽痛□ 咳嗽□ 腹泻□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人对上述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不实信息引起疫情传播和扩

散，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人：

日期： 年 月 日



- 5 -

2021 年贵州省HIV 抗体检测筛查

实验室技术人员培训班（第一期）

报到时间：2021 年 12 月 20 日 培训时间：2021 年 12 月 21-23 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夏彩霞 安龙县人民

2 胡仕红 安龙县人民医院

3 杜崇晶 安龙县人民医院

4 陈显梅 安龙县医院

5 刘菊 毕节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6 李清敏 毕节市精神病院

7 赵文祝 毕节市七星关区妇幼保健院

8 王连连 毕节西南皮肤病医院

9 杨仁梅 岑巩县人民医院

10 刘喻 赤水市人民医院

11 何学敏 赤水市人民医院

12 肖亚丽 大方阳光妇产医院

13 孟雪 大方阳光妇产医院

14 袁宇清 丹寨县妇幼保健院

15 蒙仁玉 丹寨县人民医院

16 何宗科 独山县妇幼保健院

17 韦德莉 独山县中医院

18 唐智娟 福泉市妇幼保健院

19 濮珍凤 关岭自治县人民医院

20 刘震 贵航安顺医院

21 张岱 贵航安顺医院

22 罗州俊 贵航安顺医院

23 邓政 贵阳荟康医院

24 吴华玉 贵阳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25 毛灿 贵阳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26 李丽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7 刘丽莎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8 刘霞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29 刘汉碧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30 钱明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1 岑露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2 钟春鹏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3 张文婵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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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彭丹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35 秦毅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

36 李锐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

37 蔡玉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8 张金金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39 赵成盼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40 韦妮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41 朱亚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42 胡国莎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43 杨晓燕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44 甄学江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医院

45 吴文明 贵州省黔东南爱康医院

46 黄会琳 贵州省黔西市桦晨医院

47 高大丽 贵州省黔西市金兰镇卫生院

48 范芳星 贵州省黔西市林泉镇卫生院

49 李期凤 贵州省人民医院

50 刘良芳 贵州省人民医院

51 张倩 贵州省松桃县孟溪镇中心卫生院

52 张灵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医院

53 徐文茶 贵州省兴仁市中医院

54 刘奕 贵州省血液中心

55 胡娟 贵州省血液中心

56 蔡尧 贵州省遵义市医投健康体检中心

57 杜春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

58 余天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

59 代水姣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60 张常韵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1 胡棉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2 周院 赫章博爱医院

63 饶焕 赫章县妇幼保健院

64 何奇云 黄平且兰医院有限公司

65 张莉丽 黄平泰邦单采血浆站

66 王燕 黄平县人民医院

67 王界予 黄平县泰邦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68 吴晓春 黄平县中医医院

69 胡艳 剑河县人民医院

70 杨惠芳 剑河县人民医院

71 冷天娥 金兰镇卫生院

72 谢丹 金沙林东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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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何蕾 金沙县沙土镇卫生院

74 万婷 金沙县沙土镇卫生院

75 胡人凤 锦屏县第二人民医院

76 姚金慧 锦屏县敦寨镇中心卫生院

77 王枫 锦屏县妇幼保健院

78 曾令涛 锦屏县卫生健康局

79 姜冠烛 锦屏县中医医院

80 杨胜红 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81 易典淋 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82 李忠义 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83 王静 凯里中心医院

84 李成英 雷山县人民医院

85 兰芳 黎平县妇幼保健院

86 穆慧 黎平县妇幼保健院

87 吴廷霞 荔波县人民医院

88 骆崇群 荔波县人民医院

89 李燕芬 六盘水市安琪儿妇产医院

90 李淑春 六盘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91 吴丽飞 六盘水市水城区人民医院

92 柏金元 六盘水市钟山区红岩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93 冉诗语 湄潭家礼医院

94 赵影 湄潭家礼医院

95 李元芬 孟溪镇中心卫生院

96 何霜 孟溪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

97 何欣膈 盘州市人民医院

98 丁琦艺 盘州市人民医院

99 陈正波 盘州市友好医院

100 沈飞 盘州市中医医院

101 敖玲 盘州市中医医院

102 朱白莲 盘州新兴医院

103 谭婷榕 盘州新兴医院

104 毛姣 普定县妇幼保健院

105 章鹏 普定县中医院

106 赵良安 普定县中医院

107 王宗文 七星关区妇幼保健院

108 杨正荣 黔东南州中医医院

109 蒙泽记 黔南州人民医院

110 罗开祥 黔南州人民医院

111 陈彬 黔西林东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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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吴林丽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113 张鑫 黔西市花溪彝族苗族乡卫生院

114 胡艳 黔西市绿化白族彝族乡卫生院

115 王祥易 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卫生院

116 王仙瑞 黔西市中建苗族彝族乡卫生院

117 陈丹 清镇市中医医院

118 周大群 清镇市中医医院

119 田进 清镇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120 魏秋茂 仁怀新朝阳医院

121 杨洋 仁怀新朝阳医院

122 韦春水 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123 龙霞 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124 邰秀忠 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医院

125 王霏霏 施秉县人民医院

126 邓雪睿 石阡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27 高利沙 石阡县妇幼保健院

128 徐明燕 石阡县妇幼保健院

129 陈唱白 首钢水钢医院

130 李凤 水城区阿戛镇卫生院

131 朱石应 水城区发耳镇卫生院

132 李波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

133 王飞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

134 李铭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

135 安祥榜 思南县人民医院

136 黄静妮 松桃县妇幼保健院

137 杨桃丽 天柱县妇幼保健院

138 吴秋云 天柱县人民医院

139 赵锟熳 桐梓县人民医院

140 陈小涛 桐梓新站太白医院

141 冉创先 铜仁宏昕康新中医医院

142 刘荣 铜仁华夏医院

143 詹镜蓉 铜仁市妇幼保健院

144 吴玲慧 铜仁市妇幼保健院

145 杨艳琴 铜仁市宏昕康新中医医院

146 冉霖霖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147 吴畅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148 韦安栋 望谟县人民医院

149 陈明静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150 黄凤莹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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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罗兰 无

152 薛康 无

153 曹丹 习水县第二人民

154 袁朝菊 习水县第二人民医院

155 范琪钰 习水县妇幼保健院

156 伍青明 习水县妇幼保健院

157 潘贵学 兴仁市中医院

158 夏露 兴义力康医院

159 黄凤红 修文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0 冉敏 修文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1 吴梅宁 沿河毛田医院

162 侯为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163 安贵琴 印江县民族中医院

164 田宏芳 印江县人民医院

165 李露 印江县中医医院

166 陶欢 余庆东方丽人医院

167 严芳 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168 胡燕飞 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169 罗仕俊 贞丰县人民医院

170 谌业海 织金县中医医院

171 李文飞 织金县中医院

172 吴选坤 遵义春晖家园精神病医院

173 刘芬 遵义吉佳世济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174 陈燕 遵义金诚医院

175 艾远航 遵义市中心血站

176 徐雷雷 遵义市中医院

177 佘曼 遵义医投健康体检中心

178 冯丽丽 遵义医投健康体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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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贵州省HIV 抗体检测筛查

实验室技术人员培训班（第二期）

报到时间：2021 年 12 月 23 日 培训时间：2021 年 12 月 24-26 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谭美娟 安康医学检验中心

2 刘承坤 安龙县人民医院

3 徐吉朋 安龙县人民医院

4 杨波宁 安顺平安医院

5 卯升红 安顺镇宁佰佳医院

6 黎佳 暗流卫生院

7 周丛玲 白云友爱医院

8 邓杨 毕节市七星关区妇幼保健院

9 马昌书 册亨县人民医院

10 陈建 册亨县人民医院

11 王小康 赤水市人民医院

12 柯建 大方县医院

13 罗晓玉 大方县中医医院

14 陆莎 大方阳光妇产医院

15 包其灵 丹寨县人民医院

16 张露 都匀广济医院

17 韦柳蝶 都匀市广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8 万玉新 都匀市人民医院

19 杨昌炳 独山县中医院

20 杨剑 福泉市妇幼保健院

21 唐毓英 福泉市疾控中心

22 杨丽君 福泉市中医医院

23 周琼 高坡卫生院

24 熊凤 观山湖区妇幼保健院

25 黄宝慧 观山湖区疾控中心

26 赵青山 观山湖区金华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7 唐沙 观山湖区钰康中医医院

28 田世华 观山湖区朱昌镇卫生院

29 李建 观山湖远源医院

30 冯颖 贵定县妇幼保健院

31 夏聆嘉 贵定县人民医院

32 肖友先 贵航安顺医院

33 李浩宇 贵航安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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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杜志彪 贵阳白云心血管医院

35 周楠 贵阳白云友爱医院

36 赵柘淋 贵阳贵航医院

37 杜琴琴
贵阳海关综合技术中心

(贵州国际旅行保健中心、贵阳海关口岸门诊部)

38 余邦霞
贵阳海关综合技术中心

（贵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贵阳海关口岸门诊部）

39 韩倩 贵阳和美妇产医院

40 杜友艳 贵阳荟康医院

41 谢永兵 贵阳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42 吴鹏 贵阳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43 潘恩祥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44 廖正全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45 范勇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46 张立 贵阳凯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47 王霜 贵阳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48 陈会 贵阳市白云区友爱医院

49 孙梅坤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50 雷倩丽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51 张秋月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52 何莎莎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53 王紫珺 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54 刘星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55 龙颖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56 刘世印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57 罗娟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58 张飞 贵阳市花溪区黄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9 王梦婷 贵阳市南明区妇幼保健院

60 邱兰 贵阳市南明区人民医院

61 杨丽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

62 翁飞 贵阳市修文县六广镇中心卫生院

63 刘光烈 贵阳泰康乐综合医院

64 黄小欢 贵阳熹亚医疗美容医院

65 王厚英 贵阳欣欣鸿景医院

66 孙艳 贵阳新现代医院

67 熊丽 贵阳怡康中西医结合医院

68 安凤梅 贵阳长江医院

69 龚于萍 贵阳兆康医院

70 卢兰 贵州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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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姚富文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

72 赵腾芳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

73 张伟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

74 伍宇聪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75 张彪 贵州安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76 陈亿红 贵州白癜风医院

77 蔡茂杰 贵州大家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78 万开琴 贵州迪安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79 秦晟超 贵州电力医院

80 周亚 贵州电力医院

81 罗梁孝 贵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82 杨鑫 贵州康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3 余小芳 贵州康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4 赵迪 贵州茅台医院

85 张宇 贵州茅台医院

86 杨尚艳 贵州铭诚血液透析中心

87 杨宇帆 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88 龚林 贵州黔龙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89 李飞 贵州黔龙医学检验中心

90 尹露 贵州省康复医院

91 罗朝富 贵州省人民医院

92 黄月明 贵州省人民医院

93 徐菁聆 贵州省血液中心

94 童麟惠 贵州省血液中心

95 王韦 贵州省血液中心

96 胡永琴 贵州盛京中医肝病医院

97 张潇潇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98 苟小琴 贵州医科大学

99 王仁杰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0 罗钒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院

101 杨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02 范厚敏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03 陈应芳 贵州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

104 宫瑞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5 马岚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6 何芳 花溪区航天社区第二卫生服务站

107 高静 花溪区麦坪卫生院

108 岳桂丽 开阳县龙祥医院

109 张中福 开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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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潘昌兴 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111 杨豪 凯里市第一人民医院

112 唐元松 凯里市疾控中心

113 邹宇航 龙里县巴江卫生院

114 陈发兴 龙里县洗马镇中心卫生院

115 沈杰 龙里县中医医院

116 刘飞 马铃卫生院

117 宋海丽 湄潭家礼医院

118 陈晶 湄潭县家礼医院

119 刘堃钢 南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0 汪蛟龙 南明区疾控中心

121 郭铕鑫 平坝区中医院

122 陈贻秀 普定县中医院

123 陈美艳 黔南州人民医院

124 李开芬 黔南州人民医院

125 雷雪 黔南州人民医院

126 王明荣 青岩卫生院

127 陈娇 清镇人安精神病医院

128 张玥越 清镇人安精神病医院

129 周金城 清镇市妇幼保健院

130 雷婷 清镇市犁倭镇卫生院

131 张蝶 清镇市麦格苗族布依族乡卫生院

132 田甜 清镇市时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3 郭永霞 清镇市乡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4 韩昌莉 清镇市中医医院

135 陈胡阳 清镇市中医医院

136 叶清 清镇市中医医院

137 阳红菊 蓉艺医院

138 平洪福 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139 潘玉娇 三都县中医院

140 胡洪波 三穗县中医医院

141 刘钦仁 石阡县妇幼保健院

142 曾蕾 石阡县妇幼保健院

143 程艳琳 世纪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4 黄敏 水城区发耳镇卫生院

145 徐敏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

146 周敏雪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

147 袁阿芳 思南县民族中医院

148 倪新黔 通用医疗 300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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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刘邦友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布依族乡卫生院

150 罗必敏 瓮安县中医医院

151 付沙 乌当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2 罗维美 乌当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3 王雨 乌当区人民医院

154 索遇英 无

155 张富琴 无

156 王胜梅 无

157 陈永江 无

158 王怡 无

159 陈家燕 无

160 任洁 武警贵州总队医院

161 田晓艳 息烽县人民医院

162 罗青风 息烽县中医医院

163 江启云 修文百信医院

164 江姣 修文百信医院

165 韦曲 修文县谷堡镇卫生院

166 胡川玲 修文县久长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167 岑垚 修文县六桶镇中心卫生院

168 王袤 修文县龙场镇卫生服务中心

169 王章会 修文扎佐林场医院

170 杨照 旭美医疗美容医院

171 宋露 云岩区婕熹卡国际医疗美容

172 王羽慧 云岩区圣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73 刘嘉慧 云岩区圣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74 张佳丽 扎佐林场医院

175 刘忠珊 长顺县妇幼保健院

176 王文兰 长顺县人民医院

177 夏世敏 遵义医投健康体检中心

178 缪丹丹 遵义医投健康体检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