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宇 省 ■ 生 健 康 委 員 会

美子倣好 2019年通宇省住院医lJW

規疱化培洲招牧工作的通知

各市工生健康委,中 国医科大学、大逹医科大学、錦州医科大

学、沈「口医学院、大逹大学,各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う1基地,各

有美単位 :

力貫御落実 《美子建立仝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1度的実

施意見》(Ii7_工友 (2014)29号 ),根据 《通宇省住院医規疱化

培り|1管 理亦法》(通工亦友 (2015)127号 ),省工生健康委定

千 2019年 7月 -8月 俎奴升展 2019年仝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

招牧工作。現杵具体事宜通知女口下 :

一、培洲1基地及寺上

根据 2019年国家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招 牧汁表1わ下込緊

鉄寺立招牧任券,結合近 2年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基地汗借結

果和培り1基地結立考核通辻率 (附件 1),仝省 26家住院医りT

規疱化培り|1基地 (男有 33家協同単位)33企寺立可升展 2019

年度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単位人、社会人招牧工作;国家象基

地跡同単位接照医院名称扱名,学 貝幼入培り|1基地坑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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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招生工作以碗保緊鉄寺立招牧数量力重点,分西企

隣段,先逃行緊鉄寺立扱名,緊鉄寺立基地名単及招 Ll■名額兄

附件 2;依据緊妹ャ立扱名数量硫定♯緊鉄寺上似招牧数,最

終以緊快寺立永取人数硫定♯緊快寺立永取人数,♯緊鉄寺立

名単兄附件 3。

上述有美信息可在Ii7_宇 省住院医りT/寺科医りT培り|1信 息管

理平台 (口 址:http://―。lnzyyspxo com)下載。

二、招牧対象埼培洲1方式

(一 )招牧対象

1.単位人招牧

(1)2016年及以后所有新邊入医庁工生机胸中双事医庁

技木関位工作的、符合医りT姿格考拭扱考条件的本科生及以上

学所的皓床医生 (惰床医学炎、口腔医学炎),政口其八事寺立属

千培り|1寺立疱曰,外須参加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

(2)2015年逃入二象及以上医院的符合医りT資格考拭扱

考条件的本科及以上学所惰床医りT,女口其よ事寺立属千培り|1寺

立疱日,未参カロ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的 ,且未聘任中象技木取

称者,需ネト充参カロ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 2020年起,原ス1上不

再招牧 2015年及以前入取的皓床医りT。

(3)2014年及以前入取的需参カロ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且

未通辻 2018年招牧考拭的人員,由 送培単位提供ギ面情況滉明



利推若材料方可根名。

(4)已取得怖床/口 腟医学 《医りT資格江ギ》的寺科学所

単位人,可 自尽参加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具体可参照上述要

求。

2.社会人招牧

招牧高等医学院校怖床医学炎、口腔医学炎寺立,2017至

2019年半立的仝日+1五年tll本科及以上学所半立生。招生社会

人寺立力仝科、りL科 、如声科、精神科、麻酔科緊快寺立以及

口腔医学 6企寺上方向、放射科、超声医学科、放射辟瘤科、

核医学科、栓聡医学科。其中扱考口腔医学 6企寺上方向、放

射科、超声医学科、放射貯瘤科、核医学科、栓詮医学科的社

会人,其半立江ギ中所学“寺立",外須々扱考寺立対庄。

3.2019象怖床/口 腔寺立碩士学位研究生 (下筒称井軌寺

碩 )

我省已千今年年初坑等安羽卜各高校 2019象井軌寺碩参加

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相美事宣,招牧寺立及数量兄附件 4,具

体招牧工作由相美高校俎須実施井按叶安排井軌寺碩逃入培り1

基地升始培り||。

4.カカロ張対緊鉄寺立人オ的培界,鼓励単位人、社会人扱

考仝科、りL科 、如声科、精神科、麻酔科五炎寺立,仇先享受

国家わ省象財IEXネト助資金。各培り1基地要+1定化恵政策,増加



緊鉄寺立吸マ|力 。各培り1基地緊鉄寺立、♯緊鉄寺立待追情況

已在Ii7_宇省住院医りT/寺科医師培り|1信息管理平台友布,扱考人

員可逃行査洵。

(二 )培り|1方式

培り|1基 地接照国家工生健康委相庄寺立培り|1大 綱規定和

要求,采取理沿学コ々怖床実践相結合、以怖床実践力主的方

式,対学貝邊行規疱化的培り||。

井軌寺碩培り1吋 同原只1上力 33今月,寺立学位碩士半立

人員培り1的叶同原只1上力 24今月(持有姪省象教育和二生健康

行政部11常核的 《培未江明》者,扱考寺立々 《培界江明》寺

立一致的,培り|1叶 同不少千 《培界江明》上乗1余叶同),寺立学

位博士半立生培り|1叶 同原ス1上力 12今月,其余人員培り|1吋 同カ

36企月。

三、学員扱名及景取

(一 )招生工作流程及叶同安羽ト

1.口絡扱名叶同:

(1)第一除段緊快寺立口扱隣段:2019年 7月 17日 -7

月20日

(2)第 二隣段所有寺立口扱除段:2019年 7月 20日 -7

月22日

2.♯緊快寺立招生汁裁1公布叶同:2019年 7月 20日



3.扱名材料扱送裁止叶同:2019年 7月 23日

4.扱銘資格常核叶同82019年 7月 24日 -7月 25日

(二 )扱名相美材料要求

1.扱名材料

(1)申清参カロ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人 員按要求提交 《通

宇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損名表》1分 (単位人需か蓋所在単

位/Ak章 ),扱名表需在近宇省住院医りT/寺科医りT培り1信息管理

平台完成 “学貝注妍"后保存打F「 (既往注冊敗号不可用,需

重新注冊),常核后以口客内上扱信息力准 ;

(2)々扱名信息填写学位対皮的学位江及半立江夏F「 件

各 1分 ;

(3)身分江隻F「 件 1分 ;

(4)単位人需提供在取江明一分,井按照人事楷案内容

填写工作姪所 (在取江明模板几附件 5)。

(5)単位人被永取后,扱 rll叶送培単位需向培り|1基地提

供所在単位人事部日升具Ll■入江明一分 (牧入江明模板兄附件

6)。 女口元法提供 Ll■入江明,祝力送培単位不同意送出培り1,取

消永取姿格。

2.社会人面拭材料

通辻宅拭的社会人員,由 扱考培り|1基 地通知参加面拭事

宣。在参か面拭叶需按培り1基地要求提供在学期日咸須単、仝



国大学英活四、六象考拭成墳単、医りT姿格江 (女口已姪考取)

隻F「 件等有美材料。具体要求清各・It面拭培り|1基地。

(三 )扱名方式

1.単位人向所在単位管理部日提交全部材料后,由所在単

位常核后填写《近宇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扱名涯恙表》(附件

7)扱送至市工生健康委,各市工生健康委可根据本地実体情況

決定是否需要区具象工生健康行政部日邊行前畳常核。学貝上

交材料裁至叶同按照各市規定的期限執行。各市完成姿格常核

后,杵学員有美材料扱送省住院医岬/寺科医りT規疱化培り|1中 ノむ

(下称省住培中ノむ);省属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省宣単位学

員由本単位常核后,宣接扱送省住培中ノむ。

2.社会人扱名材料准各芥仝后,由F寄至省住培中ノき,不接

受現場扱名。扱名材料不芥仝者常核不通辻,不男行通知。

3.井軌寺碩由高校研究生培界部日俎須口上扱名,高校研

究生培界部日久責接牧和常核扱名材料,常核元滉后,填写《迂

宇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扱名涯恙表》(附件 7),杵 《涯ノこ表》

扱送省住培中ノい。

単位人、社会人、井軌寺碩扱名材料最后寄込叶同力 7月

23日 16叶 ,途期不予受理。

4.姿格常核合格的学員杵由所扱第一恙尽培り|1基地通知

参加招牧考拭,考拭合格学貝,結合社会人員面拭結果及填扱



培り1基地志尽,抒化永取,培り1扱至1事宜由培り|1基地通知。永

取工作庄向貪困地区、基晨地区、民族地区傾斜,井仇先永取

緊鉄寺立。♯緊鉄寺立仇先永取単位人員。

(四 )招 bl■考拭

1.宅拭

1)科 目:惰床妹合、口腔鰊合。

2)叶同:預汁 2019年 7月 28日 ,周 日。

3)内 容:参照国家医りT資格考拭大綱 (惰床、口腔 )。

招牧考拭通知清千 2018年 7月 25日 登永省住院医りT管理

平台 “公告"査洵。

2.面拭 (只社会人参加 )

宅拭咸鏡公布后,由 各培り1基地自行俎須対宅拭咸墳合格

社会人邊行面拭,井子宅拭咸躾/Ak布 一月内杵面拭結果上扱至

省住培中ノむ。

四、培洲1逆程

(一 )学 貝正式永取后,単位委派的培り1対象由培り|1基地、

送培単位わ培り|1対象三方答汀委托培り|1称袂;社会人員々培り||

基地益汀培り|1称洪;井軌寺碩由培り|1基地、所在高校和培り|1対

象三方益汀委托培り|1体袂。培り|1辻程中培り|1基地及寺立基地原

只1上不允寺交更。

学員培り|1期 日由培り|1基地杵其幼入本院住院医りT坑一管



理,単位人的人事楷案由送培単位管理,社会人人事楷案委托

培り|1基地相対皮的人オ交流机柏管理,井軌寺碩人事楷案由所

在高校管理。

力避免派出単位的人オ流失,培り|1基地在未征得送培単位

同意前,不得檀自招聘或留用培り|1学 貝。

(二 )符合条件的学貝可申清参カロ執立医りT資格考拭,単

位人由送培単位久責俎須実施,社会人由培り|1基地俎須実施 ,

井軌寺碩由所在高校坑一俎奴扱名,培り|1基地皮協助提供相庄

的江明材料。学員取得医りT資格后,庄在培り|1基地逃行執立注

妍。対已取得執立医奸姿格的,培り|1基地庄称助学貝亦理執立

注妍交更手数。対拒絶亦理執立注妍或執立交更的住院医りT規

疱化培り1医 りT,培り|1基地可哲停培り||。

(三 )各培り|1基地按要求力学貝提供生活、学コ条件,落

実中央財政利省象財政分予的相美ネト助。依照国家下込住培ネト

助資金汁表1利 学貝招牧考拭成須碗定享受国家象財IFAネト助学

貝。仝科、几科、知声科、精神科、麻酔科寺立学員化先享受

国家象ネト助。単位人基本工資及各項社会保隆由送培単位久責

教幼。社会人庄享受与培り|1基地同象男1単位人工姿同等水平的

ネト助,由培り|1基地久責提供。井軌寺碩免費参加住院医りT規疱

化培り||,其待追由所在高校提供,不享受国家及省財政住院医

師寺項ネト助。



対千以欺瑞等不正当手段頷取ネト助資金的学貝,一姪友現

立ヌF清退,泥入減信楷案,三年内不允寺扱名,渉及瑞取、套

取財政ネト助資金,情市芦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四 )単位人培り1期 日々送培単位解除芳功美系的,由培

り1基地按照社会人重新俎須面拭,面拭通辻可以然紋培り1,特

身分交更力社会人,培り|1寺立調整力社会人可扱考寺立,培り||

叶K按照交更后培り|1寺立重新汁算;面拭不通辻冬止培り1,不

泥入減信楷案。

(五 )培り1基地 (全体同単位)住院医りT培り|1箸末姪箸立

考核合格者,可荻得国家工生健康委坑一F「 友的 《住院医りT規

疱化培り|1合格江ギ》。

(六 )単位人利社会人,可以通辻同等学力方式向有美高

校申清碩士学位。具体亦法兄 《美子FF友近宇省住院医りT規疱

化培り||々 医学碩士寺立学位研究生教育衛接実施亦法的通知》

(通工友 (2015)77号 )及各高校同等学厠招牧筒章。

(七 )培り|1冬止或結束后,学 貝与培り1基地美系自劫解除。

五、有美要求

各培り|1基地学貝招牧工作接照本遁知規定執行。各市工生

健康委、省宣有美医庁机杓汰真俎鉄格区内医庁机杓升晨相美

工作。

2019年各培り|1基地♯緊鉄寺立招生汁裁1杵根据第一除段



緊鉄寺立扱銘情況碗定,在緊鉄寺立扱名除段后在日外内予以

公布,后升放招生板限。♯緊鉄寺立原只1上不得超辻本年度下

込招生汁裁1,最終招生数量杵依照緊快寺立実体永取情況核算。

対千有緊快寺立基地没畳但元招生的培う|1基地,杵停止本年度

♯緊快寺立招生。称同単位各寺立招牧数量由各市工生健康委

称凋各家培り1基地碗定。

2019年緊鉄寺立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招 牧数已納入省市

政府目林考核。各市工生健康委、各培り1基地要カロ張住培IEA策

尤其足緊快寺立招牧宣侍,キ1定配套IEX策吸引考生扱考緊鉄寺

立、同時提升基地りT資 能力利内涵建浚,倣好本市住培寺立招

牧錯杓調整。

2019年住培招牧工作原ス1上只逃行 1次 ,情各単位及吋通

知似招聘人員扱名参培,鼓励似在近宇省内就立的庄届半立生

以社会人扱名参培。

六、瑛系方式

(下 )省住培中ノむ

屯う舌:024丁83282007(侍真)

屯子由F箱 :lnzyySpx@163.com

通猟地址:沈 rEl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55号 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11珍 11楼 (由F編 :110001)

(二 )省工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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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すi8 024-23388493

附件:1.各培り1基地近 2年結立考核遁辻率

2.2019年度Ei7_宇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招牧汁表1(緊

鉄寺立)

3.2019年度近宇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似招牧♯緊鉄

寺立基地名永

4.2019年度i17_宇省医学高校寺碩井軌招Ll■汁裁1

5。 在取江明模板

6.牧入江明模板

7.2019年度近宇省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扱名涯′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