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9年度辽宁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紧缺专业招收计划

地区 培训基地 专业代码 专业基地 招收数量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200 儿科 4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 妇产科 4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500 精神科 4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00 麻醉科 12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700 全科 38

铁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同单位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0500 精神科 3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0200 儿科 26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500 儿外科 6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600 妇产科 30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0500 精神科 2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900 麻醉科 17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0700 全科 27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0200 儿科 3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0500 精神科 3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0700 全科 6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600 妇产科 2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900 麻醉科 5

沈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市妇婴医院） 1600 妇产科 19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200 儿科 2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 妇产科 6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00 麻醉科 5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700 全科 8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0200 儿科 6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600 妇产科 9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友谊医院） 1900 麻醉科 1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200 儿科 4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00 妇产科 7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900 麻醉科 5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700 全科 13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0500 精神科 7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1900 麻醉科 1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0700 全科 4

大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 1900 麻醉科 1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200 儿科 1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 妇产科 3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00 麻醉科 2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700 全科 12

朝阳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同单位   朝阳市第二医院） 0200 儿科 10

朝阳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同单位   朝阳市第二医院） 1600 妇产科 5

朝阳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同单位   朝阳市第二医院） 1900 麻醉科 2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700 全科 2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00 妇产科 1

锦州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900 麻醉科 2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 1600 妇产科 4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 0500 精神科 2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 1900 麻醉科 2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 0700 全科 5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协同单位   辽宁省肿瘤医院） 1600 妇产科 3

沈阳 辽宁省人民医院（协同单位   辽宁省肿瘤医院） 1900 麻醉科 5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0200 儿科 13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600 妇产科 10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1900 麻醉科 10

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0700 全科 12

大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协同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七医院）1600 妇产科 2

大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协同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七医院）1900 麻醉科 2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3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3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3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7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市儿童医院） 0200 儿科 14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市儿童医院） 1500 儿外科 4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0500 精神科 16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700 全科 2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00 妇产科 3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900 麻醉科 4

沈阳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500 精神科 5



地区 培训基地 专业代码 专业基地 招收数量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1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3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4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25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1600 妇产科 15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儿童医院） 0200 儿科 26

大连 大连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市儿童医院） 1500 儿外科 4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00 妇产科 5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900 麻醉科 4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700 全科 3

大连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协同单位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1900 麻醉科 1

鞍山 鞍山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1

鞍山 鞍山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4

鞍山 鞍山市中心医院 0500 精神科 10

鞍山 鞍山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5

鞍山 鞍山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10

抚顺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0200 儿科 11

抚顺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1600 妇产科 6

抚顺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1900 麻醉科 9

抚顺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0700 全科 19

抚顺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总医院 0500 精神科 9

抚顺 抚顺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2

抚顺 抚顺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2

抚顺 抚顺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2

抚顺 抚顺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2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5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2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6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8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本钢总医院） 0200 儿科 3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本钢总医院） 1600 妇产科 2

本溪 本溪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本钢总医院） 1900 麻醉科 2

丹东 丹东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4

丹东 丹东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30

丹东 丹东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0200 儿科 5

丹东 丹东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丹东市妇女儿童医院） 1600 妇产科 5

丹东 丹东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丹东市第三医院） 0500 精神科 15

丹东 丹东市第一医院 0200 儿科 1

丹东 丹东市第一医院 1600 妇产科 1

丹东 丹东市第一医院 1900 麻醉科 3

丹东 丹东市第一医院 0700 全科 8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3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2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3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20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锦州市妇婴医院） 0200 儿科 15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锦州市妇婴医院） 1500 儿外科 2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锦州市妇婴医院） 1600 妇产科 8

锦州 锦州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锦州市康宁医院） 0500 精神科 13

营口 营口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4

营口 营口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8

营口 营口市中心医院 0500 精神科 5

营口 营口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4

营口 营口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15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3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3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2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25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 0500 精神科 4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阜新市妇产医院）） 1600 妇产科 8

阜新 阜新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阜新市妇产医院）） 0200 儿科 8

辽阳 辽阳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3

辽阳 辽阳市中心医院 1500 儿外科 2

辽阳 辽阳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3

辽阳 辽阳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6

辽阳 辽阳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17

辽阳 辽阳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0200 儿科 3

辽阳 辽阳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1600 妇产科 9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8



地区 培训基地 专业代码 专业基地 招收数量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6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3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15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0200 儿科 2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900 麻醉科 1

盘锦 盘锦市中心医院（协同单位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1600 妇产科 2

铁岭 铁岭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3

铁岭 铁岭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3

铁岭 铁岭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3

铁岭 铁岭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15

朝阳 朝阳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4

朝阳 朝阳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7

朝阳 朝阳市中心医院 0500 精神科 6

朝阳 朝阳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6

朝阳 朝阳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28

葫芦岛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0200 儿科 3

葫芦岛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1600 妇产科 3

葫芦岛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1900 麻醉科 3

葫芦岛 葫芦岛市中心医院 0700 全科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