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西医临床）

招录简章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地处川、滇、

黔三省交界，始建于 1937 年 8 月，现已发展为一所集医疗、

教学、科研、急救、健康和公共卫生保障为一体的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国家第二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毕节整合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医疗联合体协作指导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毕节分院，遵

义医学院附属毕节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贵阳中医学院

教学医院，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中日医院呼吸专科医联

体单位，美国“幸福微笑”唇腭裂儿童救助项目合作医院，

香港儿童医健基金会利铭泽黄瑶碧慈善基金新生儿窒息复

苏培训中心，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分会舒适化医疗培训基

地。

医院占地面积 48180 平方米，业务用房 64933 平方米，

实际开放床位 1474 张，现有职工 1652 人，其中正高职称 52

人，副高职称 170 人，博士 9 人，硕士 104 人;开设 40 个临

床科室、12 个医技科室，现有 2 个省级重点扶持学科， 23

个市级重点学科(含帮扶)。1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拥有 64 排

螺旋 CT（GE660）、核磁共振（GE3.0MRI）、DSA 大 C 臂、



医用直线加速器等大型先进医学装备 300 多台件。

医院坚持“人才兴院、科技强院、文化办院”的方针，

按照“院有重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思路办院，在上

级医院的帮扶下，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7 年 10 月成为国家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并先后荣获“2019 年度改善医疗服务典型案

例医院”、2018 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优秀医

院、2018 年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2017 年改善医疗服务

示范医院、2017 年全国平安医院先进集体、2017 年全国五

一巾帼标兵、2017——2018 年度卫生新闻宣传工作优秀单

位、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2017 年优秀院报院刊”；“2016

年中国互联网+医疗”示范医院；“2015 改善服务创新医院”；

“2014 年度贵州省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十佳单位”；“2016

年全国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先进单位”；“贵州省药品不良

反应检测先进单位”。

为推进毕节试验区卫生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

求，按照毕节市医疗卫生规划，医院在毕节市金海湖区新建

一所占地面积 540 余亩，规划总床位 1760 张，预计总投资

9.2 亿元人民币的分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医院

将进一步深化医改工作，真抓实干，助理脱贫攻坚，助推同

步全面小康。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从 2014 年开始招生，至 2019 年已

招收培训学员共计 333 人，目前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急诊科、全科医学科、皮肤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麻醉科、骨科、泌尿外科、放射科、超声科、检验科 15 个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

根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处《关于做好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和贵州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 年贵州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西医

临床）招录简章》要求，为做好我院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招录工作，确保招录工作有序开展，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招录对象

1、2014 年起，新进入三级医疗机构（不含民营）医疗

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类毕业生（临床医学类、口腔医

学类）须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16 年起，新进入二级

医疗机构（不含民营）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类专

业毕业生（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须接受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2019 年起，新进入二级及以上民营医疗机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类专业毕业

生须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20 年起所有新进入医疗岗

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类专业毕业生须接受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以应届毕业生为主。

二、全科医学等紧缺专业招录

2020 年全省各住培基地招录名额优先向全科医学、儿

科、精神科、妇产科、麻醉科等紧缺专业倾斜。我省 2020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将全部参加住院医师规范

化全科医学专业培训；我院全科医学专业优先招录农村订单

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如有剩余名额才能面向社会招录。

三、报名条件

1.具有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全日制医学专业本科及以

上学历，2014 年以后毕业拟从事或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毕

业生（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以应届毕业生为主。

2.我省 2020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可根据各

培训基地公布的全科专业招录计划填报志愿，参加全科医学

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考。遵义市 2020 届农村订单定

向免费医学毕业生不参加我省此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

录，统一由遵义市卫生健康局另行组织招录，招录结束后由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派往北京市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我

院不招录遵义市 2020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3.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4.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招录：

（1）属定向生、委培生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除外）；

（2）未纳入国民教育系列招生计划的军队院校应届毕业

生；

（3）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毕业生；

（4）现役军人；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招录工作流程

1.贵州省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 7 月 23 日启

动第一轮招录工作，视第一轮招录情况开展第二轮招录工

作，直至完成年度招录计划。确保招录工作在 2020 年 8 月

底结束，在 2020 年 9 月 1 日之前开训。

2.本次招录工作分网上报名、现场资格审查、招录考试

（笔试、面试）、健康体检、招录录取五个阶段，其中网上

报名由省卫生健康委委托省卫生健康委住培办统一组织，现

场资格审查与招录考试（笔试、面试）、健康体检、招录录

取由我院自行组织实施，

五、报名时间及流程

1.网络报名时间：2020 年 7 月 23 日—7 月 30 日。

2.报名网址：贵州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信息管理平台

（http://gzgp.yiboshi.com/）,报名 2020 年贵州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请先通过“学员注册/查询 Register/Query”

一栏点击“学员注册”，进入学员注册页面进行注册。

3.报名流程操作说明见网站首页“通知公告栏”中的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注册报名流程及招录流

程”。

六、招收名额：

2020年我院招收第一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70名，

各专业招生名额分配表如下：



专业基地 计 划 专业基地 计 划 专业基地 计 划

内科 4 外科 4 妇产科 7

儿科 14 全科 21 放射科 3

检验医学科 2 麻醉科 6 超声医学科 3

急诊科 1 皮肤科 1 神经内科 1

骨科 1 泌尿外科 1 神经外科 1

七、培训时间与内容：

培训总时间 36 个月。根据国家卫健委《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内容及标准》（试行），结合贵州省卫健委的相关要求，

安排在相关学科进行轮转。

八、相关待遇：

第一条 外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单位人）培训期间原

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变，我院将与委派单位和培训对

象签订委托培训协议。劳务津贴根据有无执业医师资格证决

定：无执业医师资格证为 1800 元/月，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

并注册在我院后为 2300 元/月。

第二条 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社会人）在培训期

间，我院与培训对象签订培训和劳动合同，其培训期间的生

活补助由医院负责发放。参照我院住院医师工资水平，参培

学员基本生活补助为 1041 元/月；劳务津贴根据有无执业医

师资格证决定：无执业医师资格证为 1800 元/月，考取执业

医师资格证并注册在我院后为 2300 元。医院为每个社会学



员代扣代缴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社

会保险费 1158 元（其中住培学员自缴 309 元∕月，医院补

贴 849 元∕月）。

第三条 面向社会招收的全科、儿科、妇产科、麻醉科

社会人培训对象，每人每月增加 500 元的生活补贴。如果在

培训期间考取了单位（编内）或与其他单位签订了编外聘用

协议的，那么社会人的身份就结束了，从结束社会人身份的

下月起不再享受每月 500 元的生活补贴。

第四条 省级财政配套资金及其他配套资金按相关规定

发放.

第五条 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并注册在我院，在科室能

独立倒班的住培医师，由科室结合住培医师胜任工作的情况

酌情发给奖励性绩效。

第六条 薪酬待遇（生活补助，劳务津贴）每月由医院

科室、专业基地、住培科考核后经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领导小组组长签字后按照医院相关规定和制度执行。财务科

设立专帐、专人管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委员会监督。

第七条 本单位人、外单位委培人及面向社会招收的培

训对象（社会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要求完成轮转培训或

考核不合格者，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规定顺延培训时间

（顺延时间一般不超过 3 年），顺延期内不再享受国家和医

院发放的补助、津贴和社会保障待遇等补贴，顺延期间培训

所需费用由个人承担。

第八条 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

容与标准》和贵州省卫健委的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培

训计划、内容及细则。强化全过程监管与培训效果激励，确

保培训质量。



第九条 依照《执业医师法》相关规定，组织符合条件

的培训对象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协助其办理执业注册和

变更执业注册手续。

第十条 免费为参加住培的学员提供寝室住宿。

第十一条 社会住培医师培训结束并取得住培合格证

书的，我院将结合三年培训过程中《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住

培学员月考核测评表》和轮转科室、指导老师、带教老师的

推荐及结业考核的成绩，根据医院需要选择优秀者优先留

用。

九、颁证：

完成 3 年（36 个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任务后，经贵

州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统一考试考核合格后颁发《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十、报名时间及现场审核时间、地点：

网上报名时间：2020 年 7 月 23 日—7 月 30 日

现场资格审核时间（3 天）：2020 年 7 月 31 日 — 8 月

2 日

现场资格审核地点：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科（院行政楼九楼）

十一、现场审核需准备的资料：

1、报名表一份（网络报名系统中打印）。

2、应届毕业生递交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学习阶段成绩

原件及复印件（成绩合格，需达到毕业相应学分）；2014 年

——2019 年毕业生递交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一寸红底彩色照片两张。

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单位委培生需递交工作单位推荐函。

6、报名费用：100 元，现场确认时缴费。

7、未按时到现场确认或现场确认规定时间内资料不全

者，视为自动放弃报名机会。

十二、考试（笔试）和面试时间、内容安排：

1、领取准考证时间：2020 年 8 月 3 日（星期一）

2、笔试时间：2020 年 8 月 5 日（星期三）

上午 9：00——11：00；

3、笔试内容：

①理论考试：西医综合（包含：内科学、外科学、妇产

科学、儿科学、神经病学、皮肤病学、医学影像、病理学、

生理学、诊断学），理论考试（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80%；

4、面试时间：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5、进入面试人员：根据理论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

照各专业基地招收名额的 150%参加面试；

6、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十三、其他

凡是今年报考贵州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被我院录取

但不按要求报到者，将取消其参加我省 2020 年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报名资格。



十四、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科

彭垚、张玉珊 、邓妍

联系电话：0857-8298201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0 年 7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