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简章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 号）、贵

州省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建立贵州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黔卫计发〔2014〕

13 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卫生

健康人才培养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函〔2021〕269

号）以及《关于做好贵州省 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

录工作的通知》（黔卫健函〔2021〕134 号）等文件相关要

求，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拟面向社会

公开招录 2021 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111 名。为做好

我院招录工作，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黔西南州人民医院简介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遵义医科大学黔西南附属医院)建

院于 1967 年,是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最大的一家地

州级医院，2001 年被评为国家“三级综合医院”，2009 年

11 月成为遵义医学院第七附属医院，2011 年 11 月晋升为国

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是黔西南州医疗、教学、科研指

导中心。医院从 2011 年试行启动、2014 年正式全面启动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2017 年成为国家第二批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各专业轮转科室设置、病种数均能满足住培



教学要求，目前已建成 17 个住培专业基地，在培 2019 级 71

人，2020 级 79 人。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管理上取得较

好成绩，多名带教老师及学员荣获 2017－2018 年度全国“优

秀基地主任”、“优秀住院医师”及“优秀带教老师”等称

号，1 名老师参与 2019 年国家住培督导检查工作。

医院现有编制床位 1000 张，实际开放床位 1700 张。在

职职工 1970 人，其中正高职称 87 人、副高职称 220 人、中

级职称 546 人，博士 2 人、硕士 103 人、在读博士 3 人、在

读硕士 3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7 人。

医院建立有电子阅览室、各科示教室、远程视频教学会

议系统、6000 平米技能培训中心及虚拟培训系统等教学条件

符合国家住培规定，能满足住培教学需要。骨科是省级重点

学科建设单位，眼科是省级重点扶持专科建设单位，心血管

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妇科、新生儿科及肝胆外科为

州级重点学科，重症医学科、血液透析室、中医科是医院特

色专科。

二、报考条件

（一）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岗

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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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省 2021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遵



义市 2021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除外），填报志

愿报考全科专业。

（四）自愿遵守贵州省黔西南州人民医院相关培训要

求，严格按相应大纲的要求完成培训任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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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计划的军队院校毕业生；

3、成人高考教育学历毕业生；

4、现役军人；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三、招录专业基地和名额

本次招录有 17 个专业基地，共 111 个名额（详见附件）

四、报考流程

报考采取网报与报名资格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法。

（一）网上报名

1、网上报名时间：2021 年 6 月 24 日—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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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名流程：操作说明见网站首页“通知公告栏”中

的“贵州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注册报名流程及招录流

程”。

（二） 报名资格现场审核

1、现场审核时间：2021 年 7 月 5 日—7 月 9 日。



2、报名资格现场审核地点：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桔山院

区行政楼五楼 502 室人事科。

3、报名资格现场审核需要提交的材料:

（1）网络报名系统中打印的报名表、有效身份证、毕

业证、学位证（2021 年应届毕业生其毕业证和学位证可在报

到时提交）、教育部电子学历信息备案表（考生自行在学信

网上注册打印）、国家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白底一

寸免冠彩色近照 2 张（以上相关资料均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各一份，复印件统一使用 A4 纸张）。

（2）单位委培学员需要递交单位委托培养申请（加盖

单位公章）。

五、考试安排

（一）领取准考证：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部分，报

考人员于2021年 7月 12日—13日携本人身份证到人事科领

取准考证（工作时间上午 8：00-11：30，下午 14：00-17：

30）。

（二）笔试

笔试范围：笔试由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办公室统一组

织，相关要求见《贵州省 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西

医临床）招录简章》，具体如下：

1、笔试内容：西医综合

考试范围：试卷的难度水平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水平难

度；试卷类别：分临床和口腔两个类别的试卷，报考住培临



床专业的学员考临床专业试卷，报考住培口腔专业的学员，

考口腔专业试卷。题型题量：客观题（单选题包括 A1、A2、

A3、A4 题型），共 150 题，每题 1 分。

2、笔试时间：2021 年 7 月 14 日下午 14:30——17:00

（以准考证为准）。

3、笔试操作说明见报名网站首页“通知公告栏”中的

“贵州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学员笔试操作说明”。

4、考生笔试考核完 3 个工作日后，可在贵州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信息管理平台上查询笔试考核分数。

（三）面试

面试时间、地点：（见准考证）

（四）综合成绩计算

综合成绩＝笔试成绩×60%+面试成绩×40%。综合成绩、

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均按 100 分制计分，“四舍五入法”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六、体检

根据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按照拟招录培训人数

1:1 比例确定参加体检人员名单。体检标准参照《贵州省公

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体检时间

另行通知，体检不合格者按照“次名递进原则”递补参加体

检。

七、录取

根据考试总成绩及体检结果，结合各专业基地招录人数

http://gzgp.yiboshi.com/News/View/7bbd63b4-796a-4836-87df-8372750ac26a


择优录取，将录取结果在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官网、微信公众

号进行公示，并将结果上报贵州省卫健委。

八、培训管理

（一）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为 36 个月。已毕业的专业型硕士生、博士生

可结合自身临床综合能力，自愿申请参加临床能力测评考

试，经临床能力测评后，确定培训时间。

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要求完成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培

训时间顺延，顺延时间最长不超过 3 年，延长期内医院不再

提供住宿，也不再享受医院发放的工资和社会保险等相关待

遇，培训所需费用由个人承担。

（二）培训期间待遇

1、住培医师享有国家相同的培训补助。

2、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工资及社会保险由所定向单

位负责，外单位委培住培医师工资及社会保险由委派单位负

责，本培训基地给予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及外单位委派住培

医师每人每月发放 1667 元补助，其他福利待遇同本培训基

地其他住培医师。

3、我院住培医师（本科或研究生）每月基本工资待遇

为 4059 元—4179 元，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食堂补

助 120 元/月或 220 元/月，其他相应待遇按规定发放。取得

执业医师资格并注册到我院的住培医师，第一年发放基础绩

效 800 元/月，第二年发放基础绩效 1200 元/月，第三年发



放基础绩效 1600 元/月。医院提供住宿，住培医师按照医院

住宿文件规定缴纳一定费用。

4、本单位委培住培医师，工资按照本单位住院医师工

资发放。

5、3 年内顺利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院将进行双

向选择录用。（订单定向和外单位委培生除外）

（三）培训内容

按照国家卫健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执行。

九、其他

（一）对在招录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人，取消其

本次报名、录取资格。

（二）录取住培医师需按我院录取通知要求，在规定时

限内报到，凡是今年报考贵州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被录取

但不按要求报到者，将取消其参加我省 2022 年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报名资格。对录取后因个人且非不可抗力原因报到

后退出培训者，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三）未尽事宜由医院党委讨论决定。

十、疫情防控要求

为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广大

考生利益，现就落实贵州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工作期

间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告知如下：

1、考生是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主体，承担考试期间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

2、对考前 14 天内有境外、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

原则上不参加此次招录。对考前 14 天内有中风险地区旅居

史的考生，须提供当地 7 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符合疫情防

控要求后才能进入我院。对未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影响个人

考试的后果由考生个人承担；对隐瞒接触史和旅居史、病情

或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起不良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3、考生如乘坐公共交通要做好防护和消毒。

4、考生亲朋好友或考试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我院考

点。

5、进入我院考点前，所有考生必须配合进行体温检测，

扫描“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和“贵州健康码”,全程按规范

戴好口罩，查验身份证及准考证。扫码显示异常和体温检测

异常的考生，须听从考务人员安排。

6、根据最新疫情防控要求随时调整防疫措施。

十一、咨询电话

报名事宜咨询电话：0859-3299007（人事科）

培训事宜咨询电话：0859-3231232（科教科）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2021 年 6 月 24 日



附件：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招录计划

序号 培训基地 计划人数

1 内科 12

2 儿科 4

3 急诊科 4

4 神经内科 4

5 全科 24

6 外科 12

7 神经外科 4

8 胸心外科 4

9 泌尿外科 4

10 骨科 8

11 妇产科 6

12 眼科 2

13 耳鼻咽喉科 4

14 麻醉科 3

15 检验医学科 4

16 放射科 6

17 口腔全科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