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中医医院中医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2018 年

招生简章 

 

云南省昆明市中医医院为国家中医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和中医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根据《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办公

室关于开展 2018 年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现招收 2018 年中医类别住院（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学员。 

一、招生对象及范围 

（一）招生对象 

符合中医类别（指中医临床、中西医结合临床、针灸推拿康复学、

中医全科医学，下同）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范围应、往届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训的

人员；学位衔接需纳入培训的 2018 级云南中医药大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研究生”）。 

1.自主培训学员：没有与任何单位签订人事或劳动合同的中医学

毕业生。培训期间，我基地与自主培训学员根据培训年限签订相应培

训协议，培训结束后学员自主择业或创业。 

2.单位委培学员：送培单位在编职工或与单位签订正式聘用合同

的职工符合培训条件者，送培单位人力资源部提供“同意送培证明”

（附件 1），结业后回送培单位工作。培训期间，我基地与送培单位、

培训学员签订三方委托培训协议。 

3.学位衔接需纳入培训的 2018 级云南中医药大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应当取得学校研究生部门的同意，个人网上填报，由学校研

究生处统一审核办理。 

（二）招生范围及要求 

1.全省一类地区（昆明市）所有医疗机构（包括基层医疗机构）；

全省二类地区（玉溪市、曲靖市、楚雄州、大理州）所有新进医疗岗

位（含民营）；全省三类地区（其余 11个州市）范围内二级以上医疗

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毕业生； 

2.具有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未就业者。 

3.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必须参加相应的全科专业规范

化培训，由省卫生计生委按照“以定向地为主、就近就便”的原则统

筹安排。具体见附件 2。 

4.2018 级云南中医药大学专硕研究生。 

5.培训基地以招收社会人为主、以招收应届本（专）科毕业生为

重点，向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

招收计划优先满足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县的培训需求，对来自贫困

县的培训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 

二、招收专业 

中医、中医全科专业，共 2个培训专业。 

三、培训年限 

培训年限一般为 3年，专业型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已从事临床医

疗工作的医师可根据临床能力测评后，按“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适当减免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专业型硕士培训时间最少不低于 2年，



专业型博士培训时间最少不低于 1 年。学位衔接需纳入培训的 2018

级云南中医药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训年限为 3年。 

四、招生名额及计划 

2018 年我基地拟完成（详见附件 2，不含专硕研究生学员），实

际招生人数以正式录取为准。 

我基地负责开展招生宣传、报名审核、考核录取、临床能力测评、

培训年限减免等工作，确保完成招生任务。“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

管理平台”（yngme.haoyisheng.com）于 6 月 25 日起开放招录系统。 

五、报名 

（一）学员类别： 

根据学员类型不同，分为普通学员报名、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

生报名、专硕研究生报名 3种方式。 

（二）报名时间： 

普通学员报名时间：2018 年 6月 25 日至 7 月 20 日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学员报名时间：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8月 10

日 

专硕研究生报名时间：2018 年 6 月 25日至 8 月 10日 

（三）普通学员报名方式与安排 

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具体操作如下： 

①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http://www.yngme.haoyisheng.com）；  



②根据所报考培训类别点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入口”或“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入口； 

③点击“普通学员注册”，填写信息，点击提交； 

④系统提示，恭喜你注册成功，重新登录； 

⑤输入注册时所填写的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 

⑥点击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交； 

⑦点击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交； 

⑧点击打印报名表。 

2、现场审核: 

我基地将于 7月 28日 17:00前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并在管理平台

上完成报名资格审核操作。请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

时间内到报考的培训基地进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 

（1）《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印,以下均

简称“报名表”)式一份,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2）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从初始学历到最高学历的全部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3）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带

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四）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报名方式：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毕业后，按照入学前签署的定向就业协议,

在学校发放就业报到证 15 日内，到定向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到。

免费本科医学毕业生报到就业后，均须按规定参加 3 年全科专业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定向地卫计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以

任何理由推诿或延期派出免费医学毕业生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培训期间的人员管理、待遇、经费保障等政策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 

未获得学历证书者,不得参加相应培训。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招生报名采取事先确定培训基地，学员

按本人所分配基地进行网上报名(完善相关信息)和现场确认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1.培训基地：订单定向年费医学毕业生由省卫计委统筹安排到我

基地参加培训和社会招收的订单定向（详见附件 2） 

2.网上报名方式： 

①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http://www.yngme.haoyisheng.com）；  

②根据所报考培训类别点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入口”； 

③点击“订单定向学员注册”，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确认基

本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注册； 

④系统提示，恭喜你注册成功，重新登录；系统提示，确认完成，

显示用户名和密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系统； 

⑤点击打印报名表。 

对因既往延迟毕业或姓名信息等录入错误等原因不在名单中的

订单定向生，需参加今年培训的，可在“订单定向学员注册”中按照

提示与管理平台联系,提供相关信息，待核实确认后经省毕教办根据



“定向地为主、就近就便”的原则，指定相应培训基地接受学员参加

培训。由平台通知学员按上述程序进行报名,认可后,可打印报名表,

参加现场确认。 

3.现场确认：于 8月 10日前至我基地进行现场审查和确认。 

(1)《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印,以下均

简称“报名表”)式一份，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2)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后返

还本人。 

（五）专硕研究生报名方式与安排： 

专硕研究生招生报名采取由相应培养院校统一报名、学员在规定

时间进行网上完善报名信息、培养院校进行确认审核的方式进行。 

1.培养院校统一报名:各培养院校将本校拟参加 2018 年学位衔

接需纳入培训的专硕研究生名单,按照要求的格式(由管理平台提供

给学校)于 6 月 25日前提供给管理平台,统一导入管理平台。 

2.网上报名完善信息:专硕研究生本人于 6 月 25 日 00:00 时至 8

月 10 日 24:00 时(具体以各基地发布公告为准)登录“云南省毕业后

医学教育管理平台”(yngmehaoyisheng.com)进行网上报名。 

具体操作如下： 

①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http://www.yngme.haoyisheng.com）；  

②根据所报考培训类别点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入口” 

③点击“专硕研究生注册”，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确认基本



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注册； 

④系统提示，确认完成，显示用户名和密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登陆系统； 

⑤点击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交； 

⑥点击打印报名表。（一式两份） 

对于培训院校补录的、信息未提前录入管理平台的，可在“专硕

研究生注册”中按照提示与管理平台联系，提供相关信息，待核实确

认后，由平台通知学员按上述程序进行报名，打印报名表。 

1.培养院校进行确认审核：专硕研究生的材料审核由相应培养院

校负责，在专硕研究生报到入学后进行，对审核合格者在其报名表(一

式二份)“单位或研究生培养院校审核意见”栏填写意见并盖章，由

学校和培训基地各留存一份。 

(六)有关事项： 

1.报名者应如实填写网报信息，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

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报名者承担。

在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前，报名者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请报名者提供

准确的联系电话，以便及时联系。 

2.普通学员报名者每位住培报名者最多可填报同一培训基地的 3

个专业志愿；每位助培报名者可填报一个培训基地的 1 个专业志愿。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专硕研究生按指定专业及基地参加培训。  

3.普通学员报名者选择“服从调剂”时,表明服从调剂所报考培

训基地的任一培训专业。 



4.报名者在管理平台上填写完报名表，点击提交后，请登录报名

状态栏查看，如显示已报名，则报名成功。 

5.培训基地须将报名学员的材料按照报名表、身份证复印件、学

历学位证复印件、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的顺序在左侧上下 1/4 处进行

装订。 

6.报名者需随时关注管理平台中的报名状态栏，查看报名资格审

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 

7.各培训基地负责对审核合格的普通学员报名者组织招录考核,

依照公开公平、择优录取、双向选择的原则,按照其填报的志愿顺序

依次录取。具体考核方案和计划由培训基地制定后报省医师协会或省

中医药学会备案，同时上传至相应管理平台首页。 

六、录取及备案 

(一)培训基地录取时间：对普通学员，我基地于 8 月 10 日 24:00

前完成管理平台录取操作。对订单定向学员,我基地 8 月 10 日 24:00

前完成管理平台录取操作。 

(二)培训年限减免审核：各培训基地需依照《管理办法》规定,

根据报考者申请材料审核情况和招录考核成绩,确定录取学员培训年

限。符合减免条件的学员填写《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减免

申请表》(附件 4，一式二份),由培训基地负责审批。批准的申请表

报省医师协会/省中医药学会审核,报省毕教办备案后，返回一份由培

训基地留存备查。 

(三)录取结束后，我基地于 8 月 30 日前将录取学员信息表未录



取人员报考材料(含招录考试资料)报送省医师协会(西医类)或省中

医药学会(中医类)。 

(四)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毕教办”)

于 8月 16-20日在招收计划剩余名额内对未被录取的报考者进行调剂

招收。 

(五)各培训基地在 9 月 1 日前，对已进入基地参加培训的录取人

员进行报到确认。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者,按照退培处理 

(六)专硕研究生由学校负责确认审核。审核完成后,学校负责填

写“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录取学员信息表”,于 9 月 1 日前提供给培

训基地，由培训基地根据录取学员信息表在管理平台上完成报到确认。 

(七)省卫生计生委于 9 月 30 日前公布各培训基地录取名单，并

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管局备案。 

七、录取程序 

招录考核由专业笔试、综合素质面试组成（备注：申请培训年限

减免的考生需加试临床技能考核，报考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英语未取

得大学四级证书的考生需加试英语综合测试），按照“公开公平、择

优录取、双向选择”原则择优录取培训学员。2018 级学位衔接需纳

入培训的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符合报名条件者直接录取。 

（一）笔试：拟 8 月中旬完成，考试内容为中、西医综合理论、

英语综合测试（报考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英语未取得大学四级证书的

考生）。 

（二）面试：拟 8 月下旬完成，主要考察临床思维、应变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及英文水平。  

（三）临床技能考核：拟 8 月上旬完成，主要考核临床操作技能。 

（四）录取：根据考生笔试、面试、技能考核成绩，拟录取学员

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入职体检，体检合格后由医院公布录取名单。 

八、人事管理及待遇 

根据国家和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昆明市中医医院协议等相关文件及规定执行。 

九、如遇国家或我省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政策调整，

规培学员及送培单位应服从新法规或政策。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杨老师：0871-63125335， 

联系邮箱：1312130827@qq.com 

地址：昆明市中医院呈贡门诊 5 楼科教科三 

邮编：650011 

 

 

 

 

昆明市中医医院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2018年 6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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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同意送培证明 

 

现有我单位   年招录人员姓名：       ，性别：  ，年

龄：   岁，毕业学校：          ，学位：     ，专

业：            。根据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政策要求，同意其

报名参加中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基地：             的培训，规

培时限    年，时间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我

单位承诺培训期间派出培训人员原工资关系不变，保证其享受基础性

工资及其它国家规定的相关待遇，但不包含奖励性绩效；保证为其购

买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险，让其享受国家相关福利待遇；设专门人员定

期向贵基地了解学员培训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积极协助解决其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培训结束我单位派出人员必须及时返院，基地不得以任

何理由留用。 

特此证明！ 

 

相关部门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2      昆明市中医医院中医住院（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招生计划 

专业 

代码 
培训专业 计划类别 

培训基地 

招录计划（名） 
备注 

 中医 国家计划 30人  

 
中医全科（订单定

向） 
国家计划 21人 

（国家订单）昆明市 4

人、丽江市 4人、怒江

州 4人，（州市订单）

昭通市 10人 

 中医全科 社会招收 5人  

合计：56 人 

 

  



附件 3： 

云南省 2018年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本科）参加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分配表 

序号 培训基地 培训人数 培训对象来源（按定向

地） 

1 昆明市中医医院 21 

（国家订单）昆明市 4

人、丽江市 4 人、怒江

州 4 人、（州市订单）

昭通市 10 人 

 

 

 

 

 

 

 

 

 

 

 

 

  



附件 4：云南省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减免申请表 

基地医院名称  培训专业  

姓   名  性  别  

毕业院校  学  制 

□7年制      □8年制 

专业型硕士  □科学型硕士 

□专业型博士  □科学型博士 

□本科（有临床工作经历） 

□其他 

硕士 
毕业专业  

博士 
毕业专业  

毕业时间  毕业时间  

申请减免培训年限理由： 

 

 

申请人签字： 

 （需说明的材料附后                                    年  月   日 

培训基

地 

审批 

意见 

 

 

审批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医师协会 

省中医药学会 

 

 

 

审批人： 

（公章） 

年    月    日 

云南省

毕业后

医学教

育委员

会办公

室意见 

 

 

 

 

审批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1.医学类毕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培训基地接受

至少 1年的培训。 

2.学术型研究生、原学习或临床工作专业与现培训专业不同的毕业研究生均进入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一年。 

3.所学病种病例数或所完成的技能操作数未达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

准（试行）》第一年有关要求 60%者，不予减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