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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 

2019 年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 

 

一、培训基地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原解放军昆明总医

院、原 43 医院）是一所具有 70 年光荣传统和悠久历史的大型综合性

三级甲等医院。医院座落于风景秀丽的滇池之滨--大观路 212 号，现

展开床位 1600 余张，设有临床及医技科室 50 余个，有国家、军队、

云南省专科中心、重点学科 30余个。医院总占地面积 33余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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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现有各级各类人员 3000 余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 146 人，硕

士、博士学历 238 人，军队专业技术 3 级以上专家 3 人，享受国家政

府特殊津贴人员 2 人，全军高层次人才工程学科拔尖人才 1 人，全国

科技工作者 2人，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 29 人。现有研究生

联合培养点 28 个，建有国家博士后工作站 1 个，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7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43 名。院内 95%以上的学科带头人担任了全国、

全军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或云南省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以上的学术职务，

其中有 12人分别担任了云南省医学会、医师协会、医院协会主委。 

 

医院建有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模拟手术平台；承担了陆军军医大

学、空军军医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大学、成都医学院等多所院

校实习教学任务；与昆明医科大学、陆军军医大学、大理大学、昆明

理工大学等学校联合培养研究生。每年招收军地研究生、实习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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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生 600 余人。新的技能培训中心正在筹建中，拟建一个全省领先的

技能培训中心，用于教学培训使用。医院现有的高质量师资团队及先

进的硬件设施可满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需求。 

目前，骨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全军脊髓损伤治疗中心)、

中医科、麻醉科、血液科、口腔科、急诊科、影像科、病理科、血管

外科、泌尿外科等学科优势明显，技术特色突出。经过长期实践及经

验积累，在创伤、胸痛急救、骨髓移植、脊髓损伤康复治疗等方面已

形成了特色优势，与国内学科发展同步，在省内均属领先水平。医院

秉承“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为了一切病人”的服务理念，

狠抓服务质量、保持良好服务态度，并先后被评为全国“百佳医院”、

全国百佳最具品牌竞争力示范医院、全国城市医院思想政治工作有突

出贡献单位、全国医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

央军委表彰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医院将本着“文化治院、人才

立院，科技兴院，质量建院、形象昌院、创新强院”的建院方针，争

创技术一流、设备一流、服务一流的现代化医院。 

二、招生对象 

（一）符合临床、口腔类别（不包括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专业）的

应、往届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毕业生，或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需

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二）学位衔接需纳入培训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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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计划 

我院共 15个专业基地，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见下表。欢迎广大学

员踊跃报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100 内科 1800 耳鼻咽喉科 

0300 急诊科 1900 麻醉科 

0700 全科 2000 临床病理科 

0900 外科 2100 检验医学科 

1000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2200 放射科 

1100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2500 放射肿瘤科 

1200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2800 口腔全科 

1400 骨科   

 

四、培训年限 

1.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原则上培训年限为三年，对已具有医学类

相应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的人员，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培

训基地接受培训，硕士培训年限不少于 2 年、博士培训年限不少于 1

年；其余情况不得减免培训年限。符合减免年限要求的，以 1 年为单

位进行减免。 

2.符合减免条件的学员需填写《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

减免申请表》（附件，一式二份），交至医院住培管理办公室（医技

楼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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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训管理与待遇 

1.培训学员的录取专业及培训年限，以省卫健委公布信息为准，

并作为享受财政补助资金的依据。 

2.培训待遇：①提供院内住宿（独立卫生间、3 人/间、上床下桌、

优惠政策 100 元/月/人、水电费自理）；②购买五险一金，购买基数

及标准同本院医师；③薪资待遇（见下表），全科和麻醉科每月额外

给予医院补助。 

薪资待遇 国家级补贴 省级补贴 
基本工资（平均每月） 

绩效工资 
无执医证 有执医证 

本科 

21250元/年 9700元/年 

2000元 3360元 

按轮转科室

工作量发放 
硕士 2500元 3760元 

博士 3500元 4260元 

3.培训学员在培期间的培训实施、培训考核、保障措施等组织管

理依照《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云卫科教

发〔2015〕12 号）和《关于印发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管理

办法（试行）和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实施办法（试行）的

通知》（云卫科教发〔2016〕8号）执行。 

六、报名和招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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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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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员、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

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专硕研究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 

（一）网上报名：学员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进入住培入口进行

网上报名（填报培训志愿时，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应当取得委派单位同

意）。 

（二）报名时间：6 月 25 日 00:00 时至 7 月 14 日 24:00 

（三）报名操作步骤： 

1.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 

2.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入口”； 

3.普通学员点击“普通学员注册”，填写信息，点击确认注册；

订单定向学员点击“订单定向学员注册”，本科学员输入姓名和身份

证号码，确认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注册；专硕研究生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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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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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印报名表。 

（四）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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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时间：2019年 7 月 15日-16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

30—17：50 

现场确认地点：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医技楼 4 楼会议室 

现场确认所需携带资料： 

1.《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一式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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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五）招录安排 

1.笔试时间：2019 年 7 月 17日（暂定） 

考试内容为临床综合理论（以内外科基础为主，全面兼顾各专业；

口腔全科单独出卷）。 

2.技能考试时间：2019 年 7月 18 日（暂定） 

考试内容参考执业医师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3.面试时间：2019 年 7 月 19日（暂定） 

考察专业能力、英文水平和综合素质。 

七、注意事项 

1.报名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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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2.普通学员报名者最多可填报同一培训基地的 3 个专业志愿。 

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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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管理平台上填写完报名表，点击提交后，登录报名状态栏

查看，如显示已报名，则报名成功。 

5.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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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住培管理办公室联系方式 

住培管理办公室 
颜艺甜 

0871-64774591 
王江南 

邮政编码：650032 

联系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大观路 212号住培管理办公室 

 

各专业基地联系方式 

专业基地 教学秘书 联系方式 

内科 段亚南 18206889093 

急诊科 刘军 13508809209 

全科 李蕊 18788465731 

外科 刘泽刚 182068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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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 谢佳芯 13888326605 

胸心外科 蔡文科 18287176843 

泌尿外科 张文滔 13619620207 

骨科 
张建平 13150751033 

施荣茂 18206826626 

耳鼻咽喉科 董静 18725202082 

麻醉科 
王玲玲 15911578537 

殷维 18206800786 

临床病理科 雷琎 13629446454 

检验医学科 陶娜 13658809960 

放射科 李俊余 15601775181 

放射肿瘤科 纪华 13769167737 

口腔全科 邵丽梅 1598712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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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住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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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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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说明的材料附后） 

申请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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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毕教办

备案意见 

（不需审批，检查无误后标注“同意备案”）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原则上已具有医学类相应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的人员，按照按“缺什么补什么”

的原则在培训基地接受培训，硕士培训年限不少于 2 年、博士培训年限不少于 1 年；其余情况不得

减免培训年限。符合减免年限要求的，以 1年为单位进行减免。 

2.本表一式二份，报省毕教办备案后，返回一份由培训基地留存备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