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中医医院中医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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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开展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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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中医类别及中医全科住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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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级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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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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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委培学员含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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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级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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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配名单详见附件 2。

4.2019 级云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专硕研究生。

5.培训基地社会人向应届本科毕业全科医学毕业生以及县及县

以下医疗机构、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送培学员倾斜。

二、招收专业

中医、中医全科专业，共 2个培训专业；重点倾向中医全科专业。

三、培训年限

培训年限一般为 3 年，专业型硕士、博士研究生按“缺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由个人结合硕士、博士及从事临床经历期间轮转的专业

提出减免科室，经过基地相关专业科室考核，通过基地专家委员会同

意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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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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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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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地管理办公室负责开展招生宣传、报名审核、考核录取、临

床能力测评结果上报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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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月 25 日至 7 月 10 日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学员报名时间：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8月 10

日

专硕研究生报名时间：2019 年 6 月 25 日至 7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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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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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由省卫计委统筹安排到我

基地参加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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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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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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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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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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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时间：拟 7月下旬 8 月初完成

考试形式及内容：

（一）笔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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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技能考核：主要考核临床操作技能。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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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住院（全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及昆明市中医医院中医（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相关文件及规定执行。

1、人事管理：

（1）社会招收学员：实行人事代理制度。

（2）单位委托培养学员：由委托培养单位管理人事档案。

2、待遇：（1）社会招收学员：除享受国家补贴、省补贴外，和

基地人力资源部签署劳动合同后参照非编人员帮其购买五险一金；另

基地自筹经费给予住宿补贴 400 元/月/人，生活补助 220 元/月/人，

培训时间满 15月且第一年年度考合格、公共理论考核合格、通过国

家执业医师考试者医院筹经费发放每人300元/月。培训时间满27月，

年度考连续两年合格、公共理论考核合格、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参

与科室单独值班医师）发放不低于每人 500 元/月津贴，非独立收支

的科室从医院匹配费用支出，独立收支的科室根据科室情况绩效分配

发放。

（2）单位委托培养学员：

3、完成规范化培训及考核合格者，颁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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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0871-63125335，

联系邮箱：2730837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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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月 29 日

mailto:344079425@qq.com


附件 1：派出单位同意送培证明

附件 2：昆明市中医医院中医住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招生计划

附件 3：云南省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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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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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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部联系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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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人

中医全科（订单定

向）
国家计划 30 人

合计：81 人



附件 3：农村免费订单定向学员省下名单

总

序

号

学

校

序

号

毕业学校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入学

年份

毕业

年份

定向地

（州市）

定向地

（县市区）

拟安排的培训基地 备注

1 31 云南中医药大学 罗华艳 女 530623********0923 184****4051 2014 2019 昭通市 大关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 32 云南中医药大学 李岭妹 女 530428********0325 184****7034 2014 2019 玉溪市 元江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3 33 云南中医药大学 王曼 女 530125********3126 184****1323 2014 2019 大理州 云龙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4 34 云南中医药大学 龙朝翠 女 532626********0567 153****9367 2014 2019 文山州 丘北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5 35 云南中医药大学 曾诗棋 男 530326********0016 184****1112 2014 2019 普洱市 澜沧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6 36 云南中医药大学 齐鑫 女 530328********2525 184****0088 2014 2019 玉溪市 华宁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7 37 云南中医药大学 胡姗姗 女 530325********0387 184****1142 2014 2019 曲靖市 沾益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8 38 云南中医药大学 王梦 女 532923********1525 184****7246 2014 2019 大理州 宾川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9 39 云南中医药大学 赵江丽 女 530323********1123 184****2901 2014 2019 昭通市 大关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0 40 云南中医药大学 甘娜 女 532625********0942 184****7736 2014 2019 文山州 马关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1 41 云南中医药大学 吴珊 女 530322********0041 186****5304 2014 2019 普洱市 西盟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2 42 云南中医药大学 吴春妹 女 532529********2469 159****2279 2014 2019 红河州 泸西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3 43 云南中医药大学 吴燕萍 女 532127********0020 155****2851 2014 2019 昭通市 绥江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4 44 云南中医药大学 熊德兰 女 533324********0820 156****5550 2014 2019 怒江州 贡山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5 45 云南中医药大学 王兴才 男 530129********2338 152****6307 2014 2019 昆明市 寻甸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6 46 云南中医药大学 杨清荣 男 532701********1513 133****7151 2014 2019 普洱市 西盟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7 47 云南中医药大学 徐仁敏 女 532627********2521 183****3099 2014 2019 文山州 广南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18 48 云南中医药大学 皇甫双杰 女 530322********1946 180****6985 2014 2019 德宏州 芒市 昆明市中医医院

19 49 云南中医药大学 宁春燕 女 530326********4641 184****2014 2014 2019 曲靖市 会泽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0 50 云南中医药大学 王惠 女 533223********0424 184****0170 2014 2019 丽江市 玉龙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1 51 云南中医药大学 张钧 男 530323********0059 131****9888 2014 2019 丽江市 古城区 昆明市中医医院

22 52 云南中医药大学 李红玲 女 532622********0747 159****9421 2014 2019 文山州 广南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3 53 云南中医药大学 和艳霞 女 533325********0225 184****7784 2014 2019 文山州 砚山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4 54 云南中医药大学 黄琳 女 533123********0026 184****0898 2014 2019 德宏州 盈江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5 55 云南中医药大学 昝秋虹 女 530323********1324 184****8467 2014 2019 红河州 弥勒市 昆明市中医医院

26 56 云南中医药大学 李中仙 女 532724********2142 182****2462 2014 2019 普洱市 镇沅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7 57 云南中医药大学 周琪 女 532929********1724 153****7050 2014 2019 大理州 云龙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8 58 云南中医药大学 王东美 女 530129********3369 182****0562 2014 2019 昆明市 寻甸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29 59 云南中医药大学 宋振媛 女 532101********0023 184****5009 2014 2019 昭通市 镇雄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30 60 云南中医药大学 欧铁蛋 男 533325********1413 180****2506 2014 2019 怒江州 福贡县 昆明市中医医院



附件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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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