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2019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 

 

一、医院简介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成立于 1952 年 9 月，

是集医疗、科研、教学和紧急救援为一体全州最大唯一一

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承担

着全州医疗技术、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危重病人抢救、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救援以及到西双版纳的重要领导人

和外宾医疗保健工作等重任，医疗服务辐射至周边地区及

老挝、缅甸和泰国北部，现已成为云南边陲和东南亚地区

有较大影响力的现代化综合医院。近年来，医院先后获得

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省委授

予“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云南省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省委省政府授予“云南省文明单位”、全国

卫生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

作先进单位”、省卫生厅授予“云南省医德医风示范医院”

等荣誉称号。 

医院占地面积 130 亩，业务用房面积 14 万平方米，

其中主院区占地面积 55 亩，开放病床数 1000 张；新院区

占地面积 75亩，预开设病床数 500张。全院在职职工 1226



人。正高 31 人，副高 98 人，中级 220 人。有硕导 15 人，

博士 3 人，硕士 39 人，教授 22 名，副教授 21 名，有“云

岭名医”2 人，省委联系专家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3人，省级有突出贡献 4 人，享受省级政府特殊津贴 5人。 

医院设临床医技行后科室 53 个，有 4 个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重症医学科、医学影像科、护理学科、

妇产科），6 个州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心内科、妇

产科、儿科、麻醉科、普外科、感染性疾病科）。医院拥

有 1.5T 核磁共振成像仪、64 层 CT、数字化平板心血管成

像系统、DR、钼靶乳腺 X 线机、高档彩超、全自动生化仪

等大型现代医疗设备，有力保障了临床诊疗水平和医疗安

全。 

承担着昆明理工大学、大理大学、昆医大海源学院本

科生的临床实习工作；承担着全州基层医院医师进修学习、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的教学任务、指导帮扶基层医疗机构提

高医疗技术水平的任务。近三年来，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州科技进步奖 17 项。发表 SCI 论文 22 篇，最高

影响因子为 6.359。参与 1 项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课

题和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的研究。参

与编写论著 10 本。  



医院是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专业基地，省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已招收全科住培学员 154 人。承

担昆明理工大学老挝留学生临床本科理论及实践教学任

务。先后在 “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三个一百和双

十佳’”评选活动中 1 人荣获“优秀住院医师”称号，在

“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五优’”评选活动中 1 人

荣获“优秀带教老师”。在云南省首届、第二届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临床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二等奖。2018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全科专业通过率达

98.21%。同时，凭借西双版纳与老挝、缅甸接壤，紧邻泰

国的区位优势，实施“国家卫生计生委东盟 10+1 中老边

境 5 省医疗卫生服务合作体建设项目”，先后与老挝南塔

省医院、琅勃拉邦省医院、乌多姆赛省医院、波乔省医院、

丰沙里省医院、沙耶武里省医院及老挝卫生部康复医疗中

心等 7 家医疗机构开展医疗合作交流，在医院管理、人员

交流、医疗服务、技术培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对

以上各进行的帮扶工作，合作成效显著，被老挝卫生部、

老挝南塔省人民政府授予“援老医疗卫生事业杰出贡献

奖”、“中老医疗合作贡献奖”，为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及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培训目标 



按照国家规范化培训标准和要求进行系统培训，使学

员结业时具备“三甲”医院住院医师水平，经考试考核合

格者取得国家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 

三、培训方式 

执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医师规范

化培训相关文件和制度，在相关临床学科进行以临床实践

为主的轮转培训、兼顾临床科研与教学训练。 

四、招收对象 

单位委派应届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医学毕

业生：送培单位在编职工或与送培单位签订正式聘用合同的

职工，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条件者。培训结束，回

送培单位工作。培训期间，我院与送培单位、培训学员签订

三方委托培训协议。 

五、培训时间 

培训 3 年。 

六、招生计划 

我院 2019 年度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共 43 人，见下表。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计划招生数  

1 0700 全科 43 人 



注：急需紧缺专业可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招生计划。  

 

七、报名条件 

报名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包括港澳台），享

有公民的政治权利，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道

德品行良好，身心健康。具体为： 

1.学历要求：高等医学院校全日制医学专业本科学历、

学士学位，报到时未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者，将取消录取

资格。 

2.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3.单位委培生：除符合应届、往届毕业生报名条件外，

另需由送培单位与我院签署委托培训协议，并统一出具同

意送培证明。 

八、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 24:00 时完成网络报名。 

九、报名程序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

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报名学员应对提供报名资料的真

实性和完备性承担全部责任。新招收培训学员需按录取通

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院报到，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录取。 



（一）网上报名 

报名者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http://yngme.haoyisheng.com/）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按

该平台提示进行操作。 

（二）现场确认 

1.时间及地点：8 月 20 日 14:30-17:30。 

请报考学员携带相关纸质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西双

版纳景洪市嘎兰南路 4 号，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5 号楼

12 楼科教科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和确认。 

2.递交资料清单：全部材料验原件（原件审核后返还

本人），收 A4 纸复印件，并按照以下顺序整理，在左侧

上下 1/4 处装订： 

（1）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

印，一式壹份，原件） 

（2）报考者个人基本信息资料：①个人简历（贴上

本人近期免冠照片，原件）；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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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各一份；

③身份证复印件。 

（3）报考者个人学习经历资料： 



●加盖学校教务部门鲜章的成绩单； 

●单位委培学员:除按上述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外，还

需提交由送培单位出具的委托培养函一份（原件，盖鲜章）。 

（三）有关事项 

1.报考者应如实填写网报信息，凡因不按要求报名、

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造成不能考试或录

取的，后果由报考人自行承担。在网络报名截止时间前，

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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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者在“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上填

写并提交报名表后，应登录报名状态栏查看，如显示已报

名，则报名成功。 

3.报考者需随时关注“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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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注意事项请仔细查看，并及时关注“云南省毕

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以及我院“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通知。 

十、录取程序 



招录考核由专业笔试及综合素质面试组成，按照“公

开公平、双向选择”原则择优录取培训学员。 

（一）笔试、面试：拟于 8 月 21 日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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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录取：根据考生笔试和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三）体检：学员应在规定时间（拟 8 月 22 日）内

进行入职体检，体检费用自理，体检合格后由医院公布录

取名单。 

（四）根据国家和省卫生计生委相关文件规定，请报

考者务必充分知晓以下重要事项： 

1.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实施办法（试行）》

（国卫办科教发〔2015〕49 号）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

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人，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

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后退出、终止培训者（含在

培学员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育录取并就读），自终止

培训起 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除如数

退还已享受的相关费用（包括培训费、住宿费和生活补助

费），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作为违约金一并缴入

省级国库。 



2.报考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止

培训等记录，并随时关注所报培训基地发布的消息和公告，

服从培训基地招录工作安排。招录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

核、考试、面试、报到等环节者，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

并承担相关责任后果。 

十一、培训管理及待遇 

（一）培训学员的录取专业及培训年限，以省卫生健

康委公布信息为准，并作为享受财政补助资金的依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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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三）针对全科急需紧缺专业（国家政策变动时，按

最新紧缺专业执行），医院按未通过执业考试 450 元/人/

月，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并注册在我基地 800 元/人/月标准，

发放紧缺专业补助。 

（四） 医院提供免费住宿 4 人/间，宿舍内设独立卫

浴(24h)，WiFi，饮水机，电扇。 

（五）通过住培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省卫生计生委

颁发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报

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 



十二、如遇国家或我省住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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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  

（一） 医院联系人及电话：杨老师，0691-2139187 

地址：景洪市嘎兰南路 4 号，邮编：666100 

（二） 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联系人： 

周建   0871-65395838 

    

欢迎广大医学生报考我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