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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
2022 年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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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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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区大观路 212

号，现展开床位 2200 余张，设 1 个分院（第 927 医院）、2 个医疗区

（五华、曲靖）、2 个派驻门诊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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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门诊楼）

医院现有各级各类人员 3000 余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 181 人，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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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博士学历 277 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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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军队优秀专业技

术人才岗位津贴 29 人。现建有国家博士后工作站 1 个，有博士研究生

导师 11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76 名。

（医院住院大楼）

医院现有 16 个专业基地可招收住培医师，分别是：骨科、麻醉科、

内科、外科、全科、外科（泌尿外科方向）、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放射科、放射肿瘤科、医学检验科、耳鼻咽

喉科、临床病理科、急诊医学科、口腔全科、重症医学科。医院现已

培养四批住院医师，具有丰富的培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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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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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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生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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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已建有心衰中心、胸痛中心、创伤中心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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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

微外科、手外科救治达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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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按照“扎实打

基础、科学谋发展、全面创一流”的实践路径，围绕“建一流学科、

育一流人才、出一流成果、强一流管理、创一流业绩、树一流口碑、

牢固树立医院在中心医疗机构‘编制序列第二、发展水平第一’”的

建设方针，奋力开创建设南疆一流创新型打仗型智慧型医院。

二、招收对象

（一）住培：符合临床、口腔类别（不包括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专

业）的应、往届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毕业生。以应届本科毕业生

为重点，向来自县及县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委派培训对象倾斜。

（二）学位衔接需纳入培训的 2022 级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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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研究生”）。

三、招收计划

今年，我院共计招收住培医师 126 人（不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名额），共 16 个专业可招收，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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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医学科

今年，将继续加大对全科、麻醉科、急诊科、临床病理科、重症

医学科等紧缺专业住培招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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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硕士培训年限不少于 2 年、专业学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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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教平台下载，一式二份），随现场审核材料交医

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审核。

五、培训待遇

①部分提供院内住宿（独立卫生间、3 人/间、上床下桌、优惠政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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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资待遇 国家级补贴 省级补贴
含保险基本工资（平均每月）

绩效工资
无执医证 有执医证

本科

21600 元/年

（1800 元/月）

9600 元/年

（800 元/月）

2000 元 3460 元

按医院住培绩效

标准核发
硕士 2500 元 3860 元

博士 3000 元 4360 元

社会人基本工资由医院统一发放，单位委培人员基本工资由委培

单位发放。

五、报名方式

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及 2022 届履约的订单定向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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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时间

1.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2022 届履约的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毕业生网上报名时间：6 月 6 日 09:00 至 6 月 26 日 18:00；

2.专硕研究生网上报名时间：7 月 19 日 09:00 至 7 月 26 日 18:00。

（二）网上报名步骤

1.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省毕教平

台），网址：yngme.haoyisheng.com，选择“住培入口”进入。

2.账号注册。“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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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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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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系统提示“恭喜注册成功”后，重新登录。

4.点击右上角“个人信息”，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基本信息、学

历信息、证书信息、其他信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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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硕研究生报名需打印一式二份）

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每人至多可填报同一培训

基地的 3 个专业志愿，选择服从调剂即表示服从调剂至所报考基地的

任一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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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未获得学历证书者，不得参

加相应培训。

（三）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对象：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及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毕业生。

现场确认时间：2022 年 6月 30 日至 7月 1日，上午 9:00 至 11:30，

下午 15:00 至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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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确认提交材料：

（1）《住培报名表》一份（网报成功后打印），完成审批手续后

由培训基地留存。

（2）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一

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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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

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六、笔试、面试安排

经现场确认审核合格的“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及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将参加医院统一组织的笔试、技能操作考

试、面试，具体如下：

1.笔试时间：2022 年 7 月初（预计现场审核结束后进行）

考试内容为公共理论知识和临床综合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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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初（预计现场审核结束后进行）

考试内容参考执业医师技能操作考试。

3.面试时间：2022 年 7 月初（预计现场审核结束后进行）

考察专业能力、英文水平和综合素质。

七、录取及培训

医院将根据各专业基地报考情况、考试情况及各基地招录指标择

优录取，凡录取参加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者，将与医院签订住培

协议，社会学员还需签订住培劳动合同。医院按照国家规范化培训标

准和要求进行系统培训，经参加结业考核合格者发放国家统一制式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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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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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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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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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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现场审核提交报名材料，请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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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整理。

5. 单位委派人员（含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还需出

具本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填报的培训专业、培训基地医院等信

息须与经单位盖章的介绍信保持一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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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退赔处理）或报到签订培训协

议后退出、终止培训者，自终止培训起，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住培，除

退还已享受的全部相关费用外，还需按已享受费用的 50%作为违约金。

7.未按要求报名，未参加现场审核、考试、面试、报到等环节者，

视为自愿放弃，相关责任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8.我院聘用人员报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者，按政治工作部人资

办要求，需至人资办办理相关手续方可参加住培。

九、疫情防控

来昆报考人员请在微信小程序（昆明健康宝）中报备来昆信息，

同时，需凭 “云南健康码”、“14 天内行程卡”、“入昆后 3 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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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核酸检测报告（在昆人员也需提供）”参加现场资格审核、笔试、

面试及技能考核（以下简称考试），请提前打印彩色纸质版备查。

考试时健康码为绿码、行程卡为绿卡、入昆后 3 天 2 次核酸检测

为阴性、现场体温测量为正常值（＜37.3℃）且无咳嗽、发烧等异常

症状者方可参加现场资格审核、考试。

十、咨询方式
住培管理办公室联系方式

住培管理办公室 颜老师 0871-64774134

微信公众号：联勤保障部队第 920 医院，(请持续关注公众号通知!)

邮政编码：650032

联系地址：昆明市西山区大观路 212 号教学管理办公室（医技楼 4楼）

各专业基地联系方式

专业基地 教学秘书 联系方式 专业基地 教学秘书 联系方式

内科 段亚南 18206889093 耳鼻咽喉科 董 静 18725022082

急诊医学科 龚婉南 15912104350
麻醉科

甘宝龙 13888567454

全科 谭志晖 13888519007 普俊杰 13658899896

外科 刘泽刚 18206800505 临床病理科 雷 琎 13629446454

神经外科 曹 宁 15368049446 检验医学科 王沛雯 15812020092

胸心外科 于 杰 13150752359 放射科 刘 鑫 18288707400

泌尿外科 杨月月 18787053516 放射肿瘤科 李秋恬 13888070820

骨科
张建平 13150751033

口腔全科
邵丽梅 15987122460

蔡芝军 15087172058 罗昕骁 18669265558

重症医学科 郑国彬 13608851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