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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年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招生简章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2年 5 月，由原云南军区组建，

时名“云南省第二医院”。 1952 年 11 月交由云南省卫生厅管理，

命名为“云南省慢性病疗养院”，1954年更名为 “云南康复医院”；

1960年交由昆明市卫生局管理，更名为“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1986年云南省卫生厅再次批复“云南康复医院”为第二名称，1995

年被评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2015 年通过“三级乙等综合医

院”复审。经过 68 年的努力，现已发展成为以老年医学和康复医

学为优势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等为一体的三级综合

医院，是昆明学院非直属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云南中医药大

学等 10余所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和实习基地，全国第一批老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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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医院、老年医学人才培训示范基地，云南省第一批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基地，云南省护工培训基地，老年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基地，与

昆明学院合建康复医学人才培养医教协同示范基地。    

我院是云南省最具规模的老年病与康复医疗机构之一，老年医

学科、呼吸科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康复医学科为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省院共建项目，老年护理专业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老

年呼吸与危重症科、老年康复科为市级临床重点专科。我院是昆明

市 0-6岁残障儿童抢救性康复机构。医院有市级“十百千”工程百

层次知名专家 6名、学科带头人 2 名、后备人选 49 名,市级技术中

心 11 个。在建专家工作站 2个，其中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1个。

我院目前科研立项在研项目 87项，其中，院级 10项，市级 70项，

基金会项目 2项，国家级 1 项，与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白药合作 4

项。2020 年度获批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47项，其中国家级 7 项，省

级 11 项，市级 2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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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绝佳的地理位置成为国家植物博物馆建设项目用地，这将

是医院“二次创业”和建设与发展新跨域的拐点，是医院腾飞复兴

的启点。我们将以“一切为病人健康服务”为宗旨，“敬人敬业、

至精至诚”为院训，“团结奋进、开放包容、敢为人先”为精神，

“人才立院、科技兴院、管理富院、特色办医、设备强院”为办院

方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理念，走“专

科与综合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各位的关心支持、指导帮助下，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建设发展将更好更快。 

 

一、招生计划 

依据经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的计划进行招生，招录人数

详见下表。 

基地名称 

招录计划（人） 

备  注 
订单定向 单位人 社会人 合计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10 5 15 有政策补助 

0 20 20 无政策补助 

  35  

二、招生对象 

（一）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拟在或已

在我省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工

作的人员，包括应届毕业生以及有培训需求的往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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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获得或取得助理执业医师资格，

需要接受培训的单位人。 

（三）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学历订单定向免费医学

毕业生。 

三、报名条件 

 报名者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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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届毕业生条件 

1、学历要求：高等医学院校三年全日制专科临床医学专业。 

2、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往届毕业生条件 

1、学历、身体条件同应届毕业生。 

2、其他要求：具有助理医师资格证者优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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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名时间与流程 

助理全科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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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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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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种方式。 

（一）普通学员报名方式与安排 

普通学员招生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1、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2020年 7 月 15 日 00:00 时至 8月 5 日 24:00时。 

具体操作如下： 

（ 1 ） 登 陆 " 云 南 省 毕 业 后 医 学 教 育 管 理 平 台

（yngme.haoyisheng.com）; 

  （2）于“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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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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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现场确认 

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工

作（具体见现场确认时间）。 

递交资料清单：全部材料原件，及 A4 纸复印件，并按照以下

顺序整理，在左侧上下 1/4处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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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印，一

式一份，原件） 

（2）本人身份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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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取得助理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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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报名方式与安排 

拟到我院参加培训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采取网上报名

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2020年 7 月 15 日 00:00 时至 8月 21日 24:00 时。 

具体操作如下： 

（1）登陆"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 

（2）于“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点击“助理全

科医生培训入口”。 

（3）点击“订单定向生注册”，填写信息，点击提交； 

（4）系统提示“恭喜你注册成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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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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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工

作（具体见现场确认时间）。 

递交资料清单：全部材料原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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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印，一

式一份，原件） 

（2）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五、有关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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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报考者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报考者务必提供准确的手机号码，并保持联系畅通）。 

（二）报考者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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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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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注意事项请仔细查看并及时关注云南省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综合管理平台上的信息。 

六、现场确认时间 

（一）普通学员： 2020 年 8月 3 日－8月 10日（上午 8:30

－11:30，下午 14:30－17:30）。报考第一志愿或接受调剂为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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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二人民医院助理规培基地的报名学员，须携带相关资料，在规

定时间内到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重型机械工业总公司第 43栋前行

政办公楼 2楼 2-9 室科教处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和确认。 

（二）订单定向学员：2020 年 8月 17 日－8 月 21 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须携带相关资料，在规定时

间内到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重型机械工业总公司第 43 栋前行政办

公楼 2 楼 2-9室科教处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和确认。 

七、招录程序 

招录考核由专业笔试及综合素质面试组成，按照“公开公平、

择优录取、双向选择”原则择优录取培训学员。 

（一）笔试：拟于 8 月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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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拟于 8 月完成，主要考察专业能力（含临床技

能操作）、综合素质。 

（三）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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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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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人事管理及待遇 

根据国家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相关规定执行。无政策补助学员只发放医院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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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对于招录学员提供免费住宿（四人间或六人间），待遇按

照医院职工平均绩效 50%进行发放。 

如遇国家或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政策调整，助培学员

及送培单位应服从新法规或新政策。 

九、注意事项 

（一）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对在培训招生工作中弄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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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除如数退还已享受的相关培训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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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考人员应确认其无退出或终止培训等记录和所报志

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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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科教处 

联系人：石老师，张老师。 

联系电话：13708893587（微信同号）；18812278379（办公室）；

15198905901。 

联系邮箱：3225714607@qq.com。 

联系地址：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重型机械工业总公司第 43栋

前行政办公楼 2楼 2-9室科教处。 

mailto:32257146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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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650204。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2020 年 7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