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昭通市第一人民院医院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招生简章 

 

医院简介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医科大学附属昭通医院，前

身为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昭通福滇医院，始建于 1902 年，

迄今已 116 年历史。1951 年由人民政府接管福滇医院，1952

年 6 月改称昭通专区医院，2001 年 10 月更名为昭通市第一

人民医院至今。经过几代昭医人辛勤耕耘，目前已发展成为

一所集医疗、急救、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为一体

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是国家级全科专业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云南省血管微创治疗中心和肿瘤综合治疗

中心。昭通市临床检验中心、昭通市临床检验质控中心、“120”

急救中心、职业健康体检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临床医学硕

士研究生教学基地、昭通市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承担着我市

及相邻川、黔地区 600 余万人口的医疗救治、康复和保健任

务。 

医院占地面积 228 亩，现有临床、医技、行政后勤科室

67 个，其中临床医技科室 44 个。有省级重点专科 6 个（康

复医学科、神经外科、妇产科、心血管内科、普外科、神经

内科）。拥有编制床位 1500 张，实有总床位数 1521 张，其

中内、外、妇、儿科总床位数1360张，占全院床位数的90.67%。



现有在职职工 2201 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共 1864 人（占

84.68% ），正高职 103 人，副高职 193 人，中职 317 人。先

后有 6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8 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9

人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硕士研究

生 50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8 人。医院设有昭通名医工作室 4

个。2019 年度，年收治住院病人数 73418 人次，病床使用

率 132.62%，年门诊量 942952 人次，年急诊量 200109 人次，

年手术量 13592 人次，年出院病人 73175 人次。 

教学简介 

    我院设有图书室，对全院开放。藏书量四万多册，并与

昆明医科大学联网共享电子图书资源。100×2 ㎡图书室可供

看教学视频、读书或进行其他的有益活动，亦可免费到科室

或图书室查阅期刊，拥有信息检索系统，辅助大家查询资料

及撰写文章。 

    新建的全科医师培训大楼总建筑面积 6841 平方米。设

有超过 1000 ㎡的临床技能训练室，内、外、妇、儿科技能

训练项目齐全，教学设备按各教研室教学需要足量配备，教

学模型能满足内、外、妇、儿等科室带教的技能训练及出科

考试需要，可同时分五组进行训练与考核，能保质保量完成

教学任务。在为全科医师提供培训同时，也为临床教学工作、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提供了教学设备和实践场地，达到

资源共享。 



    医院内使用的 HiS 信息管理系统、LiS 检验信息管理系

统、PACS 影像信息管理系统等各种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大

大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提供教学科技平台。 

医技科室配备有飞利浦 1.5T 磁共振成像系统、飞利浦大

型平板 C 型臂数字血管造影机（DSA）、64 排 128 层 CT、DR

数字拍片机、心脏彩色 B 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腹腔镜、

进口系列内窥镜、麻醉机、呼吸机、各种生命监护仪等医疗

设备近千台（件）。 

我院作为昆明医科大学附属昭通医院，承担昆明医科大

学的部分学生教学任务。同时也是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牡丹江医学院、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楚雄医药高等专科、

保山医学高等专科、昆明卫生职业学院、昭通卫生职业学院、

德宏职业学院、云南新兴职业学院等相关院校的教学医院，

承担着实习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覆盖临床医学、医学检验、

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医学文秘、中医、中医骨伤、中西医

临床、卫生信息、药学、影像、口腔、护理、助产、针灸推

拿、中药 16 个专业。2019 年度接收实习生 922 名。 

2017 年 5 月我院申报国家级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成功，新增成为第二批国家级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我院高度重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

工作。建立完善住培组织管理体系，按照省级、市级住培相

关文件制定管理规章制度。在学员待遇方面，严格按照中央



财政和省财政住培专项资金相关文件标准，经考核按时发放

学员补助。此外，医院自筹专款发放学员生活补助和住宿补

贴，免费发放工作服、听诊器等，医院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为

学员提供各种便利。对本院和外单位学员的各项待遇和补贴

发放标准一视同仁。 

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云

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工作的

通知》云卫办科教发〔2020〕15 号文件要求，昭通市第一人

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现面向全省招收 2020 年全

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 

    一、招生对象 

    符合临床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范围的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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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单位培训学员：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

条件的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职在编职工。 

    （二）自主培训学员：没有与任何单位签订人事或劳动

合同的医学毕业生。培训期间，我基地与自主培训学员根据

培训年限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和培训协议，培训结束后自主择

业。 

    （三）外单位委培学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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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招生专业及计划 

    2020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专业共 1 个，具体招生

计划数详见下表。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计划 

基地名称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计划招生人数 

接收订单定向学员 普通学员 合计 

昭通市 

第一人民医院 
全科 0700 17 4 21 

 

    三、培训年限 

    本科应、往届毕业生一律培训 3 年，按相关规定上报主

管部门，按主管部门批示执行。 

    四、报名时间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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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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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普通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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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普通学员注册”，填写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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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现场确认 

   （1）时间：2020 年 8 月 6 日上午 08：30～11：30，下

午 14：30～17：30； 

   （2）地点：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六楼科教处（昭通

市昭阳区医卫路 35 号）进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 

   （3）审核资料清单：全部材料审核原件（原件审核后返

还本人），收 A4 纸复印件，并按以下顺序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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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式一份，原件）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②报名学员本人身份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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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④国家四、六级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 1 份； 

    ⑤个人简历（贴上本人近期红底彩色免冠照片，原件）， 

    ⑥送培单位的同意送培证明（单位人提供，原件，盖鲜

章，模板详见附件）。 

    ⑦2 寸红底彩色免冠近照 3 张和电子照片 1 份，照片后

面标明单位名称、招收专业、姓名； 

（二）订单定向学员 

    2020 年本科应届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由云南省卫

生健康委统筹安排确定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培训基地参

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学员按本人所分配基地进行

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未获得学历证书者，

不得参加相应培训。 

    1、网上报名时间：2020 年 7 月 15 日 00：00 时至 8 月

10 日 24:00 时。 

    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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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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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或者注册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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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现场确认 

   （1）时间：2020 年 8 月 12 日上午 08：30～11：30，

下午 14：30～17：30； 

   （2）地点：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六楼科教处（昭通

市昭阳区医卫路 35 号）进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 

   （3）审核资料清单：全部材料审核原件（原件审核后返

还本人），收 A4 纸复印件，并按以下顺序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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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式一份，原件）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②报名学员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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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四、六级英语等级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 1 份； 

    ④最高学历成绩单（加盖学校教务部门鲜章）； 



    ⑤个人简历（贴上本人近期红底彩色免冠照片，原件）， 

    ⑥送培单位的同意送培证明（单位人提供，原件，盖鲜

章，模板详见附件）。 

    ⑦2 寸红底彩色免冠近照 3 张和电子照片 1 份，照片后

面标明单位名称、招收专业、姓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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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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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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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注意事项请仔细查看并及时关注管理平台以及

医院的通知。 

    五、录取及备案 

    招录考核由笔试（临床医学综合知识）及临床能力测评

组成，按照“公开公平、双向选择”原则择优录取培训学员。 

    1、考试内容：笔试（临床医学综合知识）和临床能力

测评； 



    2、考试时间：2020 年 8 月 13 日～8 月 21 日，具体时

间及地点将在现场审查微信群中另行通知。 

    3、体检：300 元/每人，费用自理。 

    4、录取：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择优录取。          

省卫生健康委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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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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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购买基本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待遇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

规定执行。 

   （四）通过住培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省卫生健康委颁

发国家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七、其他要求 

    （一）对在本次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培训申请人，取

消其本次报名和录取资格。 

   （二）对录取后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后退出、终止培训

者（含在培训期间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育录取并就读）， 



 
 

 

 

 



附件 

同意送培证明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慈有我单位职工姓名       ，性别   ，年龄   岁，

学历    ，学位    ，毕业学校               ，毕业专

业        ，身份证号码                ，根据国家住培

政策要求，经过招录考试考核，已被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录取，培训专业        ，培训年限    

年，时间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我单位承诺：在培训期间派出培训人员原人事和工资关

系不变，保证其享受基础性工资及其他国家规定的相关待遇，

保证为其购买“五险-金”等社会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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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情况，积极协助解决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培训期间我

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调用派出培训人员。培训结束后我单位

派出培训人员必须及时返院，基地不得以任何理由留用。 

    特此证明！ 

    我单位对口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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