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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
2021年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简章

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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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现面向全省招收 2021 年

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以下简称“助培”）学员。

一、招收计划

（一）招收专业：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

（二）招收人数：12 人（含订单定向学员和社会学员）

二、招收对象及范围

（一）招收对象

1.中医学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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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获得或具备取得助理执业医师

资格，需要接受培训的单位人。

（二）招收范围

全省所有新进全科医疗岗位的高职（专科）学历的中医

学类毕业生、具有高等院校中医类专业专科学历未就业者、

专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三、报考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热爱医学事业，思想

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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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医院规定的体检要求；

（三）单位人（已有工作单位的医疗工作的人员)需有 所

在单位出具同意培训意见书并加盖医院公章。

四、报名程序

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普通学员报名方式与安排

1.网上报名

6月 28日 09:00 至 7月 12日 18:00时，报名者根据所报

培训类别点击进入助培入口进行网上报名（填报培训志愿

时，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应当取得委派单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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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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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时间：7月 15日 8:00-10:00;

确认地点：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行政楼 2 楼科教科

现场确认材料：

（1）《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

印，以下均简称“报名表”）一式一份，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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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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报名方式与安排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招收报名采取按照就业单位

安排和自主报名相结合的原则，学员自行进行网上报名（完

善相关信息）和现场确认，未获得学历证书者，不得参加相

应培训。

1.网上报名

6月 28日 09:00 至 7月 12日 18:00时，报名者根据所报

培训类别点击进入助培入口进行网上报名。

具体操作如下：

（1）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

（2）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入口”；

（3）点击“订单定向学员注册”，需先填写相关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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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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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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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时间：7 月 15 日 8:00-10:00;

确认地点：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行政楼 2 楼科教科

现场确认材料：

（1）《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表》（网报后打

印，以下均简称“报名表”）一式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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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招录考试

（一）考试时间：2021 年 7 月 15日 14:30-18:00；

（二）考试地点：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行政楼 4 楼小

会议室。

（三）考试内容：

1.笔试：中医学综合知识。

2.中医技能综合能力测试。

3.订单定向学员无需参加考核，直接进入体检程序。

六、录取及备案

（一）体检

1.时间：2021 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

2.体检地点：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

心。

3.体检要求：基地统一组织体检，体检费用自付，体检

合格后确定招收对象，体检不合格者，依次替补。

（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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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依据招收计划、

考试考核结果及体检结果从高至低依次录取。招录人数如有

缺额，由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调剂安排。

（三）备案

录取工作完成后，基地按省毕教办相关要求，完成平台

操作及备案。

（四）报到

1.报到时间：2021 年 8 月 31 日；

2.报到地点：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行政楼 2 楼科教科。

七、培训管理

（一）严格按照《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2020 年版）》

开展全脱产连续培训，培训时长为 2 年，并作为享受财政补

助资金的依据。

（二）2021 级学员培训时间从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开始

计算。我培训基地严格按照各类别培训内容与标准要求，安

排培训工作。

（三）通过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省卫生健康委按照国

家卫生健康委的安排颁发统一制式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

格证书》。

（四）培训学员在培期间的培训实施、培训考核、保障

措施等组织管理由培训基地依照《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管理办法（试行）》《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管

理办法（试行）》和《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实施

办法（试行）》等规定执行。

（五）申请培训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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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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培训基地招收工作安排。招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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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基地在省毕教平台完成录取操作

后未按要求报到者，按照退培处理。

（六）学员补助等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助培专项

资金相关文件标准，按时、足额、定期考核合格后发放。

八、注意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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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普通学员报名者，每位助培报名者可填报一个培

训基地的 1 个专业志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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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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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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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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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终止培训

起 2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除如数退还已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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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相关费用，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缴纳违约金。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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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联系方式

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科教科

联系人：杨老师（15126465509）

彭老师（13908837605）

联系电话：0883-2135972

邮 箱：lxzyyjk@163.com

邮政编码：677099

联系地址：临翔区东片新区缅宁大道旁（临沧市临翔区

中医医院科教科）

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

2021 年 06 月 25 日



— 8 —

临沧市临翔区中医医院
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简介
一、基本情况

医院始建于 1980 年 6 月，是一所集医疗、康复、教学、

科研等为一体的具有中医特色的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目前占

地 27亩，现有门诊医技综合楼 4772 平方米，住院楼 10433
平方米，编制床位 300张，实际开放床位 200张；配备有带

天眼功能 64排 128层螺旋 CT、椎间孔镜、DR、彩超、C 臂、

腹腔镜、眼底检查镜、C14 呼气检测仪射频治疗仪、臭氧治

疗仪、胃镜、全自动生化仪、血球计数仪等近 50 余台检验

检查及手术设备；配备有冲击波治疗仪、中药离子导入设备、

多功能牵引设备、微波热疗设备等中医诊疗设备 14 类 20余

种。是云南中医药大学实习医院、云南省中医医疗集团临沧

医院、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临沧科研基地、临沧卫校教学

医院、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学医院、德宏职业学院、

红河卫生职业学院实习医院。

二、科室建设

医院设内科、外科、脑病科、针灸科、推拿科、针推二

科、急诊科、治未病科（护理门诊、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

康复医学科、妇科、皮肤科、口腔门诊等临床科室；附设圈

掌街、第三门诊（富丽家园）、玉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院外

服务点；设检验科、放射科、功能科、药剂科等医技科室；

设办公室、党办、信息科、医务科、科教科、医保物价办、

感控科、护理部、财务科、病案室、设备科、后勤总务科等

职能科室；建设有国医大师张震工作室二级工作站、云南吴

佩衡扶阳流派传承工作室二级工作站、管氏针灸学术流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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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二级工作站、姚式妇科流派传承工作室二级工作站、赵

淳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工作室二级工作站、云南省中

医医院温伟波院长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全国基层名老中医

药专家赵家贵传承工作室、中国软组织疼痛（临沧）临床中

心。

三、业务范围

目前主要开展医疗业务包括内科（心血管系统疾病、消

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及免疫系统疾病）、普外、骨

伤、肛肠、针灸、推拿、脑病及神经系统疾病、急诊、口腔、

皮肤、营养管理、体重管理、预防保健及其他常见病多发病

的诊治。目前医院疼痛业务水平居全市领先，长期聘请昆明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云南省老年

病医院疼痛科专家在我院开展椎间孔镜下腰椎间盘摘除术

等微创镇痛治疗业务；长期聘请昆明市中医医院肛肠科专家

到院坐诊并会诊手术，诊治范围:痔疮、肛裂、肛瘘、肛周脓

肿、肛乳头瘤、慢性结直肠炎症等各种肛门直肠疾病，术前

术后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疗效显著，赢得了广大患者

的一致好评及认可。医院同时与云南省中医医院、昆明市中

医医院建立了长期的对口协作关系，定期有不同专业的专家

教授到院开展疾病健康咨询及诊疗活动。

四、人员设置

截止 2021 年初，全院人员编制 59 人，实有工作人员 223
人，其中专技人员中有正高职称 7 人，副高职称 9 人，中级

职称 18 人，初级职称 226人。云南省优秀青年中医 3 名，

云南省基层名中医 4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