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招生简章

一、医院简介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医科大学附属曲靖医院) 前身是

云南省惠滇医院曲靖分院,始建于 1938 年 6 月,是滇东地区首家

西医医疗机构，经历了云南惠滇医院曲靖分院、曲靖中心卫生院、

曲靖专区医院、曲靖地区医院、曲靖地区第一人民医院，1998

年 7 月更名为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

疗、教学、科研、康复、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曲靖

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曲靖市传染病医院、曲靖市肿瘤医院挂靠

在医院；下设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医院、曲靖市第一人民医

院北城医院、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城医院，与师宗县人民医院

组建了医疗联合体，已形成以主院为中心“一院多区”发展格局。

自 2015 年以来，医院连续五年进入全国地级城市医院 100 强榜

单。2015 至 2020 年医院 DRGs 综合绩效在全省三级综合医院名

列前茅，连续五年被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评选为“改善医疗服

务示范医院”。

目前医院占地面积 250 亩，编制床位 2506 张。现有临床、

医技科室 59 个，在岗职工 3105 名（含劳务派遣 127 名），其中

管理人员 25 名，专业技术人员 2900 名，工勤人员 53 名；专业

技术人员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2673 名，其中医师 838 名，护士



1477 名，药剂师、技师 358 名。医院有高级职称专家 542 名，

硕博士研究生 367 名，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名，云南省有

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2 名，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

划名医 1 人，云南省名中医 1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后备人才 1 人，云南省医学学科后备人才 2人，昆明医科大学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1 名，曲靖市政府津贴专家 5名，曲靖市

珠源名医 3 名，曲靖市临床学科首席专家 11 名，曲靖市市委联

系专家 11 名，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惠滇名医 22 名，学科带头人

31 名，中青年后备人才 58 名。是云南省医师协会、云南省医院

协会、云南省卫生科技教育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拥有 15 个

云南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5个云南省临床医学中心分中心，

3 个云南省质控中心分中心；10 个曲靖市临床重点专科，37 个

曲靖市质控中心，8 个曲靖市院士（专家）工作站；44 名曲靖市

医学会学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目前医院拥有正电子发射及 X 射线断层成像扫描系统

（PET-CT）、单光子发射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SPECT-CT)、

医用直线加速器、医用回旋加速器、3.0T 核磁共振成像系统、

双源螺旋 CT、128 排 CT、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X 射线机（DSA），

生化分析仪流水线系统等大批先进诊疗设备。医院先后开展了腹

腔镜下膀胱全切回肠或结肠代膀胱术，人工大血管置换术，直视

下、胸腔镜下心脏外科手术，复杂高位脊柱手术，各类关节置换

术，关节镜、脊柱内镜技术，三维成像导航技术，肢体延长技术，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深部颅内肿瘤微创摘除术，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腹腔镜下各类腹腔脏器切除术，各类心脏、血管、神经

介入手术，肿瘤深部热疗和全身热疗技术，肿瘤放射治疗技术等

业务，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医疗卫生服务，为

推进健康曲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实现技术强院，医院不断加强科研

技术合作，全力推进医教研协同发展。目前医院是昆明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国家级临床药师培

训基地；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获批培训专业基地 24

个，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曲靖市南宁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

为我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同医院；是国家级医师资格实践技

能考试基地，每年承担曲靖区域四千多名执业（助理）医师及乡

村全科医生考生的实践技能考试。医院拥有先进的信息系统；储

备了丰富的纸质及电子图书库；全院开放五大数据库；与昆医大

实现资源共享，建立远程访问系统；有多间不同规模、可供教学

使用的多媒体报告厅及教室，面积合计达 2967.18 ㎡。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分别设置在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4-7 层和

北城分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 1-4 层，分别占地 970㎡和 4308

㎡，有内、外、妇、儿、急诊等专业教学模型、训练仪器 300 余

台/件。现有师资 400 余人，在培住院医师 363 人。医疗、教学、

科研“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协调发展，为医院的持续健康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招生对象

符合临床、口腔类别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范围

的，高等院校医学类应、往届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

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一）自主培养单位人：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条件

的本院医师。

（二）社会学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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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社会学员根据培训年限签订劳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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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省卫健委统筹安排到培训基地参

加培训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和送培单位签订合同符合住

院医师招收条件者的职工。培训结束，回选派单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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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位衔接需纳入培训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简称“专硕研究生”）。

三、培训年限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原则上已具有医学类相应专业学位研究

生学历的人员，按照按“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培训基地接受

培训，专硕培训年限不少于 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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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招收计划



拟招录 24 个培训专业共 121 人，具体招录专业详见附件 1，

各专业根据报名和考核情况等招录计划可做适当调整，优先考虑

全科、妇产科、儿科（含儿外科）、急诊科、麻醉科、精神科等

紧缺专业。

五、报名

（一）报名条件

1.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具备良好品行，身心健康，热爱医

学事业，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2.专业要求：符合临床、口腔类别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

定专业范围。

3.学历要求：高等医科院校全日制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具有医学学士及以上学位）。

（二）报名时间与流程

专硕研究生：按照云南省卫健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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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的通知》要求

进行报名。

1.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

◆网上报名时间：6 月 28 日 09:00 时至 7月 12 日 18:00 时

◆报名者登陆“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以下简

称“毕教平台”）进行网上报名。操作流程如下：

（1）登陆 http://yngme.haoyisheng.com（毕教平台）；

点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入口”。

http://www.ynrct.haoyisheng.com/


（2）点击“普通学员注册”，填写信息，点击提交；

（3）系统提示，恭喜你注册成功，重新登录；

（4）输入注册时所填写的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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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1 届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网上报名时间：6 月 28 日 09:00 时至 7月 12 日 18:00 时

◆报名者登陆“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以下简

称“毕教平台”）进行网上报名。操作流程如下：

（1）登陆 http://yngme.haoyisheng.com（毕教平台）；

点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入口”。

（2）点击“订单定向学员注册”，本科学员输入姓名和身

份证号码，确认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注册；专科学员需先

填写相关信息，点击确认注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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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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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和普通学员现场确认：仅限报考

第一志愿为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住培基地的报名学员。确认时

http://www.ynrct.haoyisheng.com/


间：7 月 13 日 8:00 时至 17:00 时。确认地点为曲靖市第一人民

医院技能培训中心（曲靖市麒麟区西门街 218 号）3楼教室。现

场确认时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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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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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材料，还需提供：

◆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加盖本校教务部门签章的本科成

绩、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往届毕业生：提供个人简历；

◆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者：提供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申请并符合培训年限减免条件者：需填报并提交《云南省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减免申请表》一式两份。

◆外单位委培学员需开具委托单位《委托培训函》一份，并

盖委托单位公章。

进入资格复审场所前，考生必须配合进行体温测量，体温正

常，且“云南健康码”为绿码人员，可正常资格复审。“云南健

康码”为黄码人员，须持资格复审 3 天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方可参加现场资格复审。“云南健康码”为红码人员，按规定



进行隔离观察，不得参加现场资格复审。一个月内有境外旅居史

的人员，需如实提交隔离医学观察证明，并持现场资格复审前

72 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资格复审。资格复审期

间考生要全程配佩戴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人与人之间距离保持

1 米以上。

（二）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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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助理医生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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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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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者务必提供准确的手机号码，并保持联系畅通）。



4.每位报名者最多可填报我院的 3 个专业志愿，选择“服从

调剂”时，表明服从调剂报考我院的任一培训专业。报考者在住

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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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者需随时关注住培管理平台中的

报名状态栏，查看报名资格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

六、招录程序

（一）招录考试

考试包括笔试、临床技能操作和综合面试三个环节。

（二）体检

拟录取人员进行体检，男生 332.6 元/每人，女 392.6 元/

每人，费用自理。

体检地点：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惠滇山庄）。

（三）录取

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择优录取。录取名单以云南

省卫生健康管理委员会统一公布的为准。

七、培训管理及保障措施

（一）培训期间的培训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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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训专业及培训年限，以省卫健委公布信息为准，并

作为享受财政补助资金的依据。培训时间从当年 9 月 1 日起开始

计算。



（三）顺利完成基地培训任务并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

业考核的培训学员，将颁发国家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合格证书》。

（四）培训期间严格按照中央财政、省财政的标准下发财政

补助资金。计划外招录学员不享受财政补助。

（五）培训期间根据培训学员类别、培训专业、培训年限、

考试结果、年度考核结果等发放医院补助，年收入 5 万左右，并

且医院按照规定给学员购买五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

（六）培训期间给学员购买人文类、专业类、考试类等相关

培训教材。为学员承担公共理论考试和结业综合考核的报名费、

网络学习费、住宿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七）培训期间，对首次参加公共理论考试、医师资格考试、

结业综合考核的规培医师，每通过一项考核，医院奖励 500 元。

（八）提供免费六人间宿舍，宿舍楼配有独立卫生间、24

小时高清监控、无线网络、电梯、饮水机、太阳能热水、学习桌

椅、楼层保洁员，24 小时保安值班和巡逻，生活便利。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技能培训中心 307（曲靖市

麒麟区西门街 218 号） 邮编：655000

联系人：杨老师、魏老师



联系电话：0874-3313075、13378743833、15187911110、

15287248639

邮箱：376781426@qq.com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1 年 6 月 28 日



附件 1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拟招录人数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1 0100 内科 20

2 0200 儿科 2

3 0300 急诊科 3

4 0400 皮肤科 4

5 0500 精神科 2

6 0600 神经内科 2

7 0700 全科 30

8 0800 康复医学科 2

9 0900 外科 8

10 1000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2

11 1100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1

12 1200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3

13 1400 骨科 8

14 1500 儿外科（小儿外科） 1

15 1600 妇产科 5

16 1700 眼科 1

17 1800 耳鼻喉科 1

18 1900 麻醉科 5

19 2100 检验医学科 3

20 2200 放射科 3

21 2300 超声医学科 5

22 2500 放射肿瘤科 2

23 2800 口腔全科 6

24 3100 口腔修复科 2

合计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