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2 年

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招收简章

一、医院简介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

干部保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和医疗急救于一体的大型综合

医院，是昆明医科大学直属附属医院暨临床医学院，是国家首批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省级医学科技创新基地。以名医荟萃、学科齐

全、技术力量雄厚、特色专科突出、多学科综合优势强大位列云南医

疗界榜首，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的西南区综合实力排行榜

中两次位列第四。

医院始建于 1941 年，“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正式成

立，院名横匾“云大医院”；1956 年，云南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

更名昆明医学院，医院更名为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1963 年，更名

为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简称“昆医附一院”；2012 年，昆明

医学院更名为昆明医科大学，医院更名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简称“昆医大附一院”。

建院 80 年来，一代代附一院人秉承“仁医仁术立院、真理真心

育人”的宗旨，薪火相传，砥砺奋进，深得百姓的信赖和赞誉，培养

的一批批医学院学生和进修学员，成为了云南乃至周边省区医疗机构

的骨干力量。



医院重视高端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有高级职称 771 人，博士

428 人、硕士 963 人。有何梁何利奖获得者 1人，国家百千万工程人

才 2人，中国医师奖获得者 1 人，国家级、部级、省级突出贡献专家

和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者 114 名，荣获云南省人才培养激励

1 人。云岭学者 5 人、云岭名医 61 人、产业技术领军人才 3 人，省

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才 67名，医学领军人才 39名。何

黎教授获得 2016 年“全国十大教书育人楷模”称号，团队 2021 年获

“云南省黄大年式教学团队”的荣誉。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劳模、三

八红旗手、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的先进个人不胜枚举。

医疗服务实力雄厚，医院现有西昌路院本部、华兴院区、呈贡医

院 3个院区，总占地 455 亩，总建筑面积 38.68 万平方米，在职职工

5000 余人，编制床位 2536 张，设有临床、医技科室 60 个。有国家

级重点专科 6 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24个，省级质控中心 17个。设

有专病门诊 150 种，最高日门、急诊量 1.4 万人次。有核磁共振 7 台、

CT 12 台、直线加速器 1 台、PET/CT 1 台、SPECT/CT2 台、DSA7 台等

先进的诊疗设备。2021 年出院病人 16.8 万人次，手术 6.3 万台次。

与云南省 242 家州（市）、县级医院建立了医疗战略联盟。

教学育人方面，博士生导师 77 人，硕士生导师 369 人。有全日

制本科生 3487 人、研究生 1523 人。已经建成临床教学全程制度化教

学管理体系和教学质量评价应用体系，被认定为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

训示范中心。临床医学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麻醉学专

业、医学影像学专业申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项目。全国青年教



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连续 3 年获一等奖；2019 年、2020 年连续两年获

得全国届 MBBS 英文教学讲课比赛一等奖；获全国高校微课比赛一等

奖 4项、二等奖 6 项；获全国高等院校医学影像专业教师教学基本功

竞赛一等奖，2019 年获云南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2022 年

获得云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 2 项。近 5年共有 208 项省

级、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获省级、校级一流课程 14 项；获省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和二等奖 6 项；主编、参编教材 37 部，发表教学论

文数量在全国 583 家附属医院中排名第 7。

科学研究方面，学术团队和平台等级和数量在省内独占鳌头。获

批国家卫健委毒品依赖和戒治重点实验室牵头建设单位，被认定为国

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获教育部协同创新

中心 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1 个，省级创新团队 14 个，院士专家工

作站 27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1

个，云南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11 个，省重点实验室 3 个，省临床医

学中心 5 个，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省工程研究中心 4个，省协

同创新中心 1 个；省卫健委内设研究机构 30 个（研究所 8 个）。科

研项目和科技成果数连续十余年名列全省卫生系统榜首。近 5 年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59 项，其中国家重点项目 3 项；获得“863”、

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级重点项目一级子课题 30项，省部级科

研项目 450 项，厅、市级科研项目 420 项；外来科研经费超过 1.8 亿

元；获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52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5 项、二

等奖 6 项；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医院协会科技创



新二等奖、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科技成果二等奖各 1 项；获云南省卫

生科技成果奖 55 项；3 项成果入选云南十大科技进展；作为第一或

通讯作者单位在《柳叶刀-精神病学》、《 Gastroenterology》期

刊上发表有国际影响力论文；获国家专利授权 1619 余项。

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近年来公派 300 余名人员赴美国、英国、

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学习进修、交流访问。接待英国

GDK 医疗集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美国佐治亚大学等 51

个代表团 180 余人来院访问、考察。聘请樊代明、黎介寿等院士以及

美国、德国、法国、台湾等知名机构专家为我院客座教授；与台北医

大双和医院及台湾秀传医疗体系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与香港中文大学

建立院士工作站，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儿童心脏中心、美国慈善儿童

医院和心连心基金会、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签订合作协议；与英国 NHS

集团下合硕医疗机构、德国图宾根大学医学院、澳大利亚阿尔弗雷德

国际创伤中心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6 次赴缅甸、老挝、越南完成眼

科“光明行”医疗援助活动，为 1095 患者进行免费手术治疗，手术

成功率 100%。2016 年开通了外国专家绿色通道，2017 年建立中美远

程会诊中心，3次组建医疗队赴缅甸、老挝抗击新冠疫情医疗援助。

圆满完成援乌干达医疗队任务，2 次获得“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

体”。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认真贯彻加强公立医院党建的精

神，将党建工作与医、教、研业务、对口帮扶、精准扶贫、医德医风

等工作紧密联系，秉持“爱与生命同在”的核心价值观，将努力创建



“管理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设备一流、环境一流”五个一流，

努力做到“患者满意、学生满意、职工满意、政府满意、社会满意”

五个满意，努力建设云南引领、西部一流、全国知名、辐射南亚东南

亚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高水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二、医院 2022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工作安排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面向全国招收 2022 年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员，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培训目标

按照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和要求进行系统培训，培养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能独立、规范

地承担本专业常见多发疾病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考核合格者取得国

家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2.培训方式

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相关文件和制度，分专业在相关临床学科进行以临床实践为主、培育

岗位胜任能力为核心的轮转培训。

3.招收对象

符合临床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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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科大学招收的 2022 级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位衔接）。

（1）自主培训学员：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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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自主培训学员根据培训年限签订培训

协议，培训结束后自主择业。

（2）单位委培学员：指送培单位在编职工或与单位签订正式聘

用合同的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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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结业后回送培单位工作。

（3）学位衔接学员：昆明医科大学招收的 2022 级临床医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已完成招生）。

（4）2022 届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已由省毕业后医

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安排到各基地(已完成招生分配)。

4.培训时间及减免条件

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本科和学术学位硕、博士应届毕业生一律培

训 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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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情况不得减免培训年

限。

5.招收专业与招收计划

我院 2022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专业为 28个，国家计划

内招收约为 114 人（不包括学位衔接学员）,详见附件一。本年度医

院将基于报名情况，并依据各专业培训容量和学员综合素质择优录

取，同时在学员自愿“服从调剂”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分配各专业招收

计划。

按省文件精神，培训基地应以招收社会人为主、以招收应届本科

毕业生为重点，向县及县以下医疗机构、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倾斜。招收计划优先满足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县的培训需求，

对来自贫困县的培训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

6.报名条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包括港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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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培训专业的身

体健康条件。具体为：

（1）应届毕业生条件：

①学历要求：高等医学院校全日制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有医学学士学位及以上），报到时未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者，将取消

录取资格；

②专业要求：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可报考除口腔类别以外的其余

专业；妇产专业、医学检验专业、麻醉学专业、医学影像专业、毕业

生应报考对应专业。报考学员需确定所学专业能报考国家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

③具有正常履行培训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2）往届毕业生条件：

①学历、专业及身体条件同应届毕业生；

②其他要求：毕业 1 年者，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者优先；毕业 2

年及以上者，应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或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已合格。

（3）有外语水平证明的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录取。

7.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6 月 6 日 09:00 时至 6 月 26 日 18:00 时。按省卫健

委招录计划完成招录,不再进行补录,请各考生务必注意报名时间。

8.报名程序

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网上报名：报名者登陆“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按该平台提示进行操

作。

（2）现场确认：填报第一志愿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培

训基地的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于 6 月 28 日（8:30-12:00

14:30-17:30）到西昌路 295 号昆医大附一院三号住院楼五楼进行现

场资格审查和确认：

①《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报名表（网报后打印），

一式一份。

②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从大学学历到最高学历的全部

学历、学位证书）、外语水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有则提供)，

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③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有则提

供)，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④申请并符合培训年限减免条件的需填报并提交《云南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年限减免申请表》一式两份（详见附件二），并提交临

床轮转记录手册完整复印件或临床轮转相关证明。

http://www.ynrct.haoyisheng.com


⑤单位委培学员:除按上述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外，还需提交由送

培单位出具的委托培养函一份（原件）。

（3）疫情防控要求

①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14天内有离昆旅居史的考生必须按

卫健委要求,抵昆时须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昆后 24小

时内再完成 1 次核酸检测。重点涉疫地区、中、高风险地区、通讯大

数据行程卡带“*”号、行程卡不带“*”但有较高外溢风险的地区来

（返）昆考生必须按要求进行隔离和核酸检测，参加资格审核时提供

解除隔离观察证明材料。其余在昆人员必须持资格审核前 48小时内

核酸检测报告（阴性）方可参加现场资格审查。期间如遇疫情防控形

势变化，现场审核疫情防控措施可能适时调整，请考生密切关注招生

信息发布。

②现场资格审核、理论考试、面试当天有发热(体温≥37.3℃)、

或有呼吸道等相关症状的人员,应立即停止相关流程到发热门诊就

诊。

③现场资格审核、理论考试、面试期间需要全程配佩戴一次性医

用防护口罩。

（4）注意事项

①报名者应如实逐项填写网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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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由报名人

承担。在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前，报名者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请报考

学员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以便及时联系。



②报名者在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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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者需按照：1份报名表、1 份身份证复印件、1 份学历学

位证复印件（含外语水平证书、申请减免的学员需提交临床轮转记录

手册完整复印件）、1份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的顺序在左侧上下 1/4

处进行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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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报名者需随时关注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中的报名

状态栏，查看报名资格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

⑥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已具有医学类相应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历的

人员可申请培训年限减免，申请人需填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

减免申请表》一式两份，我院根据上报材料组织临床能力测评，依据

测评成绩，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确定录取学员培训年限。其

余情况不得减免培训年限。

⑦2022年我院招收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请于7月19日09:00

至 7月 26 日 18:00 期间登录省毕教平台进行网络报名，其他报名工

作要求请根据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发出的录取通知书有关要

求执行。

⑧2022届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请于6月6日09:00

时至 6 月 26 日 18:00 时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进入住培或助培入



口点击“订单定向学员注册”进行网上报名，报名确认后，携带相关

资格审查资料（《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报名表（网报后

打印），一式一份；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从大学学历到最

高学历的全部学历、学位证书）、外语水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送培单位出具的委托培养函一份）于报到日到我院报到，报到日另行

通知，请关注“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昆医大附一院报到

通知。按要求未获得学历证书者，不得参加相应培训。

⑨其他注意事项请仔细查看并及时关注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

管理平台以及医院网站上的文件及通知。

9.录取程序

（1）招录考试时间： 现场资格审核时另行通知

（2）考试内容：

笔试（临床医学综合知识，以内外科基础为主，全面兼顾各专业）

（注：已进入我院 2022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录取人员免试）

（3）面试

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注：已进入我院 2022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录取人员免试）

（4）体检：被录取学员应在规定时间（另行通知）内进行入职

体检，体检合格后由医院公布录取名单。

（5）录取：根据考生考试成绩、体检结果，择优录取。

10.培训管理及待遇

按照国家卫健委、云南省卫健委、医院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统一培

训过程和待遇管理。



（1）发放国家及省级补助资金共计 2604 元/月，自主培训学员

和单位委培学员满半年后医院发放绩效津贴：自主学员第一年 1400

元/月，第二年 1800 元/月，第三年 2200 元/月。委培学员第一年 500

月/月，第二年 700 元/月，第三年 1000 元/月。自主培训学员和单位

委培学员硕士、博士给予一定的学历补贴，硕士 400 元/月，博士 600

元/月。

（2）医院为自主培训学员统一购买五险。

（3）所有培训学员免费提供住宿。

（4）对在技能大赛、评优、评先等比赛、考核中表现突出的学

员，医院给予一定奖励性绩效。

（5）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云南省卫

生健康委将颁发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报

国家卫健委备案。本次招录学员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书》。

对于委培学员、自主培训学员报名参加全科等上级明确规定的紧

缺专业或我院紧缺专业生殖遗传科、检验医学科和预防保健科培训，

每月发放特殊生活补助 500 元/月，并在学员年度评先、评优工作中

优先选拔和推荐。

11.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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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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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报考人员确认所报志愿，并且确定既往无退出或终止培

训等记录，如隐瞒既往住培退出或终止经历的（退出三年内不得再次

参加培训），一经查实取消录取资格。

（3）密切关注我院在省毕教网和相关渠道发布的消息和公告，

服从招录工作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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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国家或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政策调整，住培

学员及送培单位应服从新法规或新政策。

12.联系方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技教育部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871-65324888 转 2517

联系地址：昆明市西昌路 295 号昆医大附一院门诊北楼 823 办公

室。邮政编码：650032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22 年 6月 4日



附件一

昆医大附一院 2022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计划（不包括学位衔接）

序

号
专业基地

2022 年拟社

招住培计划
备注 序号 专业基地

2022 年拟社招

住培计划
备注

1 超声医学科 5 16 内科 1
1（本院博

士）

2 儿科 15 17 皮肤科 4

3 儿外科 2 18 全科 21

全部计划

用于订单

定向免费

医学毕业

生

4 耳鼻咽喉科 2 19 神经内科 5

5 放射科 12 20 外科 0

6 放射肿瘤科 3 21
外科（泌尿

外科方向）
2



7 妇产科 10 22
外科（神经

外科方向）
2

8 骨科 6 23
外科（胸心

外科方向）
0

9 核医学科 1 24
外科（整形

外科方向）
0

10 急诊科 4 25 眼科 0

11 检验医学科 6 26 医学遗传科 3

12 精神科 0 27 预防医学科 0

13 康复医学科 3 28 重症医学科 0

14 临床病理科 3

15 麻醉科 4 总计 114



附件二：

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限减免申请表

基地

医院名称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培 训

专 业

姓 名 性 别

毕 业

院 校
学 制

□7年制 □8 年制

□专业型硕士 专业型博士

□其他

硕 士

毕业

专业
博 士

毕业

专业

毕业

时间

毕业

时间

申请减免培训年限理由：

（需说明的材料附后）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培 训

基 地

审 批

意 见

审批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医师

协会/省

中医药

学 会

审批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毕教办

备案意见

（不需审批，检查无误后标注“同意备案”）

（公章）

年 月 日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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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培

训基地接受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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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一式二份，报省毕教办备案后，返回一份由培训基地留存备查。



附件三

昆医大附一院健康承诺书

姓名 性别 住培专业

身份证号 手机号

在昆居住地 省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小区） 号

近 14 天是否离开过昆明 □ 否 □ 是

返昆前居住地 省 市（州）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小区） 号

返昆出发时间 返昆到达时间

交通出行方式 汽车□ 火车□

飞机 自驾□

车次、班次、航班号、中

转信息、座位号、自驾车

牌号

请如实回答以下问题（请在内打勾）：

1.曾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2.过去 14 天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是 否 

3.过去 14 天是否去过重点涉疫地区 是 否 

4.过去 14 天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5.过去 14 天是否去过通讯大数据行程卡带“*”号或行程卡不带“*”但有较高外溢风险的地

区 是 否 

6.过去 14 天是否被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是 否 

7.您今天的体温≥37.3℃ 是 否 

8.您今天是否有发热和干咳、气促等呼吸道症状 是 否 

9.您自我判定的健康风险等级为:

高风险:曾经被诊断为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过去一个月内被判定为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或过去一个月内有重点涉疫地区、中、高危地区

或境外旅居史

中风险:有发热和干咳、气促等呼吸道症状或过去一个月内去过通讯大数据行程卡带“*”

号或行程卡不带“*”但有较高外溢风险的地区。

低风险:高风险、中风险以外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第三十条和第七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三百三十条以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项下对个人承担的传染病防控义务和法律责

任的规定，承诺所填写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承诺对因存在不实导致疫情传播扩散等问题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2022 年 6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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