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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人民医院 2022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招收简章 

一、医院基本概况 

临沧市人民医院建于 1944年，经过 78 年的发展，是临

沧唯一一所集医疗、急救、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保健

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和市级红十字医院。服务半径

为全市 8 县区及周边地区边境一线，服务人口 300 万余人。

全院有编制病床 2260张，开放床位 1816张，员工 1885人。

其中，高级职称 258 人，中级职称 413人，云南省万人计划

名医专项 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人、省贴 3 人、省突

4 人、市贴 6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5 人，联合在培硕士研究

生 7 人。有博士 1 人，硕士研究生 45 人，在职研究生结业

136 人。设有一个基层党委，15个基层党支部和 3 个群众组

织；设有一个市急救中心、一个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个司法鉴定所，是临沧市医学会 25 个专科学分会主委单

位。目前，医院分为两个院区，共占地面积 21.5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24.9万平方米，全院内设 73 个科室，临床科室 35

个，医技科室科室 12 个。有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3

个，培育项目 1个。6个省级临床医学分中心。 

医院是大理大学第八附属医院，是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是云南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是云南省全科

医生转岗培训基地，是一带一路精准医疗扶贫临床新技术培

训基地，是武汉协和医院心血管外科临沧基地。目前，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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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珠

江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昆明医科大

学及其附属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

院等多家大型医疗机构建立了长期和紧密的帮扶关系；是云

南省肿瘤医院的肿瘤专科联盟医院，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联盟医院，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战略联盟医

院。 

 我院自 2015 年 9 月招收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以来，截止

2020年，共招收培训学员 195人，2021 年招收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员 30人。2018级助理全科医生结业考核首考通

过率达 90.3%，2019 级学员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及结业

考核通过率均为 100%。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

开展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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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面向云南省招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学员，欢迎广大医学生报考我院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二、招生对象 

（一）符合临床类别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范

围应、往届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毕业生，或已取得《执业医

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重

点，向来自县及县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委派培训对象倾

斜。 

（二）2022年毕业的本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三、招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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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专业：全科专业（40人，含订单定向生 28人） 

四、报名方式与招录安排 

采取网上报名（报名网址：“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

理平台”yngme.haoyisheng.com，以下简称省毕教平台）和

到培训基地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 

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2022 年 6月 6 日 09:00时至 6月 26 日

18:00时； 

（ 2）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点击“住培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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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点击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交； 

（8）点击打印报名表。 

（二）2022 届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本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由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委

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毕教办）统筹安排到培训基地参加

培训，分配名册已在省毕教平台公布，由各培养学校通知毕

业生；未获得学历证书者，不得参加相应培训。具体操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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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2022 年 6月 6 日 09:00时至 6月 26 日

18:00时。 

（ 2）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点击“住培入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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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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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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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确认： 

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于 2022年 6 月 30 日前

正常上班时间（上午：08:00-11:30，下午：14:30-18:00）

前到临沧市人民医院老院门诊楼 12 楼科教科进行现场资格

审查和确认： 

（1）《住培报名表》（网报后打印）一式一份。（单

位委派对象需按表格提示加盖相关部门公章）。 

（2）本人身份证、毕业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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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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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4）小一寸蓝底彩色免冠近照 2 张，照片背面标明姓

名。 

（5）送培单位的同意培养证明（单位委派培训对象提

供）。 

（6）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现场确认时还需提供 48h 内

核酸阴性检测结果及健康码、行程码彩色打印稿。 

招录考核： 

我院将于现场确认后，依照公平公开、择优录取、双向

选择的原则，对审核合格的报考者组织招录考核。 

（1）考试内容：笔试：临床医学综合知识；考试时间：

2022 年 7 月 1 日上午 9:00-10:30，地点：临沧市人民医院

老院门诊 12 楼大会议室。 

（2）体检：235 元/人，费用自理。（如近三个月参加

事业单位或公务员体检人员可直接交体检结果，不用重复参

加体检）。 

（3）录取：根据考生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择优录

取。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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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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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位住培学员报名者可填报一个培训基地的 1个专业

志愿。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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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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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根据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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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或报到签订培训协议后退出、终止培训者，自终止培训起 

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住培，除全部退还已享受的相关费用，

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作为违约金。 

6.申请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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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培训学员的录取专业及培训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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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22级学员培训时间从 2022年 9月 1日起开始计算，

通过结业考核的培训学员，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安排颁发

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9.社会培训学员与我院根据培训年限签订培训协议，培

训结束后自主择业。单位委培学员与送培单位、我院签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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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委托培训协议，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变，

培训结业后回委培单位工作。 

10.学员待遇及发放标准： 

人员类别 
工资（元/

月/人） 
五险一金 住宿 

专项补助（元

/月/人） 

医院补助 

（元/月/人） 

外单位委

培人员 

委派单位

发放 

委派单位

购买 
免费住宿 2600 800-1200 

本单位住

培人员 

我院同级

人员发放 

我院同级

人员购买 
自行解决 2600 800-1200 

面向社会

招收人员 

按本单位

合同制员

工发放 

按本单位

合同制员

工购买 

免费住宿 2600 800-1200 

六、联系方式 

临沧市人民医院科教科 

联系人：沙秋月、潘兴 

联系电话：0883-2136817 

联系地址：临沧市临翔区南塘街 116 号（临沧市人民医

院老院门诊大楼 12 楼科教科） 

QQ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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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位同意送培证明 

 

     现有我单位            年招录人员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

校                 。专业：            。根据国家住院医

师及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政策要求，同意其报名参加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临沧市人民医院的培训，规培时限：        

年，时间从  2022 年  9 月起至  2025 年  9 月止，我单位承

诺培训期间派出培训人员原工资关系不变，保证其享受基础性工

资及其他国家规定的相关待遇，但不包含奖励性绩效；保证为其

购买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险，让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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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协调解

决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培训结束我单位派出人员必须及时返

院，基地不得以任何理由留用。 

特此证明！ 

相关部门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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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人民医院全景图 

临沧市人民医院新院（青华医院）： 

 

临沧市人民医院老院 

 

 

 

 



 11 

开学典礼暨导师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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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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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妇产科实训室                     儿科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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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学员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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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医院职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