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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中医医院 2022 年中医类别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招收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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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鲁甸县中医医院现面向全省招收 2022 年中

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以下简称“助培”）人员。

一、招收对象

中医学类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拟在或已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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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取得中医类别执业

医师资格证书（含助理）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以应届专科

毕业生为重点，向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

二、招收专业

中医类别助理全科。

三、招收名额及计划

2022 年我院拟招收人员 25 名,包括单位人、社会人和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实际招收人数以正式录取为准。

四、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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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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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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上报名：

（1）6 月 6 日 9：00 至 6 月 26 日 18：00 期间登录省毕

教平台；

（2）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 “助培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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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助培报名者可填报一个培训基地的 1 个专业志

愿。

2、现场确认：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 8：00 -11：00，14：00-17：00

期间，报名人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到所报

考的培训基地进行现场报名资格审查和确认。

（1）《助培报名表》一份（网报成功后打印），完成审

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2）身份证、毕业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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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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二）2022 届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

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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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在我省公布的助培

基地选择参加培训。未获得学历证书者，不得参加相应培训。

具体操作如下：

1、网上报名：

（1）6 月 6 日 9：00 至 6 月 26 日 18：00 期间登录省毕

教平台；

（2）根据所报培训类别点击“助培入口”；

（3）点击“订单定向学员注册”，专科学员需先填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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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现场确认：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 8：00 -11：00，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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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报名人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到所报

考的培训基地进行现场审查和确认。

（1）《助培报名表》一份（网报成功后打印），完成审

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2）身份证、毕业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3.因信息录入错误、既往延迟毕业等原因未在名册中且

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需参加 2022 年培训的，

可在“订单定向学员注册”中按照提示与省毕教平台联系，

提供相关信息，待核实确认后经省毕教办统筹安排到定向就

业地所在或临近州市的培训基地参加培训。由省毕教平台通

知学员按上述程序进行报名，按培训基地要求参加现场确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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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者在省毕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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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者需随时关注省毕教平台中的报名状态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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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报名资格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

4、培训申请人应当按要求提供有关报名材料。单位委

派人员（含履约的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还需出具本单

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填报的培训专业、培训基地医院等

信息须与经单位盖章的介绍信保持一致。

五、录取及备案

1、考试内容：

（1）笔试：中医临床医学综合知识。满分 100 分，占

总成绩 60%。

（2）面试：择笔试成绩前 35 名进行面试。面试成绩占

总成绩 40%。

2、体检：医院统一组织体检，体检费用自理。

3、录取：体检合格后，根据报名人员的总成绩择优录

取。

4、特别提示：

（1）笔试、面试、体检、录取等招收工作相关通知请

关注微信公众号“鲁甸县中医医院”查看，不再另行电话通

知。务必持续关注，以免漏失重要通知。

（2）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报名人员到培训基地进行现

场确认时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外县或近 14 天内有外出

其他县、市的须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笔试、

面试时，所有人须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及 48 小时内核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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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阴性结果。

5、7 月 25 日—28 日期间，省毕教办在招收计划剩余名

额内对未被录取的申请培训人员进行调剂招收，优先满足全

科等紧缺专业和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需求，确保完成下

达的招收计划。具体请关注省毕教平台发布的调剂招收公

告。

6、7 月 29 日 18:00 前，培训基地在省毕教平台完成对

新招收人员的录取操作，此后未按要求报到者按退培处理。

7、8 月 31 日 18:00 前，培训基地在省毕教平台完成对

新招收人员的报到确认操作。

8、2022 年新招收的培训对象应当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前

进入培训基地接受培训。

六、培训管理及待遇

1、培训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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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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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国家和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助理全科医生规

范化培训相关规定，我院培训学员享受中央财政专项拨付经

费 14400 元/年/人及省财政专项拨付经费 10000 元/年/人；

基地每年补助学员住宿费和生活费 5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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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结业考核，且培训期间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

学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医院考核合格，可招聘为医院合

同制职工。

七、其他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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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在培人员

参加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教育），自终止培训起 2 年内不得报

名参加助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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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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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

定并做好个人防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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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鲁甸县中医医院科教科

联系人：庄西

联系电话：0870-8124495，13887005137

联系地址：鲁甸县中医医院门诊部五楼科教科（鲁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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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屏镇世纪大道 85 号）

邮政编码：657100

鲁甸县中医医院

2022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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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中医医院简介

鲁甸县中医医院始建于 1987 年，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在全院职工

的团结拼搏下，历经近 35 年的建设与发展，现已建成一所

具有一定规模、环境优美、设施完善、设备精良、功能齐全

的中医药特色优势突出的二级甲等中医医院，集医疗、急救、

预防、保健、医保、健康体检为一体的二级甲等中医医院，

是我县中医医疗和全县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业务指导中心、云

南省中医医疗集团成员医院、云南省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基地、云南中医药大学实习医院、昭通卫生职业学院实

习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盟医院、爱婴医院、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通过历年建设，医院形成了一支整体素质较高，集医疗、

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临床技术团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创

造力。医院人员编制 153 人，其中在职在编 137 人（有正高

职 4 人，副高职 26 人，中职 4 人，初职 134 人）,内聘人员

76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42 人）, 共有 217 人。

医院现址占地面积 4666 ㎡，建筑面积 7500 ㎡。新院建

设住院楼 11 层，建筑面积 18300 平方米；建门诊楼 4 层，

建筑面积 4900 平方米；建医技楼 3 层，建筑面积 3350 平方

米；建地下层 1 层，建筑面积 11100 平方米，辅助用房 2746

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 40396 平方米，新院床位编制 299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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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现固定资产 2000 余万元，医疗设备总值 1000 万余

元，医院编制床位 120 张，开设内科、外科、骨伤科、针灸

推拿科、妇产科、急诊科、肛肠科、治未病科、麻醉科、口

腔科 10 个科室，其中骨伤科、针灸科、肛肠科为市级重点

专科，设肝病、慢性支气管炎、脾胃病等 10 个专病。

医院从 2006 年开始实现信息化管理，建立了 HIS、电子

病历、医保等系统。医院有中医诊疗设备 11 类 40 种，配有

飞利浦 64 排 CT、1.5T 核磁共振、意大利进口彩色超声诊断

仪、腹腔镜、宫腔镜、电子胃肠镜、迈瑞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日产西斯美康光电血球仪等先进医疗设备。

医院坚持科技兴院思想，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积极引进

先进新技术，加强人才培养，重视业务建设，把智力投资、

人才培养、科技兴院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采取“送出去、

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多渠道进行人才培养，派人到上海

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省人民医院、

省中医院、昆医附一院等进修学习。同时请省、市上级医院

专家到我院进行业务指导，开展手术、讲解疑难问题，传授

新的医学知识，提高医务人员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从而提

升了医院的整体实力。

2012 年 10 月医院启动了“二级甲等”医院创建工作，

2013 年圆满通过二级中医医院等级评审工作，2018 年通过

二级中医医院等级复评工作；2020 年通过中医医院巡查工

作； 2021 年完成云南省县级公立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

升达标验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