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腾冲市人民医院
招收 2022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学员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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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现面向全省招收 2022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学员，

现通知如下：

一、招收计划

（一）招收专业：西医助理全科

（二）招收人数：20 人

二、招收对象

（一）临床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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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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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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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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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名时间：2022年 6月 6日 09:00时至 6月 26日 18:00

时。

（二）报名方式：

面向社会招收、单位委派的培训对象，报名方式：

（1）登录“云南省毕业后医学教育管理平台”

（yngme.haoyisheng.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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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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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资格审查（现场确认）

（一）时间：

2022 年 6月 27日 08:00 时至 7月 4日 17:30 时（周末除外）。

（二）地点：腾冲市人民医院综合行政楼六楼科教科。

（三）资格审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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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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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考试考核

对资格审查合格人员，由科教科组织进行笔试和技能操

作考核，按照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录取，依据招收

计划和考试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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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考试时间：

1.笔试考核时间：2022 年 7 月 8 日上午 09:00-11:00；

2.操作考核时间：2022 年 7 月 8 日下午 14:30-17:30。

（二）考试地点：

1.笔试考核地点：腾冲市人民医院综合行政楼八楼示教

室；

2.操作考核地点：腾冲市人民医院综合行政楼六楼技能

室。

（三）考核内容：

1.笔试内容：医学基础知识及临床专业知识。

2.技能考核：无菌技术、心肺复苏术。

七、体检



（一）体检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前完成。

（二）体检地点：腾冲市人民医院门诊六楼体检科。

（三）医院统一组织体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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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录取及报到

（一）录取：根据考生笔试、面试成绩及体检结果，择优录

取。

（二）报到：录取的助理全科医生在 2022 年 9 月 1 日前办

理好相关手续，进入基地开始培训。

九、培训内容、年限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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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时限为 2 年。

十、培训对象待遇

（一）委托培训学员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

变，并享受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期间的相关待遇。

（二）医院免费提供住宿，4 人/间。

（三）医院按规定为社会学员购买五险。

（四）学员在培训期间的津贴根据中央财政、省财政相关文

件执行（目前执行补助标准：中央财政补助 14400 元/人/年，

省财政补助 9600 元/人/年）。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腾冲市天成社区明和小区 139 号，腾冲市人

民医院综合行政楼 6 楼科教科。

邮政编码：679100

联系人：王老师 18788001261 何老师 13908752627

联系电话：0875-5147127

邮箱：2481173556@qq.com

腾冲市人民医院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简介

腾冲市人民医院成立于 1940 年 3 月，其前身是 1940 年

的腾冲卫生院和 1946 年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美“和平纪念

医院”，经过 80 多年的建设发展，目前已成为一所集医疗、

急救、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腾冲市人

民院有 8 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有 5 个保山市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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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有云南省、保山市专家工作站 11 个。

医院现有在职职工 1188 人（在职 646 人、编外 528 人、退

休返聘 14 人），床位编制 950 张，开放床位 950 张，实际开

放 1100 张，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云南省人民医院联盟合作医院。2013 年被列

为“沪滇合作”项目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对口支援医

院，2014年被列为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联盟医院项目,2020

年成为云南省肿瘤临床医学中心核心单位，2017年被列为云南

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现在已经招录学员四年。

腾冲市人民医院专科齐全，分科较细，现设置心血管内

科、普外科、妇产科、儿科及全科医学科等 35 个临床医技

科室，职能科室 15 个，有 1.5T 磁共振成像系统、64 排螺旋

CT 机等先进大型医疗设备。能够开展腹腔镜下肝叶切除、大

脑及小脑半球的脑瘤手术切除、胰十二指肠切除及心血管介

入等高难度手术。

2021 年医院总收入 47408.75 万元,同比增长 2.32%。门

急诊诊疗 501005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47215 人次，上升

10.40%；出院病人 38475 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3.42%；病

床使用率按开放床 950 张计算为 89.94%；手术 12386 台次，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7.88 天。

医院设置有内科教研室、外科教研室、妇产科教研室、

儿科教研室及护理教研室，教学管理体系健全，承担着全市

乡镇卫生院及村医务人员进修培训任务，是昆明医科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大理大学、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昆明

卫生职业学院、德宏卫生职业学院的教学医院，是楚雄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云南经贸管理学院、昆明新兴职业学院等 6

所院校的实习医院。每年承担 300 余名实习生带教任务，实

习生专业包括：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医学影像学、

医学检验、药学、康复医学等 9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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