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
2019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作为市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承担相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任务。根据重庆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安排，现将医院 2019 年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招生事宜公布如下：

一、培训目的

经过严格规范的临床实践训练，培养具有高尚医德、较

强的临床思维能力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较熟练掌握本学科基

本临床技能，能独立处理本学科常见病及某些疑难病症的临

床住院医师。

二、培训时间及内容

（一）培训时间。

本科生、学术型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型学位博士研究

生 3 年，专业型学位硕士研究生 2 年、专业型学位博士研究

生 1 年。

（二）培训内容。

按照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

准（试行）》相应专业培训大纲规定和要求，采取理论学习

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以临床实践为主的方式，对学员进行规

范化培训。注重培养学员职业道德、医学人文、临床技能、



专业外语及科研能力，并为学员开设公共平台课等。

三、招考对象和条件

（一）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指

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二）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但未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需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四、招考专业及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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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 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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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名时间和要求

（一）报考路径。

请报考人员登录《重庆医药卫生人才网—人才培训中心

— 重 庆 市 住 院 医 师 、 护 士 规 范 化 培 训 专 区 》

（http://cqwsrc.com/webSite/RCPXZX/ZY/）

（二）路径流程。

注册获取用户名及密码，并填写个人信息、报考志愿，

提交个人资料，等待报名资格审核。

（三）报名时间。



7 月 8 日-7 月 17 日，报名截止时间为 7 月 17 日 18：

00。

（四）提交照片。

请报考人员在填报信息时上传个人电子照片、身份证、

毕业证、学位证、执业医师资格证等证件照片。境外学历需

提供教育部出具的海外学历认证。

六、招考流程

网上报名→资格审查→基地面试→择优录取→调剂录

取→公布结果→领取录取通知书→档案托管→基地报到。

七、体检

体检参照重庆市住院医师护士规范化培训事务管理办

公室下发的《重庆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入学体检标准》，

并结合本专业或岗位实际需求条件组织实施。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 宏

联系电话：023-43780157

九、相关待遇

全科学员待遇为：1.中央财政资助 2 万元/年；2.市财政

资助 1 万元/年；3. 医院发放生活补助：1500 元/月；4. 培

训期间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并注册在我院的学员，每月科室

给予 1500 元绩效工资，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学员，

科室给予每月 750 元的绩效工资；5. 保险：医院按照重庆



市当年社平工资标准，按照医院规定为社会学员全额缴纳

“五险”（含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保险）；6. 住

宿：学员在院培训期间，可免费入住本院学生公寓；7. 夜班

费：由轮转科室根据科室及学员实际情况发放；8. 学历补助：

博士学历每月补助 400 元，硕士学历每月补助 200 元；9.

其余待遇参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基地

实际制定。

十、医院简介

大足区人民医院成立于 1941 年 7 月 1 日，位于驰名中

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和中国重型汽车工业的“摇篮”。

是一所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是重庆医科大学和湖北民族

学院教学医院，重庆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重医一院

医院集团成员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华佗

工程大足区示范基地，全国首批“中国心身医学整合诊疗中

心”“中国心身医学教育联盟基地”，国家级胸痛中心（标准

版），全区医、教、研中心。医院拥有新、老两个院区，占

地面积 253.65 亩，总建筑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其中新院区

占地面积 216 余亩, 建筑面积 17 万余㎡。医院技术力量雄

厚，设备先进，设施完善。

服务能力设有临床、医技、职能科室 66 个，开放床位

1333 张；年门急诊人次 66 万人次，年出院人数 6.15 万人次，

年手术量 2.27 万台次；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达 96%以上。



医疗技术医院常年承担疑难危急重症救治、应急救援、

干部保健等医疗任务。配备百级（含杂交手术间）、千级、

万级、十万级手术室共 30 间，能熟练开展普外、肝胆、神

外、胸外、泌尿、妇产科等各类腔镜手术；能开展颅内肿瘤

切除术、肝叶切除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Ⅳ型肝门胆管癌

根治术、TACE、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置换术、冠脉造影术及

介入治疗、人工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全髋关节置换术、经皮

椎体成形术、直肠癌根治术、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经

皮肾镜碎石术、放射介入治疗术以及内科各种疑难病症的诊

断和治疗等。目前，外科微创手术和肿瘤放射治疗已处于重

庆市区县级医院先进行列。麻醉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肾病内科建成重庆市临床重点专科；

肝胆外科、心血管内科、泌尿外科、呼吸内科建成重庆市医

疗特色专科；神经外科、心血管内科、重症医学科、呼吸内

科为重庆市区域医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感染科为重庆市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针灸科为“十三五”中医药重庆市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骨科、神经外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

泌尿外科、肝胆外科、中医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神经

内科、感染科为区级重点专科；急诊医学科、中西医肛肠科、

眼科、口腔科、全科医疗科、重症医学科、儿科、放射科、

肿瘤科、消化内科、药剂科、胸心外科、耳鼻喉科、妇产科、

临床检验诊断为区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全国综合医院



中医工作示范单位顺利通过验收，各学科均形成了自身的特

色优势，综合诊断治疗水平居区县级医院先进行列。

医疗设备 GE64 排 CT、GE128 排能谱 CT、1250mA 血管

机、1.5T 核磁共振机、西门子生化免疫流水线、直线加速器

等一流大型医疗设备。投资数千万打造智慧医院，建立完善

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医学影像管理系统、实验室管理系统、

医院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一卡通系统、排队叫号系统、合理

用药系统等，实现整个医疗过程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医院办公自动化管理；建立病历质量检测系统；采用自助挂

号、交费系统，有效地减少了病人排队等候时间，医疗质量

得到有力保障。

人才队伍全院职工 1590 人，其中在岗职工 1398 人（在

编 641，外聘 757），离退休人员 181 人；拥有教授 11 名，

副教授 35 名；高级职称 118 人；硕士生导师 3 人；硕士研

究生 126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 人；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1 人、重庆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2 人；重庆市

百名优秀人才 1 人；重庆市医院管理学会委员 2 人; 重庆市

医院管理学会区（县）医院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1 人；《重

庆医学》杂志编委会编委 1 人；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3 人及

委员 85 人。

科教成果目前共接收重庆医科大学医学实习生 488 人，

为全科医学、麻醉学、药剂学等专业；接收护理实习生 430



人。接收湖北民族学院医学实习生 46 人，为临床医学、中

医学、检验学专业；接收本科护理实习生 40 人。2008 年在

重庆医科大学教学评估中荣获第三名，并多次获得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好评。每年派遣优秀青年教师参加重医

附一医院举办的“教学基地医院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并获

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等荣

誉。

获得科研项目 202 项，其中国家卫计委 1 项、市科委

10 项，市卫计委 53 项，区科委 137 项，北京医卫健康公益

基金会 1 项。现已结题验收 72 项；获区级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3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9 项。已结题的“不同经皮肾

工作通道对术后肾结构及功能的近期影响研究”“大脑中

动脉 VCTDSA 研究”“基层医院心血管疾病就诊者中抑郁焦

虑障碍的患病率调查”三项重庆市卫计委医学科研课题获

重庆市科学技术成果认证。其中“不同经皮肾工作通道对术

后肾结构及功能的近期影响研究”获重庆市卫计委科技成

果“二等奖”,“大脑中动脉 VCTDSA 研究”和“基层医院心

血管疾病就诊者中抑郁焦虑障碍的患病率调查”获重庆市

卫计委科技成果“三等奖”。获得国家卫计委科研项目支持

经费50万元和市科委集成示范项目1项及支持经费20万元，

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医学论文 859 篇，其中 SCI 论文 11 篇。



荣誉奖项获得“首批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医药卫

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

位”“全国学习型组织优秀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

家”“全国绿化模范单位”“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全国工

人先锋号’”“全国职工书屋”“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

医院”“全国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优秀单位”“全国综合

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和“重庆市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

体”“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重庆市白求恩精神示范医

院”“重庆市无偿献血先进单位”“重庆市文明单位标

兵”“重庆市规范化财务管理达标单位”“重庆市无烟医

院”“重庆市非典防治工作先进集体”“重庆市拥军优属

模范单位”“市级放心药房”“重庆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工作示范单位”等光荣称号。

文化理念

办院宗旨：以德立院 依法治院 科教兴院 文化强院

院 训：做良医 施仁术

价 值 观：寿人大德 济世臻善

质量方针：生命至尊 精益求精

管理理念：在规范中发展 在发展中提升



服务理念：至亲 至意 至精 至微

医院愿景：办成老百姓信赖的医院

医院地址

新院区：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二环南路 1073

号

老院区：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龙岗西路 138 号

院办电话（023）43780184

急救电话 “120” （023）4378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