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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人民医院 2022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招生简章

一、基地（医院）介绍

我院始建于 1964 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相山脚下，地

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交通便利，辐射面广，是淮北

市唯一一家市级综合性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是淮北地区医

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的中心，是蚌埠

医学院直属淮北人民医院、徐州医科大学淮北临床学院和安

徽医科大学临床学院及多所医学高等院校的教学医院。

医院现有编制床位 1420 张，临床科室 36 个，医技科室

9 个、机关职能科室 26 个。医院现有在册职工 1708 人，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 1506 人，中级及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906

人，副高及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291 人，硕士研究生 125

人，江淮名医 7人，省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 2 人，淮北市高

层次人才 16人，淮北名医 38 人次。医院拥有省级临床医学

重点特色专科 4 个，市级重点学科 11 个，还建有卒中防治

中心、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创伤中心等。2021 年 10 月，

医院住培基地顺利通过国家住培督导组专家评估。

淮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医院发展，在东部新城投资

12 亿元建设了新院区，占地 320 亩，规划设置床位 1477 张，

总建筑面积 22.37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主体医疗区、行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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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楼、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传染病医院）等。现工程项目已

进入后期装修装饰、设备安装阶段，预计 2022 年 10 月启动

运行。

二、待遇保障

（一）生活补助

1.按照标准，将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补助的 80%发放给

住培学员作为生活补助（按 2022 年标准全科专业 3080 元/

月，其他专业 2735 元/月）。

2.单位委培学员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

变，基本工资及社会保障由委派单位落实；社会人学员由我

院按同类人员标准发放工资，购买五险一金支付单位应付部

分；住培学员加入医院工会并享受正式职工节日福利 2000

元/年。

3.免费提供住宿及床上用品，配置空调、床、衣柜、桌

椅、书架等生活设施，如学员不在宿舍住宿，补助住宿费 500

元/月。免费发放医院统一工作服(夏装、冬装各两套)。

4.给予所有住培学员 200 元/月餐饮补助，按月打入学

员就餐卡。

5.紧缺专业激励补助：给予报名并录取为我院全科专业

基地、麻醉科专业基地学员，培训期间增加激励补助 500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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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鼓励符合我院招聘条件的应（历）届毕业生以社会人

身份报考我院住培基地，如住培期间通过首次执业医师考

试，可优先参加我院新进员工人事招聘，在通过住培结业考

试考核取得住培合格证后，按照医院有关程序正式录用并签

订正式聘用协议。

（二）绩效工资

1.每月考核奖：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学员绩效工资

按每月 800 元/月标准发放；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医

师执业证书》并注册到我院的住培学员，绩效工资按第一年

1700 元/月、第二年 2000 元/月、第三年 2500 元/月标准发

放；给予具有硕士学位的住培学员额外补助 800 元/月。

2.独立值班者，根据科室情况享受我院住院医师同等标

准的绩效工资待遇。

（三）激励措施

1.被评选为医院优秀学员奖励 500 元/人，并可向省级、

国家级推荐参评“优秀住培医师”。

2.住培学员以我院作为第一单位署名，在国内外正规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参照《淮北市人民医院论文、专

利管理及奖励办法（试行）》（院办〔2020〕34 号），按以

下标准给予绩效奖励，奖金由第一作者（发明人）负责领取

和分配：（1）特等奖论文：SCI 期刊，奖励 20000+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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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1000 元/篇；（2） 一等奖论文：非 SCI 收录的国外正

规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奖励 10000 元/篇；（3）二等

奖论文：统计源期刊、科技核心期刊，奖励 5000 元/篇；（4）

三等奖论文：其他正规期刊，奖励 3000 元/篇；（5）发明

专利奖励 10000 元/项，实用新型专利奖励 8000 元/项，外

观设计专利奖励 5000 元/项。

三、食宿条件

医院有住培学员专用宿舍，基础生活设施齐全，房间内

配有空调、暖气、衣柜等，宿舍区域内安装有监控并配备消

防设施，确保培训学员的住宿安全。医院新院区在行政科教

楼建设有住培学员公寓建筑面积 4800 ㎡，共 102 间，能同

时容纳 200 余名学员住宿，安装有中央空调、单独卫生间、

热水器等设施。院内有职工食堂，由膳食科负责管理运营，

环境整洁卫生，饭菜新鲜健康。

四、临床实践技能中心

医院老院区技能培训及考试中心建筑面积 1600 ㎡，新

院区临床技能培训中心面积约 2800 ㎡，设有 OSCE 考站和内、

外、妇、儿、急救、腔镜、护理、模拟 ICU、模拟手术室等

技能训练室，还设有多媒体教室、国家内镜与微创培训基地、

临床思维训练室、PBL 教室、数字图书阅览室和图书馆等。

免费开放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数字图书馆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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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收对象

（一）报名条件

2015 年及以后毕业的具有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医学类

专业（指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类，

下同）本科及以上学历、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或符合报

考执业医师资格条件的应、历届毕业生。

1.2020 年及以后毕业的医学生，均应报名参加培训；

2.2015-2019 年毕业、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证书的医学生，需要接受培训的也可参加本次招收

报名。

（二）其他要求

1.报考人员必须是初级或无职称人员。

2.报考专业类别（临床、口腔）应与所学专业类别一致。

3.麻醉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报考专业原则上应与所学专

业一致。

4.单位人须征得委派单位同意才能予以报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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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地）志愿限报 1个，基地（医院）志愿限报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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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人结合自身实际填报志愿，基地（医院）与专业

（基地）组合志愿限报 3 个。

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委派培训对象原则上仅限于报考

全科专业，中心乡镇卫生院委派培训对象可报考儿科、内科、

妇产科。

7.2022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本科毕业生以单位人

方式统一报考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8.2022 年应届毕业生只需提供学信网打印的在读学校

学籍证明（一旦被录取，正式报到时必须提供相应的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等原件；否则，将不予以注册。）

（三）下列人员不予报考

1.已经取得报考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2.在读专业学位、科学学位研究生；

3.被基地录取后未报到或报到后自行退出之日起，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未满 3年者。

六、招收计划及报考流程

（一）招收计划

淮北人民医院 202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各专业招收计划表

序号 专业基地代码 专业基地名称 招收计划数

1 0100 内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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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700 全科（含订单定向） 7

3 1900 麻醉科 5

4 2800 口腔全科 13

合计 40

（二）报考流程

1.考试报名：本次考试采用网上报名，报考人员登录安

徽省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

（http://220.178.116.78:9889/）进行报名，第一志愿基

地医院填报为：淮北市人民医院。报名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 8:00 至 6 月 19 日 17:30。

2.资格审核：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6月 21 日（上午

8:00-12:00，下午 2:30-5:30），报考人员到第一志愿基地

医院（淮北市人民医院科教楼 207 室）进行现场资格初审。

现场资格审核时，报考人员需提供如下材料：

（一）个人签名的《2022 年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考试报名表》（报名完成后，从平

台直接打印）一份。

（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还本人，复

印件盖章报省级审核。

（三）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执业

医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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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根据报考类别及对应条件提供）。原件审核后退还

本人，复印件盖章报省级审核。

（四）单位介绍信（仅单位人提供），2022 年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毕业生可不需要单位介绍信。

2022 年 6 月 27 日至 6 月 30 日，省住培事务管理中心

组织相关人员对各基地医院资格初审合格人员进行资格复

审，确定参加考试人员。

3.准考证打印：2022 年 7 月 11 日至 7月 16 日，资格审

核合格人员登录安徽省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

打印准考证。

4.考试录取：本次考试方式为医学综合笔试，全省统一

命题、统一阅卷，考试类别分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

学、临床助理全科、中医助理全科五类。考试时间：2022 年

7 月 16 日上午 9:00-11:30，考试地点见准考证。遵循“公

开公平、择优录取、双向选择”的原则，依据考生考试成绩，

按照志愿优先确定录取培训对象。

5.公示报到：招收工作结束后，省卫生健康委将及时向

社会公示招收录取结果。

我院接到录取人员正式名单后，将及时向培训对象通知

报到时间和相关要求。培训时间自培训启动之日起算，并作

为享受有关财政补助的依据。不能按时报到者，须有正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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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相关证明，同时向培训基地医院请假，并在报到后顺延

相应培训时间；无故逾期一周不报到者，取消培训资格，视

为自行退出培训。

请关注安徽省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

http://220.178.116.78:9889/或淮北市人民医院官网

http://www.huaibeihosp.com/。

七、疫情防控要求

为了保障 2022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工作顺利进

行，报考我院的考生需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严格执行医院最新疫

情防控要求，佩戴口罩，体温(低于 37.3℃)，并出示健康绿

码、行程码绿码，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或在国内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或国(境)外旅行，居住的需携带 48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61-3055195

联系人： 宋老师 15956111101

吕老师 18709818223

联系地址：淮北市淮海路 66 号

淮北市人民医院科教楼 207 室

联系邮箱：138561071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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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人民医院

2022 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