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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妇幼保健院 2022 年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招收简章

【一体六翼七院区】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建于 1951 年，是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

科研、教学和培训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担负着全省妇科

疾病诊治、高危妊娠处理、助产分娩、辅助生育、计划生育手术、妇

幼保健、新生儿疾病治疗、乳腺病诊治等医疗保健的重要任务。医院

按照“一体六翼七院区”的战略布局，由中心院区（本部）、东区(合

肥市第五人民医院）、西院、合肥市儿童医院（建设中）、南院(建

设中)、临泉医院、泗县分院七大院区组成，总建筑面积 37万平方米，

各院区建成后我院将成为体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妇幼保健院。现有在岗

职工 1800 多名，目前实际开放床位 1450 张。

医院以技术力量雄厚、特色专科突出、多学科综合优势强大享誉

省内外，以精益求精的技术和全面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孕产妇和

患者信赖。年门急诊量达 132 万人次，分娩量达 3 万人次。

本部 西院



- 2 -

院东区 院南区

『十五大中心、十四大基地、九大机构、四大联盟、三大保障』

『特色基地建设』

全国产科麻醉培训基地、全国孕期营养课堂示范基地、国家级营

养师实践教学基地、国家级妇产科及儿科住培基地、卫生部内镜与微

创医学妇科培训基地、安徽省助产实践基地、安徽省儿童早期发展示

范基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培训基地、安徽省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新生儿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基地、宫腔直视人工流产手术技术培训基

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出生缺陷防控耳聋基因检测实验示范基地、国

家级营养师实践教学基地、省级近视防控规范化培训基地。

『特色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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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安徽)、遗传性出生缺陷筛查中

心、安徽省产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合肥市产科专业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合肥市妇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合肥市生殖专业医疗质

量控制中心、合肥市产前诊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安徽省危重孕产妇

救治中心、合肥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合肥市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合肥市青少年近视弱视防控研究中心、合肥大基因中心妇幼基因医学

中心、合肥市生殖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合肥市宫颈宫腔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合肥市生殖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特色医疗机构』

第一批开展无创 DNA 产前筛查与诊断临床应用试点机构、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医疗机构、全国近视防控规范化培训单位、全国中医示范

医疗机构、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国家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

国家级促进母乳喂养优秀医疗保健服务机构、国家级孕产期保健特色

专科建设单位、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安徽省妇幼保健院互联网医

院。

『特色联盟建设』

全国省会城市妇幼保健联盟成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医疗联合体专

科联盟；全国“互联网+妇幼健康”联盟；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心血管

专科联盟。

『特色三大保障』

支撑平台-安徽省妇幼保健医疗联合体

规范标准-安徽省产科专业质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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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保障-安徽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院名医、名科及优势学科建设』

特色名医、名科

生殖医学中心主任洪名云领衔“生殖医学”专业名医工作室，产

科主任陈红波领衔“围生医学”专业名医工作室，产科主任陈先侠领

衔“母胎医学”专业名医工作室，儿科主任王慧琴领衔“新生儿科疾

病”名医工作室，产科主任刘治春领衔“产科”名医工作室，妇科主

任庄雅丽领衔“妇科肿瘤与盆底重建”专业名医工作室，产科主任章

小宝领衔“妇产科”名医工作室；质控中心主任陈磊领衔“产科”名

医工作室；分娩中心主任郭宇雯领衔“妇产科”名医工作室等; “安

徽省名中医”、“江淮名医”夏光惠、王道萍主任。

『特色优势学科』

国家级特色专科：国家级孕产期保健特色专科

省级重点学科：产科、检验科、中医糖尿病科、中西医女性不孕

不育；

市级重点学科：医学遗传中心、生殖医学中心、超声科、麻醉科、

新生儿科、中医脑病科、中医糖尿病科、中西医结合妇科；我院妇产

科学、儿科学、公共卫生管理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等四个学科是安徽

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妇产科博士培养点。

『科研项目』

在科研项目方面，2021 年立项课题 38项目（国家级 1项，省部

级 6 项，厅级 1 项，市级 8 项，校级 4 项，院级 18 项）。其中，安



- 5 -

徽省自然基金、高校自然基金、社科创新发展基金及国家自然基金实

现新的突破，实现省级科学技术、医学科学技术奖新突破， 论文入

选“领跑者 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妇产科学入围中

国医院科技量值排行全国百强。

培训基地介绍

2016 年通过安医大附属医院考核，成为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妇幼

保健院，承担研究生、本科生培养工作。博士培养点：妇产科学；硕

士培养点：妇产科学、儿科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公共管理学等。承

担本科生妇产科学、儿科学理论授课以及本硕连读临床技能培训工

作。

医院高度重视教学工作，加强基础建设、制度建设、师资建设、

教学质量建设等多方面教学工作，2015 年我院成为合肥市第一人民

医院“协同基地”，协同妇产科、儿科、医学检验科等专业基地，五

年来，经过全体员工不懈努力，2020 年 12 月正式获批“国家第三批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拥有妇产科、儿科两个住培专业基地。

2021 年度我院妇产科专业基地住培学员年度业务水平测试，取

得 1名学员个人成绩专业排名位居全国第 22名，全省第一名的好成

绩，医院给予学员个人奖励 3000 元整。

『专业基地管理』

医院领导重视住培工作，专业基地实行“专业基地主任一把手负

责制”，院部成立住培教学督导委员会（下设在科教处），对专业基

地教学管理“高标准、严要求”，定期进行教学督导；召开月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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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内部会议，梳理制度，发现问题，提高教学质量。

专业基地均实行双导师制，总导师负责住培学员科研、学术交流、

生活等，科室带教老师负责住培学员教学计划落实、学习情况跟踪等，

为住培学员教学与管理保驾护航。

培训基地根据入院教育，设置一定的技能培训和理论考核，根据

考核结果，掌握学员入院素质，调查住培学员学习需求，在“分层渐

进，螺旋上升”的教学培训模式下有有针对性开展教学。培训基地加

强过程管理，注重培养质量，实行年度学员-师资考核，根据年度考

核结果，对优秀住培学员和基地管理人员进行奖励。

培训基地不断加强师资培训，实行院内年度培训，院外（省级/

国家级师资）有计划有目的的线上线下培训，不断提高师资带教质量，

满足我院各类型教学需求。

『妇产科专业基地』

妇产科专业总床位数 656 余张，年分娩量近 3 万余人，年门诊量

50万人次，年住院 3.6 万人次，设有普通妇科、妇科内分泌、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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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生理产科、病理产科、产科 ICU、产前诊断、计划生育、产后

康复、生殖中心、妇女保健、遗传中心等专业科室，且综合实力强，

妇产科专业有带教师资 126 人，其中副高及副高以上人员 39人，3

年以上主治医师 66人，硕士研究生 83人。

妇产科专业基地实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双人负责制，根据教学

大纲合理每年度教学计划，妇产科专业基地实行“4+1”教学模式，4

周理论课，1周技能教学，让理论和技能很快的融合在一起，根据计

划安排月度内度督查，保证教学质量和带教质量，提高学员满意度。

『儿科专业基地』

儿科专业总床位数 226 张，年门诊量 14万人次，年住院 1.1

万人次，有新生儿、呼吸、消化、内分泌、神经、血液、儿童保健、

儿外科、儿内科等多个亚专业，亚专业完善，儿科专业有带教师资

27人，其中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 11人，3年主治医师 16人，研究生

20人。

儿科专业基地学术严谨，设置严谨的教学计划，月度教学落实床

旁技能培训，按照教学大纲设置教学任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学员

满意度。

『临床技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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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西院正式开诊，新建成的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总建筑面积

为 600 平方米，设有妇产专业、儿科专业、母婴护理技能训练室、模

拟 ICU、模拟产房、模拟手术室、腹腔镜训练室及教室、电子阅览室

等。

『模拟教学』

在满足住培医生基本技能培训要求的设施建设基础上,我院投

入 200 万购买高端智能无线产妇模拟人和智能无线新生儿模拟人，该

系统涵盖了产前、分娩、产后，母亲、胎儿以及新生儿的相关临床实

训内容。全功能无线产妇综合模拟人，可进行妇产科各项技能训练，

并能结合具体病例，模拟妇产科各种急诊急救情况，还可以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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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过程模拟，对分娩过程进行评估，对异常产程作出决策和实施干

预措施。

智能无线新生儿模拟人：结合病例实现婴儿高级生命支持技能操

作，模拟系统可以让带教老师与学员进行交流和互动，完成病例后，

能够自动提供反馈。

『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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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教师进行授课、教学查房、科研、专业技能等能力的遴选、

培训、考核，要求带教老师理论及技能人人过关，打造出优秀的师资

团队。经过严格的选拔及培训，形成了临床专业技能培训师资团队、

理论授课师资团队、科研教学师资团队、腔镜技能培训师资团队等，

保障了住培医生的培训质量。

『培训体系建设』

医院采用有计划、有目标的分层次四阶梯培训体系，学员授课、

教学老师带教、轮转科室培训、院级培训相结合的方式，逐年提高住

培医生的综合能力，同时注重带教老师和学员的思政教育，加强医德

医风、人文医学教育，打造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合格住院医师。

『未来发展规划』

在二期建设规划中，面积为 1800 平方米的临床技能中心未来将

投入建设。

『住培生活条件-未来三年的家』

医院为住培学员提供培训、学习及生活的基本条件和良好的工作

环境。住培医生在院培训期间的工资待遇，按照国家、省、市级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统一标准和要求予以发放，待遇优厚。

中央、省级、市级财政补助

类别 单位人（元/月） 社会人（元/月） 说明

中央财政补助 2000 2000

省级财政补助 736 736 儿科专业学员

960 元/月

市级财政补助 834 834

医院补助

类别 单位人（元/月） 社会人（元/月） 说明

午餐补贴 880 880 享受本院职工

一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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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误餐费 基地标准 基地标准 享受本院职工

一样的待遇

夜班费 基地标准 基地标准 享受本院职工

一样的待遇

住宿补助 500 500 放弃提供住宿

的学员享有

社会人基

本工资

本科及

以下

/ 1800 考核合格后按

月发放

硕士及

以上

/ 2000

四险一金（单位部

分）

/ 社会保险：711.93

住房公积金标准：

参照合肥市基本

工资按比例缴纳

个人缴纳部分

从医院补助部

分扣除

月（单独值班）绩

效

参照本院同年资员

工待遇

参照本院同年资

员工待遇

取得执业医师

资格证，经医院

考核合格后在

轮转期间轮转

科室单独值班

期考核后发放

季度绩效 本科:500

硕士研究生：800

本科:500

硕士研究生：800

年度绩效 第一年：1000

第二年：1500

第三年：2000

第一年：1000

第二年：1500

第三年：2000

激励机制、福利待遇

员工体检 培训期间享受免费体检机会，标准同本院职工。

论文课题奖励 培训期间发表核心论文或立项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第一

署名单位为我院的将获得与本院职工同等奖励。

发稿奖励 在医院院报、网站或其他宣传媒体发表住培教学相关稿件

者，可根据医院规定获取稿酬。

学员奖励 被评选为“优秀住培医师”，奖励 1000 元/人，并向市级、

省级、国家级推荐参评“优秀住院医师”。在国家住培年

度业务水平测试中，专业综合成绩位于全国前 50 位的，按

照名次给予奖励。

技能奖励 在技能大赛中获奖者，将根据获奖等次给予本院员工同等

待遇。

就业推荐 表现优秀的社会化学员，在就业时培训基地优先推荐。

『“三证合一”学位保障』

我院作为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2021 年起，可以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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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妇产科学/儿科学同等学历研究生，通过考核合格后，实现医师

资格证、规培合格证、硕士学位证“三证合一”。

『招收计划』

专业基地名称 招收计划数

妇产科 8

儿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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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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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应与所学专业类别一

致。

（3）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放射医学、

儿科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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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社会人结合自身实际填报志愿，基地（医院）与专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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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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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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流程』

1、2022 年 6 月 10 日 8:00-6 月 19 日 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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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院审核时间为 2022 年年 6 月 20 日、6 月 21 日全天

（8:00-11:30、14:00-17:30）现场资格审核：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

考生到我院进行现场资格初审，地点合肥市（安徽省）妇幼保健院西

区 E楼 3 楼科教处办公室。

考生需提供如下材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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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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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等教育以来所有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暂未取得学历学位证书的应届生，请提供所在大学教务部门出具的学

籍证明；境外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教育部国外学历认证。

（4）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或已通

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成绩单。

（5）单位介绍信（仅单位人提供）。

『我院现场审核注意事项』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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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现场审核期间广大报考人员及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请严格按照下列要求执行：

1、报考人员进入现场审核点时，携带 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须接受“四项”检查：口罩（正确佩戴）、体温（低于 37.3℃）、

安康码（绿色）、相关证件原件（身份证、学历证、医师资格证等）。

2、在入场、审核期间及审核后离场等人群聚集环节，建议报考

人员全程佩戴口罩，但在接受身份识别验证等特殊情况下须摘除口

罩。审核结束后，应尽快在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离场，减少人员

聚集。

联系人：任老师

电 话：0551-62160166（外线），6216（内线）

3、省级资格复审 2022 年 6 月 2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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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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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 年 7月 11 日-7 月 16 日准考证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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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招收考试时间：2022 年 7 月 16 日上午 9:00-11:30，考试地

点见准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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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择优录取，公示报到：请关注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官网或安徽

省住院医师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平台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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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结果。培

训基地接到录取人员正式名单后，及时通知培训对象，明确告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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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培训期内培训基地依法与其签订劳

动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劳动合同到期后依法终止，培训对象自

主择业。

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必须与培训基地、委派单位签订三方委托培训

协议，培训对象培训结束后必须返回原单位工作，培训基地不得留用。

医院与住培学员签订培训协议。单位委培学员签订与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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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单位的三方委托培养协议；社会人培训学员签订与培训基地的双

方培训劳动合同。

符合条件的住培学员在规定年限内可申请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及相关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