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安徽省中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简章 

一、基地医院及专业基地介绍 

1、基地医院简介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

学院）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承担着全省中医药医

疗、教学、科研、预防和保健的重要任务，是培养中医药临床人才的摇篮，是国

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项目建设单位、国家区域中医（专科）

诊疗中心，是我省干部保健定点医疗机构。 

医院创建于 1959 年，占地面积 6.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开放

床位 2100 张，固定资产 7.71 亿元。医院在职职工 2079 人，拥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人员 406 人，享受国务院及省政府特殊津贴 17 人，国医大师 1 人、首届全

国名中医 2 人，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岐黄学者 1 人，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28 人，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养对象

14 人，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培训项目培养对象 7 人，安徽省江淮名医 25

人，安徽省国医名师 9 人，安徽省名中医 34 人，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

备人选 15 人。拥有临床科室 57 个、医技科室 12 个、临床教研室 18 个。拥有特

需诊疗服务中心（国际医疗部）、传统疗法中心、治未病中心和名医堂等多个特

色诊疗中心。拥有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3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6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9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专病 12 个、

安徽省重点专科 18 个、院内重点专病 106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实验室 3

个、重点研究室 1 个，9 个临床学科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中医学专业学位博

士授予点。拥有国医大师工作室 1 个、全国名中医传承工作室 2 个、国家级名老

中医传承工作室 18 个、安徽省名老中医工作室 41 个、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

作室 1 个、安徽省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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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基地简介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于 2014 年 5 月被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批准为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

基地（临床培养基地），同年开始招录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目前在培

学员 244 名，同时承担安徽中医药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981人的临床培养任

务。 

医院目前有 3 个协同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

院）、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中医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高新院区。 

医院目前有 3家合作的中医全科基层实践基地：蜀山区三里庵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蜀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井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蜀山区笔架山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临床技能中心 

医院临床技能训练中心为安徽中医药大学实训中心，2009 年被评为省级示

范实训（实验）中心，2015 年通过验收，同年被评为国家级示范实训（实验）

中心。实训中心占地面积约 4000m2，下设中医、中药、诊断、内科、外科、妇科、

儿科、骨伤、针灸、推拿等 21 个技能实验室，配有专人管理，能够开展近 200

项中西医临床技能培训，并编有实训教材，年均承担本科生、研究生、规培生等

实验教学工作 10 万余人次。实训中心配置了中心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实现信息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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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宿安排 

医院目前有 2栋院内集体宿舍，能够提供 220人住宿，规培学员可免费住

宿，电费自理。宿舍为 4-5人间，全部配置为上床下柜写字台套组床具，并配有

空调、洗衣机、热水淋浴、开水机等生活设施。对于部分要求外宿的学员每月给

予一定的住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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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待遇保障 

（一）住培专项补助 

补助名称 发放对象 发放标准 备注 

绩效补助 

（该补助

已包含中

央和省财

政补助）  

所有 

学员 

第一年 

3200元/月 双证一年制 
要求在进入基地后岗前培训

期间完成注册工作 
3000元/月 双证二年制 

2800元/月 双证三年制 

2600元/月  

三年制第二年 

32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A档 

30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B档 

28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C档 

26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D档 

二年制第二年 34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A档 



三年制第三年 32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B档 

30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C档 

2600元/月 年度综合测评 D档 

紧缺专业

补助 
中医全科学员 300元/月  

住宿补助 
非本单位（含协同单位）职工

学员 

免费住宿或 

450元/月 

医院提供免费住宿（电费需自理）。 

如需外宿，凭《外宿申请表》和《学员自行租（借）

房住宿安全承诺书》申请核定补助；每月 10号前

提交，从当月核发补助，10号后提交，从次月开

始核发补助。 

就餐补助 
成功申请 

住培工号学员 
360元/月 

根据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工号管理办

法》申请工号和医院一卡通。该补助发放至医院一

卡通内，仅限食堂使用不退现金，逾期作废。 

交通补助 部分中医全科学员 

100元/月 笔架山社区培训期间 
6个月一次性核发 

三里庵社区培训学员无

交通补助 100元/月 井岗社区培训期间 

其他 

免费发放胸牌（限首次）；免费提供工作服 2冬 2 夏共 4件； 

免费提供团体综合意外险 1 份；免费获得基地内部学习资源； 

培训协议期内免收培训费 

总计 第一年：31200元-51720元；第二年：31200元-52920 元；第三年：31200元-55320元 

 

（二）社会人工资与福利待遇 

项目 学历 类别 发放标准 

基本工资 

（试用期、未能通过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的“社会人”住培第

三年按发放标准的 80%执行） 

博士 
岗位工资 1720元/月 

薪级工资 879元/月 

硕士 
岗位工资 1720元/月 

薪级工资 713元/月 

本科 
岗位工资 1720元/月 

薪级工资 530元/月 

基础绩效性工资 

（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且在我院注册的“社会人”按

月发放） 

博士 

第一年 925元/月 

第二年 1110元/月 

第三年 1295元/月 

硕士 

第一年 856.5元/月 

第二年 1027.8 元/月 

第三年 1199.1 元/月 

本科 

第一年 856.5元/月 

第二年 1027.8 元/月 

第三年 1199.1 元/月 



五险一金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

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单位缴纳 752 元/月，个人缴纳（单位代扣）360.06 元/月 

（注：具体金额根据国家、省相关政策要求动态调整） 

公积金（试用期结束后开始缴

纳，具体金额根据国家、省相

关政策要求动态调整） 

博士 
单位缴纳 311 元/月，个人缴纳（单

位代扣）311元/月 

硕士 
单位缴纳 291 元/月，个人缴纳（单

位代扣）291元/月 

本科 
单位缴纳 270 元/月，个人缴纳（单

位代扣）270元/月 

职工福利 

工会会费 

（具体金额根据国家、省相关

政策要求动态调整） 

博士 
单位缴纳 628.56元/年，个人缴纳（单

位代扣）157.14 元/年 

硕士 
单位缴纳 583.92元/年，个人缴纳（单

位代扣 145.98 元/年 

本科 
单位缴纳 540 元/年，个人缴纳（单

位代扣）135元/年 

工会慰问 同本院职工 

职工体检 同本院职工 

其他 享受院内医疗二次报销 

总计（含单位缴纳费用） 第一年：43304-59472.56 元；第二年 43304-61692.56 元；第三年 37904-63912.56元 

注：表格中的“学历/学位”根据“社会人”进入我院住培基地之前（以证书发

放时间为准）已取得的中医临床类（含中西医结合）全日制教育的最高学历和学

位确定。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须同时具有毕业证和学位证。 

 

五、其他 

1、培训协议 

医院与所有的培训对象将签订培训协议，其中单位人签订三方协议，社会

人签订双方协议。社会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2、医师资格考试 

所有符合规定的培训对象均可在我院报名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3、执业医师注册 

所有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培训对象均须在我院办理执业注册。 

4、医院工号 

执业医师资格证在基地注册的学员通过考核后开通医院工号，发放职工一

卡通，权限与本院职工相同。 

5、奖学金 

对于学员竞赛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优评先工作中表现优秀者发放一



定金额奖学金。 

 

拟报考我院住培基地考生请先阅读下列通知： 

关于印发 2022 年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实施方案

的通知

http://220.178.116.78:9889/site/22017811678/bmsx-1/info/2022/36d41e26

-9fb4-42a9-9c4e-a891b453749d.html 

 

2022年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收报名须知 

http://220.178.116.78:9889/site/22017811678/bmsx-1/info/2022/4c48584e

-1d58-43bf-99e2-677b32887632.html 

 

安徽省中医院关于 2022年安徽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现场资格初审的通知 

https://www.azyfy.com/list/248/108566.html 

http://220.178.116.78:9889/site/22017811678/bmsx-1/info/2022/4c48584e-1d58-43bf-99e2-677b32887632.html
http://220.178.116.78:9889/site/22017811678/bmsx-1/info/2022/4c48584e-1d58-43bf-99e2-677b328876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