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岗位一览表
序号 科室 岗位 招聘人数 招聘条件

1 普外科

胆道介入医师 1 临床医学、外科学（胆道介入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
证，具有CET-6证书，198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乳甲外科医师 1 临床医学、外科学（乳甲外科方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
有CET-6证书，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2 心脏大血管外科

重症医师 1 重症医学、外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CET-6证
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博士可适当放宽。

体外循环灌注师 1 临床医学、外科学、麻醉学、护理学等医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取得体外循环专
业技术合格证书，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3 重症医学科（一病区） 呼吸治疗师 2 呼吸治疗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呼吸治疗师资格证，具有CET-4证书，1992年1
月1日及以后出生。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4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医师 2 内科学（呼吸系统疾病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CET-6
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呼吸治疗师 1 呼吸治疗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呼吸治疗师资格证，具有CET-4证书，1992年1
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呼吸治疗专业规培结业证者优先。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5 肾脏内科 医师 1
内科学专业（肾内方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CET-6证
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熟悉肾脏内科操作，具有1年及以上工作经验。博士或中

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6 肿瘤二科

医师 3 肿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
1日及以后出生。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技师 1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医学技术、医学影像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92年1月1日及

以后出生。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7 感染性疾病科 医师 1
临床医学、内科学（传染病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较强的感染性疾病诊疗能力，有较强

科研能力，取得GCP资格证者优先。

8 康复科

医师 1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神经病学、外科学（骨外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
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疼痛介入治疗技能者优

先。博士可适当放宽。

治疗师 2
康复治疗学、运动康复与健康、康复医学与理疗学、运动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
位，具有康复技师资格证，具有CET-4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心肺康复、骨

科康复培训经历或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一览表
序号 科室 岗位 招聘人数 招聘条件

9 中医科

中医科医师 3
中医妇科、中医皮肤科、中医儿科、中医男科、针灸推拿专业医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学
位，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资格，10年以上公立医院工作经历，有名医工作室师带徒相关经

历者优先。

中医内科医师 1
中医内科学专业（风湿免疫方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
中级职称资格，具有CET-6证书，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中医内科临床工作经验者

优先。副高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中医儿科医师 1 中医儿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CET-6证书，1987
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中医儿科临床工作经验者优先。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中医治疗师 1 针灸推拿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中医治疗经验者优

先。

10 疼痛科 医师 1 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师资格证，具有CET-6证书，1992
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11 口腔科 技师 1 医学影像学、放射医学、医学技术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放射工作人员证，1992年
1月1日及以后出生。

12 妇产科

技师A 1

遗传学或生物胚胎学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并取
得国家卫生部门辅助生殖认证证书，具有五年以上生殖中心实验室工作经验，两年以上管
理经验；系统全面掌握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验室技能，熟悉生殖中心实验室、精液处理
、胚胎培养、胚胎冷冻/解冻、胚胎移植等技术流程；熟悉胚胎实验室日常质控管理及数据

分析与质控统计。

技师B 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胚胎学或生物学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中级
及以上职称；熟悉生殖中心实验室、精液处理、胚胎培养、胚胎冷冻/解冻、胚胎移植等技

术流程，熟练掌握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技术；有三年以上实验室工作经验或已取得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培训资质优先。

13 输血科 技师 2 
免疫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输血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初级及以上

职称。

14 心电图室

医师 1
内科学（心血管病方向）、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医
师资格证，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博士或中级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

科研人员 1 
内科学（心血管病方向）、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及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
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发表SCI论文2篇及以上（至少1篇IF在3分及

以上）。博士或中级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招聘岗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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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临床医学检验部 技师 5

临床检验诊断学、医学检验、卫生检验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检验技师资格
证，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以下证件者优先：（1）PCR上岗证（2）规培结业证

（3）HIV检测上岗证（4）性传播疾病实验室诊断培训合格证。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

适当放宽。

16 药学部 临床药师 2 
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药师资格证、临床药师岗位培训证书，具有
CET-6证书，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临床药师带教药师岗位培训证书者优先。博士

或中级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17 实验医学研究部

生物信息学技术员 1 医学类、化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

1年及以上生物信息学分析工作经历，有生物医学研究背景的研究生优先。

质谱技术员 2 
医学类、化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

备下列条件者优先：1.具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相关实验技术经历者；2.具
有临床检验资格证者；3.具有良好的有机质谱背景，熟悉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

18 医学美容部

护士 6 护理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护士资格证和手术室专科培训合格证，1987年1月1日及

以后出生，有医美医院相关工作经验优先。硕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医美咨询 3 专业不限，大专及以上学历，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形象气质佳，有良好的语言表达

沟通能力，具有3年以上医美咨询工作经验者优先。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医美咨询与美学设计 1 美术学、艺术学、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7年1月1日及以后
出生。具备良好审美及美学理念，形象气质佳，有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

20 心血管内科
《心血管病学进展》杂志编

辑
2 内科学（心血管病方向）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

1日及以后出生，发表过SCI文章1篇及以上。

21 医疗保险与价格管理部

管理人员 1
统计学、公共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临床医学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学位，具有CET-6证书。有DRG/DIP相关工作经历或学术研究经历，有相关论文发表，

熟练掌握统计相关软件，具有较好的工作协调及沟通能力者优先。

门特窗口审核 1 医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位，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较好的工作协调及沟

通能力。有窗口审核工作经验人员优先。

22 医学装备部 器械GCP科研人员 2 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卫生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
CET-6证书，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器械GCP资格证优先。

23 宣传统战部 宣传人员 1
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CET-6证书，

197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和编辑能力，熟练掌握各类办公软件，擅

长图片编辑、视频编辑，有新媒体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招聘岗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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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医院质量评价与病案管理
部

编码质控岗 3

临床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卫生信息管理等
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

备疾病分类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病案首页质控标准，具有一定的临床医学知识，熟悉常用

办公软件及病案操作系统。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岗 3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学位，具有CET-6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熟悉医疗业务及医疗行业政策法规

。博士或中级及以上职称可适当放宽。

25 改革创新与运营拓展部 管理人员 1 公共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1992年1月1日及

以后出生，有良好的沟通及抗压能力，熟练办公软件操作，掌握各项管理工具的运用。

26 互联网医院管理部 服务咨询及宣传运营岗 1
行政管理、国际商务、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具有CET-6和
普通话二级以上证书，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具有互联网运营、新媒体运营经验者优

先。

27 信息管理部 应用管理工程师 2 医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

28 医院办公室 司机 1
专业不限， 专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准驾车型为A1A2或A2的机动车驾驶证，具有3年及以

上拖挂车辆驾驶经验，198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身心健康，能适应工作岗位要求。特别

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9 后勤保卫部

餐饮管理岗 1 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等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较强的

团队协作能力及沟通能力。具有餐饮管理工作经验者优。

消防安全管理岗 1
消防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较强的团队协作

能力及沟通能力，有消防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条件优秀、工作经验丰富者年龄可放宽至
40岁。

运维管理管 1
能源动力类、电气信息类、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等暖通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及
以上学历学位，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及沟通能力，有暖通管

理工作经验者优先。

弱电管理岗 1
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通信技术、通信设备安装与维护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学位，具备较强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水平，能熟练使用办公软件，1992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有楼控系统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维修改造管理 1
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1987年1月1
日及以后出生，具有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能够根据科室需求完成项目改造方案，有

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合计 75人

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两个同等对待”政策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发〔2021〕18号）中提及有关人员遵照相应

通知精神实行同等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