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招生简章 

 

2020 年招聘简章 

 

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珠江口西岸，北接广州市番禺区

（距广州 86公里），南连珠海，东望深圳，东南至澳门 65公里，从

水路到香港 52 海里。全市总面积 1783.6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21

万，有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近百万。80公里半径内有 6

大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珠海金湾国际机场、

佛山沙堤机场、香港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和 4大深水港（广州

南沙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香港葵涌港），拥有珠江口西岸

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拥有国家优秀卫生城

市、文明城市等称号以及联合国授予的“人居奖”等荣誉，是一个人

文积淀深厚、和美宜居的城市。 

中山市人民医院位于中山市中心城区，坐落在莲峰山麓，是集医

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医院

占地面积 8.15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7.9万平方米，院内绿树成荫，

环境优雅舒适。我院拥有员工 3217 人，其中高级职称 585 人；博士

学历 90 人，硕士 511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人，中国

医师奖获得者 1 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人。2003 年经国家

人事部批准独立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为全国第一家设立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的地级市医院，截至 2018年引进培养博士后科研人共 106 

人。拥有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血液内科、普外科、急诊科、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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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科、检验科、口腔科、胸外科、肿瘤科、眼科等 11 个广东省临床

重点专科。2019年上半年门急诊人次达 142.88万人次，出院人次 4.07

万，全院手术及操作人次 3.60 万。 医院各类学科齐全，编制床位

2000 张，开放床位 2024 张，55 个临床医疗科室，15 个医技科室，

79 个专科门诊。拥有大批现代化医疗配套设施，如 256 层螺旋 CT 1

台、MRI 3台、直线加速器 2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DSA）3台、

共焦激光眼底造影系统、自动化药房系统、复合手术室等。 

一、招收岗位 

 

1、医师（已取得住培结业证书）               扫码报名 

 

岗位代码 岗位名称 招收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3500 医生 不限 

硕士 

博士 

紧缺岗位放宽

至本科 

各临床类专业，完成相应

专业的规范化培训并取

得合格证书。 

 博士人员需进入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护士培训学员                           扫码报名 

 

 

 

 

岗位代码 岗位名称 招收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备注 

3600  护士培训学员 120 
本科及 

以上 
护理 

招收部分优秀大专毕

业生 



 

 

3、其他岗位                                 扫码报名 

岗位代码 岗位名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3700 药师 本科及以上 药学/临床药学/药理学 

3800 检验技师 硕士及以上 临床检验诊断学/免疫学/微生物学 

3900 放射技师 大专及以上 医学影像技术/放射影像/放射技术/生物医学工程/核医学 

4000 行政职员 本科及以上 管理学/临床医学/法学/新闻 

4100 财务人员 本科及以上 会计/财务管理 

4200 病案编码质控员 本科 
医学信息管理（病案管理方向）/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4300 临床科室秘书 大专及以上 医学相关专业 

4400 康复治疗师 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学 

4500 分子诊断中心技师 硕士及以上 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病理学/分子生物学相关 

4600 病理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临床检验/病理技术 

4700 针灸及物理治疗师 大专及以上 康复/中医骨伤 

4800 眼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视光学/临床医学 

4900 肿瘤防治研究人员 博士 流行病学/卫生统计 

5000 听力技师 本科 听力及言语专业 

5100 营养科技师 本科 医学营养 

5200 审计部职员 本科 审计/财务管理 

5300 信息中心工程师 硕士 软件工程 

5400 口腔分院技术工人 大专及以上 护理 

5500 睡眠技师 大专及以上 

临床医学或护理专业，可以承受夜班，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及计

算机办公应用水平。熟悉呼吸机的型号、基本原理、面罩的选择

等基本知识者及有睡眠技师资格证者优先。 

二、报名条件 



1、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2、各岗位要求请参照岗位设置表。 

3、年龄：原则上要求应届本科毕业生不超过 26周岁，硕士不超

过 30周岁，博士不超过 40周岁。 

4、重症医学科、儿科、麻醉科、妇产科、急诊科等专业医师优

先招收。 

5、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接受报名： 

     ①属定向生、委培生的； 

     ②未纳入国民教育系列招生计划的军队和民办院校毕业生； 

     ③成人高等教育学历毕业生； 

     ④现役军人； 

     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6、所有人员均需按照岗位设置及岗位要求进行报名，如条件不

符合或资料不真实，将取消录取资格。 

三、招聘程序 

1、个人报名 

扫描相应的二维码进行报名，每人限报一个专业志愿。报名截止

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在报名期间，医院将根据报名情况，分批

次组织招收考试，各类岗位招满即止，故请尽快报名。 

2、资格审查筛选 

对报名人员的资质进行审查筛选。 

3、笔试和面试 

在资格审查的基础上择优确定入围笔试和面式的人选，具体笔试

和面试的方式另行通知。 

4、体检及入职 

成功通过考核并初步录取的对象按本院通知前来体检，体检合格



者正式录取，签署协议书（合同）并办理入职手续。 

四、各类岗位说明 

（一）医师岗位 

1、指已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医生，或并轨制硕

士、博士，毕业后即可取得规培合格证书者。 

2、待遇：平均年薪 20万，享受六险一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补充商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另

给予伙食补贴。 

3、符合条件认定中山市紧缺适用高层次人才，正高职称可认定

第五层次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500元/月（享受 3年）、购房补

助 20 万（分 3 年支付）；博士学位可认定第六层次人才，政府特殊

津贴 1000 元/月（享受 3 年）、购房补助 15 万（分 3 年支付）。提

供子女入学、入户中山、入住医院人才公寓、国内外进修机会等优惠

政策。 

（二）护士培训学员及其他岗位 

1、录取者签署培训协议书，培训年限为 2年。 

2、培训期间生活补助(元/月) 

学历 
第一年 第二年 

无执业证 有执业证 无执业证 有执业证 

大专 4000 4500 4500 5000 

本科 4500 5000 5000 5500 

硕士 6000 6500 6500 7000 

上述生活补助标准为每个月应发数（不包括年度考核评优奖励及

夜班费），已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单

位应缴部分、住房补贴、节假日补贴等，另给予伙食补贴。 

3、合同工岗位实行同工同酬工资原则，按照《中山市人民医院



合同工工资待遇制度》执行。 

    五、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760-89880044罗老师、0760-89880045林老师；

手机：18988585813 

2、地址：中山市石岐区孙文东路 2号  

六、交通指引 

1、火车： 至广州或深圳，在汽车站购买至中山市汽车总站或富

华酒店的大巴车票，约 90 分钟抵达中山。高铁：目前已开通有直达

中山站的高铁。如暂未开通直达的地区，可先到广州南站，然后购买

至中山北的城轨车票，约 40分钟抵达中山。 

2、外地直达中山的长途、短途汽车。 

3、飞机：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或珠海机场均可，再转乘机场直

达中山的大巴即可。 

热忱欢迎各大高校毕业生报名应聘我院各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