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2021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设置一览表（编制外）

序号 单位名称
内设机构名

称
岗位名称 岗位类别 岗位代码

招聘
名额

岗位基本条件

其他条件 备注
性别 族别 年龄 学历 专业要求

1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影像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 3001 1 不限 不限 博士：45岁及以下； 博士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105107）

2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头颈综合 
放射治疗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02 1 不限 不限 博士：45岁及以下； 博士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方向）（100214
、105113）

3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肺内科  
（一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03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内科学（100214、105113、
100201、105101）

4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肺内科 
（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04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内科学（100214、105113、
100201、105101）

5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淋巴瘤内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05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内科学（100214、105113、
100201、105101）

6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06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内科学（100214、105113、
100201、105101）

7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肿瘤心脏病
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07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心血管方向）（100201、
10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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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日间病房
（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08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内科学（100214、105113、
100201、105101）

9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甲状腺
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09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外科学（100214、105113、
100210、105109）

10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外科
(一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10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

11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外科
(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11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整形外科方向）（100210、
105109）

12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胸外科 
（一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12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

13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胸外科 
（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13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外科学（胸外方向）（100214
、105113、100210、105109）

14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胃肠外科
（一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14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外科学（100214、105113、
100210、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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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骨与软组织
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15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外科学（100214、105113、
100210、105109）

16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肝胆胰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16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外科学（100214、105113、
100210、105109）

17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麻醉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17 3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麻醉学、内科学（100217、105116、
100201、105101）

18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妇外一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18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妇产科学（100214、105113、
100211、105110）

19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妇外二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19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妇产科学（100214、105113、
100211、105110）

20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妇外四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20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妇产科学（100214、105113、
100211、105110）

21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妇外五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21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妇产科学（100214、105113、
100211、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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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胸腹放射 
治疗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22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

23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放射 
治疗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23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方向）（100214
、105113）

24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妇科放射 
治疗科                      

（一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24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妇产科学（100214、105113、
100211、105110）

25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妇科放射 
治疗科                      

（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25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方向）、妇产科
学（100214、105113、100211、
105110）

 

26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综合/特需
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26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方向）（100214
、105113）

27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27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急诊医学（100218、105117）

医师 专业技术 3028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100201、10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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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29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重症医学方向）、急诊医学
（100201、105101、100218、105117）

29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日间病房
（三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3030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外科学（100214、105113、
100210、105109）

30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疼痛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31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105114）

医师 专业技术 3032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外科方向）、外科学（100214
、105113、100210、105109）

技师 专业技术 3033 1 不限 不限

本科：应届30岁及以
下；历届35岁及以下；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本科：康复治疗学（101005）；                   
硕士：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
105114）

31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检验科 技师 专业技术 3034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临床检验诊断学（100208、105108）

32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超声诊断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35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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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内镜诊治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36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内科学（100214、105113、
100201、105101）

34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病理科 医师 专业技术 3037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病理方向）、病理学与病理生
理学、临床病理学（100214、105113、
077804、100104、105128）

35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放射物理 
技术科

物理师 专业技术 3038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0702、0827）

技师 专业技术 3039 1 不限 不限

本科：应届30岁及以
下；历届35岁及以下；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本科：医学影像学、放射医学
（100203TK、100206TK）；                                              
硕士：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医学
（100207、105107、077806、100106）

36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药学部

药师 专业技术 3040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药学（0780、1007、1055）

药师 专业技术 3041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中药学（0781、1008、1056）

37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护理部 护士 专业技术 3042 40 不限 不限

专科：应届25岁以下；  
历届30岁以下；

本科：应届30岁以下；   
历届35岁以下；

硕士：应届35岁以下；  
历届40岁以下；
博士：45岁以下

专科及以上
大专：护理、护理学；
本科：护理学（101101）；
硕士：护理学（0783、1011、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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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医务部-质
量管理科

行政 专业技术 3043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公共卫生（1002
、1051、1004、0779、107401、120402
、1053）

39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医务部-医
政管理科

行政 专业技术 3044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公共卫生（1002
、1051、1004、0779、107401、120402
、1053）

40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医务部-病
案管理科

行政 专业技术 3045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077901、
100401）

本科学历为文
学、思政或相

近学科

41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人力资源部 行政 专业技术 3046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思想政治教育（010101、030501、
030505）

42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财务部 行政 专业技术 3047 1 不限 不限

本科：应届30岁及以
下；历届35岁及以下；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本科：财政学（020201K）；                             
硕士：财政学（020203）

43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医学工程科

工程 专业技术 3048 1 不限 不限

本科：应届30岁及以
下；历届35岁及以下；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本科：生物医学工程、机械工程、机械
电子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
信息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网络工程、信息安全（082601、
080201、080204、080601、0807、
080901、080902、080903、080904K）；                                                   
硕士：生物医学工程、机械工程（0777
、0831、1072、085230、0802、
085201）

应届毕业生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工程 专业技术 3049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
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生物医学工程、机械工程（0777、0831
、1072、085230、0802、085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