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2021年高层次人才引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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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附属医院 肝胆胰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1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双正高职称（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及相应工作能力；

2.具有三级甲等医院科室副主任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历，或者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

项即可）：国家级重点/面上科研项目负责

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一等奖前

两名、二等奖排名第一）；国家级人才项
目获得者。

3.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抗癌

协会、中国肿瘤临床学会担任常委或省级

学术团体中担任副主委及以上。

2 第三附属医院 妇科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2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妇产科学、肿瘤学（105110

、100211、105113、

100214）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双正高职称（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及相应工作能力；

2.具有三级甲等医院科室副主任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历，或者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
项即可）：国家级重点/面上科研项目负责

人；省部级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一等奖前

两名、二等奖排名第一）；国家级人才项

目获得者。
3.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抗癌

协会、中国肿瘤临床学会担任常委或省级

学术团体中担任副主委及以上。

3 第三附属医院 肝胆胰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3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3.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4 第三附属医院 泌尿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4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4.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5 第三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5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5.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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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三附属医院 骨与软组织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6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6.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7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头颈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7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7.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8 第三附属医院 妇科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8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妇产科学、肿瘤学（105110

、100211、105113、
100214）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8.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9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外科（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 G3009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100210、105109）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9.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10 第三附属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0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临

床（100506、105118、

100602、105126）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10.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11 第三附属医院 介入诊疗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1 2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0210、

105109、105113、100214）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11.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12 第三附属医院 病理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2 3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临床

病理学（077804、100104、
105128）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12.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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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附属医院 影像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3 3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5107

、100207）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13.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14 第三附属医院 放射物理技术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4 3 不限 不限 40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物理学（0702）

以下三项同时满足：                        

1.高级职称及相应工作能力；

2.三级甲等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14.在科研方面（三项满足一项即可）：国
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省部级技术奖获得

者（一等奖前四名、二等奖排名前三

名）；省级学术团体中担任委员及以上。

15 第三附属医院 泌尿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5 2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具备高级职称

16 第三附属医院 肿瘤内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6 4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肿瘤学、内科学（100214、

105113、100201、105101）

17 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7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急诊医学、内科学（100218

、105117、105101、
100201）

18 第三附属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8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临
床（100506、105118、

100602、105126）

19 第三附属医院 胃肠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19 2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0210、

105109、105113、100214）

20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0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21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甲状腺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1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22 第三附属医院 头颈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2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23 第三附属医院 胸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3 2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0210、

105109、105113、1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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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三附属医院 肝胆胰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4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25 第三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5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26 第三附属医院 骨与软组织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6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5113、

100214、100210、105109）

27 第三附属医院 介入诊疗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7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外科学、肿瘤学（100210、

105109、105113、100214）

28 第三附属医院 麻醉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8 2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麻醉学（100217、105116）

29 第三附属医院 急诊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29 1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急诊医学（100218、

105117）；内科学（100201

、105101）

30 第三附属医院 妇科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 G3030 3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妇产科学、肿瘤学

（100211、105110、105113

、100214）

31 第三附属医院 肿瘤放疗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31 3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肿瘤学（100214、105113）

32 第三附属医院 影像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 G3032 2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5107

、100207）

33 第三附属医院 病理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33 2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临床
病理学（077804、100104、

105128）

34 第三附属医院 放射物理技术科 医师 专业技术 G3034 2 不限 不限 45岁及以下 博士研究生
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

（0702、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