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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师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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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文件制度

➢2013年12月31日，国家七部委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

➢2014年6月30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

➢2015年7月7日， 省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印发《湖北省建立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实施意见》

➢2019年1月8日，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联合发文《关于2019年度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湖北考区）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20 年起，全省各级医

疗机构将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作为报考临

床医学专业中级资格考试和中级技术岗位聘用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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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文件中要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目标：

“为医疗机构培养具备合格的职业道德、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

专业技能、人际沟通能力等临床胜任力，能独立承担本学科常见

疾病诊疗工作的合格临床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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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立完成疾病诊疗和具有一定综合素质的医生



住培学员身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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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学员 本院职工

委培单位人学员 其他医院职工

行为人学员 以个人身份参加

全科订单定向生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由省卫健委统一分配

四证合一学员 我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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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培
管理

考勤管理

招录考核 过程考核院级教育 轮转安排 过程管理 结业考核

工资 绩效奖 社会保险 夜班费档案管理

住宿 工作服

胸牌 就餐卡

借书卡 继教管理

四证合一联合管理

执医考试 执业注册

同等学力 ……

卫健委 医学会 医师协会 人才交流中心 研究生院 医学部

人事处 财务处 总务处 科研处 图书馆 技能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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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 创立于1923年

➢ 湖北地区第一家公立医院

➢ 国家首批三级甲等医院

➢ 湖北省人民政府重点建设的窗口医院

➢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集体

➢ 全国文明单位

➢ 中国医院影响力综合排行榜：全国第23名

华中地区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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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概况

➢三个院区：首义院区、光谷院区、洪山院区（在建）

➢共开放病床5000张（编制病床7500张），在职职工6000余人

➢设置涵盖现代临床医学的各个临床医技科室107个，位居全国前列

➢承担医疗、教学、科研、保健、社会责任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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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义院区（主院区） 光谷院区（东院区） 洪山院区（在建）



医疗业务（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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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数量

门诊服务人次 520万

住院服务人次 20.5万

手术台次 9.5万
1例器官捐献挽救7个生命

心肾联合移植
（历史：世界首例 睾丸、肾上腺）



先进齐全的医疗设备

➢建有国际一流、功能完善的门诊和住院大楼

➢手术室均为净化层流到百级或千级标准

➢重症监护室、导管室等设备先进

➢ PET中心：功能最全、技术最新

➢ Revolution CT、大孔径静音MRI、IGRT肿瘤放疗直线

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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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入选“国家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

➢国家重点学科

心血管内科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9个）

心血管内科、胸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精神医学科、检验医学科

肾病内科、眼科、神经内科、临床护理

➢国家985、211工程建设学科：

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精神卫生中心

➢武汉市建设国家医疗服务中心的国家或省级重点建设专科

心血管疾病专科（心内科、心外科）、神经疾病专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眼科
14



教学工作

➢ 承担教学任务：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住培学员、专培学员、进修生

➢ 本科生教育：五年制、七年制、八年制临床医学本科生

➢ 研究生教育

• 一级学科博士点：临床医学

• 一级学科硕士点：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口腔医学、药学、中药学、护理学

• 博士生导师：60余人

• 硕士生导师：200余人

➢ 留学生教育：本科生、研究生、专科进修

➢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 进修培训：专科医师、全科医师

➢ 继续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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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规模

➢本科生：500余名

➢硕士研究生：600余名

➢博士研究生：180余名

➢住培学员：900余名

➢专培学员：17名

（心血管病学专科、呼吸与危重症专科、普通外

科学专科）

➢专科医生或进修医生：9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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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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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获批省级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医院

➢ 2014年，获批国家级住院医师培训基地医院

➢ 2015年，成为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考点

➢ 2015年，被评为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

➢ 2016年，顺利通过国家督查评估（湖北省首家）

➢ 201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 现有国家住培专业基地：25个

• 内科
• 儿科
• 急诊科
• 皮肤科
• 精神科
• 神经内科
• 全科

• 康复医学科
• 外科
•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 外科（整形外科方向）
• 骨科

• 妇产科
• 眼科
• 耳鼻咽喉科
• 麻醉科
• 临床病理科
• 检验医学科
• 放射科

• 超声医学科
• 核医学科
• 放射肿瘤科
• 口腔全科



2018年国家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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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住培巡视
王卫星

2018年“优秀住培基地负责人”
袁静萍

2018年“优秀专业基地主任”



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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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资源

• 医院建有独立图书馆，所有资源均向住培学员免费开放

• 可通过医院外网直接登录和使用武汉大学图书馆资源

➢ 智慧医学教育中心

• 国家临床技能教学示范中心

• 面积约2500多平方米,已有各类训练模型1000余件

• 常规教学使用、学生/学员预约或随时开放

• 国家级考点：国家执业医师资格分阶段考试的考点

• 省级考点：湖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的考点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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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分管院领导

教学办公室

住培办公室

专业基地 培训科室

➢负责人：

卢章洪 13477092870

➢团队成员：

金 松 13545367868

何晓琴 15271384074

李 言 13387527088

➢地点：教学楼一楼109办公室

➢电话：027-88041911 转 88455

➢邮箱：whdxrmyygpb@qq.com



临床科室教学管理人员

➢专业基地主任

➢教学副主任

➢教学秘书

• 专业基地教学秘书

• 学科教学秘书

• 病区教学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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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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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培关键环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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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质量管理、注重医学人文

住培学员 合格住院医师

招录考试
岗前培训

轮转培训

出科考核
年度考核

结业考核

入科教育



1. 招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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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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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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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教育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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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类别 专题

1 管理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简介

2 管理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培简介

3 管理 住培政策解读及培训目标

4 管理 住培管理及培训细则

5 管理 住院医师同等学力培养介绍

6 管理 如何充分使用图书馆资源

7 医疗安全 消防安全与医院安全教育

8 医疗安全 医疗核心制度

9 医疗安全 院感与医疗安全

10 医疗安全 医疗电子信息系统使用

11 平台科室 急诊科介绍及急诊沟通技巧

12 平台科室 放射科介绍及放射检查选择与要求

13 平台科室 检验科介绍及临床检验选择与要求

14 平台科室 超声医学科介绍及超声检查的选择与要求

15 平台科室 临床病理科介绍及病理标本送检要求

序 类别 专题

16 医疗基础 高质量心肺复苏术

17 医疗基础 常见医学影像检查判读方法

18 医疗基础 如何正确判读心电图

19 医疗基础 如何正确选择和使用气道管理方法

20 医疗基础 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的重要性

21 医疗基础 艾滋病的防治与职业防护

22 医疗基础 血气分析的临床应用与判读

23 医疗基础 临床输血治疗及其管理

24 医疗基础 肿瘤疼痛的规范化治疗

25 经验分享 如何坚守对生命的执着

26 经验分享 如何在繁忙中做个有温度的医生

27 经验分享 医教研，如何兼顾

28 经验分享 如何找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29 经验分享 如何在轮转培训中保持学习的动力

30 经验分享 如何在培训中不断提升个人综合能力



4. 轮转计划

➢严格参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要求

➢制定并严格落实25个专业的分层递进轮转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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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轮转科室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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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科报到
入科教育

临床带教
教学活动

出科考核
月度评价

学科秘书 学科秘书 带教医师病区秘书

到岗确认

病区分配

日常带教

学习监测

及时反馈

小讲课

教学查房

病例讨论

技能培训

材料检查

理论考核

技能考核

其他考核

所有学员

每月1次

带教最后1环

质量监测

绩效挂钩

科室介绍

工作要求

注意事项



同等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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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学活动：住培学员三级培训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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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科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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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考核 技能考核 其他考核



7. 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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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业考核

35

院内审核

省级终审 省级专家团队审核，终审不合格直接取消考核资格

两项均合格

国家颁发合格证书

学员报考 轮转时长达标、培训内容完成率达标、过程考核合格

专业基地审核 院级审核 反馈完善

理论考核 全国统一：理论考核（机考）

技能考核 全省统一：实践技能考核

不合格项目可继续补考，三年内有效



（二）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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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的师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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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教学质量监测（学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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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院内常态化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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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考核与绩效、晋升紧密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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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教学补助

➢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教学工作作为晋升的必备条件之一

➢专门设立住培年度评优



（三）优秀的学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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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培学员生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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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补助标准：

• 第一年：基本工资2000元/月 + 奖金2000元/月（根据月度考核情况发放）+夜班费

• 第二年：基本工资2600元/月 + 奖金2000元/月（根据月度考核情况发放）+夜班费

• 第三年：基本工资3200元/月 + 奖金2000元/月（根据月度考核情况发放）+夜班费

➢按职工标准代扣代缴五险（个人扣缴357.16元，医院按1:3资助）

➢为行业人学员提供免费住宿

➢按职工标准提供午餐补助（300元/月）

➢按职工标准免费提供工作服（夏装和冬装各2套）和工作牌

➢免费办理医院图书馆借书证（仅对住培学员免费办理）

➢住培学员纳入院内继教系统统一管理



2.住宿条件

➢为社会招收对象提供免费住宿

➢对委派培训对象，由委托单位提供住宿补贴

43

主院区宿舍 东院区宿舍



3.学习质量监测（老师评价+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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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不同身份类型学员临床胜任力的维度达标率比较



4.沟通反馈渠道

➢在线动态评价和反馈机制

• 建立住培学员QQ群

• 住培教学秘书QQ群

• “师资对学员评价”

• “学员对师资评价”

➢学员和师资管理会议

➢学员和师资座谈会

➢教学工作午餐会

➢专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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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和执业注册

➢组织执医考试报名

➢安排考试前培训

➢统一办理执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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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丰富的党（团）组织活动

➢独立建立社会人学员团支部

➢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团文体活动

• 住培学员羽毛球比赛

• 住培学员医学影像阅片竞赛

• 住培学员“最美寝室”评选

• 本研住一体化“都司湖歌舞大赛”

• 本研住一体化“篮球赛”

• 本研住一体化“我爱我院摄影书画展”

• 本研住一体化“留院学生年夜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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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住培专项评优

➢专门设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年度优秀个人和集体

➢ 2018年评选并奖励：

• “优秀住院医师”75名（2000元/人）

• “优秀教学秘书”20名（1000元/人）

• “优秀带教老师”30名（1000元/人）

• “优秀住培学员导师”30名（1000元/人）

• “优秀专业基地”5个（3000元/个）

• “优秀培训科室”10个（3000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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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优秀学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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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届“治趣杯”全国临床思维病例挑战赛团队“最佳规培基地”和个人“季军”

➢2018年，2016级外科专业住培学员王丹：挺身而出救助病患事迹

➢2018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第四届图王争霸赛“三等奖”



（四）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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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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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培办公室2018年研究工作

➢申请获批住培相关教学研究项目：4项

• 医学部教学研究项目：2项

•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科研立项：1项

•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项目：1项

➢发表住培教学论文：4篇

➢获2017年度医学教育百篇优秀论文：三等奖

➢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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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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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培宣传

➢撰写和发表宣传稿：105篇次

• 教学办公室公众号：58篇次

• 医院网站或公众号：33篇次

• 国家平台或公众号：14篇次

➢编制

• 《住培专刊》：每半年一期

• 住培《年度教学报告》：每年

• 住培工作简报：每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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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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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省级工作 全面对外交流 引领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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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9年住培公开招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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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专业基地 招录计划

0100 内科 14

0200 儿科 20

0300 急诊科 4

0400 皮肤科 2

0500 精神科 4

0600 神经内科 10

0700 全科医学科 30

0800 康复医学科 4

0900 外科 20

1000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4

1100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12

1200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5

1300 外科（整形外科方向） 2

专业代码 专业基地 招录计划

1400 骨科 14

1600 妇产科 5

1700 眼科 2

1800 耳鼻咽喉科 8

1900 麻醉科 18

2000 临床病理科 7

2100 检验医学科 5

2200 放射科 19

2300 超声医学科 11

2400 核医学科 1

2500 放射肿瘤科 18

2800 口腔全科 12



湖北省2019年住培招录工作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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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报名 全省统一组织（http://hb.ezhupei.com）

理论考核 全省统一组织招录理论考核（执医范围），手机在线答卷

复试和录取 各培训基地完成审核、面试、技能考试和第一批录取

第二批志愿 第一批未录取考生继续选报有名额的专业，优先保障紧缺专业

复试录取 完成第二批次复试和录取（优先紧缺专业）

第三批调剂 仅全科、儿科、精神科、麻醉科、妇产科等紧缺专业

4月2日~15日

4月27日上午

5月16日~6月21日

6月22日~30日

7月1日~15日

7月30日

填报志愿 根据公布信息，选择一个医院的一个专业基地（第一志愿）5月9日~15日

网络报名 上网自行打印准考证4月21日~26日

成绩公布 公布理论考核合格线和名单，以及培训基地招录分数线5月8日



招录理论考试

➢考核形式：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在线答卷

➢6个考区：武汉市片区、十堰市片区、宜昌市片区、荆州市片区、咸宁市片区

、恩施州片区

➢理论考试主要内容：

• 临床医学：诊断学、医学影像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眼科学、耳鼻咽

喉科学、皮肤性病学、神经内科学、传染病学、精神病学、核医学、康复医学、预防医学

• 口腔医学：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儿童口腔医学、口腔预防医学、口腔黏膜病学、口

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影像诊断学、口腔组织病理学、口腔解剖生理学、口腔

材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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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人民住培2019招录

QQ群号：920073216

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教办

微信公众号：dylcxyjb

卢章洪

13477092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