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岗位类别 科室 岗位 学历 专业及方向 要求 招聘人数

医疗
骨伤十三科（康

复医学科）
骨伤十三科（康复

医学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针灸推拿方向

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有
规培合格证

1

医疗
脾胃病科（消化

内科）
脾胃病科（消化内

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消
化内科方向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有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执业证、规培合格证，中级职称
、年龄在35岁及以下

1

医疗
肺病科（呼吸内

科）
肺病科（呼吸内

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中西医结合、
内科专业呼吸内科、重症

医学呼吸方向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有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有执业证，有规培合格证，初级
职称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
的年龄在35岁及以下

2

医疗 肝病科 肝病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中医、临床医学、中西医
结合专业肝病或传染病方

向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有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执业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
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

1

医疗
普通外科（外一

科）
普通外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普通外科专业胃肠、甲乳
方向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有执业证，初级职称的年龄在30
岁及以下，中级职称的年龄在35岁及
以下

3



岗位类别 科室 岗位 学历 专业及方向 要求 招聘人数

医疗
胸外、乳腺科
（外二科）

胸外、乳腺科医师 本科及以上 胸心外科

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证
、执业证，副高级职称的年龄在40岁
及以下，正高级职称的年龄在45岁及
以下

1

医疗 肛肠科 肛肠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专业胃肠肛肠微创

外科方向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执业证、有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执业证、
医师资格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
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的年
龄在35岁及以下

1

医疗
麻醉科（含手术

室）
麻醉科医师 本科及以上

麻醉学、临床医学、外科
学、临床麻醉学

①硕士及以上学历，2022年应届毕
业，有医师资格证，有规培合格证；
②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甲医院工作
经历，有医师资格证、执业证，有规
培合格证，初级职称的年龄在30岁及
以下，中级职称的年龄在35岁及以下

7

医疗 口腔科 口腔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口腔医学专业

（其中口腔种植方向1人，
口腔正畸方向1人）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有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执业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
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的年
龄在35岁及以下

2



岗位类别 科室 岗位 学历 专业及方向 要求 招聘人数

医疗 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内科、中医外

科、外科专业

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证
、执业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的
年龄在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的年龄
在35岁及以下；血管外科或消化内镜
资质、IT技能方向

1

医疗 超声诊疗科 超声诊疗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诊断

学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执业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
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的年
龄在35岁及以下

1

医疗 病理科 病理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临床病理学、病理学诊断

等相关专业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执业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
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的年
龄在35岁及以下

1

医疗 功能检查科 功能检查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中医学、临床医学与相关

专业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有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执业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
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的年
龄在35岁及以下，副高级职称的年龄
在40岁及以下

1



岗位类别 科室 岗位 学历 专业及方向 要求 招聘人数

医疗
功能检查科肌电

图室
肌电图室医师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康复医学专业
神经内科或康复医学方向

①2022年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有规培合格证；
②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执业证、规培合格证，初级职称
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

1

药学 药剂科 药剂科药师 硕士及以上 中药学、药学、临床药学 2022年应届毕业 2

医技 疼痛科 疼痛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技术 2022年应届毕业 1

医技 输血科 输血科技师 硕士及以上
医学检验、临床检验诊断

学
2022年应届毕业 1

医技 皮肤科 皮肤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技术 2022年应届毕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1

医技 骨伤五科 骨伤五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技术 2022年应届毕业 1

医技
心病（心血管）

科
心病（心血管）科

技师
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技术（心脏康复
方向）

2022年应届毕业 2

大专 2022年应届毕业 10

本科及以上 2022年应届毕业 43

其他 医院感染管理科
医院感染管理科工

作人员
硕士及以上

公共卫生专业，预防医学
方向

2022年应届毕业 1

护理 护理部 护理人员
中医护理、麻醉护理、护

理（助产除外）



岗位类别 科室 岗位 学历 专业及方向 要求 招聘人数

其他 医院感染管理科
医院感染管理科专

业技术人员
本科及以上

医学检验专业临床微生物
学方向

有3年及以上临床微生物学工作经
验，初级职称的年龄在30岁及以下，
中级职称的年龄在35岁及以下

1

其他 计算机网络中心
计算机网络中心工

程师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和医学信息、数据
科学、物理、数学、医学

等相关专业
2022年应届毕业 1

其他 计算机网络中心
计算机网络中心工

程师
硕士及以上

计算机和医学信息、数据
科学、物理、数学、医学

等相关专业
2022年应届毕业 1

其他 病案统计室
病案统计室统计人

员
本科及以上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生
物统计学、统计学、预防

医学、计算机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生物统计学、
统计学、预防医学、计算机专业方向
①2022年应届毕业；
②有三甲医院相关工作经历，有初级
资格证、30岁及以下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