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3

峡江县 2021 年度编制备案制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岗位表
面向县内公立医院非在编人员招聘岗位及人数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临床医生

岗位条件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西医临床医学(100601K)
(100602)

影像医生
影像技术人员

峡江县人民医院

检验人员

研究生：内科学（100201）外科学（100210）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40 周岁及以下，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年龄可以放宽至 45 周岁。
大专：中医学（620103K）、针灸推拿学(620105K)

中医科医生

招聘人数
1

本科：中医学(100501K) 、针灸推拿学(100502K) 、中

研究生：中医内科(100506)中医外科(100507)针灸推拿学(100512)中西医结合临床

3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5 周岁及以下。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研究生：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方向），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
中专：医学影像技术（100800） 大专：医学影像技术（620403） 本科：医学影像技术(101003)
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
中专：医学检验技术(100700)

大专：医学检验技术（620401） 本科：医学检验技术(101001)

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35 周岁及以下，具有检验士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

2
2
2

中专：药剂(101100)、中药学(101800) 大专：药学(620301)、中药学(620302) 本科：药学（100701）、中
药剂人员

药学(100801)

研究生：药剂学(100702)药理学(100706)中药学(1008)

2

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具有西药士或中药士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
健康宣教员
会计

专业不限，全日制中专（高中）及以上学历，35 周岁及以下。
大专：财务管理（630301）、会计（630302） 本科：会计（120203K）、财务管理（120204） 研究生：
会计学（12020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

中专：护理(100100)、助产专业(100200)
护理

2

究生：护理学(1011)

大专：护理(620201)、助产专业(620202)

本科：护理(101101) 研

全日制中专及以及上学历，40 周岁以下，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具有主管护师及以上

职称者年龄可放宽至 45 周岁。

1

23

峡江县中医院
峡江县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

护理

中专：护理(100100)

大专：护理(620201)

4

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35 周岁以下，具有执业护士资格证及 1 年以上本院工作经历。
中专：护理(100100)、助产专业(100200)

护理

本科：护理(101101)
大专：护理(620201)、助产专业(620202)

本科：护理(101101)

中专及以上学历，40 周岁及以下，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具有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者年龄可放宽至 45 周岁，1

2

年以上本院工作经历。

小计

44

面向社会招聘岗位及人数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病案室人员
外科医生

峡江县人民医院

内科女医生
内科男医生
会计
麻醉科医生
B 超医师

峡江县中医院
康复科医师
康复治疗师

岗位条件

招聘人数
1

专业不限，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40 周岁及以下，具有病案信息技术初级及以上资格证。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研究生：外科学(1002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40 周岁及以下，具有

执业医师资格证，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资格证者年龄可放宽至 45 周岁。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研究生：内科学(10020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35 周岁及以下，具有主治医师资格证的可以放宽到 40 周岁。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研究生：内科学(100201)

计学（120201）

本科：会计（120203K）、 财务管理（120204）

研究生：会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研究生：麻醉学（100217）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25 周岁及以下。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本科：医学影像学（100203TK）研究生：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25 周岁及以下。
大专：针灸推拿（620105K）本科：针灸推拿学（100502K）研究生：针灸推拿学（10051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证及 1 年以上临床工作经历。
大专：康复治疗技术（620501）本科：康复治疗学（101005）研究生：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25 周岁及以下。

1
2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35 周岁及以下。
大专：财务管理（630301）、会计（630302）

1

2
1
1
1
1

内科医师

儿科医师

五官科医师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中西医临床医学（100601K）研究生：内科学（100201）、中西医结合临床（10060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35 周岁及以下，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中西医临床医学（100601K）研究生：儿科学（100202）、中西医结合临床（10060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25 周岁及以下。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研究生：耳鼻咽喉科学（100213）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证。

1
1
1

大专：财务管理（630301）、会计（630302）本科：会计（120203K）、 财务管理（120204）研究生：会计学
会计 1

（12020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具有助理会计师证及 3 年以上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女性，

1

限本地户籍。
大专：财务管理（630301）、会计（630302）本科：会计（120203K）、 财务管理（120204） 研究生：会计学
会计 2

（120201）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具有助理会计师证及 3 年以上事业单位工作经历，男性，

1

限本地户籍。
护理
网络管理员
康复技师

峡江县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

公卫医生
临床医生

本科：护理学(101101)

研究生：护理学（1011）

本科及以上学历，35 周岁及以下，取得护师及以上专业资格证及连续 3 年以上中医院护理工作经历。
大专：计算机网络技术（610202）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901）研究生：计算机应用技术（081203）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30 周岁及以下。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中医学（100501K） 研究生：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中医学（1005）
本科及以上学历,40 周岁及以下。需从事女性产后骨盆修复等工作，适合女性。
大专：预防医学（620601K）、公共卫生管理（620602）本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1004）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25 周岁及以下。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25 周岁及以下。

小计

1
1
1
1
2

22

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及人数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岗位条件

招聘人数

影像技术人员
中医医生

峡江县人民医
院

本科：医学影像技术(10100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本科：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00601K)

研究生：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0060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药剂人员

本科：药学(100701)

检验人员

本科：医学检验技术（101001）

内科医生

本科：临床医学专业(100201K)

研究生：内科学(10020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外科医生

本科：临床医学专业(100201K)

研究生：外科学(100210)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研究生：内科学(100201)外科学(100210)

病理科医生
公卫医生
康复治疗师
内科医师
内科医师

峡江县中医院
急诊科医师
外科医师
中医外科医师

研究生：药剂学(100702)药理学(100706)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

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

与食品卫生学(100403)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100404)

研究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100401)营养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大专：康复治疗技术（620501）本科：康复治疗学（101005）研究生：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大专：中医学（620103K）本科：中医学（100501K）研究生：中医内科学（100506）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本科：中西医临床医学（100601K）研究生：中西医结合临床（10060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大专：临床医学（620101K）本科：临床医学（100201K）研究生：急诊医学（100218）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本科：中西医临床医学（100601K）研究生：中西医结合临床（10060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本科：中医学（100501K）研究生：中医外科学（100507）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

1
1
1
1
7
7
1
1
1
1
1
2
1
1

小计

27

合计

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