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中牟县人民医院毕业生招聘一览表
岗位

代码
招聘专业 名额 学历要求 资格要求 备  注

考试

科目

006 临床医学 15

全日制一本及以上

2018、2019、2020年普

通高等医学院校毕业

从事儿科、耳鼻喉、感
染性疾病专业、肾病专
业、安宁疗护、老年病
、肛肠科、心脏重症、

麻醉

临床

007
医学影像或临床医

学

4 从事超声专业 临床

008 2（男）
从事放疗专业（放疗医
师1名，放疗物理师

1名）
临床

0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2018、2019、2020年普

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公共基
础知识

010 预防医学或临床医
学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不含专升本）

2018、2019、2020年普

通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

从事临床营养专业 临床

011 医学精神心理 1 临床

012 医学检验 2 从事病理或医学检验 临床

013 临床医学 5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从事耳鼻喉检查、眼科
检查、电生理检查与诊

断
临床

014 针灸推拿 1（男） 中医

015 眼视光专业或临床
专业

2 临床

016 消化内科专业 2

西医全日制专业型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第一学历为全日

制本科）

免笔试

017 呼吸专业 1 免笔试

018 肿瘤专业 2 免笔试

019 心内专业 1 免笔试

020 神经内科专业 1 免笔试

021 精神病学 1 免笔试

022 普胸专业 1 免笔试

023 肾病专业 1 免笔试

024 儿科专业 2 免笔试

025 眼科专业 2 免笔试

026 临床营养专业 1 免笔试

027 耳鼻喉专业 2 免笔试

028 呼吸专业 2
中医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第一学历为

全日制本科）
免笔试

029 医学微生物 1
全日制研究生及以

上

从事医学检验专业 免笔试

0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 2018、2019、2020年普

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免笔试

031
护  理

18（女）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2018、2019、2020年普

通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

身高160cm及以上 护理

032 7（男） 身高170cm及以上 护理



中牟县人民医院实用人才招聘岗位一览表

岗位

代码
招聘专业 名额 学历要求 资格要求 备注

考试

科目

033 临床医学 5 全日制一本及以上

30岁以下（1990年7月1)日
以后出生），取得规培证
或正在规培学员，并具有

执业医师资格证

从事儿科、耳鼻喉、感
染性疾病专业、肾病专
业、安宁疗护、老年病
、肛肠科、心脏重症、

麻醉

临床

034 消化内科专业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35岁以下（1985年7月1)日
以后出生）；取得中级及
以上职称；三级医院工作
一年以上或二级甲等医院
工作两年以上（以注册地

点为准）

临床

035 放疗物理类专业 1

35岁以下（1985年7月1日
以后出生）；从事放疗物
理师，须具有（LA）物理

师证；三级医院工作一年
以上或二级甲等医院工作
两年以上（以培训证明及

结业证为准）

临床

036 医学影像或临床医
学

1

35岁以下（1985年7月1日
以后出生），从事放疗医
师，须具有肿瘤放射治疗
学中级及以上职称；三级
医院工作一年以上或二级
甲等医院工作两年以上
（以注册地点为准）

临床

037 医学影像技术 1

35岁以下（1985年7月1日
以后出生），从事放疗放
射技师，须具有中级及以
上职称并同时具有放疗技
术培训证或结业证等，三
级医院工作一年以上或二
级甲等医院工作两年以上
（以培训证明及结业证为

准）

临床

038 临床医学 8（男）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40岁以下（1980年7月1日
以后出生），中级及以上

职称，从事急诊工作
临床

039 护 理 5

35岁以下（1985年7月1日
以后出生)主管护师及以上
资格；30岁以下（1990年7
月1日）护师及以上资格；

有三级医院工作1年或二级

甲等医院工作两年及以上
工作经历（以注册地点为

准）

身高：女160cm及以
上，男170cm及以上
。

护理



中牟县人民医院人才引进招聘岗位一览表

岗位

代码
招聘专业 名额 学历要求 资格要求 备注

考试

科目

040 风湿免疫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1、45岁以下（1975年7
月1日以后出生）
2、取得副主任医师及

以上职称
3、三级医院工作五年

以上（以注册地点为
准） 
4、学科带头人

免笔试

041 麻  醉 1 免笔试

042 儿  科 1 免笔试

043 泌  尿 1 免笔试

044 疼  痛 1 免笔试

045 内分泌 1 免笔试

046 消化内科 1 免笔试

047 整形外科 1 免笔试

048 血  液 1 免笔试

049 临床营养 1 免笔试

050 医学精神心理 1 免笔试

051 综合介入 1 免笔试

052 计算机（医学软件
工程）

1

35岁以下（1985年7月1
日以后出生），中级职
称，三级医院工作三年
以上或二级甲等医院工
作五年以上（以单位证
明或缴纳社保数据为
准）

免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