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2018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简章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建成的集医疗、教学、科研

和预防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甲医院。医院于 1999 年底建成开业，

2001 年 9 月，深圳市政府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纳入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管理体系。自 2005 年起，医院医疗质量连续

十三年在深圳市属综合医院中排名第一或 A 级。2015 年，医院首家

通过 ISO9001 护理质量管理体系，检验科全市率先通过

ISO15189:2012医学实验室认证，检验结果获得100多个国家认可。

医院还先后获得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

五级、 ISO9000 后勤管理体系、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

OHSMS1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医院坐落在美丽的莲花山畔，占地面积 5.9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21.2 万平方米，编制病床 1600 张。医院固定资产总值达 23.7 亿

元，拥有 3.0T 磁共振、西门子双源 CT、SPECT、飞利浦 EPIC7 系

列超声等总价值超 10 亿元的现代化医疗设备，现有员工 2700 多人，

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700 余人，博士研究生 186 名、硕士研究生

404 名，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24.6%。医院吸引了

深圳、香港、澳门以及周边地区的大批患者，还有来自全球 36 个国



家和地区的外宾前来就诊。2017 年，医年门急诊总量达 300 万人次，

出院病人 6.4 万人次，住院手术量 4.2 万台次。 

医院开设 53 个临床医技科室，其中国家级合作重点学科 1 个，

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8 个，深圳市品牌学科 7 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1 个，深圳市重点实验室 7 个，深圳市创新服务平台 3 个。医院还设

有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分中心 3 个（国家恶性肿瘤临床研究中心深圳分

中心、国家老年医学临床研究中心深圳分中心、国家口腔医学临床研

究中心深圳分中心），近年来引进“三名工程”团队 20 个，其中北医系

统专家团队 10 个。共有 5 个学科/专业（妇产科、泌尿外科、皮肤科、

整形外科、变态反应专业）进入 2017 年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前

100 专科和专业。2017 年，医院通过了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备

案。 

医院是国家首批数字化示范医院，2017 年医院通过国家电子病

历五级认证，并入选广东省智慧医院建设单位。近年来，医院全力推

广分时段预约诊疗、在线支付、检查结果在线查询等服务，有效缩短

患者的等候时间，努力改善患者就医感受。医院充分利用学科综合优

势，推行多学科或跨学科联合会诊制度，并且与日本癌研有明病院、

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建立远程病理会诊体系，医疗诊治水平日益提

高。同时通过美化院区、地面“零”停车等，为患者提供舒适、安全的

就医环境，医院连续多年在广东省三甲医院满意度第三方评测中名列

前茅。 

作为北京大学深圳临床医学院，医院设立了内、外、妇、儿等二



级教研室 24 个，三级教研组 28 个，年接收北京大学本科、研究生、

临床实习生 70 多名，其他实习、进修人员 100 多名。拥有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 1 个，博士培养点 2 个，硕士培养点 18 个，共有硕士、博

士生导师 98 名。近 5 年，累计获得科研立项 470 余项，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24 项，省部级科研立项 33 项，厅局级科研立项 418 项；

累计发表论文 21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76 篇；获各级奖励

10 余项，其中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2 项，广东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广东省科技三等奖 2 项。获授权

专利 436 项。 

医院与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技术和学术方面展开了广泛的

交流与合作，逐步拓展对外交流渠道。医院与日本东京癌研有明病院、

日本独协医科大学病院、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儿童医院建立了姊妹医院

关系，并与国际知名的美国休斯顿医学中心、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

麻省总医院、加利弗尼亚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和法国尼斯医学中心建

立了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并多次互访增进合作。 

    医院领导班子重视人才培养、重视教学工作，重视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成立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全院推行住院医师规

范化“一学员一导师”制度。2016 年 9 月始启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管理系统”，实现了管理信息化。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2 月，占地面积约为 1500 平方米，集临床技能培训、考核于一体。

中心设有综合技能训练室，重症医学训练室，全科医学训练室，内、

外、妇、儿科训练室，模拟手术室，护理训练室等，还配有高级训练



模型，高级心肺复苏、智能化综合模拟人等设备，能完成自动评分考

核功能。医院是国家首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目前共有 24 个

专业基地，协同单位三家：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深圳市盐田

区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待遇： 

1、培训期间，我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社会人身份）的

生活补助，按照本科毕业学员 6000 元/月、硕士毕业学员 7000 元/

月、博士毕业学员 8500 元/月的标准执行。购买并支付培训学员养老、

医疗（含生育保险）、事业、工伤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本科毕业学

员约 950 元/月、研究生毕业学员约 1100 元/月，具体费用以每月缴

纳情况为准），个人缴纳部分由学员个人支付。上述待遇已包含上级

及本市财政补助。单位人身份的学员其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等待遇由

原单位予以承担； 

2、月绩效 1000 元/月，按照考勤情况、工作业绩、工作表现三

个方面考核后发放；季度绩效 2000 元/季； 

3、提供免费的住宿或租房补贴 600 元/月； 

4、加班费及夜班费，按照医院同岗位标准计发；另外根据学员

是否具有执业医师证并在我院注册、独立值班和管床等情况由轮转科

室发放一定比例绩效工资； 

5、培训期间学员每年享有一次健康体检，标准参照我院同级别

职工。 

6、全科、儿科、耳鼻喉科、康复医学科专业在待遇基础上补贴



1000 元/月岗位津贴； 

7、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学医院，按照北京大学医学部以同

等学力申请学位的暂行办法，在我基地规培的住院医师可以以同等学

力申请学位，规培专业为北医的研究生培养点及有符合导师上岗条件

的导师。 

8、凡报考内科、外科、骨科、妇产科、全科、检验医学科专业

基地的人员，在录取后可能会被分配到协同基地进行培训，须服从主

基地分配。分配到协同专业基地培训人员必须在主基地接受不少于 3

个月的核心内容培训和结业考核，保证培训工作规范化、同质化。 

9、因个人原因退出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含协同）的

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3 年内不能再次报考国家住培医师规范化培

训。报考我基地人员，一经查实有上述情况，将取消报名资格，并承

担一切后果。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1120号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邮编：518036 

联系人：顾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923333-6105 

        张老师   联系电话：（0755）83923333-6107  

邮 箱：bdszyy_zp@163.com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协同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深圳市是盐田区人民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 

 

2018 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招生简介 

蛇口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历 30 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

为一个同时融合了居住与旅游、本土与国际、富裕与休闲的国际化城

区，区域内集中了鲸山别墅九期、双玺花园、兰溪谷、半岛城邦等一

系列高尚住宅，聚集着一大批享受高品质生活、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优

质人群。蛇口与香港隔海相望，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吸引着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深圳市 60%以上的

外籍人士聚居于此，因此拥有了“小联合国”之称。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人民医院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深圳医院，

坐落于蛇口半岛中心地带，目前已成为外籍人士与港澳居民在深圳

就医的首选医院，是深圳市南山区国有非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是

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内唯一一家三级综合医院，是华南地区第一

家通过美国 JCI 质量认证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广东省高等医学院校

教学医院、广东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点、广东省全科医学教

育临床教学基地、广东省特级档案综合管理单位，深圳市园林式花

园式单位、被深圳市政府授予“绿色医院”称号，多次被香港大公报

评为“香港市民最信赖的内地特色专科”医院。医院占地面积为 2，

2670.7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 5，5870 平方米，核定床位 506 张，

服务面积达 65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接近 80 万。为进一步满足群众

需求，十三五期间医院将新建一栋内科综合大楼，用地面积约

4845.20 ㎡，计划建成地上 25 层地下 3 层的现代化大楼，届时医院

床位数将达到 800 张。 



蛇口人民医院医资雄厚，现有在职员工 1756 人，高级职称专业

人才 231 人。其中，硕士生导师４人，博士 8 人，硕士 154 人。 

目前医院设有临床医技科室 36 个（护理单元 24 个），即肿瘤科、

全科医学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内科（含糖

尿病治疗中心）、肾内科（含血液透析中心）、神经内科、感染科、普

外科、甲乳外科、肛肠外科、骨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妇科、产

科、儿科、新生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急诊科、中医科、

康复科、皮肤科、麻醉科、重症监护病房（ICU）、体检科、药剂科、

检验科、中心实验室、临床输血科、放射科、超声诊断科、病理科、

特诊中心、龙江韩氏妇科专家门诊等。  

医院目前拥有 31 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医护人员 361 人，为服

务区域内的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并为他们提供社区诊断、心理卫生、

老年保健、慢性病综合防治、儿童保健、妇女保健、预防接种与传染

病防治、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九大类服务。  

医院在全市率先引进了 3.0T 核磁共振仪，是目前场强最高、技

术最先进的超导型高磁场磁共振机之一。同时拥有全数字平通用平板

血管造影机系统（DSA）、移动 DR、全数字化乳腺 X 射线摄影系统、

IU-22 为主的高端彩超仪、GE 高档彩超 E9、电子内镜系统、电子支

气管镜、浅表静脉曲张动力去除系统、血液透析系统、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及数字床边 X 光机等一系列的高端医疗设备。建立了深圳市首

家静脉药物配置中心(PIVAS)，从德国引进国际公认有效控制院内感

染的“病区一体化清洗消毒间系统”。 

医院拥有百级手术间 2 间，千级手术间 2 间，万级手术间 7 间，

其中 2 间是代表国内目前最先进的一体化数字手术室，配置了 C 型



臂、X 光机、腹腔镜系统、宫腔镜电切系统、气压弹道碎石机、钬激

光碎石机、等离子电刀、进口超声刀、高频电刀、手术显微镜、纤维

支气管镜、视可尼等一系列先进设备，是深圳市目前设施齐全、设备

先进的综合性现代化手术室。 

医院积极开展涉外医疗服务，与 “美国基础医学教育联盟”、“维

世达盛凯诊所”等国际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涉外人士提供急救

住院、预约就诊、实验室检验、影像学检查等医疗服务。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医院积极落实市政府

“医疗卫生三名工程”有关工作，与国内知名高等医学院校建立合作关

系，推动学科建设和医院发展。2011 年我院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挂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深圳医院”。在湘雅二

院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成立了“糖尿病治疗中心”、ICU 及“血液透析中

心”，并开设了湘雅专家门诊。2016 年 10 月，与湘雅二院签署第二轮

合作协议，双方就合作周期内助蛇口医院创建三甲医院及省市重点学

科达成一致意见，与湘雅二院的合作，使医院在品牌建设、学科发展、

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均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医院自 2009 年 1 月开始，全面启动国际医疗服务质量标

准认证工作（JCI 认证），JCI 认证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的

全球评估医院质量的认证标准。2013 年 7 月医院以高分顺利通过 JCI

认证，成为华南地区首家、国内第 10 家通过 JCI 认证的综合性公立

医院；2016 年 7 月医院再次以高分通过了最新标准的 JCI 复审,喜获

JCI 总部授予的复审金牌,医院正逐步向与现代化先进城市相匹配的

“国际化精品医院”迈进。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七路36号深圳市蛇口人民

医院，邮编：518038 

 联系人：科教科 涂老师 联系电话：0755-26889432 邮 箱：

1310139214@qq.com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 

医院概况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集团）是由深圳市、盐田区政府两级政府

共建的三级综合性医院，位于深圳东部，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梧桐山下，

紧邻盐田区委区政府及 CBD 核心区“壹海城”，交通便利，依山傍

海、环境优美，承担着预防、医疗、康复、教学及科研等任务，是国

内多家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中英街的私立联合

诊所，1989 年在现址建设“沙头角人民医院”，1998 年盐田建区后

更名为“盐田区人民医院”，2005 年被市政府列为“深圳市第七人

民医院”，2017 年合并原盐田区盐港医院、原梅沙医院及全部区属

社康中心，组建深圳市盐田区人民医院（集团）。医院愿景是尽早建

设成为技术精湛、服务一流、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建成与国际滨海城区相匹配的“深圳东部国际医疗中

心”。 

   医院（集团）含院本部、盐田院区、梅沙院区三个院区，辖 13

个区域社康中心（站）。目前总占地面积近 5.0 万平米（不含社康面

积，下同），总建筑面积 11.0 万平米。医院集团在岗职工 1100 余人，

其中正高职称 66 人，副高职称 155 人，博士 8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2 人，硕士以上学历 70 人，编制床位 670 张。十三五期间，医院（集

团）将完成各院区整体改造，总建筑面积将达到 18.0 万平米，开放

床位 1100 张。 



   医院（集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治院理

念，以“尊重生命，服务患者，奉献社会”为宗旨，以“精诚、仁爱、

务实、创新”为院训，引领全院职工团结奋进、努力为患者提供优质

的医疗服务和人文关怀。 

学科建设 

   医院（集团）学科按三级甲等医院架构设置完整，目前拥有神经

康复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内科、肾内科、呼

吸内科、消化内科、重症医学科、普外科、骨科、泌尿外科、神经外

科、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肛肠科、儿科、妇科、产科、手术室、

麻醉科、口腔科、皮肤科、针灸推拿科、中医科、体检中心、血液净

化科、感染科、急诊科等临床学科 28 个；超声影像科、放射影像科、

检验科、病理科、药剂科等医技专科 5 个。               

   其中，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内科、骨科、普外科、重症医学科、妇

产科、检验科、放射科、中西医结合老年病科、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

中西医结合肛肠病特色专科等为区级重点学科。医院是湖南中医药大

学、南华大学教学医院，先后接收本科实习生数百人次，培养硕士研

究生 20 余人。 

交流合作 

    名院名校合作。2014 年底医院（集团）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正

式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湘雅医院专家长期进驻我院，通过手术

指导、会诊、讲课等活动的不断开展，加快了医院学科建设水平和医



疗技术水平的提升。2016 年医院挂牌成为湖南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为下一步全日制医学本科教育、医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深圳市“三名工程”。医院（集团）成功引进国内著名的胡大一

教授心血管诊疗专家团队，为建设市内领先的心血管康复治疗中心奠

定基础。此外，医院（集团）还与广东省中医院签订合作协议，相互

支持、紧密协作。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梧桐路 2010 号 

邮编：518081 

联系人：科教部 李昭宇 

联系邮箱：kjk6067@126.com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一、医院简介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地处深圳市中心城区——福田区，与香港隔水

相望，通联两岸四地，交通发达，其前身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

作为深圳市最早的医院之一，已拥有 50 余年的历史,是一所集医疗、

科研、教学、预防保健及康复为一体的功能齐全、技术力量雄厚、设

备先进的三级综合性医院。2016 年 8 月 26 日，深圳市福田区政府与

中山大学签署共建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的框架协议，医院纳入中山

大学直属附属医院管理体系，正式更名为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 

作为中山大学重要的医学人才培养基地和科研基地，在中山大学和深

圳福田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医院 2017 年底已完成整体改造，

预计 2018年初交付使用，建筑面积将达 21万平方米，床位 1500张，

停车位 1200 个，届时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将成为一个绿色、环保、

舒适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 

目前医院由院本部、23 个社康中心及 3 个医务所组成，开设 42 个临

床医技科室，开放床位 544 张，年门诊量近 151.6 万人次，年手术

量 1.6 万台次。医院现有职工 1568 人，主任医师 129 人，副主任医

师 231 人，博士后 9 人、博士 45 人，硕士 158 人，博士生导师 7 人，

硕士生导师 9 名。各级各类学会任职 535 人次，其中国家级学会副

主委 4 人，省级主委 2 人，省级副主委 13 人。享受市政府以上特殊

津贴 4 人(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 3 名)。 



医院学科齐全，拥有心血管内科市重点学科，7 个区重点专科，6 个

区重点建设专科。拥有1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8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拥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全科医学、检验医学科五个住院医师规培

协同专业基地，各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带教老师教学经验丰富。 

医院科研能力逐步提高，近 5 年来，获立项 261 项目，累计获资助

科研经费 1363.4 万。其中国家级项目 6 项，获资助 220 万;发表 SCI

论文 54 篇，累计影响因子 151.2;出版专著 15 本，获科技进步奖 3

项。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 92 号商丘大厦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

院行政楼 413 室 

联系人：武双鑫  

联系电话：0755-83980884 

邮 箱：zdbyjx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