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21年聘用制员工招聘职位表 

（惠市一医公招〔2021〕1号） 

序

号 

岗位

代码 
科室 

岗位及专业技术

资格 

招聘

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技术资格方向 其他要求 

学历/学位 专业 

1 PD001 消化内科 专职科研人员 1 博士研究生 消化系疾病相关方面的基础研究    

 

 

 

 

1.医师岗位均要求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且须在 2021 年完

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博士

或科研型除外）； 

2.PM009 岗位具备康复工作经

历者优先； 

3.PM014 岗位临床专业型硕士

优先； 

4. PB001、PB002、PB003、

PB004、PB005 岗位要求具备 3

年以上二级医院工作经历，且

目前在岗； 

5. PB002 岗位要求熟练开展

常见颅脑损伤等手术、熟练掌

握重症颅脑损伤的管理； 

6. PB003 岗位要求熟练开展

常见腹部创伤手术； 

2 PD002 骨科 副主任医师 1 博士研究生 骨科、基础医学   

3 PM001 消化内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消化内科、消化内镜方向）   

4 PM002 消化内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消化内科、肝病方向）   

5 PM003 心血管内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心血管内科方向）   

6 PM004 老年病科 医师、主治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方向）   

7 PM005 神经内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神经病学（神经遗传方向）   

8 PM006 血液内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血液内科）  

9 PM007 肾内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肾内科）  

10 PM008 危重医学科 医师 3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急诊医学   

11 PM009 骨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运动医学   

12 PM010 骨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脊柱外科、关节外科方向）   

13 PM011 手足显微外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骨外科、手足外科、显微外科、

整形外科方向） 
  

14 PM012 神经外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神经外科方向）   

15 PM013 心脏外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心脏外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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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M014 胃肠外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普通外科方向）   7. PB006 岗位要求具备产前

诊断超声资质，具备妇幼专科

医院 5 年以上工作经历者优

先； 

8.PB008 岗位要求具备妇产科

专业规培证。 

9.PC001 岗位要求具备 2 年以

上二级医院工作经历，且目前

在岗； 

10.应届毕业生不作年龄要

求，非应届毕业生要求初级职

称 35 周岁及以下，中级职称

40 周岁及以下，高级职称 45

周岁及以下。现职三甲医院、

具备博士学历者可放宽 5 岁。 

17 PM015 肝胆小儿外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肝胆外科方向）   

18 PM016 妇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妇产科学   

19 PM017 新生儿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儿科学   

20 PM018 PICU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儿科学   

21 PM019 耳鼻喉头颈外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耳鼻咽喉科学   

22 PM020 口腔科 医师 4 硕士及以上 
口腔临床医学（口腔外科、修复、牙体

牙髓方向） 
  

23 PM021 肿瘤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临床、专业型）   

24 PM022 感染性疾病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感染方向）   

25 PM023 急诊外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   

26 PM024 麻醉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麻醉学   

27 PM025 皮肤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皮肤性病学  

28 PM026 病理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29 PM027 营养科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   

30 PM028 放射科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31 PM029 磁共振室 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32 PM030 药学部 药剂师 2 硕士及以上 药学（临床药学方向）、药理学   

33 PM031 临床护理 护士 2 硕士及以上 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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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M032 感染管理部 院感干事 1 硕士及以上 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  

35 PB001 急诊内科 医师、主治医师 4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急诊医学、重症医

学、内科 

36 PB002 急诊外科 主治医师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神经外科 

37 PB003 急诊外科 主治医师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普通外科 

38 PB004 急诊外科 医师、主治医师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外科、急诊医学 

39 PB005 EICU 医师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急诊医

学、外科、内科 

40 PB006 超声科 副主任医师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 产科超声诊断 

41 PB007 超声科 医师 1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 超声诊断 

42 PB008 妇科 医师 2 
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妇科医师 

43 PC001 临床护理 护士 20 
全日制大专

及以上 
护理 护士 

合计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