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科室 岗位 专业要求 学历要求
招聘
人数

其他

1 神经内科 医师 神经病学 硕研及以上 1

2 神经内科 科研
神经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药理学/神经病学/流行病
学/统计学

硕研及以上 2

3 神经内科
实验室
带头人

神经生物学/生物化学药学
/分子生物学

博研 1
社会招聘临床神经病学实验室学科带头人，正高职
称，科研能力强。

4 消化内科 医师 消化内科 硕研及以上 1

5 消化内科 医师 消化内科 博研 1

6 呼吸内科 医师
呼吸、重症、肿瘤相关专
业

博研 2
985、211高校应届毕业生，有独立申请科研项目的经
验，有SCI文章发表。

7 呼吸内科 医师
呼吸、重症、肿瘤相关专
业

硕研及以上 1
985、211高校应届毕业生，四证齐全，临床工作能力
强。

8 心血管科 医师 心血管内科 硕研及以上 1

9 心血管科 心超室医师 心血管内科 硕研及以上 1

10 心血管科 技师 影像或超声 本科及以上 1

11 血液科 医师 血液病学 硕研及以上 1 博士优先

12 肾内科 医师 肾脏病学 硕研及以上 1 博士优先

13 内分泌科 医师 内分泌学 博研 1

14 风湿免疫科 医师 风湿免疫病学 硕研及以上 1 发表高质量SCI论文2篇

15 全科/老年/高级病房 医师
全科医学\内科学\老年
病学

硕研及以上 2 四证齐全

16 全科/老年/高级病房 医师 内科学/危重医学 硕研及以上 1 学术型博士优先

17 放射治疗科 物理师
生物医学工程、医学物理
、核（放射）物理

硕研及以上 1 985与211高校本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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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放射治疗科 技师 医学影像、医学物理 本科及以上 1

19 肿瘤科 医师 肿瘤学 博研 2 985高校，学术型

20 肿瘤科 科研 生物技术类专业 博研 1 985或211高校，学术型

21 皮肤科 医师 皮肤病学 博研 1

22 感染性疾病科 医师 感染性疾病专业 硕研及以上 2 有工作经历优先

23 泌尿外科 医师 男科 硕研及以上 1

24 泌尿外科 医师 泌尿外科 博研 1 较强科研能力，国外2年学习经历者优先。

25 泌尿外科 医师 泌尿外科 硕研及以上 1

26 胸心外科 医师 胸心外科及相关专业 硕研及以上 2 发表SCI论文1篇以上

27 血管外科 医师 外科学 博研 1

28 血管外科 医师 血管外科学 硕研及以上 1

29 脊柱外科 医师 临床医学 博研 1

30 关节外科 医师 骨科 博研 1

31 关节外科 医师 骨科 硕研及以上 1

32 创伤外科/急诊外科 医师 急诊外科（创伤方向） 硕研及以上 4

33 手足外科 医师 骨科 博研 1

34 手足外科 医师 骨科 硕研及以上 1

35 骨松中心 医师 骨科 硕研及以上 1

36 整形美容科 医师 整形外科 硕研及以上 1

37 神经外科 医师 神经外科 博研 2 其中社招引进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1名

38 神经外科 医师 神经外科 硕研及以上 2

39 甲乳外科 医师 甲乳外科 博研 2 SCI论文2篇及以上

40 胃肠外科 医师 胃肠外科 博研 1

41 胃肠外科 医师 胃肠外科 硕研及以上 1

42 肝胆外科 医师 普外科 硕研及以上 1 博士研究生优先

43 妇产科 医师 妇产科学 博研 2

44 妇产科 医师 临床医学 硕研及以上 1



45 妇产科 医师 妇产科学 博研 1 社招引进有海外科研经历，妇科肿瘤方向者优先

46 生殖中心 超声医师 超声医学 硕研及以上 1

47 生殖中心 科研 胚胎医学 博研 1

48 生殖中心 技师 医学检验或生物技术 本科 1

49 儿科 医师 儿内科 硕研及以上 1
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具有普儿、新生儿工作经
验，可进行高级生命支持

50 麻醉科
医师/专职科
研岗

麻醉学 博研 2

51 麻醉科 医师 麻醉学 硕研及以上 1

52 麻醉科 医师 重症医学 硕研及以上 1

53 介入治疗科 医师 介入放射学 硕研及以上 1 四证齐全

54 急重症医学科 医师
急诊医学、重症医学、内
科学、外科学

博研 1

55 急重症医学科 医师
急诊医学、重症医学、内
科学、外科学

硕研及以上 3

56 急重症医学科-院前急救 医师
急诊医学、重症医学、内
科学、外科学

本科及以上 4

57 眼科 医师 眼科学专业 硕研及以上 2

58 眼科 科研 基础医学及生物医学 硕研及以上 1

59 耳鼻喉科 医师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博研 1

60 耳鼻喉科 医师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硕研及以上 2 学术型优先

61 耳鼻喉科 技师 听力学 本科及以上 1

62 口腔科 医师 口腔颌面外科 硕研及以上 1 执业医师资格证

63 中医科 医师
中医或中西医结合外科
（肛肠）专业

硕研及以上 1 四证齐全

64 康复科 医师 康复、重症、神经、呼吸 硕研及以上 1 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四证齐全



65 康复科 技师 康复、重症、神经、呼吸 大专及以上 1 有较强的临床综合康复治疗能力

66 肿瘤放射免疫治疗实验室 临床试验员 肿瘤科 硕研及以上 1 四证齐全

67 医学检验中心 技师 医学检验及相关专业 博研 3 有开展NGS分析能力、PCR上岗证优先

68 医学检验中心 技师 医学检验及相关专业 硕研及以上 2至4 有PCR上岗证优先

69 医学检验中心 技师 医学检验及相关专业 本科 3至6 有PCR上岗证及新冠病毒检测经验优先

70 核医学科 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
医学、肿瘤学等

博研 2 “985”、“211”高校、四证齐全

71 核医学科 技师 医学影像技术 本科及以上 1 从事SPECT/CT及PET/CT技术工作为主

72 核医学科 技师
医学检验、免疫学或核医
学等相关专业

硕研及以上 1 从事体外免疫分析检测及科研工作

73 超声科 医师 超声医学 硕研及以上 2

74 病理科 医师 医学相关专业 博研 1

75 影像诊断科 医师 影像诊断专业 博研 1

76 影像诊断科 医师 影像诊断专业 硕研及以上 3

77 影像诊断科 技师 影像诊断专业 本科 3

78 药剂科 药师 临床药学/药理学 博研 1 代谢或蛋白组学研究方向优先

79 药剂科 临床试验
临床药学/药理学/药物分
析学

博研 1 生信分析，代谢组学或蛋白组学研究方向优先

80 药剂科 药师 临床药学 硕研及以上 3 本科临床药学专业

81 护理部 护理 护理学 大专及以上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