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简介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分院（津

市市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于

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前身为1911

年芬兰国教会创办的“津兰医院”，1955

年更名为津市市人民医院。2017年2月份，

津市市政府与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津市市人民医院成为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分院。按照三级

综合性医院的标准，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医院运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

行统一规划和管理，津市市人民医院也将驶入全面发展的快通道。 

医院现有职工总数564人，其中高级职称74人。目前医院占地4万多m2，建筑面积

近4万m2，开放床位500余张，固定资产近2亿元，设有30个临床医技室，其中普外科为

湖南省县级重点建设专科，骨科、神经外科、妇产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神经

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肾病内科、ICU、血液净化中心、儿科、急诊科等为津市

市重点扶持专科。拥有2个大型门诊部和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津市市120急救指挥中

心挂靠医院。 

在建的17层现代化外科大楼，建筑面积近5万m2，投入使用后医院开放床位达800

余张，手术间15个。 

目前拥有西门子64排128层螺旋CT、菲

利浦1.5T高场磁共振仪、菲利浦四维彩超、

日产全自动生化仪、西门子数字X光机，进

口诊断治疗用关节镜、宫腔镜、腹腔镜、

鼻窦内窥镜、胆管镜、胃结肠镜，支纤镜、

膀胱输尿管镜、神外显微镜及OMOM胶囊

胃镜等高精尖设备近二百台件。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分院 

2017年招聘公告 

 

参照《湖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试行办法》和《关于进一步严格

程序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精神，根据工作需要，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7名。公告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马明祥，副组长：卜中华，成员：

邹杰、陈明辉、王明生、贺国华、吴友文、敖湘松、傅涛。医院纪委监察

室对本次招聘工作进行全程监督。指导监督组：朱江霞、苏春花。 

二、招聘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  

三、招聘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4、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刻苦勤奋； 

5、招聘岗位所需的具体资格条件以附表岗位要求为准，所要求的专

业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为准；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条件，报考

需要有效执业资格和注册证岗位的，取得的学历和所学专业必须符合招聘

岗位所要求的执业资格报考和注册条件； 应届护理专业人员8月31日前需

提供执业考试合格成绩单。 

6、适应招聘岗位身体条件。  

服务期限未满或者违约的农村定向免费培养的医学生和特岗全科医

生等不得报名。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以



及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人员，不得报名应聘。 

聘用人员如正在省内、外其他住培基地进行住培的，根据国家及省内

的相关政策，须转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试用

期结束由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进行考核。 

四、招聘岗位、计划及要求(见附件1)  

五、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信息 

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网站（www.cdsyy.com）、津市市人民医院网站

（www.hnjsrmyy.com）和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开发布。 

（二）报名时间、地点、方式及要求 

1、报名时间：2017年6月1日8:00-17:00（12：00-14：30休息）。 

2、报名地点：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生活服务楼七楼。 

3、报名携带资料：见附件2。请应聘者自行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

津市市人民医院网站下载并如实填写《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分院公开

招聘人员报名表》,持本人签名的报名表、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第

一学历学位证书和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的学历(学籍)认证报告，硕士、博士应聘者需提交由导师签字且毕业

学院盖章的专业方向证明，有工作单位的请出具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的

同意报考证明等相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现场报名。 

4、报名要求：每人限报1个岗位，多报取消应聘资格。应聘者应对自

己所填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在报名应聘前，国家和省里尚未组织相应的执业资格考试的应聘者，

不需要提供执业资格相关证明材料，但招聘岗位其他要求栏内要求具有执

业资格条件的必须提供符合要求的执业资格相关证明材料。 

5、资格初审：根据招聘岗位条件，医院对应聘者进行现场资格初审。

现场报名资格审查通过者均可进入理论测试。 

医院将在整个招聘环节全程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复审，任何流程审核

出应聘者不符合公开招聘资格或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资格。 



（三）考试方法 

1、开考比例： 

应聘岗位要求学历为硕士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不设置开考比例。应

聘其他岗位应聘人数与岗位招聘数原则上不低于3:1的比例，但对少数专

业特殊或确实难以形成竞争的岗位，经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核减或取消岗位招聘计划。 

2、考试方式： 

采取理论测试、面试、实际操作测试的方式进行。 

医疗医技岗位和其他岗位综合成绩=理论测试成绩×45%＋实际操作

测试成绩×30%＋面试成绩×25% 

护理岗位综合成绩=理论测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 

综合成绩计算按四舍五入法取小数点后两位。 

理论测试采用机考答题方式。 

面试、实际操作：根据应聘同一岗位理论测试成绩排名先后，按岗位

招聘数1:3的比例确定入围面试、实际操作人员。 

3、考试时间： 

理论测试：6月2日7:30，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生活服务楼七楼领取准

考证。  

面试：6月2日14:00，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生活服务楼七楼。 

实际操作能力测试：6月3日上午，测试地点和相关要求另行通知。 

各环节考试成绩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津市市人民医院官方网站

公布,请应聘者注意查看。 

（四）体检和考察 

根据应聘同一岗位的综合成绩排名先后，按岗位招聘数1:1的比例等

额确定体检人员(综合成绩相同的,以面试成绩为先)，体检标准参照公务

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应聘医务人员等岗位的应聘者同时加测青霉素

过敏试验，对青霉素过敏的取消聘用资格。 

体检合格人员进入考察环节，主要对其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与

应聘岗位相关的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及资格条件进行



复查。有体检或考察不合格者，按应聘同一岗位综合成绩排名先后依次等

额递补（递补不超过两次）。 

六、公示  

根据综合成绩、体检和考察结果，经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

确定拟聘用人员，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津市市人民医院官方网站公示

7个工作日。  

七、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的，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实行试用期（试用

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者取消聘用合同。 

八、其他事项 

（一）公开招聘工作中具体事宜，请应聘人员随时关注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和津市市人民医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若因本人不及时关注相

关信息，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二）待遇： 

1、所有新进人员执行聘用制管理，其工资、绩效与现编制实名制人

员享受同等待遇，养老保险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其他社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按照有关规定参保、缴费。 

2、聘用期五年以上的硕士研究生给予一次性住房补助12万元，博士

研究生给予一次性住房补助20万元。 

3、本科及以上学历外地单身员工医院可提供公租房。 

4、职称晋升、聘任按照国家、省、市统一职称政策执行。 

咨询电话: 0736-7788115、4216585（人事科） 

监督电话: 0736-7788180、4217658 （纪检监察室）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分院 

津 市 市 人 民 医院 

                                 2017年5月24日 

 

 



 

附件1：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分院 

公开招聘岗位、计划及要求一览表 
序
号 岗位 招聘 

计划 专业 年龄 学历 其他要求 

1 五官科 2 眼耳鼻喉专
业、临床医学 

25岁
以下 

全日制
本科及
以上 

1.1992年1月1日以后出

生，第一学历须为全日制临

床医学本科。 

2.硕士、博士研究生应聘

人员年龄可放宽至35岁以

下。 

3.具有相应专业医师资

格证和执业证，有二级医院

相关工作经历2年以上者，年

龄可放宽至30岁。 

2 妇科 2 

临 
 
床 
 
医 
 
学 

3 产科 1 

4 普外科 2 

5 神经外科 1 

6 骨科 2 

7 儿科  2 

8 ICU 2 

9 急诊科 1 

10 传染科 2 

11 康复科 1 

12 麻醉科 3 麻醉专业、临
床医学 

13 药剂科 2 药学 

14 CT磁共振 2 临床医学/医
学影像专业 

15 护士 12 护理学 25岁
以下 

全日制
大专及
以上 

1992年1月1日以后出生，

第一学历须为全日制护理学

专业大专及以上，应届毕业

生。女性身高156厘米以上，

男性身高165厘米以上，双眼

裸眼视力0.6以上。 

合计 37     

 

 



 

附件 2：  

现场报名携带资料目录 

一、报考医疗医技岗位 二、报考护理岗位 

 

1、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1、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2、网上打印的《报名表》并签好字 

 

2、网上打印的《报名表》并签好字 

 

3、第一学历及最高学历毕业证原件、复印件 

 

 

3、第一学历及最高学历毕业证原件、复印件 

 

4、第一学历及最高学历的学历认证报告 

 

 

4、第一学历及最高学历的学历认证报告 

 

5、执业资格证、注册证原件、复印件（已获

证人员） 

 

 

6、加盖单位人事部门公章的工作经历及同意

报考证明（有工作经历人员） 

 

 

 

7、由导师签字且毕业学院盖章的专业方向证

明（应届硕博士） 

 

 

 

 

 

 

 

 

 

 

 

 

 

 

 

 



 

附件 3：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津市分院 
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应聘岗位：                            报名序号： 

姓   名  性  别  民族   

相片 出生年月  婚姻状况  
是否完成

规培 
 

毕业时间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执业资格证取得时间  执业类别  

已获职称及获得时间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学历教育 

情况 

（从高中

起填写） 

起止时间 学     校 学历 专业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所在科室 

   

   

应 
聘 
人 
员 
承 
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材料真实

有效，符合应聘岗位所需的资格
条件。如有弄虚作假，承诺自动
放弃考试和聘用资格。 

 
应聘人签名： 

 
年    月    日 

 

资 

格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符合应聘资格条件。 

 

 

审查人签名：          招聘单位（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工作人员填写： 
 
护理（助产）专业身高：         cm 
                           
护理（助产）专业裸眼视力：  左：            右：          

说明：1、报名序号由招聘单位填写。 2、此表由招聘单位留存，并由考生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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