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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中心医院 
2022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生章程 
一、医院概况 

 承德市中心医院自 2015 年以来一直作为省级协同单

位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2020 年成为第三批国家

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拥有内科、外科、全科、妇

产科、儿科、神经内科、急诊科、骨科、放射科、超声医

学科共 10个专业基地。 

承德市中心医院位于承德市双桥区广仁大街 11 号，始

建于 1952 年，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及急诊

急救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承德医学院第二

临床学院，中国医师人文医学执业技能培训基地，国家级

高级卒中中心，国家级胸痛中心，承德市全科医生临床培

养基地，红十字承德市急救中心，承德市放化疗中心，承

德市临床检验中心，承德市第一司法医学鉴定中心。 

 

 

 

 

 

 

 

 

 

医院建筑面积 8万平方米，开放床位 968张，分主院区

和妇儿院区两个院区运行。拥有美国瓦里安智能化医用电

子直线加速器、GE 3.0T 核磁共振、荷兰飞利浦 128 排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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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螺旋 CT机等高精尖诊疗设备 200 余台。 

现有职工 1615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358人，正高职

115 人，副高职 225 人；博士、硕士 322 人；硕士研究生导

师 76 人。设临床科室 36 个，医技科室 11 个。其中，急诊

科作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心血管内科、消

化血液科、呼吸内科等 16 个学科作为市级医学重点学科，

皮肤科、口腔科、麻醉科等 3个学科作为市级医学重点发展

学科，在全市引领前沿。 

 

 

 

 

 

 

 

 

 

作为承德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秉承“医疗是医院发

展的今天，科研是医院发展的明天，教学是医院发展的后

天”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医疗为主体，以教学、科研为

两翼，整体推进、协调发展，形成了医、教、研相生相长、

互促共赢的良好局面。 

 在“学习、创新、仁爱、和谐”的医院精神的引领下，

承德市中心医院始终坚持“呵护公众健康、培养医学人才、

成就员工梦想”的医院使命及建设“学习型、学院型、人

文型、精益型”医院的发展目标，积极践行“以人为本、

全人医疗、人文关怀”的医疗核心价值观，全力打造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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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患者信任、同行尊重、社会满意、员工幸福的品牌医

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百姓放心

百佳示范医院、全国脑卒中防治工程示范医院、全国医院

人文管理荣誉奖、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医德医

风示范医院、河北省创建“诚信医院”先进单位等诸多荣

誉称号，患者综合满意度始终保持在 98%以上。 

 

 

 

 

 

 

 

 

 

 

二、专业基地简介 

各专业基地简介详见附件 3。 

三、住培政策 

在承德市中心医院住培的学员，可享受以下待遇保

障： 

（一）社会保障： 

社会类住培学员培训期间（36 个月），承德市中心医

院为其缴纳以下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院缴纳单位承担部分，学员缴纳

个人承担部分。 

对已有工作单位的单位委派人员，参加住院医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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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训期间，社会保障由原单位负责缴纳。 

（二）生活补助： 

对面向社会招收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人员及受

单位委派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人员，承德市中心医

院提供以下补助： 

1.基本补助： 

（1）社会类学员：3300元/人/月，以月度为单位核发。

河北省对社会类学员的补助另行发放，发放时间为省级财

政拨款到达医院后，以月度为单位核发。 

（2）外单位委培学员：3200 元/人/月，以月度为单位

核发。 

2.绩效补助：根据各类考核及考勤情况，社会类及外

单位委培学员在考核合格且全勤时，按照以下标准发放：

第 1年：800元/人/月，第 2年：1000元/人/月，第 3年：

1200元/人/月。 

3.餐费补助：150 元/人/月，以月度为单位核发。 

4.夜班补助：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并注册到本基地者，

按 40元/班次发放；未取得执业医师资质和取得医师执业证

书未注册到本基地者，按 20元/班次发放。月度最高发放限

额 7 班次/月，以月度为单位核发。 

5.独立值班补助：住培学员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且注册

到本院，通过独立值班考核并在轮转科室进行独立值班者，

绩效补助按照 1800 元/月标准发放。 

（三）紧缺专业优惠政策 

依据考核及考勤情况，全科、儿科、妇产科、急诊科

专业学员，考核合格且全勤时，在以上补助基础上额外给

予紧缺专业专项补助（不含省级紧缺专业补助）：入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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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1200 元/人/月，第二年 1400 元/人/月，第三年 1800

元/人/月。 

2022 年入培我院的神经内科学员，享受紧缺专业同等

优惠政策补助。 

（四）住宿情况 

免费提供优质住宿。 

（五）管理政策 

1.在招收录取中，提供虚假证明的学员，一经查实，

不予录取。 

2.我基地制订严格培训及考核管理制度和要求，如有

学员在培训期间违反我基地相关制度和要求，由住培管理

办公室根据情况进行相应考核。 

3.学员在培训期间，如有事假、病假等，按医院请休

假管理办法执行。 

4.根据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招生要求，住

培学员在住培期间可以申请全国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未取

得学士学位的学员不得申请）。 

5.培训结束后，对社会类学员可择优留院工作。 

四、计划及专业 

序号 基地名称 计划招生数量 备注 

01 全科 7 紧缺专业 

02 儿科 4 紧缺专业 

03 急诊科 2 紧缺专业 

04 妇产科 3 紧缺专业 

05 神经内科 4 院内紧缺专业 

06 内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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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名称 计划招生数量 备注 

07 外科 4  

08 超声医学科 4  

09 放射科 4  

10 骨科 4  

五、招收对象 

（一）拟在我省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相

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具备临床医学类执业医师考试报

名资格的人员； 

（二）上述专业、学历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已获得临

床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具备临床执业医师考试报名资格，需

要接受培训的单位人； 

（三）具有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未

就业者； 

（四）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收单位规定的体检要

求； 

（五）单位委派培训对象必须取得委派单位同意； 

（六）2022 年毕业已到定向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到，

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接收档案的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农村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及 2021 年因特殊情况暂缓参加规培

的本科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七）不招收不具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的

人员；不招收中医类、中西医类人员；不招收主治医师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称类人员； 

（八）不招收违约订单定向医学生。 

六、招收范围 

（一）具有高等院校医学类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未

就业者，其中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招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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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省二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中本科及以上学历

（2017 年以后毕业）在临床工作未聘任中级技术职称的医

师。 

（三）我省二级以下医疗机构需要培训的人员，且优先

满足贫困县培训需求。 

（四）已完成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并已具备临床执业医

师考试报名资格的人员。 

七、工作程序 

招生工作按照网上报名、现场确认、考核录取、公示

报到等程序进行。 

（一）网上报名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人员登录河北省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2022年 6 月 8 日 0时至 6 月 21 日 24时 

网址：http://www.hbrct.haoyisheng.com 

1.点击“注册”-“新学员”，填写个人信息后，点击

“确认注册”后注册成功（用户名为注册时所填写的手机

号，登录密码由个人设置。已注册的学员使用原来设置的

账号和密码可正常登录）； 

2.注册完成后，系统首次默认直接登录，再次登录时

输入注册时所填写的用户名（手机号）、密码，点击登

录； 

3.登录系统后可查看报名时间和招生计划； 

4.点击“填写报名表”，填写并上传照片后，点击提

交； 

5.点击打印报名表。    

（二）现场确认 

http://www.hbrct.haoyi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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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审核时间：2022年 6月 22日 8时至 2022年 6月

22 日 16时。 

2.提交材料： 

（1）《河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报名表》一式一

份； 

（2）本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

份（如应届本科毕业生在 6 月 22 日前因疫情原因尚未取得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可由个人书面承诺于 7 月 15 日前将

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提交报名基地审核，若个人提供虚假

承诺将取消录取资格）； 

（3）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

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4）单位委托培养人员提供同意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证明，2022 届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需携带《2022 届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履约及同意报考证明》； 

3.现场审核地点：承德市双桥区广仁大街 11 号承德市

中心医院行政办公楼医务处 107室。 

（三）考核 

1.考核时间：2022 年 6 月 23日（星期四）8:30。 

2.考核地点：承德市中心医院行政办公楼医务处 107

室。 

按照报名填报志愿的顺序，根据面试+理论考核+技能

考核测评结果择优录取。 

 （四）公示报到 

公示：河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中心统一公

示。 

报到：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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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联系方式 

武石雨：0314-2025512   15512498996（微信同号，

欢迎添加） 

岳  洁：0314-2025512   18632495165 

附件：1.同意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明 

2.本科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同意报考证明 

3.承德市中心医院相关专业基地简介 

 

承德市中心医院 

2022 年 6月 7 日 

 

 

 

 

 

 

 

 

 

 

 

 

 

 



 第 10 页 共 24 页 

 

 

 

 

 

附件 1： 

同意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明 

xxx 同志，性别： 。身份证号码：               。

自  年  月入职，现系我院          科医生。 

该同志工作经历如下：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XX 医院**科

（  级医院） 

…… 

我单位同意该同志以全脱产方式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按照《河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人事管理若

干意见(试行)》（冀卫发„2017‟9 号）等有关规定，参加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该同志人事档案由我院管理，

我院承诺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年期间为其发放基本工资 

(指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和基础性绩效工资并缴纳社会保

险。 

特此证明。 

单位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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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xx 医院(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需用红色单位字头纸统一打印提供 

 

 

附件 2： 

本科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同意报考证明 
姓名：***，身份证号：**，系我单位 2022届订单定向

医学生，我单位已接收该同志人事档案，经局党组会研究

决定该同志到**乡镇卫生院工作。该乡镇卫生院核定编制

**人，现有在编人员**人，缺编**人。该同志已于**年**

月**日与我单位及乡镇卫生院签订了服务协议（附：协议

复印件）。 

经研究，我单位及***乡镇卫生院均同意该同志参加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该同志所在乡镇卫生院承诺：根据原

省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关于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

毕业生到岗服务和培训工作的通知》（冀卫发„2015‟18

号）及我市有关文件精神，保证该同志在参加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期间的基本生活费（     元/月）和社会保障。 

我单位负责监督该同志所在乡镇卫生院落实住培期间

的基本生活费和社会保障承诺，并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18‟107 号）及我市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协

调我县相关部门落实将该同志纳入该乡镇卫生院编制内管

理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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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卫生健康局人事处、科（签字）： 

                                

 

乡镇卫生院：                 县（区）卫生健康局: 

（院长签字）（盖章）      （局长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承德市中心医院各专业基地简介 

（一）内科专业基地 

内科专业基地包含老年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

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肾内科、血液科、

感染科、重症医学科二病区等亚专业。内科专业基地带教

师资理论和技能教学水平精湛，对住培学员的指导全面。

在河北省第二届住培技能大赛中，我院内科专业代表队获

得三等奖，指导教师获得内科专业优秀指导教师奖。 

老年病科成立于 1995 年 8 月，是我市最早成立的以老

年医学为专业特色的科室。科室专业涉及领域有：老年共

病及老年急危重症、高血压基地、老年心脑血管病、老年

多脏器功能衰竭、老年呼吸系统疾病、周围血管病、双心

门诊、睡眠呼吸医学等，推动了承德市老年病诊疗技术的

快速发展。于 2014 年评定为全国高血压基地，2020 年被评

为“市级重点学科”及“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协同网络核心单位”。科室有主任医师 4 人，副主任医师 3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4 人，医学硕士 12 人。学科带头人：

金明磊,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医学会老年医

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承德市医学会第二届老年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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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2016 年度河北省“三三三人才

工程”第三层次人选、市级名医，现任承德市中心医院内

科专业基地主任，对住培工作热情高、思路清晰，对内科

住培学员的培养经验丰富，对内科专业基地的师资培养成

绩显著。 

消化内科是市级医学重点学科，包括消化内科病房、

门诊及消化内镜中心，在诊治胃肠道、肝胆胰腺等脏器疾

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能充分满足住培教学要求。

消化内镜中心目前可开展胃肠镜检查、早期癌筛查、电子

及化学染色技术、蓝激光放大内镜检查技术、超声内镜检

查技术、胃肠息肉 EMR 术、胃肠道早期癌 ESD术(包括 ESTD 

和 STER)、POEM、ERCP、消化道狭窄支架置入术（包括普通

支架及粒子支架）以及消化道出血的内镜下治疗（包括 EIS、

EVL、HI）等多项高精尖内镜诊疗项目，能为住培学员科研

提供充足病例数据。消化内科住培师资梯队分布合理，可

为住培教学工作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呼吸内科为市级医学重点学科、市级名科，以高精尖

的诊疗设备、高超的医疗技术、人性化的服务走在了全市

同行的前列，得到同仁的认可和患者的好评。共有主任医

师 2 名，副主任医师 2名，主治医师 5名，住院医师 2名。

医生全部为硕士研究生学历，发表多篇论文及著作，使我

院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及科研处于较高水平。呼吸内科在

重症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危重症哮喘、重症肺心

病、肺栓塞等疾病的诊断和抢救成功率方面，一直处于全

市领先水平，尤其以呼吸支持技术为主要手段的呼吸系统

危重症的诊治为专科特色，人工气道管理、机械通气、呼

吸监测等居全市领先地位，并达国内先进水平。为住培学



 第 14 页 共 24 页 

员在呼吸内科轮转期间的学习提供充足的病例病种及临床

实践机会。 

心血管内科分设两个病区，共有 80 余张床位，设两个

先进的 CCU病房。是承德医学院内科教研室所在地，拥有硕

士研究生导师 6人，对临床教学有着丰富的经验。科室病种

及病例数充足，大大满足住培教学要求。科室熟练开展心

血管内科介入手术，如冠脉造影及支架植入术、射频消融

术、永久起搏器植入术、房间隔封堵术等，扩展了住培学

员的知识面。亚专业住培教学小组对教学工作高度重视，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小讲座、病例讨论、教学查房、中英

文文献解读，满足学员的学习需要。 

肾内科作为内科亚专业之一，包括肾内科病房、门诊

及血液透析室。科室掌握肾脏疾病先进的诊疗技术，开展

经皮肾穿刺活检病理诊断技术。肾脏疾病诊断处于市级领

先水平，擅长肾小球疾病、肾小管间质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对肾脏病危重症、急性肾损伤及慢性肾衰竭的救治成功率

达到 90%以上，在本地区形成了学科优势，为住培学员提供

充足的病种及临床实践机会。血液透析室具有先进的血液

净化血管通路建立技术，拥有国际先进的血液透析机及连

续血液净化治疗机等血液净化设备，在本市率先开展了血

液透析、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等多种模式的血液净化治疗，

腹膜透析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科室独立完成肾穿刺

活检术、半永久管置入术、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多年来技

术日臻完善，并在市内处于领先水平。为锻炼住培学员临

床思维能力提供充足且多样的病例，进一步完善了内科专

业住培教学内容。 

内分泌风湿免疫科 2008 年开始被评为市级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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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名科，10 余年来先后被评为青年文明号、糖尿病足诊

疗中心、巾帼标兵岗、甲状腺疾病联盟单位、河北省矮小

联盟单位。有主任医师 2 人，副主任医师 5 人，主治医师 4

人，其中 9人获取硕士学位。科室在糖尿病、甲状腺疾病、

垂体、肾上腺、矮小症、性早熟、骨代谢等方面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为住培教学提供丰富的病例病种；拥有各种

多样检查、检验设备，为住培教学及科研等奠定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科室自 2008 年开始担任承德医学院本部的理论

教学、3+2 模式的理论教学及实习、见习教学工作，并多次

参与临床技能的培训，获得国家级二等奖、三等奖，我科

教师曾荣获河北省优秀指导教师、承德医学院优秀教师、

优秀授课教师等称号，相关教师曾获得承德市青年教师基

本功大赛三等奖。科室鼓励科研，近 5年来荣获河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两项，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在研课题

两项，已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为住培学员的科研提

供专业指导。 

（二）外科专业基地 

 承德市中心医院外科专业基地是我院首批通过国家

验收的专业基地之一，于 2015 年开始作为省级住培协同单

位开展住培教学工作，具有悠久的教学历史和深厚的教学

底蕴。教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多名省级、校

级优秀教师以及硕士研究生导师。教师的理论和技能教学

水平精湛，管理规范，具有良好的教学传统和氛围。在河

北省卫健委组织的首届住培小讲课竞赛中，我院外科专业

参赛老师取得了三等奖的优异成绩。外科专业基地设有临

床实践技能中心实验室，设备器具齐全，包括临床基本技

能培训、腹腔镜技能培训等设施，同时拥有腹腔镜高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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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训练器，可以仿真模拟腹腔镜手术操作。外科学亚专业

包括肿瘤外科、胃肠外科、肝胆外科、甲状腺乳腺外科、

腹壁、疝外科等，每年各类手术例数均超出住培教学标准。

其中，普通外科开展膜解剖理论指导下腹腔镜结直肠癌根

治术，使得手术达到微出血或不出血，极大地降低了神经

损伤几率；开展完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进一步降低手

术创伤，患者恢复更快；开展腹腔镜胆总管切开取石+胆囊

切除+术中胆道镜探查取石+胆总管冲洗+胆总管 I 期缝合术、

复杂胆囊切除术，基于动脉优先路径及膜解剖理论指导下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ERCP 及内镜治疗、肝癌射频消融术等；

开展乳腺癌保乳手术、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超声引导

下的乳腺纤维腺瘤 Mammotome微创旋切术，甲状腺癌根治术、

甲状旁腺切除加自体移植治疗肾功能衰竭继发甲状旁腺亢

进等；开展腹腔镜下疝修补术、腹壁疝修补、食管裂孔疝

修补术；急腹症的腹腔镜手术治疗等。 

（三）全科专业基地 

全科专业基地拥有社区实践基地 2个，并有承德市第三

医院作为协同单位，可满足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社

区实践要求。基地建有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具备可满

足教学、实践操作等使用的临床技能训练模拟设备。各轮

转科室设置及配备的医疗设备均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标准》的各项要求。基地带教师资均有全科资质，

且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交流，与北京协和医院、河北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等建立长期联系与互动，提高诊疗教学水平。

在河北省卫健委组织的两次住培教学技能竞赛中，分别取

得二等奖、三等奖的优异成绩。承德市中心医院独立设置

全科医学科，牵头承担本院全科培训任务。拥有一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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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技术过硬、具有多年临床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队

伍，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 2名，硕士研究生 4名。科室设床

位 35 张，门诊诊室 3 间，其中一间为全科教学门诊，保障

了住培学员的门诊教学质量。 

（四）妇产科专业基地 

妇产科为市级医学重点学科，以微创妇科和高危产科

为学科特色，科室具备较强的临床诊疗、急危重症抢救和

基础教学实力。妇科宫腹腔镜微创手术占妇科手术量 80%以

上。科研项目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并有多位授课教师发

表多篇 SCI、北大核心、科技核心论文。 

妇产科专业基地有主任医师 5 名，副主任医师/护师 13

名，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15名。队伍中硕士研究生 11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 5人。专业基地主任刘晓华主任医师为省内

产科知名专家，承德市产科急危重症救治委员会主任，承

德医学院授课名师，为承德市产科学术带头人。妇产科医

师均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国内一流水平的各大医院进修

学习，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国内领先技术。 

妇科紧跟医学科学的发展，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如近年来开展的微创手术：对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

卵巢囊肿、宫外孕、不孕症等疾病采用腹腔镜治疗；对粘

膜下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宫腔粘连、子宫纵隔、宫

腔异物等采用宫腔镜手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项技

术目前在承德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在妇科肿瘤的治疗方面，

以国内各类妇科良恶性肿瘤的先进临床治疗指南为指导，

可为妇科肿瘤患者做规范化手术和化疗，并针对患者个体

差异制定治疗方案，在卵巢癌、子宫内膜癌、滋养细胞肿

瘤等微创手术治疗上已日臻成熟。妇科门诊注重宫颈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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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查及治疗工作，拥有目前国内先进的电子阴道镜、TCT、

HPV检查及 LEEP刀技术，使宫颈疾病的早期诊断率大为提高，

治疗更加及时。 

产科是承德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症诊治是科

室的专科特色，具备一定的综合抢救实力，成功救治的危

重症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急

性胰腺炎、妊娠期急性脂肪肝、妊娠合并多发硬化、胎盘

早剥大出血、凶险性前置胎盘、早产等。制定并实施了产

房剖宫产预案、羊水栓塞抢救流程、产后出血预案、中转

剖宫产流程、新生儿窒息复苏等预案、高危产科紧急救治

程序、院外分娩救治流程等。产科门诊除规范正规产检流

程，科学孕期管理，还开展产前孕妇课堂、产期瑜伽、产

后盆底康复等服务广大孕产妇的人性化服务。产房备有多

功能母婴监护仪、飞利浦胎儿监护仪、多功能产床，其设

计舒适、合理，康乐待产室配置了彩电、DVD 音响，使产妇

在特殊阶段享受到人性化服务。率先在全市开展免费全程

陪伴分娩、点名接生、无痛分娩、水针减痛等措施，使产

妇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实施新生儿晚断脐、禁负压吸引

等举措，及时更新理念，学习新进展，开展新项目，尽最

大努力保障母婴安全。 

我院生殖医学科为承德市辅助生殖技术重点学科单位。

2017 年批准正式开展夫精人工授精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

植及其衍生技术。2020 年获批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卵

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设有门诊、临床部、护理部、

实验室及手术室。 

妇产科承担着承德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多年来为承德

医学院各专业本科及专科学生讲授妇产科临床理论课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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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生产实习基地，年理论授课 300余学时，培养出大批优秀

学生。妇产科专业基地在夯实理论基础学习的同时，更注

重培养学员的实践操作及临床思维能力，根据学员年资进

行分层递进式教学，定期组织学员到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进

行技能培训及训练。在河北省卫健委组织的首届住培技能

大赛中，我院妇产科专业代表队获得两项单站单项奖。 

（五）儿科专业基地 

儿科专业基地住培教学规范，拥有一批专业技术过硬、

教学能力精湛的优质师资，带教师资均在北京、天津等国

家级儿童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小儿疾病诊疗的先进技

术。科室在新生儿疾病、小儿哮喘、小儿急救、小儿肾脏

病、小儿癫痫、血液病、先天性心脏病、性早熟、矮小症

等疾病的诊疗方面具有前沿的理念和独特的方法，充分满

足住培学员学习的病种及病例数，开阔了专业基地住培教

学思路。在河北省卫健委组织的第三届住培技能大赛中，

我院儿科专业代表队获得三等奖、单站单项奖，指导教师

获得儿科优秀指导教师奖。 

（六）神经内科专业基地 

 神经内科专业基地于 2015 年作为省级住培协同单位

开始承担住培教学工作，2020 年成为国家级住培专业基地，

是我院住培工作亮点。拥有以中、高级职称为主的高技术、

高学历的专业师资队伍，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 4名、医学博

士 2 名、医学硕士 16 名。设立脑血管病、眩晕、精神心理、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癫痫等多个亚专业，病种全面。设

两个病区及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神经诊断科，同时配备

先进的神经科相关检测设备，充分满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各项软件和硬件要求。随着各亚专业的不断发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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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亚专业疾病的数据库，申请科研项目多项，并有多

项科研成果获奖，且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在国内外众多期

刊上发表。对于住培学员的培养秉持着专业、严谨、负责

的态度，将住培学员的培养作为本专业基地的工作重点，

以住培教学目标为导向，完善科室病种及病例；以培养住

培学员的“六大核心胜任力”为目标，将住培教学活动常

态化，并开创具有神经内科专业特点的教学模式；以提高

我院整体住培内涵质量为原则，在本专业基地扎实落实

《住培教学活动指南》的前提下，带动其他专业基地的教

学活动逐渐规范。 

（七）急诊科专业基地 

承德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1995 年被承德市委、市政府批

准为红十字会承德市 120急救中心。科室依托医院历经二十

余年的沧桑巨变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现已发展成为承德

市公安交通伤救治中心、承德市紧急医学援救中心、卫生

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网络医院。2012 年被原省卫生厅、省

财政厅确定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依托“各

学科全面发展，以复杂、疑难和急危重症为突出品牌特色

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的医院发展战略，现已发展成为

集院前紧急救治、院内急诊、急诊重症监护及急诊住院病

房四位一体的以心肺复苏后综合管理、急诊床旁杂合血液

净化治疗、重症心脏循环支持、急性中毒救治以及疑难危

重症综合诊治为特色的现代化急诊医学诊疗服务体系，承

担着承德市区及远郊区县急危重症患者的转诊及救治工作。

急诊科专业基地占地 1200 平方米，分为院前急救区、急诊

流水诊治区、危重症抢救区、留院观察区、EICU 和急诊住

院病房等几个区域，拥有 8辆能够满足危重症长途转运的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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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车、性能完备的有、无创呼吸机、多功能心电监护仪、

PICCO 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床旁超声仪、满足床旁杂合血

液净化治疗需求的血液净化装置、ECMO 呼吸循环支持系统、

亚低温治疗仪、POCT 床旁快速检验系统等精良医学装备。

专业基地主任陈治国教授为天津医科大学急诊医学博士，

任河北省医师协会急诊分会副主任委员、承德市医学会急

诊分会主任委员。基地近几年发表 SCI论文 1篇，国内核心

期刊论文 40 余篇，科研获省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2 项、三等

奖 2项、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在河北省

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竞赛中，科室荣获“红十字应急救援

技术演练”一等奖、“红十字救护知识竞赛”三等奖、

“河北省红十字卫生救护培训十佳师资”等荣誉。急诊科

专业基地对住培学员的培养秉持着“主人翁”的态度，在

完成住培大纲内容基础上，注重培养住培学员的临床实践

能力，紧抓过程考核，严格把控急诊专业学员毕业后上岗

标准，培养出了一批深受用人单位满意的急诊科住院医

师。 

（八）骨科专业基地 

骨科专业基地分两个病区，骨科一病区以创伤、手足

外科为特色，骨科二病区是以脊柱、关节、运动医学及小

儿骨科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业科室。现为承德市级医学重

点学科，北医三院骨科医联体单位。骨科专业基地带教师

资带教意识强，对住培学员的培养思路清晰，除了完成住

培大纲教学任务，注重培养住培学员的专业英文表达能力。

创伤骨科以四肢骨关节创伤骨折为主要临床诊疗和研究方

向，诊疗范围包括：四肢多发骨折、骨盆髋臼骨折、老年

髋部骨折、骨感染、骨折不愈合、延迟愈合、区域急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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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创伤康复。手显微外科专业以创伤修复与功能重建为

重点，包括：断肢（指）再植、足趾再造、各种皮瓣修复，

肌腱移位运动功能重建，周围神经损伤的修复与功能重建，

手部肿瘤切除、手指畸形矫正及常见手部疾病的诊治。足

踝及矫形外科专业包括：足踝创伤救治、足踝骨病、足踝

及下肢畸形矫正与功能重建（高弓足、扁平足）、足趾外

翻畸形重建，常见足部肿物切除。脊柱组：开展了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症、胸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脊柱结核、

脊柱骨折合并脊髓神经损伤等疾病的常规、微创及孔镜等

手术治疗。尤其是应用脊柱后路手术进行椎管前方减压、

固定技术治疗脊柱骨折合并脊髓神经损伤，手术创伤相对

小，效果好。关节组：开展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股骨

头坏死、老年股骨颈骨折，应用全膝关节表面置换术、单

髁置换术治疗重度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等疾病，引入快速康

复及多模式镇痛等先进理念，依靠医院团队化优势，采用

多学科协作模式治疗老年髋部骨折、脊柱骨质疏松性骨折

等老年骨科常见疾病，成功为多名 90 岁以上老人手术治疗，

形成了老年骨科特色品牌。运动医学组：常规开展关节镜

下膝关节韧带重建、半月板损伤缝合修复等手术，熟练进

行肩关节镜下肩袖损伤修复、肩关节脱位盂唇损伤缝合固

定、肩锁关节脱位微创复位内固定等高难度手术，并成功

开展了肘关节、踝关节等疾病的关节镜手术治疗。小儿骨

科组：采用闭合复位弹性髓内钉固定等微创手术技术治疗

儿童四肢常见骨折，创伤小，恢复快，在儿童发育性髋关

节脱位等先天畸形的筛查、诊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外

科解剖临床实验室及临床技能培训中心配有专业显微镜、

关节镜等模拟培训设备，定期开展骨科专科临床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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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显微外科培训等，可以满足住培学员科研及技术能力的

提高。 

（九）放射科专业基地 

放射科专业基地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专家和人

才，其中硕士研究生导师 3名、河北省“三三三人才”第三

层次人选 1名。基地配备众多先进的影像设备，可满足放射

诊治、健康筛查、医学教育、专科培训和医学科研要求。

近年来，基地在放射诊断学的发展和应用方面进行广泛研

究，研究方向逐渐从形态走向精准化分析，为住培学员提

供多方位、多层次的教学模式。放射科专业带教师资是业

务精湛、医德高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专业队伍，在

河北省卫健委组织的首届住培小讲课竞赛中，我院放射科

专业参赛老师取得了三等奖的优异成绩。放射科专业基地

以求实的作风、优质的服务，培养了多名优秀的放射科专

业住培学员，在承德地区二级以上医院中拥有良好口碑。 

（十）超声医学科专业基地 

超声医学科专业基地于 2015 年作为省级住培协同单位

开始承担住培教学工作，设备配备处于省内先进水平。作

为市级医学重点学科，该科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

才，具有高超的检查诊断水平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多次获

得承德医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及优秀教师称号。专业基地

重视科研及教学工作，近年完成多项省市级科研成果，发

表多篇 SCI论文，科研论文拥有量位居承德地区第一。超声

医学科专业基地带教师资理论和技能教学水平精湛，对住

培学员的指导全面。在河北省卫健委组织的首届住培小讲

课竞赛中，我院超声医学科专业参赛老师取得了三等奖的

优异成绩。专业基地常规超声检查病种及病例数均满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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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教学要求，同时积极开展盆底超声、关节超声、超声造

影和超声介入等新技术，为学员提供丰富的介入学习资源。

专业基地一直秉承以学员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实行科学、

人性化管理，以分层递进的方式为住培学员制定详细的三

年轮科学习计划，并鼓励和推荐学员参与院内外的各种比

赛。学员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规范上机进行操作及诊断学

习，可极大提高学员的理论与实践操作能力及诊断水平，

使其早日成为本专业优秀住院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