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 总医院 ⒛21年 公开招聘医务人员简章
为进 一步加强医疗队伍建设 ,优 化 医疗队伍结构 ,开 滦 总医
院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 60名 医务人员。具体事宜如下

:

一 、招聘原则
坚持公 开 、平等 、竞争 、择优的招聘原则 。
二 、招聘单位 、岗位及名额
招 聘 单位

招 聘 岗位

名额

总 医 院本 部 、所属 医院

内科 、外科 、 妇产科 、儿科 、麻醉等 医疗 岗位

43

总 医 院本 部 、所属 医院

医学影像 、 医学检验 、药剂等 医疗技术 岗位

7

所 属 医院

护 理 岗位

10

注:内 科 、
外科岗位均含所属各专科岗位;所 属医院为总医院各分院
精神卫生中心、林西医院、赵各庄 医院、唐家庄医院、马家沟医院、林南
仓医院、荆各庄 医院、康复医院、范各庄医院、职业病防治院。
:

三 、招聘 条件

(一 )年 龄 、学历及职称
1.总 医院本部 医疗 、 医疗技术 岗位 :本 科及 以上 学历 ,本 科

学历的要求中级以上职称 ,其 中中级职称的年龄在 40周 岁及 以
下 (1981年 1月 1日 以后 出生 ),副 高级 以上职称的年龄在 45
周岁及 以下 (1976年 1月 1日 以后 出生 );研 究生学历的要求助
理级以上职称 ,其 中助理级职称的年龄在 35周 岁及 以下 (1986
年 1月 1日 以后 出生 ),中 级职称的年龄在 40周 岁及 以下 (1981
年 1月 1日 以后 出生 ),副 高级 以上职称的年龄在 45周 岁及 以下

(1976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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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 属 医院医疗 、医疗技术 岗位 :专 科及 以上学历 ,助 理级

以上职称 ,其 中助理级职称 的年龄在 40周 岁及 以下 (1981年
月 1日 以后 出生 ),中 级职称的年龄在 45周 岁及 以下 (1976年

1

1

月 1日 以后 出生 ),副 高级 以上职称的年龄在 50周 岁及 以下(1971
年 1月 1日 以后 出生

)。

3.所 属 医院护理 岗位 :专 科及 以上学历 ,年 龄 35周 岁及 以

下 (1986年 1月 1日 以后 出生 ),助 理级以上职称 (以 唐家庄 医
院、
马家沟医院 、
林南仓 医院、范各庄 医院、职业病防治院为主
(二 )工 作资历及执 业 资格

)。

医学基础知 识扎实,临 床工作经验丰富,具 有 3年 以上相应
岗位 工作经验 ,具 各国家规定的相应岗位执业资格 。
(三

)其 他要 求

熟悉相关法律 法规 ,熟 悉相关技术规范和规章制度 。具有较
强的责任心、亲和力 ,较 好的沟通能力 、服务意识和 团队合作精
神 。能够胜任录用 岗位 工作 ,人 事 (学 籍 )档 案符合录用 岗位要
求 ,无 学术 、职业道德不 良记录。
四、招聘程序
(一 )报 名及 资格 审查 。应聘人 员打 印填写 《开滦总医院公

开招聘报名登 记表 》 (附 件

1),携 带本人有效身份 证、普通院

校 毕业生报到证 、符合报名条件的毕业证 书、学位 证书、专业技
术职务资格 证 书 、执 业资格 证书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1份 、近期
彩色免冠小 二寸照片 1张 报名 。报名资格审查合格者进入面试环
节。
1.报 名 地址 :开 滦 总医院人力资源部(放 射治疗楼 423房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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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电话 :0315-3022643。
2.报 名时间:自 2021年 5月 10日 起至额满为止 ,工 作 日上

午 ⒏00至 下午 ⒌00接 受报名 。
(二 )面 试 。面试成绩采取百分制 ,满 分 100分 ,主 要考察

应聘人员的专业理论和技能基础知识、沟通合作和应变处置能力
等 。应聘人员面试成绩为面试评委评分平均分 。按 面试成绩高低
和招聘名额择优确定体检人 员,面 试成绩低于 60分 的,不 予录
用 。面试 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
(三 )体 检。按照公 司规定组织体检 ,体 检费用 自理 。体检

标准见附件 2,体 检不合格 的不予录用 。
体检有关事 宜另行通知 。
(四 )录 用 资格 审核 。对体检合格的拟录用人员,组 织实施

录用资格审核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录 用资格审核不合格

:

1.伪 造学历或国家不承认 学历的,伪 造执业资格 证书等资质

的

;

2.伪 造人事 (学 籍 )档 案或人 事 (学 籍 )档 案不完整 ,缺 失

重要材料又不能按要求补充的

;

3.有 违法违纪行为的

;

4.其 他不适合录用 的情形 。

(五 )公 示。根据招聘情况 ,公 示参加面试人员的招聘成绩

及拟录用人员名单 。公 示期 5个 工作 日。公 示无问题后 ,按 规定
予 以录用 。
五、有关待遇
(一 )录 用人员与开滦总医院签订 正 式劳动合同,按 规定享

受相关工资福利待遇 。试用期间,对 不能胜任 岗位 工作的,录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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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依 法解除劳动合同。
(二 )按 规划赴国内知名 医院进修 ,外 出参加学术 、技术交

流会议 。
(三

)根 据实际情况给予科研创新项 目资金支持 。

(四

)研 究生学历的,每 年按规定报销 图书资料费。

(五 )本 科 生、硕 士研究生每 两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博 士

研究生每年进行 一次健康体检 。
(六 )本 专业技术工作 业绩突出的,按 有关规定优先破格评

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
附件 :1。 开滦总医院公 开招聘医务人员报名登记表
2.开 滦J总 医院公开招聘 医务人 员体检标准

开滦总医院
⒛21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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