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室 岗位 学历 招聘人数 专业及方向 要求

①小儿骨科医师
②足踝医师
③骨关节医师
④骨科推拿医师

博士
4

（各1名）

中医、中医西结合、骨外科（方向：
小儿骨科、足踝、骨关节、骨科推

拿）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运动医学医师 博士 1
中医、中医西结合、骨外科（运动医

学方向）

非应届毕业，中级及以下，35岁及以下，有医师资格
证，有执业证，有大学附属医院及省级三甲医院工作经
历

骨科康复医师 博士 1 康复医学
非应届毕业，须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执业证，初级
职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高级职
称，40岁及以下

胸外、乳腺科医
师

博士 1
心胸外科、肿瘤外科、创伤外科、乳

腺外科

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执业证，初级
职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高级职
称，40岁及以下

①神经外科医师
②肝胆外科医师

博士
2

（各1名）
神经外科、肝胆外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①妇科医师
②肛肠科医师
③皮肤科医师

博士
3

（各1名）
妇科、肛肠科、皮肤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内科

①肾病风湿科医
师
②脾胃科医师
③肺病科医师
④心血管内科医
师
⑤肝科医师

博士
5

（各1名）

中医、中西医结合、内科专业，方向
（肾病风湿科、脾胃科、呼吸科、心
血管内科、肝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其中心血管内科专业要求冠脉介入或者心脏电生理方
向）

肿瘤中心 肿瘤中心医师 博士 2 肿瘤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佛山市中医院2021年招聘岗位及任职要求

骨伤科

外科

博士



麻醉科 麻醉科医师 博士 1 麻醉、临床医学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急诊科 急诊科医师 博士 1
中医、中西医结合、急诊医学、心血
管病、脑病（神经内科）、呼吸、危
重病医学等专业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其他科室

①耳鼻喉科医师
②儿科医师
③医学影像科医
师      ④病理
科医师
⑤超声诊疗科医
师      ⑥口腔
科医师

博士
6

（各1名）
耳鼻喉科、儿科、医学影像科、病理

科、超声诊疗科、口腔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其中口腔科要求：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②非
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执业证，初级职
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

护理 护理 博士 2 护理 应届毕业，有护士资格证

科室 岗位 学历 招聘人数 专业及方向 要求

骨伤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7
中医骨伤、中西医结合、骨外科（创

伤、关节、足踝、运动医学）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硕士及以上 2 康复医学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本科及以上 1 康复医学
从事康复医学相关工作，高级职称，40岁及以下，有执
业证；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骨肿瘤医师 硕士及以上 2 显微外科、脊柱外科专业骨肿瘤方向
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年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执业证，
初级职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

脾胃（消化）科
医师

硕士及以上 2 消化内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心病（心血管）
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心血管内科临床或心脏介入方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其他人员

骨伤科
康复科医师

内科



肺病（呼吸）科
医师

硕士及以上 2 呼吸内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硕士及以上 1
神经内科或中医脑病专业中医、中西

医结合、西医神经介入方向
应届毕业，神经内科介入方向，有医师资格证，执业证

硕士及以上 1 中医脑病（神经内科）方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肿瘤中心 肿瘤中心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肿瘤专业，介入方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普外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2 普通外科专业胃肠方向
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证，
有执业证，初级职称，30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2
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证，
有执业证，初级职称，30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1 副高级职称，40岁及以下；正高职称，45岁及以下

泌尿外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2 泌尿外科、男科

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执业证，初级
职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高级职
称，40岁及以下

神经外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神经外科、外科
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医师资格证，有
执业证，30岁及以下

肝胆外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2 肝胆外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皮肤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皮肤病学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肛肠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外科、肛肠科
①硕士，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者，有执业证，初
级职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

心胸外科、肿瘤外科、创伤外科、乳
腺外科

内科

脑病（神
经）科

脑病(神经）科医
师

外科

胸外、乳腺科医
师



硕士及以上 3
硕士，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本科及以上 3
本科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医师资格证，有执业
证，30岁及以下

急诊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5
中医、中西医结合、急诊医学、心血
管病、脑病（神经内科）、呼吸、危
重病医学等专业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硕士及以上 2
硕士，应届毕业或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
证，有执业证

本科及以上 1
本科毕业，须在三甲医院工作三年及以上，有执业证，
30岁及以下。

口腔科医师 本科及以上 2 口腔、正畸、口腔内科
①硕士，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本科毕业，须在三甲医院工作三年及以上，有执业
证，30岁及以下

耳鼻喉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方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妇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2 中医妇科、妇科、中西医结合妇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肌电图医师 本科及以上 1 临床医学、康复医学
①硕士，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本科学历要求有三年及以上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
师资格证，执业证，30岁及以下

医学影像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临床医学或医学影像诊断专业介入诊

疗方向

①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执业证，中级
职称以下，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

医学影像科CT室
医师

本科及以上 2 医学影像诊断学
①硕士学历，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本科要求有三年及以上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
格证、执业证，30岁及以下；博士，35岁及以下

其他科医师

麻醉科医师 麻醉、临床医学

重症医学科医师
重症医学、急诊、内科各专业、外科

各专业、麻醉



健康管理中心 本科及以上 1 全科医学
①硕士学历，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本科要求有三年及以上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资
格证、执业证，30岁及以下

心理门诊医师 本科及以上 1 中医临床，精神或心理学
①硕士，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本科学历要求有三年及以上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
师资格证，执业证，30岁及以下

疼痛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麻醉学、西医临床医学、疼痛学、康

复医学

①硕士，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者，有执业证，初
级职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

男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中医外科（男科方向）、中西医结合

外科（男科方向）
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病理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病理学、病理学诊断等相关专业

①硕士，应届毕业，有医师资格证
②非应届毕业，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者，有执业证，初
级职称，30岁及以下；中级职称，35岁及以下，高级职
称，40岁及以下

输血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医学检验、临床输血、临床检验诊断

学
应届毕业，本科为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以上为输血医
学、临床检验诊断学，有医师资格证

检验科医师 硕士及以上 1
临床检验诊断学分子专业，生物学或

血液学方向等
应届毕业，本科为医学检验专业，研究生以上为临床检
验诊断学，有医师资格证

肛肠科技师 大专及以上 1 针灸推拿技术 应届毕业

疼痛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1 康复治疗学 应届毕业

病理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2 病理及分子技术相关专业 应届毕业

检验科技师 本科及以上 1 医学检验专业 应届毕业

其他科医师

医技



推拿科技师 大专及以上 1 康复治疗技术 应届毕业

医学影像科技师 大专及以上 2 医学影像技术 应届毕业

计算机网络中心
工程师

硕士及以上 2
计算机、网络、软件设计、信息、数

学、统计等
应届毕业

硕士及以上 1 材料学相关专业

本科及以上 1
生物力学、力学、机械、机器人、人

工智能等

硕士及以上 1 分子生物学或生物学、免疫学

社会医疗保险科 本科及以上 1 中医、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
非应届毕业，有三年及以上三甲医院工作经历，有医师
资格证，有执业证，30岁及以下。

宣传科 本科及以上 1
摄像、电视编导等和视频摄制相关专
业毕业

30岁以下，广告或传媒机构2年以上摄影摄像工作经
验；能完成脚本策划，并独立运用摄像机、单反相机等
器材承担摄像及后期编辑任务，有一定的布景及灯光能
力，对美学构图、镜头语言有较好的把握；熟练掌握AE
、Pr或其他专业视频制作软件；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及
团队合作精神。

病案统计室 本科及以上 2 临床医学病案质控方向
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有医师资格证，有执业证，
30岁及以下

党委办公室 本科及以上 1
中文专业、马克思主义、党史等相关

专业
应届毕业

人力资源科 本科及以上 1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或公共（卫生）事

业管理专业
应届毕业

医院办公室 本科及以上 1 行政管理 应届毕业

医技

职能及下属

骨伤科研究所
①应届毕业；硕士及以上学历；
②非应届生：硕士及以下学历，30岁及以下；博士学历
35岁及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财务科 本科及以上 2
财务会计、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等

财经类专业

应届毕业:硕士及以上学历;非应届毕业:学士或硕士学
历，具初级及以上会计技术职称，30岁及以下， 博士
学历35岁及以下，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医疗设备科 本科及以上 1 生物医学工程 高级职称，有三级医院工作经历，45岁及以下

医院改扩建办
（审计监督组）

本科及以上 1 土木工程、机电工程 应届毕业

硕士及以上 3
中药学或药学相关专业，中药制剂、

药物分析、药剂学方向
应届毕业

本科及以上 1 中药学专业，中药制剂生产管理方向
中级职称，有药品生产企业管理经历，熟悉中药制剂生
产管理法规及中药制剂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要求，35岁
及以下

制剂中心工程师 本科及以上 1
过程装备与控制、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
应届毕业

药剂科 本科及以上 5 中药学、药学、临床药学 应届毕业

硕士 6

本科 72

大专 10

护理 护理
中医护理、麻醉护理、护理（助产除

外）
应届毕业

职能及下属

药学及药剂

制剂中心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