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1年12月招聘公告

根据医院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人才，现将具体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招聘条件

（一）应聘人员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宪法和法律；

2.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良好的品行及职业道德，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3.具备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热爱本职工作，有良好的团

队协作精神和责任心；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年龄要求原则上：博士研究生 40周岁以下（1981 年 1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工作需求可适当放宽；硕士研究生 35周岁以下（1986

年 1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本科 30 周岁以下（1991 年 11 月 1日及

以后出生），有职称及相关工作经历的适当放宽，但不能超过 35 周

岁，高级职称及优秀人才 45周岁以下（1976 年 11 月 1日及以后出

生）；

6.临床医师、护理、技师等专业技术岗位应取得毕业证、学位证，

经过执业医师资格、护士资格等考试；

7.应聘者为 2021 年及之前毕业学生。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应聘：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2.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



3.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4.曾在招聘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招聘纪律行为的人

员；

5.国家和省另有规定不得应聘到事业单位的人员。

二、招聘岗位、专业及人数

（一）博士毕业生

常年招聘优秀博士毕业生，有意向者请与医院人力资源部联系，

另行安排招聘。

（二）2021 年 12 月用人计划。

序号 岗位
拟进

人数
学历要求 专业要求 其他要求

1
肝胆脾胃科医

师 A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消化方向）

2
肝胆脾胃科医

师 B
1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消化内镜方向）

3 肿瘤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肿瘤方向）

4 内分泌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内分泌方向)

5 肾病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内科学（血液

净化方向）

中级职称及

以上，3年以

上血液净化

工作经验

6 ICU 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内科学(呼吸/

心血管/脑血管方向)

7 急诊科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呼吸/心血管/脑血

管方向)

8 外科医师 2 硕士及以上
中医外科学、中西医结合

（普外方向）

9 泌尿外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外科学/外科学（泌尿

方向）

10 骨伤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骨伤科学

11
肛肠病医院医

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外科学（肛肠方向）



12 眼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眼科方向

13 治未病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针灸推拿学（推拿方向）

14 皮肤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外科学/皮肤病与性病

学（皮肤方向）

15 推拿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针灸推拿学（推拿方向）

16 麻醉科医师 1 硕士及以上 麻醉专业

17 放射科医师 A 1 硕士及以上 影像医学（磁共振方向） 影像诊断

18 放射科医师 B 1 硕士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 影像诊断

19 检验科技师 1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20 研究生教育科 1 硕士及以上 中医学

21 推拿治疗师 3 本科及以上 针灸推拿学

22 放射科医师 C 1 本科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 影像诊断

23 放射科技师 1 本科及以上 医学影像技术 影像技术

24 心电图室医师 1 本科及以上 心电图相关专业

心电图工作

5年以上，中

级职称及以

上。

25 病案室 1 本科及以上 医学相关

26 门诊部 7 本科及以上 医学相关

27 医患协调部 1 本科及以上 法学专业

28 计划财务部 1 本科及以上 会计专业

29 护理岗位 10 本科及以上 护理学

30
药学部中药调

剂师
5 本科及以上 中药学或药学

总人数
53



三、招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和初审。

报名时间：2021年12月14日（下周二）0时至12月15日（下周三）

24时，逾期网投系统将自动关闭。

应聘人员请登录“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官网”首页（网

址:http://www.zysfy.com.cn/），进入“人员招聘”→“招聘系统”。

在“人才招聘”栏目注册后，填报应聘相应岗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网上资格初审及初审结果登陆招聘系统查看是否通过。

注意：应聘人员在招聘系统内报名时请在“简历附件”上传以下

资料的电子版：

1.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2.高中之后（不含高中）所有学历毕业证、学位证等；

3.所有学历认证报告（登录“学信网”，在线生成“教育部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4.其他资格证、执业证等相关证件材料。

以上证件均需提供原件清晰扫描件（图片或 PDF 格式），如未上

传或上传不完整视为未通过资格初审。

（二）现场资格审核及考核。

1.1 资格初审。

应聘人员可于 12月 19 日前登录“招聘系统”查询资格审核情况。

查看方法：登陆进入招聘系统，点击“应聘职位”，查看“简历状态”

中的审核结果。

1.2 应聘临床护理岗位、中药调剂岗位人员先进行初选及现场资

格审核

时间：2021 年 12 月 20 日 8：30--16:00



地点：医院 9号楼 2楼（学术交流中心）

1.3 应聘其他岗位现场资格审核（除临床护理岗位、中药调剂人

员）

网上资格审核通过人员，需到医院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时间：2021 年 12 月 21 日 8:30--16:00

地点：医院 9号楼 2楼（学术交流中心）

1.4 现场资格审核需携带材料：

（1）个人简历表（登陆招聘系统打印，招聘系统→预览简历→

导出→打印，并确认签字）；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

（3）学历证（第一学历及以后学历）；

（4）学位证（附带专业方向证明）；所有学历认证报告（登录

“学信网”，在线打印“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5）2021 届毕业生须提供学信网打印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

报告》、学校出具的就业推荐表或就业协议书等证明；

（6）临床医疗、护理、技师岗位须提供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

其它相关资格证书。

说明：请提供以上所有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复印件留存；复印件务必按照顺序装订（装订顺序：个人简历表--

身份证--最高学历毕业证、学位证--专业技术资格证--其他相关证

件）。

2.考核

现场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医院将组织笔试、综合测试，具体时

间、地点等有关事项将另行通知，请务必关注医院官网招聘信息栏。



博士及高级职称人员网上报名成功且通过现场资格审核后，不再笔试，

直接进入综合测试环节。

四、其它要求。

1.各位应聘人员需要通过医院东明路急诊大门（预检分诊处）按

要求扫健康码、出示行程码及测体温进入医院，到达现场资格审核地

点后进行手消毒。

2.请各位应聘人员自觉配合医院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

排查等工作，凡郑州市以外省内人员及省外来郑人员，需提供 48 小

时核酸检测报告，并与工作人员说明来自何地，不接受自中高风险地

区前来应试人员，不配合者不予参加招聘考核。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

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重点信息等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相应

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本次招聘工作安排存在调整可能，请各

位应聘人员及时关注医院官网通知。

4.应聘者提供的个人信息、资料应真实可靠并负责。资格审查贯

穿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或在考核过程中作弊的应聘人员，一经

查实，将取消其应聘资格。

5.应聘者应保持手机畅通状态，并及时关注医院网站有关招聘的

最新通知。

6.医院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公开招聘全过程。

联系人：郑老师

联系电话：0371-56282872

监督电话：0371-56282960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2021年12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