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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海安县公立医疗单位公开招聘 
编外工作人员公告 

为充实我县卫生计生系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优化人员结

构，海安县公立医疗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 

2.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3.年龄一般在 18 周岁以上、30 周岁以下（1988 年 6 月 1

日至 2000 年 5 月 31 日期间出生），其中，研究生或副高以上

职称年龄可放宽至 40 周岁以下（1978 年 6 月 1 日以后出生）,

报考乡镇医疗卫生单位的年龄可放宽至 35 周岁以下（1983 年 6

月 1 日以后出生）,部分岗位的年龄要求见《2018 年海安县公立

医疗单位招聘编外人员职位表》（附件 1）； 

4.应届毕业生指 2018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5.报考对象具备报考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6.已在我县区镇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人员须提供单位同意

报考证明。 

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刑事处罚期

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国家和省另有规

定不得应聘到事业单位有关岗位的人员，不得应聘。 

二、报名

（一）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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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招考人数、岗位及报考条件等详见《2018 年海安县

公立医疗单位招聘编外人员职位表》（附件 1）。 

（二）报名方式 

采取现场报名方式，也可委托他人代为报名，受委托人除提

供委托人的报名材料外，还需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18 年 6 月 19 日（9∶00～11∶30，14∶30～

17∶00）。报名地点：海安县公共卫生中心东附楼县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四楼会议室（县城黄海大道西 3 号）。 

（四）报名注意事项及资格审查 

1.报考人员可分三个层次填报，第一层次为县人民医院、县

中医院；第二层次为县第三人民医院、县皮肤病医院、县人民医

院李堡分院（李堡中心卫生院）、县肿瘤医院（南莫中心卫生院）、

曲塘中心卫生院；第三层次为其它一级中心卫生院和乡镇卫生

院。每位报考者每层次限报考一个岗位，报名时必须使用在有效

期内的二代身份证，报名与考场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2.报考者报名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①《2018 年海安县公立医疗单位招聘编外人员报名表》（附

件 2）； 

②本人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彩照 2 张； 

③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④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应届毕业生需提供所在院校出具的

《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原件及复印件； 

⑤岗位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执业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 

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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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公开招聘收取报名费 100 元。通过报名资格审查的考

生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上午（8∶30～12∶00）到海安县公共

卫生中心主楼 717 室人事科领取准考证，逾期不领取准考证者

视为自动放弃。 

三、考试 

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由县卫计委统一组织，面试由各

单位自行组织。 

（一）笔试 

1.本次招聘由县卫计委根据实际报名情况，对竞争较强的岗

位进行笔试。对竞争较弱或无竞争的岗位不进行笔试，直接由单

位面试确定。 

2.笔试采取闭卷方式，内容为学科专业知识，笔试满分为

100 分，考试不指定大纲和教材。 

3.笔试时间和地点详见准考证。取得笔试资格人员须携带准

考证和身份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考点参加笔试。 

3.笔试成绩于笔试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海安县人民政府

门户网(www.haian.gov.cn)公布。 

（二）面试 

1.招聘单位根据报名情况和笔试成绩以不超过 1：3 的比例

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取得面试资格的人员，末位同分全部参加面试

（具体面试比例由招聘单位在此范围内决定）。 

2.面试时间、地点由各单位另行通知。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为不合格。 

（三）总成绩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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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聘人员综合成绩按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占 50%合计

总成绩（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尾数四舍五入）。不

参加笔试的岗位直接按面试成绩计算总成绩。 

2.各单位面试结果报县卫计委核准备案。 

四、体检聘用 

按招聘人数与体检人数 1:1 的比例，依据应聘人员考试综合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体检人员。报考护理岗位的如遇综合

成绩相同时，按笔试成绩高者优先。体检由招聘单位组织，参照

公务员录用的标准执行。 

根据体检结果，确定拟聘人选，并在县卫计委网站进行公示。 

公示无异议者办理聘用手续。 

五、其他 

1.公开招考的有关信息，包括考试成绩、拟录用人选等均及时

在县卫计委网站

（www.haian.gov.cn/zgha/jyh/060032/060032002/）、县人民医院

网站（www.harmyy.com.cn）和县中医院网站（www.jshazyy.com）公告。 

2.招考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 

3.咨询电话：县卫计委 0513-88906928。 

附：1.2018 年海安县公立医疗单位招聘编外人员职位表 

    2.2018 年海安县公立医疗单位招聘编外人员报名表 

 

 

 

                         海安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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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海安县公立医疗单位公开招聘编外人员职位表 

招聘单位 专业 学历 
需求  

人数 
其它资格条件 其他说明 

海安县人民医院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从 事 院 前 急

救工作 

护理、护理学 大专及以上 10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7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执业护士资格。  

护理、护理学 
大专及以上      

（高中起点） 
10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7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执业护士资格。  

护理、护理学 本科及以上 10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7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执业护士资格。  

医学影像技术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生物信息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海安县中医院 

护理、护理学 大专及以上 27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7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执业护士资格，30 周岁

以下。 
 

助产 大专及以上 3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7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执业护士资格，30 周岁

以下。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放射医学 
本科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中级职称

及以上年龄放宽至 40 周岁。 
 

医学影像技术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中级

职称及以上年龄放宽至 40 周岁。 
 

病理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临床医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医学检验、医学检验技术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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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单位 专业 学历 
需求  

人数 
其它资格条件 其他说明 

海安县第三人民医院 

临床医学 本科及以上 5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中西医临床医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预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涉外护理 
大专及以上 5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具有护士执业资格。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治疗

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大专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医学检验、医学检验技术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药事管理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药学、临床药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李堡中心卫生院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护理、护理学 中专及以上 1 具有护师资格。  

南莫中心卫生院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护理、护理学 大专及以上 5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具有护士执业资格。  

医学检验、医学检验技术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药学、临床药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财会管理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具有初级会计及以上资格。  

曲塘中心卫生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本科及以上 1 具有助理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7 

招聘单位 专业 学历 
需求  

人数 
其它资格条件 其他说明 

城东镇中心卫生院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药学、临床药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口腔医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治疗
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护理、护理学 中专及以上 4 具有护士执业资格。  

墩头中心卫生院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3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大专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中医学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高新区中心卫生院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4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4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从事放射和
超声工作。 

护理、护理学 大专及以上 5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具有护士执业资格。  

药学、临床药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康复治疗技术、康复治疗
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会计学 大专及以上 2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具有会计执业资格。  

中文文秘类 本科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白甸镇卫生院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临床医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执业资格。 
从事妇产科
工作。 

滨海新区（角斜镇）卫

生院 
药学、临床药学 大专及以上 1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6 年及之前毕业生须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  

注：专业参考目录为《江苏省 2018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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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海安县公立医疗单位公开招聘 

编外人员报名表 
编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学校  职    称  

学    历  所学专业  执业资格  

身份证号  何年毕业   年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报考单位 

第一层次  

报考专业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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