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市中医医院

关于印发铜陵市中医医院中医住培基地

2019 年入院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处（科）室、2019 级住培医师：

一、入院教育对象：

2019 年录取在铜陵市中医医院中医住培基地的所有住

培医师

二、入院教育内容

主要包括医院相关情况、医院住培政策、思想教育和职

业道德、公共理论知识、临床实践能力培训、考核等，详见

2019 级住培医师入院教育安排。

三、入院教育时间

2019 年 8 月 19 日-2019 年 9 月 18 日，为期一个月。

为了做好 2019 年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入院教

育工作，根据市卫健委对于住培入院教育的要求，结合基地 

实际情况制定 2019 年入院教育实施方案。

2019012 住培函



四、保障措施

1、制定详备的培训工作计划及安排；

2、作为住培医师必修项目，并纳入年度考核；

3、投入一定经费保障培训；

4、纳入绩效考核管理。

特此通知。

附件：铜陵市中医医院中医住培基地 2019 级住培医师入院

教育安排

2019 年 8 月 16 日



附件：

铜陵市中医医院中医住培基地2019级住培医师入院教育安排

第一周（8月19日-23日）

日期 时间 内容 责任科室

8月19日
（周一）

08:10-09:40 厉害了，我的国 住培办

09:50-10:30 不忘党员初心，牢记时代使命 党委办公室

10:40-11:00 医院党建工作概况及住培党员管理 党委办公室

11:10-11:30 住培团员管理 团委

15:00-17:30 参观医院（总院及分院） 住培办

8月20日
（周二）

08:30-09:10 医院概况 办公室

09:20-10:00 医院住培政策（一）：学员补助等 人力资源部

10:10-10:40 医院住培政策（二）：执业报考、注册、变更等 医务处

10:40-11:30 卫生法律法规：执业医师法、中医药法等 医务处

15:00-16:00 医院住培政策（三）：培训管理要求及制度 住培办

16:10-16:40 医院住培政策（四）：住宿、就餐等 总务科

16:50-17:30 消防安全 武装保卫科

8月21日
（周三）

08:30-09:30 信息系统使用（HIS、OA） 信息科

09:40-10:30 医保政策及相关知识培训 医保处

10:40-11:30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住培办

15:00-16:00 利用医学文献查找临床诊疗和科研问题答案 科教处

16:10-17:30 医学科研思路与方法 科教处

8月22日
（周四）

08:30-09:30   病历书写规范（一） 医务处

09:40-10:40   病历书写规范（二） 医务处

10:50-11:30 安徽省住培管理平台操作培训 住培办

15:00-16:00 卫生统计学基础知识 住培办

16:00-17:30 循证医学基础知识 科教处

8月23日
（周五）

08:30-09:30 院前急救基础知识及急诊思维 急诊科

09:40-10:40 传染病防治知识 防保科

10:50-11:30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应急办

15:00-16:00 规范使用抗菌药物 医务处

16:00-17:00 医学伦理学基础知识 科教处

17:00-17:30 住培交流会 住培办



铜陵市中医医院中医住培基地2019级住培医师入院教育安排

第二周（8月26日-30日）

日期 时间 内容 责任科室

8月26日
（周一）

08:30-11:30 岗前培训考试（一） 住培办

15:00-16:00 医院感染知识 院感科

16:10-17:30 手卫生培训及练习 院感科

8月27日
（周二）

08:30-11:30

15:00-17:30 外科

8月28日
（周三）

08:30-11:30

15:00-16:00 临床合理用血 检验科

16:10-17:30 中医临床思维概论 中医内科

8月29日
（周四）

08:30-11:30
无菌操作技术考核 外科

14:30-17:30

8月30日
（周五）

08:30-09:30 医患沟通 医务处

09:40-10:30 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医务处

10:40-11:30 药品和药事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药学部

15:00-16:00 医学人文 事业拓展部

16:10-17:00 大医精诚 住培办

17:00-17:30 住培交流会 住培办

第三周（9月2日-6日）

日期 时间 内容 责任科室

9月2日
（周一）

08:30-11:30 岗前培训考试（二） 住培办

15:00-17:30 心肺复苏术培训及练习 急诊科

9月3日
（周二）

08:30-11:30 胸肺部体格检查及练习 内一科

15:00-17:30 心脏体格检查培训及练习 内一科

9月4日
（周三）

08:30-11:30 腹部体格检查培训及练习 内二科

15:00-17:30 脊柱神经系统检查培训及练习 康复科

9月5日
（周四）

08:30-11:30
心肺复苏考核 急诊科

15:00-17:30

9月6日
（周五）

08:30-11:30
胸肺部及心脏体格检查考核 内一科

15:00-17:00

17:00-17:30 住培交流会 住培办

无菌技术练习

外科

院感科手卫生考核

无菌技术理论培训及练习



铜陵市中医医院中医住培基地2019级住培医师入院教育安排

第四周（9月9日-13日）

日期 时间 内容 责任科室

9月9日
（周一）

08:30-11:30 岗前培训考试（三） 住培办

14:30-17:30 腹部体格检查考核 内二科

9月10日
（周二）

08:30-10:20 放射基础知识及常见疾病放射诊断 放射科

10:30-11:30 心电图基本知识及常见疾病心电图诊断 心电图

15:00-17:30 毫针刺法培训及训练 针灸科

9月11日
（周三）

08:30-11:30 阅片、心电图技能考核
放射科
心电图

15:00-17:30 推拿疗法培训及训练 推拿科

9月12日
（周四）

08:30-11:30

脊柱神经系统检查考核 康复科

14:30-17:30

第五周（9月16-9月18）

日期 时间 内容 责任科室

9月16日
（周一）

08:30-11:30
推拿疗法考核
毫针刺法考核

推拿科
针灸科

14:30-16:30

16:30-17:30 岗前培训考试（四） 住培办

9月17日
（周二）

08:30-11:30 岗前培训补考试（不合格人员） 住培办

14:30-17:30
岗前培训整体反馈
发放培训材料

住培办

9月18日
（周三）

住培专干带学员入岗
住培办 
教学科室

要求如下：
1.请按照内容及时长准备好教学内容，制作PPT；
2.PPT首页标题中须标注2019年住培医师岗前培训；
3.授课后请将PPT交住培办留存；
4.其他未尽事宜请及时与住培办联系沟通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