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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 

2020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 

医生培训结业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各培训

基地、有关高校，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心：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做好 2020 年

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有关工作

的通知》（卫人才发〔2020〕26 号）要求，为做好 2020 年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工作，确保各项工

作有序、严密展开，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全省结业考核工作的组织管理，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省住培中心）负责结业考核具体工

作，各省辖市卫生健康委、各培训基地及有关高校负责结业考核

工作的具体落实。 

二、考核对象 



（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1. 2017年全省统一招录的住院医师； 

2. 2018 年全省统一招录的培养年限为 2 年的专业学位硕士

毕业生（不含在读专硕研究生）； 

3. 2019 年全省统一招录的培养年限为 1 年的专业学位博士

毕业生（不含在读专博研究生）； 

4. 郑州大学、新乡医学院、河南科技大学、河南大学等高

校 2017 级全日制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5.未通过 2019 年度结业考核，且符合补考条件（结业 3 年

以内）的补考考生。 

（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1. 2018年全省统一招收的“3+2”助理全科医生; 

2. 2016级、2017级已参加助理全科培训结业考核未通过的

考生。 

 三、报考条件 

（一）上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对象应同时符合以

下四项条件： 

1.严格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规定的时间

在国家公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完成相关培训； 

2.培训过程考核合格； 

3.申报的考核专业与实际培训专业及录入至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管理平台上的专业一致； 



4.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或已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二）上述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

两项条件： 

1.严格按照《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试行）》规定的时间

在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完成相关培训； 

2.培训过程考核合格。 

四、报名事宜 

（一）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的按照以下程序报

名 

1.理论报名和确认：参加理论结业考核的考生于 6 月 15—23

日期间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https://www.21wecan.com）网上报

名系统填写相关信息，6 月 15—24 日期间携带相关报名材料到

所在培训基地（高校）进行现场确认，培训基地、高校对考核对

象的资格审查负主体责任，安排专人登录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并

进行现场审查，重点查验申请考核对象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

医师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书原件，重点核实申请参加考核对象的培

训计划是否有效执行、培训过程记录是否完整、过程考核是否合

格等。各培训基地、高校完成资格审核的截止时间为 7 月 5 日。 

2.技能报名与确认：参加结业技能考核的考生于 6 月 15—23

到各培训基地、高校进行报名，各培训基地、高校于 6 月 15—

24 日在审核结业理论考核资格同时一并进行结业技能考核资格

的审核。 

http://www.med66.com/yishizigekaoshi/


各培训基地、高校完成结业理论和技能考核资格审核后，按

照附件 1 格式收集符合理论和技能结业报考条件的学员信息，安

排专人登录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管理平台

（ http://hnszp.bjztyh.cn），统一导入学员信息（操作指南参见

附件 2），截止时间为 7 月 8 日。各培训基地、高校对资格审核

及所导入信息准确性负总体责任。 

3.考场编排：7 月 11—21 日各高校、培训基地通过考务管理

系统（各单位用户名和密码于近日下发）进行考场编排和审核。 

4.准考证打印：8 月 7—16 日，考生可通过姓名和证件编号

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打印理论考试准考证，技能考试准考证无须

打印。 

（二）参加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的按照以下程

序报名 

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结业考核（含理论和技能）的考生，

于 6 月 15—23 日携带相关报名材料到所在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

地进行现场报名，各培训基地于 6 月 15—24 日对考核对象的资

格进行审查，重点核实身份证以及考核对象的培训计划是否有效

执行、培训过程记录是否完整、过程考核是否合格等。各培训基

地对审查负主体责任。 

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完成结业理论和技能考核资格审

核后，按照附件 3 格式收集符合理论和技能结业报考条件的学员

信息，安排专人登录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综合管理平台

http://hnszp.bjztyh.cn/


（ http://hnszp.bjztyh.cn），统一导入学员信息（操作指南参见

附件 2），截止时间为 7 月 8 日。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对资

格审核及所导入信息负总体责任。 

考场编排和考核相关事宜由省住培中心统一组织。 

五、资格审核 

为强化过程管理，突出结果导向，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要

求，今年结业考核，仍严格资格审查，通过严把结业考核关，推

动过程管理，强化培训效果，提高考核通过率。6 月 15—24 日，

由培训基地负责审查本基地所有报名参加本次结业考核人员过

程管理档案资料，包括《轮转手册》、《考核手册》、出勤记录、

日常出科考核记录、年度考核记录、医师资格考试通过证明等。

要保持档案原始、真实、完整，只能补培训，不能补材料，如档

案材料弄虚作假，或未按国家标准轮转，或过程考核不合格且经

补考仍未合格等情况，一律不允许参加本次结业考核。 

六、考核专业 

（一）住培结业考核按照 34 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设

置，组织结业考核。 

（二）助理医生培训结业考核为助理全科。 

七、考核内容  

    （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分为专业理论考核和临

床实践能力考核两部分。重点评价培训对象经过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系统临床培训后，在实际医疗保健工作中综合运用临床基本

http://hnszp.bjztyh.cn/


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基本经验，安全有效规范地从事

临床诊疗活动、独立处理本专业常见病多发疾病诊疗问题的能力

和相关综合素质。结业考核按培训专业施行，各专业理论考核大

纲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指导标准在中国卫生人才网

（www.21wecan.com）发布。 

1.专业理论考核。考点集中在 2～3个考点进行。 

考核时间：8月 16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6:30。 

考核方式：人机对话形式。 

2.临床实践能力考核。考点原则上集中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

院平原新区考点进行，个别考生较多的专业需增加考点的另

行通知。 

考核时间：8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 

命题方式：各培训基地参照国家公布的《临床实践能力考核

指导标准》组织专家进行命题，每个培训基地按照本基地所承担

的培训专业，每个专业命一套试题。省卫生健康委抽调相关专业

专家，组成临床实践技能考核命题专家组进行组题。精神科、妇

产科、麻醉科 3 个专业依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

于发布精神科等 3 个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临床实践能

力考核标准方案（2020 版）》（卫人才发〔2020〕28 号）的要求

进行命题，具体考核标准方案可登陆中国卫生人才网

www.21wecan.com 查询。 

考核方式：多站式考核（OSCE） 

mailto:hnswjwkjc@163.com，由我委抽调专家组成临床实践技能命题专家组进行组题。精神科、妇产科、麻醉科3个专业依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发布精神科等3个专业《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结业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标准方案（2020版）》（卫人才发〔2020〕28号）的要求进行）命题。
mailto:hnswjwkjc@163.com，由我委抽调专家组成临床实践技能命题专家组进行组题。精神科、妇产科、麻醉科3个专业依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于发布精神科等3个专业《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结业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标准方案（2020版）》（卫人才发〔2020〕28号）的要求进行）命题。
http://www.21wecan.com/


（二）助理全科医生结业考核分为专业理论考核和临床实践

能力考核两部分，由省住培中心具体组织。                                         

1.专业理论考核。考点集中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平原新

区考点进行。 

考核时间：8月 22日上午第一场：7:30-10:00， 

第二场：10:10-12:40 

考核方式：人机对话形式。 

2.临床实践能力考核。考点集中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平

原新区考点进行。 

考核时间：8月 22日下午、23日全天。 

考核方式：多站式考核（OSCE）。 

八、结果评定 

（一）住院医师专业理论考核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均合格视

为结业考核合格。合格人员由中国医师协会统一编号，省卫生健

康委发放统一制式的《住院医师培训合格证书》，证书在全国范

围内有效。 

考核不通过者，可就未通过科目申请参加补考，每年一次考

核机会，通过考核合格的科目成绩三年内有效。 

（二）助理全科医生专业理论考核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均合

格视为结业考核合格。合格人员由省卫生健康委发放全国统一制

式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全国范围内有效。 

考核不通过者，可就未通过科目申请参加补考，每年一次考



试机会，通过考核合格的科目成绩三年内有效。 

九、其他事项 

（一）我省结业考核工作委托省住培中心代表河南省与国家

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签订考核服务合同书，统一支付考

核费用。本着自愿原则，愿意统一参加 2020 年结业考核的基地

和高校，于 2020年 6月 24日之前，与省住培中心签订结业考核

服务合同（见附件 5），并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由培训基地和

高校严格按照报考人数，将结业考核费用（1000 元/人，其中专

业理论考核 200 元/人，临床实践能力考核 800 元/人）统一向省

住培中心转账。省住培中心不接受个人转账。协同单位需将交费

转账凭据交于主体基地，由主体基地统一上传至河南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综合管理平台，转账时请务必备注“2020 年住培结

业考核费用”或“2020 年助理全科结业考核费用”。未按期交费

的培训基地和高校，将不予安排结业考核。 

（二）结业考核费用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账号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河南省人民医院 

账    号：41001503010050007892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郑州行政区支行 

（三）考核具体方案和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联系人：刘淑娅  电话：85961213 

河南省住培中心联系人：韩雪灵    电话：65580911 



 

附件：1.住院医师结业报名学员信息汇总表 

      2.结业考核人员报名操作指南 

      3.助理全科医生结业报名学员信息汇总表 

4.住培及助理医生考核服务合同 

 

 

                              2020 年 5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