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河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用人需求

科室 岗位                                                    应届/非应届 人数 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专业 生源                      备注                                                                                                   

1.头颈外科 医生 应届 3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神经外科 医生

应届 4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神经外科 不限 主治医师，35周岁以下，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神经外科 不限 副主任医师，40周岁以下，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神经外科 不限 主任医师，50周岁以下，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

3.胸外科 医生

应届 27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4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副主任医师及以上，45周岁以下，三级医院独立带组
5年以上工作经历，国家重点临床专科科室，承担国
家级重点课题。英文基础较好者优先

4.乳腺外科 医生 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5.肝胆外科 医生
应届 5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主治医师及以上

6.胰胃外科 医生
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4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住院医师及以上，35周岁以下

7.结直肠外科 医生

应届 5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胃肠外科、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独立带组3年以上。有大学附属
医院或省级三甲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胃肠外科、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主治医师及以上，有二阶段规培证。有大学附属医院
或省级三甲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胃肠外科、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住院医师及以上，有一阶段规培证。有大学附属医院
或省级三甲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8.泌尿外科 医生 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外科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9.肿瘤内科

医生

应届 29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1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技术员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命科学 不限 /

管理人员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管理学相关专业 不限 /



科室 岗位                                                    应届/非应届 人数 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专业 生源                      备注                                                                                                   

10.放射治疗科

医生 应届 16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放射医学相关专业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物理师 应届 8 硕士及以上 不限 生物医学工程及核物理相关专业 不限 /

工程师 应届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相关专业 不限 /

技师 应届 17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影像技术、应用物理学（医学方向）

、生物医学工程
不限 /

11.综合科 医生

应届 7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肿瘤学、内科学、重症医学、全科医学、

康复医学相关专业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4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肿瘤学、内科学、重症医学、全科医学、

康复医学相关专业
不限 /

12.重症加强治疗科 医生 应届 6 硕士及以上 不限 重症医学、急诊、内科学、外科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13.特需医疗部 医生 应届 14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肿瘤学 不限 外科、放疗、内科，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14.妇科

医生

应届 26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妇产科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10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妇产科学 不限
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有妇科放疗、宫腔镜及宫颈癌
早诊早治经验者优先

物理师 不限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放射医学及核物理相关专业 不限 具有近距离放疗经验者优先

管理人员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管理学相关专业 不限 /

15.麻醉科 医生

应届 33 硕士及以上 不限 麻醉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1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麻醉学 不限
住院医师及以上职称，35周岁以下，有规培证书，具
有麻醉工作经历。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及三甲医院工作
经验者优先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重症医学 不限
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三甲医院工作经历、从事ICU
或AICU工作优先

16.中医科 医生

应届 3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中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不限
副主任医师，三甲医院肿瘤临床及科研经历，50周岁
以下。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中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 不限
主治医师，三甲医院肿瘤临床工作3年以上，35周岁
以下。

17.内镜科 医生

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镜消化、呼吸优先
。

非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消化专业优先 不限
3年以上主治及以上职称，三级以上医院，内镜操作
经验不低于5年，病房经验不低于5年。年龄低于40周
岁者优先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呼吸专业优先 不限
3年以上主治及以上职称，三级以上医院，内镜操作
经验不低于5年，可熟练进行气管镜四级操作，病房
经验不低于5年。年龄低于40周岁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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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介入治疗科
医生

应届 3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及相关专业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相关 不限
住院医师需具备规培证、医师资格证，中级及以上职
称不限

技师 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影像技术 不限 /

19.影像诊断科

医生

应届 3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及相关专业 不限 已完成影像规培，可放宽至本科。医科院校优先

非应届
8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影像学 不限 主治医师

4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影像学 不限 副主任医师以上

技师 应届 4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影像技术 不限 /

登记员
应届 8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医技护专业优先 不限 /

非应届 1 中专及以上 不限 医技护专业优先 不限 /

工程师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影像技术、物理学、物理电子学、自

动化类等相关专业
不限 /

20.功能检查科

技师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技术相关专业 不限 /

心电图医生 非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 不限
要求执业范围为心内科或影像专业，二级以上医院工
作经历。三级医院或中级以上职称者优先

21.防癌体检中心 医生

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妇产科学方向） 不限 /

非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妇产科学方向） 不限
副高及以上职称（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者可放宽至中
级职称）。有三甲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普外科及甲乳外科方向 不限
副高及以上职称（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者可放宽至中
级职称）。有三甲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内科方向 不限
副高及以上职称（有三甲医院工作经历者可放宽至中
级职称）。有三甲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22.病理科

医生

应届 13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病理学、临床检验诊断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5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病理学、基础医学 不限
中级以上职称。有三甲医院、肿瘤专科医院病理科工
作经验者优先

技师

应届 1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细胞生物学、病理学与病理生

理学等相关专业
不限 有病理科技术岗位实习经历者优先

非应届 4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生物学相关 不限
具有病理科包埋、切片、冰冻等技术岗位1年以上独
立工作经验。取得初级以上病理技术资格证书者优先

技术辅助

应届 2 大专及以上 不限 不限 不限 有病理科技术岗位实习经历者优先

非应届 1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医学、生物学相关 不限
熟悉病理科相关工作流程。具有服务台、大体描写等
技术辅助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



科室 岗位                                                    应届/非应届 人数 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专业 生源                      备注                                                                                                   

23.临床细胞学室

医生

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临床病理学、基础医学、检验

医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不限

要求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者优先

非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临床病理学、基础医学、检验

医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不限

要求执业范围为病理检验专业的医师，35周岁以下。
主治医师优先

技师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病理学、病理

学技术等相关专业
不限 /

24.检验科 医生/技师

应届 24

博士 不限
临床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医学检验技

术等相关专业
不限 完成住院医技师规培优先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医学检验技

术等相关专业
不限 完成住院医技师规培优先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医学检验技

术等相关专业
不限 完成住院医技师规培优先

非应届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医学检验技

术等相关专业
不限

40周岁以下，中级职称以上。有三级医院工作经验者
优先

7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医学检验技

术等相关专业
不限

35周岁以下。完成住院医技师规培者优先；有三级医
院工作经验者优先

25.药剂科 药师

应届
30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药学相关专业 不限 药学类院校毕业者优先

28 大专及以上 不限 药学、临床药学及相关专业 不限 药学类院校毕业者优先

非应届
5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药学相关专业 不限 中级及以上职称。医药类院校毕业优先

5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药学相关专业 不限
初级及以上职称。临床药师优先；医药类院校毕业优
先

26.输血科 技师
应届 5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输血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及相关专业 不限 /

非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输血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及相关专业 不限 40周岁以下，具备临床输血工作经历5年以上

27.病案室

质控医生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 不限 /

非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 不限 35周岁以下

技师
应届 2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卫生信息相关 不限 /

非应届 1 大专及以上 不限 卫生信息相关 不限 30周岁以下

28.营养科

医生/技师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营养与食品卫生

学、预防医学
不限 /

医生

非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中医或中西医结合 不限
具备临床、中西医结合或中医学的临床执业资质，3
年以上工作经历

非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相关
不限

具备临床或公共卫生执业资质。中级职称及以上优
先；有临床工作经验或营养科工作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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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GCP中心

医生

应届 1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 不限 要求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非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肿瘤学 不限
主治医师及以上，35周岁以下。有I期病房工作经验
或参与过临床研究者优先

药师 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药学相关专业 不限 /

管理 非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相关专业 不限 有临床研究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

30.核医学科

医生 应届 2 硕士及以上 不限 临床医学 不限
需要获得放射医学或核医学的规培证书。有CT或
PET/CT工作经验优先

技师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医学影像技术及相关

专业
不限 /

预约登记 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护理或医学专业 不限
需要有良好沟通能力及良好服务态度。医学院校毕业
者优先

31.超声科 医生

应届 17 硕士及以上 不限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方向）、临床医

学
不限 要求取得执业医师资格

非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医学 不限
中级以上职称，35周岁以下；二甲以上医院工作5年
以上。医学影像与核医学专业，超声方向优先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医学 不限
初级职称，30周岁以下；需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证书；二甲以上医院工作3年以上。医学影像与
核医学专业，超声方向优先

32.党政办公室 管理 应届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行政管理、新闻

传播学类专业
不限 /

33.人力资源处 管理

应届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公共卫生、卫

生经济、卫生统计、法学等
不限 /

非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公共卫生、卫

生经济、卫生统计、法学等
不限

35周岁以下。有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或行政管理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34.经管财务处

管理 
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相关专业 不限

/
非应届 1 本科及以上 不限 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相关专业 不限

收费
应届 3 大专及以上 不限 会计 不限

/
非应届 5 大专及以上 不限 会计 不限

35.医务处 管理 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公共卫生管理、法学、卫生信息管理 不限 医务1人，院感1人

36.医保办

管理 应届 5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卫生经济、卫生管理、医学信息类、医学

统计、临床医学等医学相关专业
不限 /

物价员 应届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医学相关专业、财务会计类、经济管理类 不限 /



科室 岗位                                                    应届/非应届 人数 学历学位              毕业学校 专业 生源                      备注                                                                                                   

37.护理部 护理
应届

200 本科及以上 不限
护理 不限 要求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合格

300 大专及以上 不限

非应届 50 大专及以上 不限 护理 不限 护师及以上职称，35周岁以下

38.信息管理中心 工程师
应届 7 大专及以上 不限 计算机相关 不限 /

非应届 8 大专及以上 不限 计算机相关 不限 有信息化相关工作经历

39.设备处
管理 应届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机械类、电子及
相关专业

不限 /

库管 应届 2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物流类、计算机相关专业 不限 /

40.总务处 管理 应届 8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自动化
、物业管理、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暖通

工程）及相关专业
不限 /

41.保卫处 管理 应届 3 本科及以上 不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自动化
、物业管理、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暖通

工程）及相关专业
不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