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卫科教函〔2021〕71号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录取 2021 年住院医师（公共卫生医师）

规范化培训第一批学员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各单位，

海南医学院附属各医院，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各有关单

位：

根据《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1年住院医师（公

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工作的通知》（琼卫科教〔2021〕5

5号）安排，经过填报志愿、统一考试、各培训基地组织面试、

录取、调剂、公示等程序，我委已完成 2021 年海南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第一批学员录取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录取学员名单

2021年海南省住培培训基地第一批共录取学员 417名（具体

名单见附件 1）。

二、报到事宜

请被录取的学员于 9 月 3 日期间自行前往培训基地报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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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学员报到时须提交单位介绍信（模板见附件 2，社会学员不

需提交）、党组织关系介绍信，以及身份证、医师资格证书、医

师执业证书、学历学位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三、培训年限

培训年限一般为 3年。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中医类别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标准（试行）》进行培训。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减免时

间不超过 1年，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减免时间不超过 2年，

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培训时间不予以减免。在规定时间内未按照

要求完成培训或考核不合格者，培训时间可顺延，顺延时间最长

不超过 3年，顺延期间费用由个人承担。培训期间，参训学员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产假、婚假等权利，但须补齐规定的轮转培

训后方可参加结业考核。

四、有关要求

（一）各市县卫生健康委要做好相关协调工作，安排委培学

员到培训基地报到参训。培训基地负责通知所招收的社会学员按

时报到参加培训。

（二）根据《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

（国卫科教发〔2013〕56号）规定，单位委派（含本单位人员）

的培训对象，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变，委派单

位、培训基地和培训对象三方签订委托培训协议。单位学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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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原人事（劳动）、工资关系不变，并享有培训基地生活补助

（平均不少于 1.2 万元/年，公共卫生医师除外）、中央财政生活

补助（2万元/年）、省财政生活补助（0.6万元/年）。培训基地应

与委派单位、单位学员签订三方培训协议。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加快医学教

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办函〔2021〕86号）规定，

培训基地应与社会学员签订劳动合同，其培训期间的社会保险和

基本工资待遇由培训基地负责发放，标准参照培训基地同等条件

住院医师工资水平确定，并享有中央财政生活补助（2万元/年）、

省财政生活补助（0.6万元/年）和培训基地发放的绩效性奖金（平

均不少于 1.2万元/年）。

（三）各市县卫生健康委要督促辖区内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严格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改革完善全科

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办函〔2018〕

269号）规定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派人员参加各类全科医生

培训，选派人员培训期间的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社

会保障等福利待遇由选派单位按在职在岗人员对待”要求，做好

参训农村订单定向医学毕业生的保障工作。

（四）各培训基地要提前做好学员培训的准备工作，并安排

专人负责。要严格按照各专业培训标准细则实施带教、轮转、考

核，及时反馈、上报轮转培训情况。要协调安排好学员住宿，配

备必要的床上用品。严格按照《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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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国卫医发〔2014〕11号），对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人

员进行资格审查，确保参训学员具有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资格。再

次确认学员的培训类别（临床、中医、口腔类别）及专业，应与

其已取得的或将要考取的《医师资格证书》的类别，以及卫生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级职称考试专业相一致。

（五）参训学员在培训期间要严格遵守培训基地的规章制

度，中途因自身原因放弃培训或者因违纪取消培训资格的学员按

培训协议或劳动合同约定处理。培训基地、委派单位要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保障参训学员休产假、婚假期间的福利待遇。

（六）被招收但无故不报到参训或退培的学员三年内不得报

名参加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的培训学员（含委培单

位、社会学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培训基地和培训专业。招收

的培训学员必须连续参加并完成培训，原则上不得申请暂停培

训；申请暂停培训者按无故退培处理，其原有培训经历不保留。

（七）各培训基地要严格执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

法（试行）》（国卫科教发〔2014〕49号）和《海南省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琼卫〔2015〕6号）关于住培学员

执业注册的规定，加强住培学员执业注册管理。

（八）各培训基地于 9月 4日前通过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

心“住培管理平台”上报学员报到参训情况，同时按照中国医师

协会规定的模板收集报到参训的 2021 级我委招收的学员信息和

相关院校 2021 级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军人信息，导入中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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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协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台，并上传省卫生健康委审

核。各协同基地务必配合联合的培训基地完成学员信息收集，由

联合的培训基地负责统一导入并上传省卫生健康委审核。

联系人及电话：

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许林洪，66236195；

省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处 戴露露，65335569。

附件：1. 2021年住培第一批录取学员名单

2.单位介绍信模板

3.培训基地联系方式汇总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 9月 1日

（此件主动公开）



— 6 —

附件 1

2021 年住培训第一批录取学员名单
培训基地 录取专业 人员名单

海南省人民医院

（58 人）

内科 王 萍、曾莹慧、莫恒安、赵作清、陈运文、钟佳昕、王天伦

儿科 石晓慧、王珊珊、谭桃秀

神经内科 王为杰

全科
冯素文、王美淑、黄世利、吴凯慧、袁振亮、黄禹铭、钟教慧、

封乔丽、林巧世、李沛莹、刘扬杰、陈小娜

外科
黎祥威、吴海松、丁兰阳、盛运亮、石靖宇、彭寿金、符家畅、

张为家

妇产科 叶克润、庄小霞、涂吉英、李 薇、李稀玲、周春静

眼科 王春瑾

耳鼻咽喉科 王江雄

皮肤科 曹智睿、钟严瑾

放射科 梁 渊、李月丽、林道隆、梁雪婷

超声医学科 何梦怡、芦献翔、陈立嫚、郑经晓

康复医学科 王彩州

临床病理科 陈江玲

口腔全科 叶 凡、梁小慧、张春爱、杨小贝、李石联、郑淑婷

重症医学科 李春燕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8 人）

内科 林志烜、崔文汉、吴清美、张廷杰、关万能、钟敦名

儿科 王楠囡、梁梦秋

急诊科 于先荣

外科 吴华帅

全科

张 杰、王乾香、许世刚、杜正明、符晓旭、邢火倩、刘伟民、

吴元姬、黄淑妮、李桂娇、李慧婷、陆晶晶、王呈幸、符茂民、

黎瑞栋、罗文帝、王雪花、黄 斌、陈丽卉、黄垂家

耳鼻咽喉科 黄雪冰、王景魁

皮肤科 李沐轩

放射科 颜渊苗、石翠江、林香丽、黎新宇、江佳琪、冯本鼎、陈瑞坤

超声医学科 熊立夫、符小琴、陈丕雄、邓修鑫、林日婉、林亚秋

核医学科 宋致远、钟庆垠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74 人）

内科
张红丽、陈永奋、张娟蓉、蔡佳伟、李笔典、符致亮、钟小龙、

陈妹妹、陈 敏、罗玉芳

儿科 王 颖、林裕庆、许振学、陈起新、黎元政、吴 丰

急诊科 李妹君、卢孙河、郑海妃

神经内科 李康宁、胡 胜

全科

韩 钰、钟月斐、陈 烽、周凤孺、孙菊香、吴皇浪、陈盛南、

陈 雅、曾春南、李政俗、陈高金、陈泰诚、罗振铭、邱勋钊、

吴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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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基地 录取专业 人员名单

外科
符兴辉、陈恒余、梁扬庆、吴冠昌、谢子龙、邱海丰、李 波、

陈辉前、王博长、王 雪

麻醉科 符召念、吴欣欣

皮肤科 麦慧萍

妇产科 黄 晗、黄欢欢、潘家乐、彭思媛、黎秋平、王任燕

耳鼻咽喉科 王开德

放射科 陈怡婷、刘梦婵、方苗蝶、文 静、梁 睿

超声医学科 黎石有、张汉丽、方佳柔、钟少英、符凯彦

放射肿瘤科 吴文玲

预防医学科 吴韦棉

口腔全科 陈 晖、陈惠文、梁婆成

重症医学科 陆元鹏、蔡 云、吴育奇

海口市人民医院

（45 人）

内科
周琼梅、关秋菊、王康贤、何冰冰、薛可东、黄月香、王 婷、

黄美玲

儿科 李美凯、李海龙、曾祖润、莫江兰

急诊科 张杨宇麒、曾 辉

神经内科 吴书仲

全科
冯祥祥、王沈慧、李小婷、王昌霞、黄锡飞、邢增烜、孟泽龙、

林川富、黄佩瑜、陈扬凤、王一彬、周小春

外科 吴乾锦、高 影、陈翰勃、何廉坤

麻醉科 柳楚红

妇产科 李雪姬、吴沐力、邓 浩、董 鑫、唐乙鸭

口腔全科
陈 维、吴 煜、李周丽、陈 旋、林芳萍、陈 辉、邱勋炳、

林建雄

三亚中心医院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23 人）

内科 董慧惠、涂 菲

全科 王小慧、陈海滨、肖 探、苏永清、傅冬梅

外科 董克奇

麻醉科 欧贻宁、房 爽

放射科 陈雪追、邢巧风、陈娇雪、刁建恩

超声医学科 曹星宇、马海燕、史艺莹、杨 婷

口腔全科 黎书巧、周英云、谭雅萍、韩一丹、曾常杰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19 人）

内科 黄美滇、李伯彦、羊永亮、吴敬文

全科
卢宇端、陈积浩、李义平、何和圳、罗青青、文之渤、韦玉暖、

陈鹏任、石小川、王 静

放射科 秦得涵、翟禹源、吴光猛

超声医学科 李良巧、杨美玲

解放军第九二八医院

（11 人）

内科 王 君、张媚妍、唐芳萃、彭旖颖

全科 林安琪、陈 航、李冠积、吴日发、王德广、邢益龙、唐 星

海南省中医院

（64 人）

中医科

周 佳、王英华、王春艳、王 峰、黄 奇、吕铭明、陈 鑫、

林少雅、王长国、胡盼盼、余春辉、李茜茜、苏琼珠、陈传能、

薛兰宝、杨木桃、王 金、李淑子、刘彩霞、李培源、张忠键、

黎秀文、赵丽萍、杨昭情、陈丽羽、薛淑婷、罗 珏、张浩金、

羊文霞、黄晓琼、任建宏、卓廷玲、吴多佳、吕华亭、代红咪、

陈勇江、陈 皇、林仕栋、赵晓静、郝珍珍、潘虹秀、曾 吉、

陈 梦、梁静妍、王建妃、陈丽敏、陈 强、李 凡、羊广宦、

谢海琴

中医全科
董亚鲜、周唐浪、王海燕、胡慧芬、周焕冬、林炽和、李应驰、

王桃花、王青松、符 薇、詹宪冠、陈玉平、蒙子翛、陈锦利

海口市中医医院

（40 人）
中医科

周芳玉、符芳强、张余茗、王 景、哈晨悦、郭诗阳、孙小艺、

李丽娜、吴桂玲、王一涵、周晓娴、李牧泽、李明峰、王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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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基地 录取专业 人员名单
李婷婷、李金寿、陈自力、陈小芳、羊美宇、李 婷、薛 妹、

李美玲、萧丽文、刘 成、李诗媛、吴清文、陈风娇、林升姣、

李自桓、李晓刚

中医全科
吴晓悦、杜 娟、王培亮、黄小妹、肖 增、羊振玲、容族宇、

黄贤明、吴明慧、林亨鹏

三亚市中医院

（22 人）
中医科

王学智、许锦漩、王世尧、薛伟妃、李文虹、吴 浩、王文菀、

钟主良、李国颜、刘 昊、冯 冏、陈锐云、李健宇、谢继虎、

文伟人、吴清文、龚 楚、郭仁汾、陈尾女、王艺馨、黄姑梅、

苏文隆

琼海市中医院

（12 人）
中医科

周 倩、司祚平、付倚天、饶城芳、陈子熙、李 婷、罗杰赛、

潘梓旸、涂猜猜、许致铨、陈 婕、陈显森

海南省疾控中心

（1人）
公共卫生 杨文秀

合计 4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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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介绍信模板

XXX 医院：

兹有我院单位员工 XXX，身份证号码：XXXXXX，委派到贵院

XXX 专业基地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请予以接洽，办理相关

手续。

单位公章

2021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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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培训基地联系方式汇总表

序号 培训基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海南省人民医院 白峰华 68642611

2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赖信翔 66743503

3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林少芳 66809246

4 海口市人民医院 蔡亲祥 66189631

5 解放军第九二八医院 常琼英 65920163

6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孙敬杰 65920163

7 三亚中心医院 邢梓妍 38236009

8 海南省中医院 丘韵 66131236

9 海口市中医医院 陆征麟 36696206

10 三亚市中医院 符钰尉 88706051

11 琼海市中医院 毛润佳 62810835

12 海南省疾控中心 李洁明 18189856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