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6年乌鲁木齐市级卫生系统事业单位紧缺人才招聘职位表
（面向2016届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医学类专业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序号 主管单位 用人单位 招聘岗位
招聘
人数

招 聘 条 件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 备注

学历 专  业 其他条件

1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麻醉科 3
本科
及以上

麻醉学

王楠 0991-4508272 1289703347@qq.com

      医院成立于1960年，是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一所集医疗
、预防、保健、康复、教学及科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是新
疆医科大学教学实习基地，是国家中医专业执业医师考试基地，国家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乌鲁木齐市中医预防保健体系领头单
位。
      医院建筑面积43327平方米，新建成的门诊楼、住院楼环境优美
、设备先进，医院编制床位421张，开放床位545张，共有20个临床
科室。总院地处乌鲁木齐市交通要道的友好南路，南门分院（二部）
位于南门解放南路的金融一条街，小十字分院在繁华的商业中心解放
北路，三处院址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为扩大医院的服
务网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医院现有国家级重点专科1个（内分泌科）
、国家级重点专科协作单位5个（妇科、肛肠科、老年病科、治未病科
、临床药学）；自治区中医重点专科2个（脑病科、妇科）；自治区级
重点专科培育单位4个（骨科、心血管科、老年病、肛肠科）。
      医院现有职工875人（其中聘用人员300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721人；高级职称127人（正高43人、副高84人）；中级职称
226人。博、硕、研究生65人，国家师承专家2人。医院有执业医师
264人，其中中医执业医师185人，药学专业人员61人，执业注册护
士总人数255人。年门诊量已达60余万人次，年总收入3亿元左右。医
院检查、治疗设备齐全，配套完善的后勤保障服务系统，高效健全的
管理制度，不断提升的医疗质量及技术水平，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可
。
      医院坚持“强中医、重疗效，传承创新；强专科、育名医，服务全
疆”的发展战略，始终把“精医厚德，至微至上”的服务理念，贯穿
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赢得了患者的赞誉。

2
放射科、
B超室

3
本科
及以上

医学影像

3
急诊科、
普外科

3
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4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眼科医师 3

本科
及以上

眼科学、临床医学

脱雨陇 18699106166 476829521@qq.com

      医院是乌鲁木齐市卫生局直属医疗卫生单位、非营利性三级（试运
行）专科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盲办、乌鲁木齐市红十字眼库所
在地。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白内障复明定点机构、乌鲁木齐市低视
力康复定点机构、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眼视光专业实习基地。
      医院位于乌鲁木齐市繁华商业街区中山路387号，大十字西北角，
交通、购物、生活十分便利。医院现有床位80张，职工163人，其中
硕士学历以上12人，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23人。医院秉承“大专
科、小综合”的发展格局，为广大患者提供以眼、耳鼻咽喉为主的全
科医疗服务。设有眼科、耳鼻喉科、眼视光中心、儿童眼科、准分子
中心、中医科、内儿科、手麻科等临床科室，药剂科、检验科、放射
科等医技科室。耳鼻喉科为自治区重点专科。
      新年新机遇、新挑战，医院温泉分部和高铁国际医院即将正式投入
使用，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良的发展平台！

5
耳鼻喉科

医师
1

本科
及以上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喉科学、

临床医学

6
儿童眼科

医师
1

本科
及以上

眼科学、临床医学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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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

临床医师 10
硕士
研究生

临床医师 精神科方向

钱志庆 0991-2693146 1206114313@qq.com

      乌市第四人民医院(新疆精神卫生中心、新疆精神卫生研究所)始建
于1938年，具有70多年历史，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经过几代
人的艰辛努力和奋斗拼搏，现已发展成为集医疗、科研、教学、康复
、预防为一体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心理、精神医疗机构。
      2015年医院顺利通过国家卫计委三级甲等专科医院验收，成为西
北地区从规模到水平均一流的专科医院。2007年4月通过了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西北地区同类型医院唯一通过认证的。医院
是自治区、兵团、乌鲁木齐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是新疆医科大学教
学医院，同时还肩负着多所心理咨询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教学、培
训、实习任务。
      医院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余平方米，绿化面达45%
以上，是一座花园式医院。国家重点投资项目精神科综合大楼项目建
筑面积2.7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现有病床1000张，在职职工近800
人。除总院外，还设有中山路睡眠中心及温泉康复医院两个分院。依
据大专科、小综合的发展方向，医院设有重症精神科、临床心理科、
老年科、综合科（内、外、妇等）、戒酒科、儿童早期心理干预科、
睡眠科、网瘾戒治科等住院病区及专科专病门诊。医疗设备在全国同
级专科医院中属一流水平。
      医院以“团结、务实、创新、发展”为宗旨，以病人为中心，以医
疗质量为核心，将医院建设成为集精神病科、行为医学、神经内科、
老年病科为一体的现代化专科医院。

8 临床医师 10
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师

9 护士 10
本科
及以上

护理学

10 护士 10 高职 护理学

11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临床医师 15

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吉斌 13999989001 100682212@qq.com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创建于1948年，其前身是国民党“迪
化中央医院”，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命名为“新疆省第三人民医
院”（简称“三医院”）；1957年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友谊医院”
（原苏联红新月医院、红十字医院）合并后改称为“乌鲁木齐市友谊
医院”。之后，几经易名，1983年恢复为“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是乌鲁木齐市一所集医疗、预防、教学、科研
、保健、康复为一体拥有一所总院、两所分院的国家级“三级甲等医
院”。医院占地面积26468.8平方米，建筑面积64396.21平方米。医
院曾先后荣获“国家级爱婴医院”、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
“亚洲紧急救援中心”定点医院、新疆医科大学教学医院、新疆医科
大学临床医学院、自治区全科医师培训中心实践教学基地、新疆石河
子医学院教学医院、“自治区包虫病外科手术”定点医院及“全国卫
生系统先进集体”、“全疆十佳医院”、“自治区级文明单位”、“
自治区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百佳品牌医院”等荣誉称号。
      2010年9月成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医疗卫
生服务共同体。2011年8月，成为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包虫病
防治项目外科手术治疗定点医院，2011年10月成为“神华爱心行动”
新疆合作项目定点医院，2013年8月成为乌鲁木齐市归侨侨眷医疗服
务定点医院，2013年9月成为全国（新疆）CHIAO胆道镜培训基地。
2014年正式被评为市级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示范单位。
      医院总院编制床位900张，分院编制床位220张，共计1120张。
现有员工1344名（在职952人，聘用392人），高级职称204名、中
级职称361名。医院设置36个临床专业科室和14个医技科室。

12 麻醉医师 3
本科
及以上

麻醉学

13
医学影像

超声
2

本科
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

14 放射医师 2
本科
及以上

医学影像学

15 药师 2
本科
及以上

中药学

16 药师 2
本科
及以上

临床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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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防治 3

本科
及以上

预防医学

陆东月 0991-3767567 122741692@qq.com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在原乌鲁木齐市卫生防疫站基础上
实质性整合相关的预防控制机构（包括市结核病防治所、市地方病办
公室、市健康教育所）组成的，中心现有正式职工152人，其中博士生
3人，研究生（含在职研究生）37人，本科生65人；正高职称11人，
副高职称19人，中级职称58人。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有18个科室，业务科室15个，有
性病艾滋病防制科、传染病防制科、结核病防制科、地方病防制科、
职业病防制科、免疫规划科、信息服务与健康教育科、病媒生物防制
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制科、公共卫生科、体检科、综合门诊、理
化检验科、微生物检验科、质管办，职能科室3个，办公室、科教科、
计财科。

18
卫生事业

管理
1

本科
及以上

卫生事业管理

19
实验室
工作人员

1
本科
及以上

微生物检验

20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医师 25

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或
儿科各专业

田晓冬 18997963812 540611077@qq.com

      医院是以妇女、儿童为特色的三级综合医院，设有开放床位1210
张。
      城南儿童医院占地1.2万平方米，业务用房2.25万平方米，是全疆
唯一一家三级儿童医院，于2015年通过三级甲等儿童医院评审。设置
儿内科、儿外科、重症监护、门诊及医技五大体系，分别涵盖了呼吸
、消化、心肾、神经、血液、风湿免疫、感染、康复医学、新生儿、
普外、新生儿外、骨科、神经外、泌尿外、耳鼻咽喉、心胸外、手术
麻醉、儿童重症监护、新生儿重症监护、心脏术后监护、内分泌、眼
科、口腔、中医、儿童保健、皮肤、急诊等儿科专业，开放儿科床位
628张。
     城北妇女儿童医院占地2.73万平方米，业务用房9.7万平方米，是
乌鲁木齐地区的急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为二级甲等综合性专科医
院，设置有妇产科、普外、骨科、肛肠泌尿外科、五官科、高血压病
、心血管病等成人专业科室，开放床位582张。
      医技体系分别涉及超声诊断、放射、CT、核磁共振、神经电生理
、心电电生理、内窥镜、临床检验、输血、病理、药剂等专业。
      医院是西北地区爱心医院、新疆首家爱婴医院、乌鲁木齐市市级肢
体残疾儿童手术治疗定点医院、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与早期干预治疗
中心、乌鲁木齐地区儿童急危重症救治中心、中国医院协会科技发展
部新疆基地、自治区临床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21 妇产科医师 10
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或
妇产科专业

22
医学影像

医师
5

本科
及以上

医学影像

23 护理 5
本科
及以上

护理

24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红十字急救中心

急救医师 1
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男性 金凯 0991-4552401 21617175@qq.com      中心内设办公室、调度科、急救科、药械科、车管科5大科
室，是全疆的院前急救质控中心，乌鲁木齐市120调度指挥中
心、院前急救培训中心。
      拔尖专业：院前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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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乌鲁木齐市卫生局

乌鲁木齐市血液中心
检验 2

本科
及以上

检验

张婕 13999939506 524377270@qq.com

      中心成立于1962年，从最初单纯的登记分卡与医院联系的机构，
发展成为集血液采集、制备、供血、科研及信息数据联网于一体的综
合型医疗卫生机构，2007年建立了ISO质量管理体系。已成为自治区
与乌鲁木齐市公共卫生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单位，是“中华骨髓库
乌鲁木齐市HLA组织配型实验室”，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学
基地。
      中心现有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的8层血液检测业务大楼，装备了
先进的专业仪器设备。承担着为全市近70余家医疗单位提供临床用血
和保障安全用血的重任。中心除设立7固定献血点外，还在闹市街头及
高等院校停放流动献血车，提供全年无休献血服务。每年采集血液近7
万单位，向临床供应血液及血液成份制品约23万单位，血液成分分离
率为95％以上，临床血液成分输注率为95％。中心还开展疑难血型鉴
定及配血、新生儿溶血病的检查、输血反应鉴定、强直性脊椎炎的诊
断、组织配型等输血相关服务项目。
      中心现有职工149名（包括劳务合同制），副高以上职称14人，
中级职称32人，博士学位1人，硕士研究生10人，专业涉及临床、检
验、药理、护理、预防等。内设科室有中心办公室、业务办公室、质
控科、财务科、车辆管理科、材料设备科、献血服务科、检验科、成
分制备科、供血科、血型室11个科室。

26 临床医师 4
本科
及以上

临床医学

27 免疫血型学 2
硕士
研究生

免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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