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21年度招聘计划

序号 科室
招聘岗位 招聘要求

系列 人数 学历 专业 备注

1 心内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心血管内科

2 心电图 医师 1 硕士/本科 临床医学

3 消化内科
医师 1 博士 消化/肿瘤

护理 1 硕士 护理学 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4 肾内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肾病学

技师 2 本科 医学相关专业

5 血液内科

医师 1 博士/硕士 血液病学

技师 1 硕士/本科 临床医学/检验医学
有血液科实验室经验者
优先

6
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
医师 3 博士/硕士 呼吸内科/重症医学

7
产科

医师 3 博士/硕士 妇产科专业
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
管理能力的高级职称优
先；或具有临床经验

护理 1 硕士 护理学 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8 儿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儿科/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9 妇科
科研人员 1 博士 基础医学/妇产科学

技师 1 博士/硕士 胚胎学/检验学
有生殖医学从业资质/
工作经验优先

10 普外科 医师 3 博士/硕士 肝胆/肛肠/血管/腺体/胃肠

11 全科医学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全科医学

12 内分泌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内分泌/内科学
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者
优先

13 神外二科
医师 4 博士/硕士

神经肿瘤/脑血管病/介入/脊髓/神
经重症/急诊医学

神经外科副高级职称1
人

技师 2 本科 呼吸治疗 有专业证书

14 神外一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神经外科肿瘤及介入方向

15 肿瘤老年病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16 泌尿外科 医师 1 博士/硕士 泌尿学

17 麻醉科 医师 3 博士/硕士 麻醉学/临床医学

18 急诊科 医师 4 博士/硕士 内科学/外科学/急诊医学/重症医
学

19 皮肤科 医师 1 博士/硕士 皮肤病与性病学

20 疼痛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疼痛/麻醉/骨科/临床医学

21 医学美容科 医师 1 博士 烧伤/整形

22 耳鼻喉科 技师 1 本科 听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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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口腔科 医师 1 博士/硕士 颌面外科

24 眼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眼科学

25 全科医学二科
医师 1 博士/硕士 康复医学 有工作经历者优先

运动治疗师 1 博士/硕士 康复治疗/针推

26 健康体检科 医师 1 博士/硕士 全科医学

27 检验科
检验师 2 博士/硕士

博士：医学或生物学相关专业    
硕士：临床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

全日制统招博士优先

科研助理 1 博士/硕士 基础医学

28 影像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医学影像

技师 3 本科 医学影像

29 超声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医学影像

30 药学部 药师 2 硕士/本科 药学

31 输血科
医师 1 硕士 临床医学/医学检验

技师 1 硕士/本科 临床医学/医学检验

32 病理科
医师 2 博士/硕士

生物信息学专业/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或生物技术/病理与病理生
理学专业

学科带头人要求博士或
硕士但具有高级职称

技师 1 硕士 病理与病理生理学/病理技术

33 护理 护理 50 本科 护理学
第一学历须为统招本科
学历（不含专升本）

34 党政办 科员 1 硕士 中文专业

35 党委宣传科 视频宣传 1 硕士/本科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新媒体专业
中共党员，擅长视频拍
摄、剪辑、制作；运营
短视频与新媒体

36 纪检监察室 科员 1 硕士/本科 文学/管理学 中共党员

37 质量控制科 质控医师 1 硕士 临床医学 5年以上主治医师。

38
研究生与继续
教育管理科

管理员 1 硕士/本科 临床医学

39 发展规划科 管理员 1 硕士/本科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类 有工作经历者优先

40 科研科 管理员 1 博士/硕士 临床医学/药学

41 教学科 管理员 1 硕士/本科 管理类/教育类/医学类

42 财务科 会计 1 硕士/本科 会计学

43 设备供应科 工程师 2 硕士/本科 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自动化及维
修

有工作经历者优先

44 招标办 管理员 1 硕士/本科
公共卫生管理/生物医学工程/建筑

工程

45 医疗保险管理
科

医保管理员 1 硕士/本科 医疗保险管理/医学相关专业

46 信息科 计算机管理
员

1 硕士 计算机

47 总务科

高压电工 1 大专及以上 具备高压电工证

低压电工 1 大专及以上 具备低压电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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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管理员 1 大专及以上 会计学 具备会计资格证优先

小计 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