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23年岱岳区卫生健康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汇总表

序号 招聘单位 岗位类别
岗位
等级

岗位
名称

岗位
代码

经费
形式

招聘
人数

学历 学位

专业要求

笔试科目 其他条件 咨询电话 备注
专科 本科 研究生

1 岱岳区卫生计生行政执法大队 专业技术 初级 卫生监督 1001 财政拨款 1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预防医学、卫生监督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
科）、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专硕）、军事预防医学（专

硕）、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
硕）

预防医学 0538-8560060

2 岱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业技术 初级 公共卫生 2001 财政拨款 2 专科及以上
医学检验技术、卫生

检验与检疫技术

卫生检验与检疫、卫生
检验、医学检验、医学
检验技术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医学检验技术 0538-8589806

3 岱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2002 财政拨款 2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
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影

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医学 0538-8589806

4 岱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专业技术 初级 公共卫生 2003 财政拨款 1 专科及以上 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预防医学 0538-8589806

5 岱岳区皮肤病防治所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医学 3001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医师资格，执业范围：外科 0538-6214108

6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4001 财政补贴 3 本科及以上 学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0538-8297006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7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4002 财政补贴 5 研究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内科学 免笔试
1、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2、具有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已取得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可不具备）

0538-8297006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8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4003 财政补贴 4 研究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 免笔试
1、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2、具有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已取得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可不具备）

0538-8297006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9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4004 财政补贴 1 研究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 免笔试
1、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2、具有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已取得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可不具备）

0538-8297006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0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4005 财政补贴 3 研究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神经病学 免笔试
1、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2、具有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已取得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可不具备）

0538-8297006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1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中医 4006 财政补贴 3 研究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中医临床基础、针
灸推拿学、中医骨伤学

免笔试
1、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                   
2、具有医师规范化培训证书（已取得中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者可不具备）

0538-8297006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2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专业技术 初级 护理 4007 财政补贴 1 研究生及以上 硕士及以上 护理学 免笔试 具有护士执业证书 0538-8297006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3 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5001 财政补贴 2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范围：妇产科 0538-5362135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4 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5002 财政补贴 2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0538-5362135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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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5003 财政补贴 3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专科学历的须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

证书，执业范围：儿科
0538-5362135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6 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5004 财政补贴 2 专科及以上 麻醉学 麻醉学 麻醉学 临床医学
专科学历的须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

证书，执业范围：外科
0538-5362135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7 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5005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专科学历的须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
证书，执业范围：眼科

0538-5362135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8 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中医 5006 财政补贴 1 研究生 硕士及以上 中医学 免笔试 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范围：中医 0538-5362135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19 岱岳区妇幼保健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中医 5007 财政补贴 1 本科及以上 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 0538-5362135
实行人员控制

总量备案管理

20 岱岳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医学 6001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560992

21 岱岳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 初级 中医学 6002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560992

22 岱岳区大汶口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03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麻醉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麻醉学 13375481297

23 岱岳区满庄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04 财政补贴 3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及以上资格证书，执业范围：

内科专业、眼科专业
0538-8531091

24 岱岳区满庄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医学影像 6005 财政补贴 2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及以上资格证书，执业范围：

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
0538-8531091

25 岱岳区道朗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06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371061

26 岱岳区道朗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康复医学 6007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具有康复治疗（士）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371061

27 岱岳区道朗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中医 6008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371061

28 岱岳区角峪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09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671035

29 岱岳区角峪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10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0538-8671035

30 岱岳区角峪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医学检验 6011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检验学 医学检验学 医学检验技术 0538-867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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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岱岳区马庄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12 财政补贴 2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104216

32 岱岳区马庄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医学检验 6013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检验技术 0538-8104216

33 岱岳区山口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14 财政补贴 2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内科学、儿科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611109

34 岱岳区山口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针灸推拿 6015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针灸推拿 针灸推拿学 中医学 中医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611109

35 岱岳区夏张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16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13905382882

36 岱岳区夏张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17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13905382882

37 岱岳区夏张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18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药剂学 药剂学 药剂学 药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13905382882

38 岱岳区祝阳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中医 6019 财政补贴 1 专科及以上 中医学 中医学 中医内科学 中医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691055-

8002

39 岱岳区祝阳镇卫生院 专业技术 初级 临床 6020 财政补贴 3 专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具有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
0538-8691055-

8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