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育委员会卅

津人社局发 E2016〕 129号

市人力社保局市卫土计土委关于印发天津市
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土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标准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各委办

局 (集团公司 )、 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人力资源 (职称 )部 门:

现将 《天津市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标准》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12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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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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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的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基

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着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

根据 《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2015〕 94号 )精神,结合我

市基层卫生工作特点,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与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依法建立

劳动人事关系,并在该机构中专职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满一

年以上的在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前款所称
“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是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
)、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务室、保健站、门诊部 (所 )

等相当于一级及以下规模的医疗机构。一级及以下规模的社会

办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设

立副高级、正高级两个级别,资格名称分别为:副主任医 (药 、

护、技 )师、主任医 (药 、护、技 )师。

第四条 符合本标准的申报人员,通过考评结合的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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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价。取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表明其

具各承担相应岗位工作的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可作为聘任基

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依据。

第五条 评审设全科医学、全科医学 (中 医类 )、 社区护理、

公共卫生、口腔、药学和检验、放射等医学技术专业。

第六条 申报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应具各以

下基本条件 :

(一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宪法和各

项法律、法规;

(二 )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工作责任心和服务态度,爱

岗敬业、团结协作 ;

(三 )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合格,按规定具有相应执业资

格并已注册,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

(四 )申 报年限的各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级,并按

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培训;

(五 )取得基层卫生高级资格能力考试合格证书。申报基

层卫生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需参加专业实践能力考试 ;

申报基层卫生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需参加专业理论考试

和专业实践能力考试。考试合格证书有效期三年。

第七条 申报基层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除具各本标准

第六条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各相应的学历资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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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岗位工作能力、工作经历及业绩等条件。

第八条 申报基层卫生专业副高级资格,应 具各以下条件 :

(一 )学历资历应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医、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博士学

位,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2年及以上;

2.具有医、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

位,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4年及以上;

3.具有医、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学历,担任中级专业

技术职务 5年及以上;

4.具有医、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专学历,担任中级专业

技术职务 7年及以上;

5.具有医、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学历,担任中级专业

技术职务 10年及以上,且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25年。

(二 )专业理论条件:应 熟练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及相关

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了 解本专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并 能用于实

践。

(三 )岗 位工作能力条件:应具有较丰富的基层卫生工作

实践经验,能正确诊断和独立处理本专业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治

工作,能参与复杂疑难病例的诊断、抢救、治疗或公共卫生事

件调查处理等工作;能够按照本专业技术要求,规范书写有关

的医学文书及专业资料 (如病历、诊断报告、治疗方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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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档案、公共卫生事件或疫情处理报告、分析或讨论报告、

技术工作总结等 )。

1.全科医学、全科医学 (中 医类 )专业:能够运用本专业

临床技能,开展疾病诊疗、预防与健康教育等;熟练掌握主要

慢性病的临床诊疗技能,以及急症的鉴别诊断、紧急救治处理

与转诊;能早期识别、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常见慢性病患者 ,

并对其进行连续性、综合性和责任式的健康管理服务;能正确

识别、评价与干预常见心理卫生问题及其家庭、社区健康问题。

具有一定的基层卫生保健的组织管理能力。能根据社区情况 ,

制定社区卫生诊断计划和不同重点人群的健康计划,组织实施 ,

并进行过程与效果评价;具有带教 1名 及以上本专业下级职称

人员的经历,每年为居民进行健康讲座 1次及以上。

2.社区护理专业:掌握社区护理专业技能,具有较丰富的

社区护理实践经验;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护理要点与处理原

则,能解决较疑难重症病例的社区护理问题。较熟练掌握主要

慢性病患者的护理技能,并对其进行长期跟踪服务;能正确识

别、评价与干预常见心理卫生问题及其家庭、社区健康问题;

具有带教 1名 及以上本专业下级职称人员的经历,每年为居民

进行护理知识讲座 1次及以上。

3.公共卫生专业:较熟练掌握三级预防原则及步骤;较熟

练掌握常见传染病的预防措施、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及疫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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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掌握组织实施关于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及地方病、寄

生虫病防治方案的专业技能;熟悉儿童计划免疫、学校卫生、

健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较熟练掌握公共卫生相关调研设计及

其数据收集、汇总与统计分析技能。具有带教 1名 及以上本专

业下级职称人员的经历,每年为居民进行疾病防治健康知识讲

座 1次及以上。

4.口 腔专业:掌握系统性疾病在口腔的表现及诊断原则 ,

对常见口腔疾病和一般疑难病临床诊断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

验;较熟练掌握对常见牙体牙髓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等疾病

治疗的专业技能,以及牙列缺损、缺失修复能力。每年为居民

进行口腔知识讲座 1次及以上。

5.药学专业:具有较丰富的药学工作经验,了 解医疗机构

药学管理及法规的基本内容;掌握药品供应、调配及管理等各

项工作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中 药人员应熟练掌握中药的加

工炮制、制剂和配方等各种技术操作;每年为居民进行用药知

识讲座 1次及以上。

6.医 学技术专业:较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操作及相关技能,

能较熟练、准确完成本专业开设项目的检查与诊断工作,有较

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较疑难疾病的诊断、治疗工作; 了解本

专业仪器设各的原理、性能、使用及其安装、保养和维护。每

年为居民进行相关专业知识讲座 1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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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经历及业绩应具各下列条件:

1.任现职期间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并高质量完成本职工

作,工作业绩经单位考核鉴定达到
“
优秀

”
等级,提交 《申报天

津市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工作业绩评价表》;

2.每年至少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本专业专题讲座 1次 ;

3.申 报全科医学、全科医学 (中 医类 )专业的提交近三年

内的
“
健康档案分析报告

”或关于常见病、多发病诊治的
“全科病

案管理分析报告
”1篇及以上;申 报其他专业的提交近三年内的

“
健康档案分析报告

”、“
病案分析报告

”
或“

专题报告
”1篇及以

L
」~。

第九条 申报基层卫生专业正高级资格,应 具各以下条件 :

(一 )学历资历应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医、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担

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年及以上;

2.具有医、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大专学历,担任副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7年及以上,且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累计

满 30年。

(二 )专业理论条件:应精通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

识,熟悉相关学科的新进展,了 解本专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并

能用于专业工作实践与科学研究。

(三 )岗 位工作能力条件:应具有丰富的基层卫生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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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熟练掌握本专业疾病预防、诊治工作流程,对本专业

复杂疑难问题有较强的处理能力,能够按照本专业技术要求,

规范书写有关的医学文书及专业资料 (如病历、诊断报告、治

疗方案、健康管理档案、公共卫生事件或疫情处理报告、分析

或讨论报告、技术工作总结等),有组织、指导本专业全面业务

工作和培养专业人才的能力。

1.全科医学、全科医学 (中 医类 )专业:能够熟练运用本

专业临床技能,开展疾病诊疗、预防与健康教育等;精通主要

慢性病的临床诊疗技能,以及急症的鉴别诊断、紧急救治处理

与转诊;能 熟练识别、评价与干预常见心理卫生问题及其家庭、

社区健康问题。具有较强的基层卫生保健的组织管理能力;能

根据社区情况,熟 练制定社区卫生诊断计划和不同重点人群的

健康计划,组 织实施并进行过程与效果评价;具有带教 2名 及

以上本专业下级职称人员的经历,每年为居民进行健康讲座 2

次及以上。

2.社 区护理专业:全面掌握社区护理专业技能,具有丰富的

社区护理实践经验;有丰富的社区护理临床经验和造诣;能正

确、熟练地组织、指导社区护理及配合医生抢救危重病人;具

有较高的解决社区护理工作中复杂疑难问题的综合能力;具有

带教 2名 及以上本专业下级职称人员的经历,每年为居民进行

护理知识讲座 2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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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卫生专业:全面掌握三级预防原则及步骤;精通常

见传染病的预防措施、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及疫点处理措施;熟

练掌握组织实施关于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及地方病、寄生虫

病防治方案的专业技能;精通公共卫生相关调研设计及其数据

收集、汇总与统计分析技能;具有带教 2名 及以上本专业下级

职称人员的经历,每年为居民进行疾病防治健康知识讲座 2次

及以上。

4.口 腔专业:熟练掌握系统性疾病口腔的表现及诊治技能,

具有丰富的口腔疑难疾病诊治经验;熟练掌握对常见牙体牙髓

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等疾病治疗的专业技能;每年为居民进

行口腔知识讲座 2次及以上。

5.药学专业:具有丰富的药学工作经验,了 解医疗机构药

学管理及法规的基本内容;熟练掌握药品供应、调配及管理等

各项工作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中 药人员应精通中药的加工

炮制、制剂和配方等各种技术操作;每年为居民进行用药知识

讲座 2次及以上。

6.医学技术专业:熟练掌握本专业技术操作及相关技能,

能熟练、准确完成本专业开设项目的检查与诊断工作,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能参与疑难疾病的诊断、治疗工作;熟悉本专业

仪器设各的原理、性能、使用及其安装、保养和维护;每年为

居民进行相关专业知识讲座 2次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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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经历及业绩应具各下列条件 :

1.任现职期间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并高质量完成本职工

作,工作业绩经单位考核鉴定达到
“
优秀

”
等级,提交 《申报天

津市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工作业绩评价表》;

2.每年至少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本专业专题讲座 1次 ;

3.任现职期间在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和综述

各 1篇 ;参与有关部门立项的与本专业相关的调研、科研项目 1

项及以上;

4.申 报全科医学、全科医学 (中 医类 )专业的提交近三年

内的
“
健康档案分析报告

”或关于常见病、多发病诊治的
“全科病

案管理分析报告
”l篇及以上;申 报其他专业的提交近三年内的

“
健康档案分析报告

”、“
病案分析报告

”
或“

专题报告
”1篇及以

L
~」~。

(第十条 本标准所要求的学历学位,是指经国家教育行政

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承认的学历或学位。后取或成人学历

(学位 )应提供认证报告。

第十一条 本标准所称
“
相近专业”,是指与本人从事和申

报专业密切相关的医学类专业,非 医药院校取得与医学类专业

非明显相关的学历不得按医疗卫生类相近专业对待。

第十二条 由上级医疗卫生机构转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

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的,其转入前后聘任年限累计计算,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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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申报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的有效任职年限。

第十三条 本标准所规定的工作经历及业绩条件之外的论

文、综述、专利、科研成果,可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作为工

作业绩评价的内容。

第十四条 获得
“人民满意的好医生”、“人民满意的好护

士”、“
劳动模范”、“

岗位练兵技术能手
”、“

岗位练兵优胜者
”
等

荣誉称号的,可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作为医德医风、工作业

绩评价的内容。

第十五条 在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篇 ,可视同为
“
健

康档案分析报告
”、“全科病案管理分析报告

”、“
病案分析报告

”

或“
专题报告

”1篇。

第十六条 职称外语考试、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不作

为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申报的必各条件,自 愿提供者,可作

为综合业绩评价的内容。

第十七条 任现职期间出现下列情况的,按 以下规定执行 :

(一 )受记过及以上行政处分的,在处分期内不得申报;

(二 )任职期间年度考核被评为不合格等次的,1年 内不得

申报,且该年度不计算为现职的有效任职年限;

(三 )任职期间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者,该年度不计算为

现职的有效任职年限。

第十八条 本标准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负责解

-11-



释。以往规定与本标准不一致的,按本标准执行。

第十九条 本标准自2017年 1月 1日 起实行,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废止。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1r)^⊥
乙
~

2016.年 12月 |28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