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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才是现代医院的核心竞争力袁是医院生存尧发展的基础遥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是医院发展的根本袁是提高
医院效益尧切实推动医院协调尧快速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遥 我院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渊简称野我院冶冤袁校院融合背景下对附属医院人才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高度和要求袁本文以我院人
才建设实践为例袁通过建立双聘机制尧学科特聘专家尧公开招聘人才等加大外部引进力度袁同时拓宽培养路径尧建
立出国研修尧博士后培养等创新人才内部培养袁对医院各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遥 医院在医
疗尧教学尧科研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袁临床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尧科研教学取得新突破尧人才结构不断优化尧医院
声誉逐年攀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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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y-affiliated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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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lent i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modern hospitals and the foundation of hospit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talent team is the foundation of hospital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hospital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hospital coordinated,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ecember 2017, our hospital officially becam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野our hospital冶).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llege-hospital integration, new heights
and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talent construction of affiliated hospitals. Taking the practice of talent

construction in our hospita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ctively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eams at
all levels of the hospital, through increasing external impor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ouble employment
mechanism, subject -specific experts and pen recruitment of talents, and establishing internal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such a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ost-doctoral training. The hospital has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medical

treatment,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clinical service abili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new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the talent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the
hospital reputation has been rising year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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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院野人才是实现民族振
兴尧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袁人才是医院核

[1-2]

心竞争力袁建设一流学科尧一流专科医院袁关键在于一

流人才队伍建设 遥 我院前身为合肥基督医院袁始建于
[3]

1898 年袁历经风雨洗礼袁已发展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尧
专科齐全尧技术力量雄厚袁集医疗尧教学尧科研尧预防尧
保健尧康复尧急救为一体的省级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

医院袁位居复旦大学医院排行榜第 76 名遥 医院由总院
渊院本部冤尧南区渊安徽省脑科医院尧安徽省心血管病医

规划面积冤1158 亩袁总建成面积 68.65 万平方米袁总在
建面积渊不含规划建筑面积冤51.43 万平方米遥 总编制
床位 2200 张袁开放床位 5450 张袁设有 61 个临床医技
科室遥

医院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袁立足中国科大野双一流冶为目标袁以
野科大新医学野为导向袁利用校院融合的有利背景袁我
院大胆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思路袁在人才野外引冶与野内

培冶上开展了一系列有效举措袁为医院建设发展提供

院冤尧西区渊安徽省肿瘤医院冤尧感染病院渊合肥市传染

了充足有力的人才保障袁努力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尧国

病医院冤和生殖与遗传分院组成遥 目前总占地面积渊含

内一流尧与中国科大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相一致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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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学附属医院遥

心主任尧器官移植免疫实验室主任袁获中国政府友谊

1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医院后袁通过大学积极引荐袁先后全职引进肝胆外科

1.1 人才双聘机制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奖尧安徽省外专百人计划遥 2018 年成为中国科大附属

刘连新教授团队尧内分泌科翁建平教授团队及神经内

为整合学校和附属医院的资源优势袁推动野科大

科刘新峰教授团队袁知名专家团队的引入对提升医院

新医学冶的创新发展袁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

学科综合实力及学术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为医院

与医学人才队伍袁通过建立引进校院人才双聘机制袁

参与更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构筑起连接的桥梁遥

加强对生命科学与医学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袁拓展人才

1.4 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临床医技学科负责人

发展空间和领域袁助推生命科学与医学学科长期可持
续发展遥 在收到应聘人员简历后袁由大学生命医学与
医学部进行人才遴选尧评审袁推荐至大学人才引进委
员会袁再与附院实行双聘遥 其中袁学术水平入选国家级

为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袁坚持人才引进与学科

建设互动互促 [5]袁医院于 2019 年 10 月启动临床医技
学科主任换届工作袁共 42 个科室主任岗位面向国内

外公开招聘袁并联系健康报尧丁香园尧健康界等卫生行

人才计划者袁由大学主签人才协议袁附院补充双聘协

业媒体制作发布招聘启事袁扩大招聘影响力遥 对学科

议曰学术水平达到大学正高职称者袁由附院主签人才

带头人与学科团队等制订个性化招聘方案袁由科室有

协议袁大学补充双聘协议遥 依托中国科大海外招聘会袁

针对性地上报人才信息袁由医院层面制订一对一的个

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宣传附院人才政策袁近三年袁附院
累计邀请百余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参加中国科大墨子
论坛袁向大学学术委员会推荐并评审通过的双聘专家

共 27 名院其中长江学者尧万人计划尧杰青尧百千万人才

3 名袁青年千人 2 名尧青年杰出人才 8 名尧中科院百人
1 名尧教授 1 名尧特任教授 2 名尧特任研究员 10 名遥
1.2 学科特聘专家袁不求所有但为所用

为打造理工医交叉融合的野科大新医学冶袁推动附
院相关学科发展袁提升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袁

性化方案进行洽谈尧引进[6]遥 共收到报名 83 名袁经过资
格审查袁65 名符合报名条件袁其中外院报名 28 名袁院
内报名 37 名遥 本着野坚持标准袁优中选优冶的原则袁经
专家评审尧民主推荐和考察尧公示尧任命等程序袁医院
新选聘 20 位科主任袁其中院外 4 名遥

1.5 加强专业型紧缺高层次人才招聘
综合运用网络推介尧校院宣讲等形式袁奔赴国内

各大医学院校进行医院宣传和招聘政策答疑 [7]袁在博
士研究生的招聘录用过程中袁坚持体现品德尧能力与

附院通过特聘大学渊或以外冤一批与医学相关的专家

业绩的共同提高袁注重考察其综合素质与科研潜力袁

学者袁引领学科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袁争取获得标志

克服唯论文尧唯职称尧唯学历尧唯奖项倾向袁才能对人

性成果的重大突破袁实现附院在国内主流排行榜排名

才进行全面评价遥 近两年知名院校博士研究生招聘数

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遥 特聘专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须

量显著增长袁自校院融合三年时间袁附院已累计招聘

与附院学科发展关联性较强袁具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和
重大学术影响袁能够在学科建设尧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
等方面提供指导袁推进校院科研合作和资源共享遥 截
至 2021 年 3 月袁附院累计签约特聘专家 43 名袁其中
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20 名袁人员经费由特聘专家

国内外重点医学院校博士研究生 160 余人遥 此外袁对
具有海外博士后研究经历尧综合条件优秀且符合相关
规定的博士袁可申报中国科大与附属医院各类人才双
聘项目袁或者参加安徽省卫生系列尧自然研究系列或
其他相关系列职称评审袁或参加科学技术大学特任副

所在学科的建设经费支出遥 特聘专家在附院申报课题

研究员渊副高冤申报袁并享受相应待遇遥

床技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也有效促进校院在临

2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项目尧发表高质量 SCI 论文尧学科人才培养及开展临
床与基础方面的科研转化遥
1.3 全职引进临床学科带头人及其团队
高层次人才作为医院人力资源中的高端人才袁具
有较深的学术造诣袁能带动医院技术创新袁引领医院
学科发展袁是具有典范作用的核心人才[4]遥2017 年 10 月袁

利用安徽省代表团访问德国期间袁医院全职引进德国
移植协会主席尧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尧加拿大皇家外科
学院院士 Nashan 教授遥 来华前任德国汉堡大学医院

医院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袁坚持做到内外

兼顾尧一视同仁 [8]袁重视后备人才队伍建设袁不断优化

管理体制和机制袁保障各项政策落实到位袁为后备人
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9]遥 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袁推荐

选拔各种优秀人才袁通过各种渠道的培养袁努力让人
才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
的价值[10]遥

2.1 拓宽培养路径袁建立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肝胆外科尧肝肾移植中心主任袁现任我院器官移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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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1]袁在院内实施杰出中青年人才选拔培养计划袁选

称晋升为突破口袁以分类考核尧分类管理尧分类培养为

年开始第一届先后选拔三批次 96 名袁2017 年第二届

型四类袁合理设置各类人员量化考核指标及权重遥 实

拔发展潜力较大的优秀中青年作为培养对象袁2012

第一批新遴选 30 名遥 推行野青年技术骨干导师制冶袁签
订野培养计划书冶袁确立培养目标和 3 年培养期内医教

研具体量化指标袁提供经费支持曰实行动态管理袁每 3
年为一个培养周期袁 建立年度报告和终期考核档案遥

通过阶段性培养袁在 126 名中青年技术骨干中渊其中
青年技术骨干 69 人次袁杰出技术骨干 54 人次冤袁9 名

竞聘为学科带头人袁67 名竞聘为亚专科带头人遥 科研
产出方面袁人均发表 SCI 论文 2 篇袁拥有国家级课题
占 比 达到 55% 袁 出国研 修 3 个月及 以上 占 比 达 到

50%以上遥 通过给予开展临床新技术尧专业培训尧国际
学术交流尧科研研究经费等方面支持袁使其成为临床
技术能力强尧创新能力强尧团队协作能力强的中青年
专家遥

手段袁将临床医师分为临床型尧教学型尧科研型尧复合
行医院学科医师系列的全员管理袁包括职称晋升尧职
业发展尧考核评估尧聘后管理等各环节遥 为不同员工提
供不同类型的发展方向袁引导每位医师积极主动地规
划职业发展目标和职业成长之路袁各展所长袁使各学
科人才结构最优化袁形成科有特色尧人有专长的良好
局面袁促进医院医疗尧教学尧科研同步发展袁提高医院
人力资源效益和核心竞争力遥
2.4 创新博士后培养工作袁为科研提升注入新生力量
2018 年 11 月医院成功申报安徽省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13]袁开始探索与中国科大开展博士后研究人员
培养袁主要分为双聘培养尧联合培养及在职培养遥 其中

双聘博士后指研究方向与医学相关袁人事关系定在中
国科大袁并在大学办理入职手续袁与附属医院签订双

2.2 建立多渠道出国培训和境外研修项目
随着我院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袁国际交流在促进
我院医疗技术发展尧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等诸多方面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 十三五期间袁我院专家出国

渊境冤交流更加频繁袁出访的国家和地区日趋多样化袁

交流的学科更为广泛而全面袁更注重交流的实质性效
果遥 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尧参观考察学习尧进修培训等形
式袁了解国际最新医疗动态袁学习先进的临床技术尧科
研理念及管理方法袁并在交流中建立起良好的友谊和
合作关系遥 医院人事部门共计选派 205 人次参与出国
渊境冤培训袁类型主要包括进修培训尧学术交流尧短期参

访尧访问学者等袁出国渠道主要为卫生健康德中临床
交流项目尧科技厅外专局因公出国项目尧第三方战略
合作出国项目及个人自主联系等遥 出国年度方面袁
2016 年 26 人次袁2017 年度 65 人次袁2018 年度 52 人

聘协议的博士后曰 联合博士后指研究方向与医学相
关袁人事关系定在附院袁并在附院办理入职手续袁全职
在附院工作袁与附院签订培养协议的博士后曰在职博
士后指附院职工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袁期间不转人事
关系袁享受在职职工待遇袁与附院签订培养协议的博
士后遥 鼓励博士后开展探索性尧前沿性的研究袁催化标

志性交叉创新成果[14]遥 通过对有科研潜力的中青年培
养袁医院逐渐形成项目带动人才尧人才争取项目促进

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15]遥 目前附院共有博士后 137名袁
其中双聘培养博士后 22 名袁 联合培养博士后 30 名袁

在职培养博士后 85 名遥 目前我院博士后总量尧获资助
经费总额均位居安徽省博士后工作站首位遥
2.5 搭建科研实验平台袁创造优质人才环境
对于人才引进而言袁如果高水平的平台是有力保

次袁2019 年度 59 人次袁2020 年度 3 人次渊受新冠疫情

证的话袁那么优质的人才环境则是基础[16]遥 以科研实

中临床交流项目 27 人次袁科技厅外专局项目 43 人

线下尧线上相融合的科研平台体系袁以支撑高水平的

部门指派冤16 人次及自主联系 47 人次曰 出国时间方

管理信息系统冶为抓手袁落实平台开放共享建设理念袁

98 人次袁3 个月以下 80 人次遥

共享管理平台袁建设校院统一的科研实验管理平台袁

影响外事工作暂缓冤曰出国来源方面袁参加卫生健康德

验平台为主体袁辅以临床科研大数据平台建设袁构建

次袁国际应急学会项目 72 人次袁第三方选派渊含上级

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研究遥 以野实验室仪器共享

面袁1 年及以上 16 人次袁6 个月~1 年 11 人次袁3~6 个月

并将该系统接入中国科大生科院实验中心实验仪器

2.3 探索医师系列专技人员高级职称晋升分型分类培养

为校院科研团队提供统一尧高效的共享服务遥 科研平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8 年 2 月

台以信息化管理作为切入点袁上线仪器共享平台袁实

的通知 袁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

正在建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科研

印发了叶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曳
[12]

现仪器预约计费袁自动结算袁报表统计等基础功能袁并

制改革遥 为科学尧合理地进行医师分类考核晋升管理袁

数据中心袁实现临床全病程数据对接袁为院内的临床

引导每一位医师主动规划职业发展目标和职业成长

医生尧科研人员尧医院管理者提供病历数据分析尧科研

路径袁明确发展重点和主攻方向袁以临床医师高级职

数据探索尧辅助决策支持尧精准医疗等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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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保障落实引才待遇袁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健全各项政策措施袁夯实人才

发展的野软环境冶才能吸引人才尧留住人才 遥 从修订
[17]

人才政策尧完善人才引进培养制度尧整合力量入手袁形
成院党委统一领导尧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尧双聘学科具
体实施尧广大职工积极响应的引才工作氛围遥 制度上袁
医院出台了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渊安徽
省立医院冤高端人才待遇管理办法曳袁明确双聘人才劳
务报酬尧科研启动经费尧住房/租房补贴等遥 学术上袁可
根据工作需要提供应有的办公和实验用房袁及时组建

[4]
[5]
[6]
[7]
[8]

科研团队并安排或由双聘人才自主选聘科研助手袁带
动青年人才成长遥 情感上袁医院尧职能部门和双聘学科
关心双聘人才袁倾听他们心声袁让其感受到野家冶的温

[9]

予以满足袁对暂时受医院条件限制不能满足的袁积极
引导尧耐心解释遥
建设一流的研究型尧人文型尧质量效益型的医院袁
人才队伍建设始终是核心遥 医院应积极满足引进人才

作为大学附属医院袁应充分利用校院融合的有力平
台袁围绕医院重点工作袁促进校院进行深入合作袁推动
附院人才队伍建设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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