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医院）2022年第二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编制外）工作人员需求计划

需求计划及岗位条件

序号 单位名称 内设机构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类别 岗位代码 招聘名额

岗位基本条件

其他条件 备注

性别 族别 年龄 学历 专业要求

1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乳腺甲状腺肿瘤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01 3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外科学

（100210、105109）

2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妇科肿瘤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02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妇产科学

(100211、105110)

3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放疗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03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方向）（100214、

105113）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04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肿瘤放射治疗方向）（100214、

105113）

实施做体膜、CT定位的患

者现场再评估，对放疗辅

助、CT扫描和治疗中病情

突然变化者实施救治。参

与中心校对、验证工作以

及体膜制作和热疗工作。

4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影像诊断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05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105107）

技师 专业技术岗 3006 1 不限 不限

本科：应届30岁及以下；

历届35岁及以下；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本科：医学影像学（100203TK）、医学

影像技术（101003）

研究生：影像医学与核医学（100207、

105107）

5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医学检验中心 技师 专业技术岗 3007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临床检验诊断学（100208、105108）

6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病理中心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08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病理学与病

理生理学（077804、100104）、临床病理

学（105128）



序号 单位名称 内设机构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类别 岗位代码 招聘名额

岗位基本条件

其他条件 备注

性别 族别 年龄 学历 专业要求

7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淋巴瘤内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09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儿科学（100202 、105102）

8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0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内科学（ 

100201、105101）

9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肿瘤心脏病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1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内科学（ 

100201、105101）

10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中医肿瘤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2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中医内科学 (100506、105118)、中西医

结合临床（100602、105126）、中医妇科

学（100509、105121）

技师 专业技术岗 3013 2 不限 不限

专科：应届25岁及以下； 

历届30岁及以下；        

本科：应届30岁及以下； 

历届35岁及以下；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专科及以上

专科：针灸推拿（620105K）           

本科：中医学（推拿方向）（100501K）

、针灸推拿学（100502K）                 

研究生：中医学（推拿方向）（1005）、

     针灸推拿学（105124、100512）

专科：需有助理医师

资格证；

本科及以上：需有医

师资格证

11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胃肠外科（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4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外科学

（100210、105109）

12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胸外科（一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5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胸外科方向）(100214、105113)

、外科学（胸外科方向）(100210、

105109)



序号 单位名称 内设机构名称 岗位名称 岗位类别 岗位代码 招聘名额

岗位基本条件

其他条件 备注

性别 族别 年龄 学历 专业要求

13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胸外科（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6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胸外科方向）(100214、105113)

、外科学（胸外科方向）(100210、

105109)

14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肝胆胰外科（二病区）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7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外科学

（100210、105109）

15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8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外科学（神经外科方向）(100210、

105109)

16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介入诊疗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19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外科学

（100210、105109）、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介入方向）（100207、105107）

17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重症医学科

（ICU）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20 3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内科学（重

症医学方向）(100201、105101)、急诊医

学（100218、105117）

18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疼痛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21 1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肿瘤学（100214、105113）、外科学

（100210、105109）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22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 105114）

如有规培工作经历并

取得规培合格证书，

学历可放宽到本科

技师 专业技术岗 3023 2 不限 不限

本科：应届30岁及以下；

历届35岁及以下；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本科：康复治疗学（101005）；          

研究生：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00215、

105114）

19
新疆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
临床心理科 医师 专业技术岗 3024 2 不限 不限

硕士：应届35岁及以下；

历届40岁及以下；                

博士：45岁及以下；

硕士及以上

本科：精神医学（100205TK）              

研究生：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100205、

105105）

如有规培工作经历并

取得规培合格证书，

学历可放宽到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