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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1 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1 医师 公共卫生科 3 本科及以上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预防医学 具有相应学位

71001 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2 医师 中医康复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针灸推拿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年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医院工作经历

71001 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3 医师 超声科 1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71001 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4 技师 检验科 1 本科及以上 医学检验、医学检验技术 取得检验师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71001 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5 药师 药剂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中药学、药剂学 具有相应学位，取得药师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1 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6 护理 护理 3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护师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医院工作经历

71001 枫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7 信息 信息科 1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

71002 狮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8 医师 全科医疗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神经病学、急诊医学、老年医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肿瘤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取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
书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全科专业），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硕士研究
生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无工作经历要求

71002 狮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09 医师 儿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儿科学 2021年毕业生

71002 狮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0 医师 口腔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口腔医学、口腔基础医学、口腔临床医学 取得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医院工作经历

71002 狮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1 医师 公共卫生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预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
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毒理学、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公共
卫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硕士研究生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无
工作经历要求

71002 狮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2 医师 中医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取得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二甲及以上医院相关工作经历

71002 狮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3 医师 康复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中医骨伤科学、针灸推拿学、中西
医结合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及江苏省康复治疗师培训合格证书，2年及以上二甲及以上医院
工作经历

71002 狮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4 护理 护理 2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2021年毕业生，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5 医师 全科医疗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 2021年毕业生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6 医师 全科医疗科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

具有相应学位，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取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全科医师

转岗培训合格证书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全科专业），2年及以上工作
经历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7 医师 公共卫生科 2 本科及以上
预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营
养与食品卫生学、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公共卫生、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具有相应学位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8 医师 公共卫生科 1 大专及以上 预防医学、妇幼保健医学、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公共卫生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19 医师 妇科 1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妇幼保健医学、妇产科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含有妇产科专业，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0 技师 放射科 1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学、医学影像技术 取得主管技师及以上职称，5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1 药师 药剂科 3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药学、中药学、临床药学、药剂学 具有相应学位，取得药师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2 护理 护理 5 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护师及以上职称，5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3 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3 信息 信息科 1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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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4 浒墅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4 医师 公共卫生科 2 本科及以上
预防医学、少儿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71004 浒墅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5 医师 中医科 1 本科及以上 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 取得主治中医师及以上职称

71004 浒墅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6 护理 护理 1 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

71004 浒墅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7 信息 信息科 1 本科及以上 计算机类

71005 科技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8 医师 口腔科 1 本科及以上 口腔医学、口腔临床医学 具有相应学位，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年及以上医院工作经历

71005 科技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29 医师 公共卫生科 1 本科及以上
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社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

具有相应学位

71005 科技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30 护理 护理 1 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具有相应学位，取得护师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二级综合医院工作经历

71006 通安卫生院 031 医师 全科医疗科 2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取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
书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全科专业），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6 通安卫生院 032 医师 公共卫生科 2 大专及以上
预防医学、妇幼保健医学、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71006 通安卫生院 033 医师 康复科 1 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学、针灸推拿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71006 通安卫生院 034 技师 康复科 1 大专及以上
康复治疗技术、针灸推拿、康复治疗学、针灸推拿学、康复医
学与理疗学

取得初级及以上职称，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6 通安卫生院 035 护理 护理 2 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主管护师职称

71006 通安卫生院 036 护理 护理 3 大专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71007
西部生态旅游度假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037 医师 公共卫生科 1 本科及以上

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与卫生
统计学、卫生检验、卫生检验与检疫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7
西部生态旅游度假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038 医师 公共卫生科 1 大专及以上

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与卫生
统计学、卫生检验、卫生检验与检疫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7
西部生态旅游度假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039 医师 康复科 1 本科及以上 康复治疗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71007
西部生态旅游度假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040 护理 护理 1 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3年及以上二级医院工作经历

71008 横塘人民医院 041 医师 针灸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中医学、中医骨伤科学、针灸推拿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初级职称须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5年及以上相
关工作经历；硕士研究生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无工
作经历要求

71008 横塘人民医院 042 医师 妇科 1 本科及以上 临床医学、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妇产科学
取得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执业范围为妇产科专业，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
书，5年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医院工作经历

71008 横塘人民医院 043 医师 全科医疗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内科学、急诊医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骨伤科学
、中医儿科学、中医临床基础、中西医结合临床、临床医学、
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初级职称须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以本科学历报
考须取得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全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书或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全科专业）

71008 横塘人民医院 044 护理 护理 1 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5年及以上二级医院护士长工作经历

71008 横塘人民医院 045 护理 护理 1 本科及以上 护理、护理学、高级护理 取得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5年及以上二级及以上医院临床工作经历

71008 横塘人民医院 046 财务 财务科 1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财务管理、财务会计与审计、审计
学、经济学、财政学（含税收学）

取得会计师及以上职称，5年及以上财务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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