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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培基地秘书的工作范围

 协助基地主任的管理工作

 协助基地导师的教学工作

 协调基地培训师资的工作

 保持与相关科室的沟通，保证培训效果

 监控每位专培学员的培训进度

 档案管理



日常工作内容

1.  协助基地主任的日常管理工作：
① 传达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专科委员会的文件内容或工作通知。

② 建立专培学员培训档案。（本条针对每个学员在培训期间的全部档案，包含
简历、培训历程、考核结果、专培导师专业评价、带教老师专业评价、考勤
情况、奖罚情况等）

③ 关注邮件、秘书微信工作群内消息，任何问题及时沟通。

④ 制定、实时更新本基地内与专培相关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通讯录（手机号及
邮箱）。

2. 协助基地专培导师的教学工作：平台上传、更新、修改轮转计划。



利用微信工作群随时沟通工作



日常工作内容

3. 协调基地带教师资的工作
（1）上报师资调整信息，如增加或删减等情况。

（2）协助师资个人信息修改。

4. 保持与相关科室的沟通，保证培训效果在培训期间保持与相关科室建立沟通渠
道，以确保学员的正常轮转

5. 监控每位专培学员的培训进度监控每位学员在临床培训中的进度、协助院内职
能部门抽查培训过程或考核结果等。



日常工作内容

6. 专培相关的档案管理

（1）保管专培相关文件。

（2）保管专培招收、面试、考核结果。

（3）保管基地专培行政人员名册。

（4）保管学员专培培训档案



各阶段工作内容及操作流程

 招生阶段

1. 掌握本基地培训容量（与住培基地协调）

2. 上报基地当年专培招收计划

3. 协调本基地医师报名参加专科培训

4. 拟定录取名单报基地主任审批

5. 登录专培平台操作录取、分配导师



招生阶段
1.掌握本基地培训容量（与本院内住培基地协调）；
2.上报基地当年专培招收计划；
3.协调学员报名工作；
4.拟定录取名单报基地主任审批；
5.登录中国医师协会平台完成相关网上操作。
（中国医师协会招生网站：https://st.ccgme-cmda.cn/login.html）



查看招录安排
点击左侧导航【培训招录】->【招录安排】



查看招录安排

1. 时间安排：共分为两个批次以及报到三个部分（最终时间安排以协会公布信息
为准）
 第一批：分为志愿填报及面试录取两个部分：
（1）志愿填报：此环节由【专培学员】执行，需在上述指定时间内完善个人信
息并提交报考志愿，志愿提交后不可修改；

（2）面试录取：此环节由【专培基地】或【专科基地】执行，需在上述指定时
间内完成面试招录工作（线下），并于平台确认招录医师名单；

（3）调剂：同上，具体招录安排以协会通知为准：

（4）报到：此环节由【专培基地】或【专科基地】执行，需在上述指定时间内完
成医师报到工作（线下），并于平台确认报到医师名单；



查看招录安排

2. 流程提示：任一项工作包含三种状态【未开始】【进行中】【已结束】，请根
据系统提示完成当前工作。

3. 操作限制：根据时间安排，将限制【专培基地】和【专科基地】可执行的操作，
包括【招录】及【报到】两种情况；

（1）招录限制：【专培基地】和【专科基地】仅在指定时间内可以执行【确认招
录】【取消招录】等操作；

（2）报到限制：【专培基地】和【专科基地】仅在指定时间内可以执行【报到确
认】【取消报到】等操作；



查看招收指标
点击左侧导航【培训招录】->【信息统计】->【招录信息】



查看报考医师信息
点击左侧导航【培训招录】->【招录确认】->【第一批-第一志愿】（或其他批
次其他志愿）



查看报考医师信息
功能介绍：
1. 条件检索及筛选：筛选条件如图所示，选择筛选条件后点击【查询】，下方
【报考学员信息表】及【实时招录结果统计】将根据筛选条件刷新；

2. 报考医师信息导出：点击右上方【导出】，将根据当前筛选条件导出【医师信
息详表】（包括报考学员的全部详细信息）；

3. 实时招录结果统计：如图所示，根据当前筛选条件计算【已招录人数】及【剩
余名额人数】；

4. 报考学员信息表：如图所示，医师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证件号，手
机，个人简历，报考专科，居住地区，最高学历，住培专业，职称，人员类型，
通知面试，录取结果，说明如下：
【姓名】：点击学员姓名后弹出新页面显示该医师详细信息，该信息可使用浏览
器功能进行打印。



查看报考医师信息
【个人简历】：点击学员个人简历后，弹出新页面显示该医师上传的个人简历，可使用浏
览器功能进行打印。
【通知面试】：若通过平台向学员发送面试通知，则显示为【已通知】；
【录取结果】：若已招录该医师，则显示为【已招录】；



招录专培医师
第一步：选中【报考学员信息表】中欲招录的医师，点击【招录】

第二步：核实招录名单，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招录结果生效



取消招录（非必须流程）
第一步：选中【报考医师信息表】中欲取消招录的学员，点击【取消招录】

第二步：核实取消招录名单，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取消招录结果生
效



确认报到名单
点击左侧导航【培训招录】->【报到确认】
第一步：选中【报考医师信息表】中欲确认报到的学员，点击【报到】
第二步：根据提示选择【培训年限】（非必填），核实报到确认名单，确认信息
无误后，点击【确认】，报到结果生效；（此功能近期优化）



招录信息统计
点击左侧导航【培训招录】->【信息统计】->【招录信息】
使用说明：可通过右上【下拉选择框】选择专科，根据选择结果刷新统计数据



培训前期

1. 为每个专培学员制定轮转计划

2. 向每个培训轮转部门通报轮转计划

3. 保证培训部门尤其是其他相关科室充分理解培训细则要求，确保

培训质量



培训前期

1. 基地秘书在与基地主任、专培导师协商后，登录专科平台为每个学员制定轮转
计划；
（心血管专科平台网站：http://www.chinacsst.org/login ）
2. 向每个培训轮转部门通报轮转计划；
3. 保证培训部门尤其是其他相关科室充分理解培训细则要求，确保培训质量。



各阶段工作内容

三．培训期间：
1.监督专培学员：是否及时记录培训日志；是否及时完成轮转计划；是否及时完
成工作量要求，尤其是少见病种、技能操作要求。

2.协调培训部门有特殊操作时及时通知没完成该项操作的学员参加；

3.在与师资协商后，制定、实施专培师资授课计划；

4.监督专培师资完成讲课、带教活动。

四．出科考核：
1.  每轮结束前提醒专培师资按相关文件组织出科考核内容；



各阶段工作内容

2.  不定期抽查出科考核现场，保证考核正规、公正；

3.  登录心血管专科平台，录入考核成绩；

4.  保存基地的考题和答卷以备培训监督委员会检查

五．基地考核：
1.  3年培训结束前协助基地主任按相关文件组织基地考核内容；

2.  协助师资安排命题、组卷；



各阶段工作内容
3.  协调考核时间、场地、监考老师；

4.  监督考场秩序，保证考核正规公平；

5.  组织阅卷，录入成绩；

6.  考题和答卷存档，以备抽查。

六．结业考试：
1.  组织基地评估合格的学员，报名参加全国统一结业考试；

2.  协助学员报送各种培训材料。



各阶段工作内容

七．专培结业基地后管理工作：
1.  培训文件存档；

2.  每期学员名单、培训期限、考核考试结果；

3.  学员结业后导出纸质版培训手册长期保存；

4.  基地学员奖惩记录；

5.  协助基地主任管理专培经费结余整理。



工作交接流程
一．更换基地秘书
1.基地内交接：专培秘书工作内容及职责、目前专培工作进展、待完成的工作内
容或需要解决的问题、专培相关档案或文件、专培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医师协
会平台账号等
2.通知办公室更换秘书事宜，并提供新秘书的基本信息已备专科平台注册。

二．增加基地秘书
1. 基地内交接：专培秘书工作内容及职责、目前专培工作进展、待完成的工作内
容或需要解决的问题、专培相关档案或文件、专培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医师协
会平台账号、责任秘书的专科平台账号等
2. 通知办公室新增秘书的基本信息已备留存。
3. 办公室不增设新增秘书平台账号，协助秘书使用责任秘书的账号工作。
4. 办公室邮件仅发送责任秘书，不发送协助秘书，邮件内容由责任秘书传达给基
地相关人员。



向十项全能乐于奉献的秘书们致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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