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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优秀博士们：
时序更替，留下奋斗者的足迹；一元复始，开启梦想者的征程。值此新年之
际，我们向海内外广大优秀博士们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和美好的新年祝福！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市委、市政府深入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加
快培养集聚青年科技创新人才，进一步优化“近者悦、远者来”人才生态，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万丈高楼拔地起，博士后作为人才的塔基，在推动科技创新，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 35 周年的实践
证明：博士后制度已成为各地区各部门培养、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
成为开放合作和人才吸引的重要窗口；博士后研究人员已成为高校科研院
所师资（科研人员）的蓄水池，成为国家重点科研平台和重大科技项目团
队中科研创新的主力军。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我们重医人不畏艰难、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不断开创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新局面。2020 年，重庆医
科大学共招收博士后 108 人，实现了招收量破百的目标；共获各级各类项目 252
项，资助经费总额 3501 万元。其中，获自然科学基金 18 项，资助经费 587 万元；
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35 项，资助经费 369 万元，特别是获第 68 批面上资助（含
西部计划）20 项，位列在渝高校第二，在全国 9 所独立办学医科大学中位居第 2，
取得历史最好成绩；获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博士后项目 181 项，名列在渝高校第一。
2021 年，是进入“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里程碑之年、“十四五”发
展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重庆医科大学建校 65 周年。
“博采科学精华，士当为国争光，后辈定能居上。”一支高质量发展的“博士后
力量”，正迎着新时代乘风破浪、茁壮成长。欢迎海内外优秀博士加入到重庆医
科大学博士后队伍，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重庆医科大学新局面！

党委书记 刘宴兵
校

长 黄爱龙

2021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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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简介
重庆医科大学创建于 1956 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迁来渝
组建，原名重庆医学院，1985 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学校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
批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学校 2015
年成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共建高校，2016
年成为“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 计划”）首批立项的地方高校之一。
学校由位于渝中区的袁家岗校区和位于重庆大学城的缙云校区组成，校园总面积 2650
亩，其中缙云校区占地 2100 亩。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25367
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 5961 人，本科生 18436 人，留学生 664 人。学校具有招收博士
后研究人员，港澳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资格。
学校现有 7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2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3 个博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1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4 个国家重点学科，6 个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学科
（2020 年 3 月，科睿唯安发布），4 个重庆市一流学科，12 个重庆市“十三五”市级重点
学科。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临床医学等学科排名全国前列。
学校设有 21 个学院（系），并设立研究生院。开设 36 个本科专业。现有国家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 8 个，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8 个。临床医学专业已通过临床医学国际专
业认证，口腔医学、护理学专业已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现拥有 1 个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
中心，4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3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
开课。
学校现有各类教师 4500 人（含临床教师 3500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外聘）、
国家“万人计划”专家、“973”首席科学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全国名中医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近 50 人；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重庆英才、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学术技术带头人等省部级人才 400
余人。
学校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十二五”以来，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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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计划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1100 余项。获各类
科技成果奖励 120 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重庆市科学技术奖、中华医学科技
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60 余项。学校独立研制的高强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海扶刀）属
世界首创，是我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设备。学校成功研制出我国首个
获批上市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现已获得欧盟 CE 认证。
学校现有国家级、省部级研究平台 44 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国家
级平台 5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以及国家卫
健委重点实验室等国家部委级平台个 6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人文社科基地等省级平台 33 个。另有 7 个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以及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和“院士专家工作站”。
学校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合作。与欧洲、亚洲、北美洲、大洋洲的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4 所教育或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国际名校；与英国莱斯特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正式启
动，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获批的临床医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是全国 4 个临床医学本科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之一；同时，与复旦大学、西南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长学制医学
生的联合培养。
学校现有直属附属医院 9 所（综合性医院 5 所，儿童医院、口腔医院、康复医院、中医
院各 1 所）。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儿童医院、附属第二医院连续 8 年入选“中国最佳医院排
行榜”百强（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2018 年分别排名第 59 位、第 67 位、第 98
位。各直属附属医院共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8 个，编制床位 11000 余张，年门诊量 1035
万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 40 万人次。此外，学校还有 23 所非直属附属医院和 24 所教学医
院，分布在重庆、成都、西安、深圳等地。

校址：重庆市渝中区医学院路 1 号
电话：（023）68485000
网址：http://www.cqmu.edu.cn/

邮政编码：400016
传真：（023）68485111
电子信箱：xiaoban@cq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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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动站简介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
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从国家到重庆市，在新形势下对科技人才
的储备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充分
发挥博士后作为科研生力军、师资蓄水池的积极作用，重庆医科大学不遗余力的
推动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以培养高水平创新型、复合型医学拔尖人才为目标，
着力培养能够站在医学理论和实践前沿、发现和解决医学重大和疑难问题、取得
原创性成果的一流人才。自 1994 年获批设立第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来，重
庆医科大学共招聘博士后 377 名；近三年，获各级各类项目资助 770 项，获资助
金额 5577.5 万元。

（一）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重庆医科大学于 1994 年获批设立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覆盖传染病
学、儿科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内科学、神经病学、妇产科学、外科学等 22 个
二级学科，临床医学专业已通过临床医学国际专业认证。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28 个，内科学（传染病）、儿科学、神经病学、临床检验诊断学 4 个国家重点
学科，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现有博士后合作导师 140 余人。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覆盖第一临床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第二临床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儿科学院（附属儿童
医院）、第三临床学院（附属第三医院）、第四临床学院（附属大学城医院）、
第五临床学院（附属永川医院）和检验医学院，其中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儿童医
院、附属第二医院连续 9 年入选“中国医院排行榜”百强医院（复旦大学医院管
理研究所发布）。 截止目前，临床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共招聘博士后 182 名；
近三年获各级各类博士后项目资助 79 项，获资助金额 1299.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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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重庆医科大学于 2007 年获批设立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主要从事高
强度聚焦超声（HIFU）技术的生物医学工程理论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研究，解决
了阻碍 HIFU 无创治疗技术发展的难题，即 HIFU 在组织内聚焦规律及剂量学等，
在世界上首次将 HIFU 技术应用于临床，并建立起了超声治疗的学术和技术平台，
使超声治疗从恶性肿瘤扩展到良性肿瘤和非肿瘤性疾病的治疗，成功研制了具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声治疗系列设备，已出口英国、德国、日本等 26 个国家
和地区，在国内 2900 余家医院投入使用，海外治疗中心达 60 多家，共治疗各类
患者 280 万余例。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国家、省部级人才多名，
博士后合作导师近 10 人。截止目前，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共招聘博
士后 56 名；近三年获各级各类资助 14 项，获资助金额 126 万元。

（三）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重庆医科大学于 2007 年获批设立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主要围绕药物研
究、开发和应用，侧重于神经精神药物、抗肿瘤药物、炎症药物、纳米药物等的
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形成
了基础研究与新药开发并重的学科发展格局。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省部级
人才 16 人，博士后合作导师近 10 人；拥有重庆市药物代谢研究重点实验室、重
庆市生物化学与分子药理学重点实验室、重庆高校药物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药
效评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部级科研平台；建立了创新药物及辅料分析测试技
术研究中心、药物制剂技术实验室、化学药物设计与合成实验室等院级平台；组
建了神经精神药物研发团队、肿瘤药物研究团队、炎症和免疫药物研发团队、纳
米药物研发团队和非专利药物新工艺和创新药物研发团队 5 个科研团队。截止目
前，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共招聘博士后 22 人；近三年获各级各类资助 16 项，
获资助金额 23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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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校 2012 年获批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已形成基础医学“学士—硕士
—博士—博士后”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基础医学一级学科现为重庆市一流学
科。基础医学实验教学国家示范中心和实验教学国家虚拟仿真示范中心，拥有重
庆市刑事侦查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神经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以及肿瘤免疫基础
与转化研究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学院还设有 6 个研究平台：分子医学与肿瘤研究
中心、神经科学中心、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研究室、法医学与生物医学信息研究室、
发育生物学研究平台。
近 5 年，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400 余篇（包括 Lancet, Nat Med 等）；
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 1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每年招收
研究生 150 余名，其中博士研究生 30 余名；围绕国家战略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
与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形成了“免疫耐受、治疗与病原微生物”“炎症与
代谢紊乱”“法医病理鉴证学与法医分子病理”“肿瘤分子医学”“神经精神疾
病与认知障碍”5 个学科方向。基础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国家级人才 2 名、
省部级人才 30 余人，拥有博士后合作导师 30 余人，近三年招收博士后 63 人，
目前在站博士后 56 人；近三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18
项，省部级课题 25 项，获资助金额逾 500 万元；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2 项。

（五）护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重庆医科大学于 2012 年获批设立护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形成了老年及
养老护理、儿科护理、慢性病管理、急危重症护理四个研究方向。护理学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现有博士后合作导师 5 人，拥有 2 个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专
科护理、临床护理）和第 45 届南丁格尔奖的获得者。截止目前，护理学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共招聘博士后 12 人；近三年获各级各类资助 4 项，获资助金额 42
万元。

5

重庆医科大学 2021 年博士后招聘简章

（六）口腔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重庆医科大学于 2019 年获批设立国家级口腔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
省部级人才近 10 人，博士后合作导师 3 人；建有口腔疾病与生物医学重庆市重
点实验室、重庆市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重庆市口腔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
验室。口腔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不断规范和加强博士后招聘、培养和管理，严
格进站、中期和出站考核等过程管理，确保博士后的培养质量。同时不断提高博
士后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完善博士后政策，形成博士后站前、站中、站后完整
培养体系。截止目前，流动站累计招聘博士后 33 名，在站博士后 29 名，博士后
主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13 项，重庆市博士后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1 项，重庆市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 10 项，其他重庆市科委、
教委、区科委项目 11 项；获资助经费总额近 1000 万元。

（七）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重庆医科大学于 2019 年获批设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已形成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
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近 10 名，博
士后合作导师 7 名；拥有教育部生殖与发育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1 个，市级人文
社科类平台 3 个；近 5 年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200 余篇；获得省部级自
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 5 项；国家发明专利 8 项；主编、副主编国家规划教材及
编写专著 20 余部。截止目前，流动站累计招聘博士后 9 名，获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 1 项，重庆市博士后特别资助 2 项，获资助经费总额 18 万元。

6

重庆医科大学 2021 年博士后招聘简章

三、博士后待遇及博士后招聘单位简介
（一）校本部博士后待遇及招聘单位简介
师资博士后 A 岗位

师资博士后 B 岗

普通全职博士后

申请途径

人才引进

公开招聘

符合博士后招聘基本条
件

聘期

2-4 年

2 年（可延期）

2 年（可延期）

年薪 15 万+五险一
年薪 15 万+五险一金
金
叠加享受各级、各类项目资助，如重庆市日常资助：16 万元/两年（其中
80%可用于生活资助）
年薪 20-30 万+五险一金

薪酬待遇

安家费

10 万元

10 万元

/

科研启动金

10 万元

10 万元

10 万元

科研奖励

按照学校、院系相关奖励办法执行

职称

在站期间或出站后的博士后，达到学校职称申报相应条件的，可申报博士
后职称绿色通道参加评审

1.基础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始建于 1956 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抽调 100 多名基础医学师资组建而成，原名基础医学部，1996 年
更名为基础医学院。学院历经 60 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在师资队伍、教学改革、
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并跃入全
国基础医学前列。基础医学院围绕国家战略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与医药卫生事业
发展的需要，形成了“免疫耐受、治疗与病原微生物”“炎症与代谢紊乱”“法
医病理鉴证学与法医分子病理”“肿瘤分子医学”“神经精神疾病与认知障碍”
5 个学科方向；拥有重庆市刑事侦查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神经科学重庆市重点实
验室以及肿瘤免疫基础与转化研究重庆市重点实验室；组建了分子医学与肿瘤研
究中心、神经科学中心、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研究室、法医学与生物医学信息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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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发育生物学研究平台等 6 个院级研究平台。近 5 年，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400 余篇（包括 Lancet, Nat Med 等）；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科技
进步奖 10 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
联系人：范老师

电话：023-68485211

邮箱：417935923@qq.com

2.检验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前身为重庆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2011 年 5 月
更为现名）于 1983 年 11 月经四川省高等教育局批准成立，是 1983 年国家教委
批准设置的首批本科点之一。1986 年、1990 年先后获全国高校首批临床检验诊
断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1995 年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开始招
聘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方向）七年制学生。1992 年、1999 年先后评为四川省、
重庆市（直辖后）首批重点学科，1999 年评为重庆市首批医学领先专业，2001
年成为重庆市“十五”期间重点建设的 12 个重点学科之一；2002 年、2007 年两
次被教育部评为本学科唯一的国家重点学科；2007 年被重庆市教委批准为重庆
市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同年评为重庆市临床检验诊断学市级教学团队；2008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09 年评为临床检验诊断学国家
级教学团队。
学院现已形成了三个稳定的研究方向，体现出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近五年
承担各类科研课题 124 项，其中“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
课题 38 项，到账科研经费 2610 余万元；发表 SCI 论文 311 篇，其中 IF＞5 的
70 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3.11，单篇最高他引逾 80 次；获得发明专利 28 项，
其中 1 项实现成果转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3 项，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 3 项；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2 门，国家精品课程 2 门，重庆市
精品课程 1 门；主编和参编专著 10 部，规划教材 40 余人次，5 部主编、副主编
教材列入国家级规划教材。
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023-68485240

邮箱：cqmu_slm@126.com

3.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成立于 2011 年 7 月，由原公共卫生学院
（2005 年成立）和管理学院（2005 年成立）合并而成，是以预防医学与管理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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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学科为主要特色的多科性院系，由 12 个专业教研室、4 个研究平台及 3 个
行政科室组成。拥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管理两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以及公共卫生专业硕士（MPH）、应用统计
专业硕士（MAS）专业学位授权点；获批设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设有预防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应用统计学 5 个本科专业(方向)，在校本科生 1950 名。
学院现已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具有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较强的科研创新
能力。截止目前，学院拥有重庆市十三五重点学科 3 个（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公共管理、统计学），国家一流专业 1 个，重庆市一流专业 2 个；获得纵向科研
项目 15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50 余项，国际合作 34 项，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
目 96 余项，总经费达 2600 余万元；获得科技成果奖 22 项，其中部省级科技进
步奖 10 项；出版专著 32 部，教材 60 部，发表科研论文 1000 余篇。学院积极发
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英国、美国、日本、瑞典等国家的大学、研
究所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科研合作和研究生培养工作。
联系人：方老师

电话：023-68485008

邮箱：781115407@cqmu.edu.cn

4.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在化学和药理学教研室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1993
年成立药学教研室，1999 年成立药学系，2006 年正式组建药学院。经过多年的
发展，药学院现已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国家首批一流药学本科专业建设点，是
重庆市唯一的药学一流学科，也是学校重点打造的四个一流学科之一；形成了“学
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药学人才培养体系，是中西部地区重要的药学人
才培养基地。
学院承担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NSFC 等项目 30 余项/年，科研经费近千
万元/年；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年；SCI 论文约 70 篇/年；和药友制药、太极
集团、福安药业等制药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自主研发了抗血吸虫药
物左旋吡喹酮；协助企业研发了减肥药奥利司他、创新麻醉药 EL-052 等，发展
了喹奴普丁、特拉司酮醋酸酯等合成新工艺，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达数亿元。
联系人：蒋老师

电话：023-6848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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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于 2002 年 3 月经重庆市教委批准成立（2011
年 5 月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现实行学院、超声医学工程研
究所、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体化管理。重庆医科大学于 1990 年 7
月获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 年 8 月获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授予
权（一级学科），2007 年获批设立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流动站，现已经形成了
生物医学工程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近年来，学院先后承担了 100 余项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大仪器
设备专项、国家 973 计划项目、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及多个面上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发
展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项目，已获准经费 1 亿余元。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 10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100 篇，主编了《治疗超声原理与应用》、《实
用超声治疗学》、《临床超声治疗学》等专著，参编了第四、第五版《超声医学》
HIFU 篇章、《现代介入性超声诊断与治疗》、《微无创医学丛书——子宫肌瘤》。
已获 2010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九五”国家
重点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等、2000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 年重庆市
技术发明一等奖、2009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成功研制了具有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超声治疗系列设备，已出口英国、德国、日本等 26 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内 2900 余家医院投入使用，海外治疗中心达 60 多家，共治疗各类患者 280
万余例。
2020 年 3 月，科技部和重庆市政府正式批准依托重庆医科大学建设运行超
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围绕强声学与声学效应、多模态影像监控与
智能精准治疗、超声治疗临床研究与大数据三个研究方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社会需求，成功搭建了以超声治疗为代表的微无创医学
学术和技术平台。
联系人：杜老师

电话：023-68485021

邮箱：499032300@qq.com

6.中医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组建于 2001 年，是重庆市唯一的中医药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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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其前身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曾先后更名为四川省重庆中医学校、重庆市中
医学校，学院组建时该校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中医学校曾被时任卫生部副部
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誉为“中医黄埔”。我国著名中医药学家鲁之
俊、任应秋、吴棹仙、冉雪峰、胡光慈、沈仲奎等曾在校执教和任职。学院以培
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为主体，紧紧围绕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三个一
级学科，充分应用重庆医科大学医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等学科
门类的整体优势，培养包括本科生、硕士生、留学生在内的高等中医药专业人才。
学院下设中医系、中药系、针灸推拿系和中西医结合系，设有 11 个中医药教研
室、1 个重庆市中医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重庆市科委中药产业联盟研究基
地、1 个中医药研究室、1 个药用植物园、25 个中医临床和中药实践教学基地。
近五年来，学院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厅局级以上科研课题 120
余项、省级与厅级科研成果 9 项，发表学术论文 500 余篇。主编全国高等中医药
教材 10 部、副主编和参编教材 50 余部。出版专著 35 部，出版译著 1 部；主办
的《实用中医药杂志》为《CAJ-CD 规范》执行优秀期刊、中国核心期刊数据库
收录期刊。
联系人：魏老师

电话：023-65712064

邮箱：727108217@qq.com

7.医学信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院成立于 2014 年，是重庆市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
验区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新型二级学院建设单位。学院聚焦数据智能前沿技术与
医学科学的交叉融合，立足重庆、辐射西南、面向全国，服务健康医疗行业。学
院现有专职教师 37 人，副高以上职称 25 人；招收智能医学工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医学信息工程 3 个专业本科生和医学信息学专业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
年招生规模 150 人左右；同时承担全校的数学、物理、信息检索、计算机语言、
智慧医学等公共课程的教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市级一流专业，医学信息工
程、智能医学工程是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核心专业、重庆市智慧医学特色学科依
托专业。
学院建有智能医疗与物联网、智慧医学系统、医疗大数据与云计算、卫生信
息管理与决策、医学信息工程、电子病历与健康档案、区域医疗教研室等 7 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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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和以“点亮智慧医学”为主题的现代化体验式实验教学中心，包括医疗物联
网、网络与信息安全、医学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信息检索、硬件维护等 6
个实验室，设施设备价值近 1000 万。为全面支撑智慧医学学科建设和“新医科”
人才培养，加强医工融合，2017 年建立了医学数据研究院，搭建了临床医学数
据中心及数据应用分析平台，汇聚了 4000 余万份丰富的电子病历数据，开展临
床大数据与互联网医疗、生物医学传感器及柔性可穿戴设备、健康传播与健康促
进三个方向的研究，也为学校的临床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联系人：彭老师

电话：023-68480060

邮箱：564000173@qq.com

8.护理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是以重庆医科大学卫生学校近 40 年护理专业办学的
历史沉淀为背景，在学校 2000 年开设护理学专业专科教育、2001 年开设本科教
育的基础上成立的。学院秉承“以人为本、能力为先、国际视野、服务社会”的
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高级护理人才。学院于 2011 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2012 年获批设立护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 2013 年“教育部第三轮学
科评估”中排名全国前列。历经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护理学本科-硕
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充分整合重庆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教学和实践资源，培养和造就了一支
数量充足、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双师型护理教师队伍。近五年，
学院专业教师发表护理 SCI 期刊论文 19 篇，在核心期刊和统计源期刊发表护理
论文 100 余篇，参编护理教材或专著 20 部；“十二五”期间，学院专职教师获
批各类科研课题 21 项，其中省部级 4 项，厅局级 9 项，院级 5 项，横向 3 项。
联系人：罗老师

电话：023-89012761

邮箱：839122217@qq.com

9.生命科学研究院
重庆医科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于 2008 年由学校整合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心
实验室、药物工程研究中心，联合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临
床检验诊断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而成立的，聘请中国遗传药理学专家、中国工程
院周宏灏院士担任院长。生命科学研究院历经 12 年发展，研究院占地面积 8000
㎡左右，现有国家/省部级人才 6 人；拥有电子显微镜、生物质谱、流式、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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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等大中型机组平台及价值 6000 余万元的仪器设备。
通过加大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本土优秀青年人才培育，生命科学研究院
整合资源、凝练方向，打造了多支结构良好、特色鲜明的创新团队，包括新靶标
与化学干预、肥胖及相关疾病、骨发育与再生、遗传药理学与药物基因组学、呼
吸疾病分子生物学以及肿瘤、病毒性疾病等研究团队。
生命科学研究院始终坚持“科研立院、人才强院、学术兴院、不懈奋斗”的
理念，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技术支持为一体的研究院发展定位，
积极为学校建设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做出贡献。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23-68486875

邮箱：178658013@qq.com

10.实验动物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重庆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重庆啮
齿类实验动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创新药物孵化（重庆）基地实验动物服务
平台)是应学校教学、科研、医疗工作对合格实验动物的需求及重庆市生物产业
的发展需要而设置。中心设有实验动物生产科、动物实验科、实验动物学教研室
（质量检测室）、实验动物继续教育基地等机构。实验动物中心现有 5700 平实
验动物大楼，获得 SPF 级大、小鼠生产及使用许可证，取得实验兔、豚鼠、猪、
犬、羊、猴、禽类等动物使用许可证。
2008 年国家发改委投资 1000 万，学校配套 3000 多万建成了重庆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2010 年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建立了重庆啮齿类
实验动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科技部支持建设了国家创新药物孵化（重庆）
基地实验动物服务平台，2017 年、2018 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建设了实验动物公共服务平台、实验动物管理技术创新平台；中心能够开展实验
动物的生产供应、动物实验代养、教学、科研、质量检测、外接科研动物实验、
药厂委托药效试验、安全性评价及动物医疗服务等工作。
近 5 年来，承担国家及市级等科研课题 20 多项，科研经费近 800 万元，发
表论文 80 余篇，SCI 收录论文 20 多篇；主编或参编教材 7 部；获发明专利 2 项。
“重庆高等级实验动物生产技术研究及基地建设”和“常用实验动物生产应用
关键技术和相关人类疾病模型研究”分别获得 2008 年和 2015 年重庆市政府科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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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二等奖。中心多次获重庆市科委表彰的“重庆市实验动物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中心现有细胞培养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及微生物检测室，有多台大型仪器，
如肺功能仪、小动物活体成像仪、DR 仪（动物用 X 射线摄影系统）、全自动血
液生化仪等；可进行胚胎工程、分子生物学等相关试验。
联系人：谭老师

电话：023-68486187

邮箱：414709570@qq.com

11.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医科大学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暨国家卫生部生物
安全应急网络实验室）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传染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
1981 年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点，1989 年评为全国首批重点学科，1995 年成立博士
后流动站。实验室 1995 年成为首批四川省级重点实验室，1997 年成立重庆市肝
病治疗研究中心，同时也是《中华肝脏病杂志》承办单位和编辑部所在地，1999
年被评为重庆市教委重点实验室，2007 年被评为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实验室现有科研用房 4200 平方米，拥有价值 2000 余万元、开展分
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细胞培养等实验所需的成套仪器设备。下设有基因工程实
验室、单克隆抗体实验室、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分子免疫学实验室、生物技术实
验室。
实验室结合国家战略需求，聚焦基础性、前沿性和战略性的科学问题，长期
从事病毒的发病机理和诊断与治疗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主持及参与国家传染病科
技重大专项“十三五”4 项、“十二五”8 项、“973”计划 3 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36 项、国际合作 2 项、重庆市科委、教委 14 项等，累积科研经费 9000 余
万元。发表 SCI 收录 111 篇；主编和参编学术专著、教材 8 部，申请发明专利 8
项，已授权 5 项。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68486780

邮箱：t6sys@163.com

（二）附属医院博士后待遇及招聘单位简介
1.第一临床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于 1957 年由原上海第一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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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医院分迁来渝创建，历经 60 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
全国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和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及涉外医疗为一
体的重点大型综合性教学医院。医院牵头成立了重庆市首家医院集团（医联体），
即“重医一院医院集团”，集团以院本部为核心，包括 3 家直属部门与单位（第
一分院、金山医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17 家市内托管医院、5 家市外帮扶
医院；在重庆及四川、贵州等周边省市拥有 25 家教学医院和 77 家指导医院。
院本部开设临床科室 36 个，医技科室 8 个，现有编制床位 3200 张。拥有国
家卫健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17 个，数量居全国第 12 名；拥有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老年病重点专科”1 个；重庆市临床诊疗中心 27 个；重
庆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20 个。院本部形成了以神经科学、肿瘤学、脂糖代谢、
眼科及重症医学等为代表的“五大优势学科群”。设有临床医学博士后流动站，
博士学位授权点 32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36 个。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学科 2 个
（内科学-传染病学、神经病学）、国家中医药重点学科 1 个（中西医结合临床）,
国家卫健委“功能性脑疾病诊治重点实验室”。获批成为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
中心。拥有重庆市高校重点学科 34 个、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11 个,重庆市重
点实验室 6 个。近 5 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级纵向科研课题 949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
各级科技成果奖 56 项。2020 年 7 月在国家卫健委首次对全国 1289 家三级综合
医院进行的绩效考核中排名第 39 位。

※博士后待遇：
1.日常资助 30 万元/年（税前），科研启动金 10 万元/人。
2.科研绩效奖励：大力支持博士后申报科研项目和发表科研论文。根据博士
后在站期间的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给予绩效奖励。
3.职称申报：参照第一临床学院相关规定申报专业技术职务。
4.其他待遇：租房补贴 1500 元/月;按照第一临床学院在编同级同类人员标
准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联系人：何老师（023-89012406）

电子邮箱：2452256138@qq.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友谊路 1 号（院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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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临床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身为始建于 1892 年的宽仁医院，横跨三个
世纪，历经一百多年，医院逐步形成了“关怀、专注、创新”的办院理念，是集
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医院现有渝中和江南两个院区，开放床位 3500 余张。渝中院区位于重庆市
渝中区临江路 74 号，坐落于重庆 CBD 之一的解放碑，建筑面积约 8.5 万方，为
宽仁医院原址；江南院区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天文大道 288 号，建筑面积约 25 万
方。
医院专业设置齐全，学科影响力显著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再上新台阶。现有
43 个临床医技科室，2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5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6 个市级临
床重点专科，1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13 个重庆市临床诊疗
研究中心，10 个重庆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牵头申报国家心血管病、呼吸疾病、
传染病区域医疗中心。先后成立眼科、呼吸内科、肝胆外科、妇产科等 16 个专
科联盟，共联盟 960 家单位，范围覆盖重庆及周边省市。建成胸痛、创伤、脑卒
中、危重孕产妇救治、房颤、高血压、心衰等 7 大急危重症救治中心。大力发展
微创、介入等核心技术和提升重点疾病诊治能力，申请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143
项，其中重庆市及西南地区甚至国内领先技术 20 项。
医院为重庆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本科教学设有教
研室 27 个、器官系统整合课程组 9 个，辖管教学基地 20 个，承担了重庆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 5+3、临床医学五年制、医学影像学、康复治疗学、留学生等 30 多
个不同层次和专业每年约 10000 余学时的临床课程和近 1000 人的实习任务，研
究生教学设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5 个；设有二级学
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22 个；有博士生导师 52 名，硕士生
导师 234 名。
科研实力雄厚，自 2015 年以来，医院牵头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庆市科技局项目及横向项目等各
级课题达到 800 余项，到位经费超过 3.5 亿。拥有 4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中心），7 个厅局级重点研究室，是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器械临床试验、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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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机构，主办有《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
《中华肝脏病杂志》和《临床超声医学杂志》杂志，入选 SCI1 个。医院是重庆
市唯一同时具有药物-器械-干细胞临床试验和研究资质的医疗机构，专业组数量
居全市首位，现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11 个。

※博士后待遇：
1. 日常资助 28 万元/年（税前），科研启动金 10 万元/人。
2. 科研绩效奖励：支持申报各级各类项目资助，如博新计划（60 万元/两
年，其中 40 万为日常资助）；根据出站成果，可获得最高 40 万元的科研绩效奖
励。
3.职称申报：可参照医院相关规定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4.临床医学博士后：允许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全职博士后工作并轨，符合
条件者同时享受规培待遇和博士后待遇。
5.其他待遇：在站期间免费提供 1 套公寓居住（套内面积约 50 ㎡），配备
家电家具，拎包入住；按照相关要求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站期间或出
站后达到相应条件，可参加第二临床学院考核程序进编留院。
联系人：颜老师、易老师（023-63693278） 电子邮箱：779784189@qq.com
联系地址：中国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 74 号（渝中院区）

3.儿科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于 1956 年由上海医学院儿科系迁渝创建，是集
医教研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童医院，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西南）、
国家一流本科建设单位、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我院儿科学是首批国家重点学
科，1995 年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是最早被授予的儿科学博士后流动站。目前
是全国儿童医院中唯一的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和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机构，拥有儿童发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
个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和 3 个工程中心。在全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连续多年位居全
国儿童医院第三位，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ETM)排名儿科学前三位。
1991 年起建立独立的儿科研究所，为医院科研的重要基地，2019 年正式获
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现拥有多名国家级人才领衔 PI 和方向研究室，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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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F 级动物中心，科研专门用房 7500 余平方米，科研仪器设备价值上亿元。本
学科已形成“发育与疾病”为主线，“免疫与感染”、“神经精神疾病”、“先
天畸形与组织工程”、“肿瘤发病机制与个体化治疗”为四大方向的科研架构，
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一直保持全国儿科学科学研究的先进地位。

※博士后待遇：
博士后类别

全职博士后

师资博士后

在站期限

2-4 年

2年

薪酬待遇及

1.年薪 20 万元+五险一
金；享受工会会员福利
待遇；
2.出站最高可获一次性
奖励绩效 48 万元；
3.优秀博士后可站中进
编

1.年薪 20 万元+五
险一金；享受工会
会员福利待遇；
2.考核合格，出站
后通过学校公招进
编计划进编（教编）

其他

临床医学博士后
3年
同时享受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待遇和
博士后待遇（其中，
博士后出站一次性
奖励绩效 15 万元）

叠加享受重庆市博士后日常资助 16 万/两年

科研

科研启动经费 10 万元/人
享受医院科研论文、项目配套奖励政策

职称

在站期间或出站后的博士后，达到职称申报相应条件的，可申报博
士后职称绿色通道参加评审

项目申报

叠加享受各级各类项目资助：全力支持博士后申报 20 余项博士后人
才类项目、科研类项目和国际交流项目，获准后叠加享受资助

联系人：张老师、喻老师（023-63318050） 电子邮箱：etyyrsc@163.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博士后应聘”）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 136 号 7 号楼 5 楼 520 办公室（院本部）
4.口腔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重庆市口腔医院）是
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急救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院，
现有两个院区，三个门诊部，设有 15 个临床科室， 5 个特色门诊，检验科、放
射科等医技科室及 13 个行政科室。医院设置病床 100 张、牙科综合治疗椅 500
台，年门诊量 116 万人次，口腔医疗综合服务功能居国内先进行列。
重庆医科大学系口腔医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口腔医学一级学科博士授
权点、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和口腔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单位，全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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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水平评估第 9 名，2019 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口
腔医学）第 8 名与 2020 世界一流学科（口腔医学）8-10 名。“口腔医学”连续
获批重庆市“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学科；口腔医学实验教学
中心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重点实验室总面积约 4000 平方米，拥有一批先进
实验仪器设备，配备动物手术室和 SPF 级动物代养室，与美国爱荷华大学牙学院、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牙学院等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医院聚焦“颌面部
组织工程修复研究”、“种植生物材料研发”、“口腔生物力学与组织工程研
究”、“口腔疾病诊疗新技术与转化研究”和“颌面部恶性肿瘤精准治疗研究”
等研究方向，持续提升整体科研能力。十三五期间，医院共获批科研项目 292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58 项，省部级项目 95 项，横向项目 14 项；发表文章 630
篇（SCI 论著 316 篇，最高影响因子逾 16 分）。获得各项国家专利 78 项（发明
专利 9 项，专利转化 6 项），主编、参编出版专著 20 部。

※博士后待遇：
1.日常资助 15-30 万（税前）/年，科研启动金 10 万元/人。
2.科研绩效奖励：按在编在职人员标准执行。
3.其他待遇：入站补贴 4 万；安家费上不封顶；出站前半年生活资助保障及培
训福利；出站入职前半年按在站时生活资助标准给予生活保障；出站后培训，半
年期以内的培训和脱产期间基本工资照发，绩效工资按同级同类人员上年度人均
绩效 0.7 倍执行；其他待遇按在编在职人员标准执行。
联系人：谭老师（023-88602310）

郭老师（023-88602315）

电子邮箱：cqdent@qq.com，gzb@cqmu.edu.cn（附相关证书、证明、代表性论
著）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北路 426 号（东和春天与水晶郦城之间）（北部
院区）

5.第三临床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是一所由重庆医科大学和社
会资本共同举办的非营利性、新型混合所有制医院，也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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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预防保健、康复等功能为一体是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重庆市医疗保险定
点医疗机构、重庆市商业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跨省异地就医联网即时结算定
点医疗机构。医院占地面积近 200 亩，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1350
张；设有层流手术室 20 间、ICU 病床 40 张、血液透析中心床位 130 张；作为区
域性医疗中心，服务辐射重庆及周边省区市 180 余万人口。
第三临床学院作为重庆医科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市级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工作点，设有临床研究中心，打造高水平专职科研工作 PI 平台，承担了医
学本科实习、硕士/博士培养、博士后培养的层次教学工作。目前拥有博士生/
硕士生导师近 70 名，已招聘研究生近 160 名，已进站博士后研究人员 9 名，接
收各类实习生 390 余人。拥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67 项（其中国家级 19 项，省
部级 36 项），获批经费 1800 余万元。已发表论文近 560 篇，其中 SCI 论文近
90 篇。

※博士后待遇：
1.日常资助：28 万元（税前）/年，科研启动金 10 万元。
2.科研绩效奖励：医院将根据院内的科研奖励办法对获得科研成果、科研
项目获批的博士后发放科研奖励。
3.其他待遇：医院将为每位博士后缴纳五险一金；每月提供餐补；博士后
可按照有效租房合同每月获得 1000 元以内的租房补贴；医院将根据博士后在站
工作情况对其发放年终奖励。
联系人： 黎老师（023-67455197）

电子邮箱：cyfsyrs@126.com

联系地址：中国重庆市渝北区双湖支路 1 号

6.第四临床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学院（附属大学城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非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按照三级甲等医院规划建设，是
重庆西部新城唯一一家大型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规划床位 1480 张，占地面积 136
亩，服务人口近 200 万。始终坚持“创新、敬业、合作、服务”的院训，以“中
心制、信息化、人才培养”为医院发展三大基石，以器官系统疾病分类设置了
30 个临床医技科室，拥有进口 MRI、CT、平板 DSA、超声、全自动生化仪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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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医疗设备。
我院依托重庆医科大学优质的医学教育资源和科研实力，打造以高素质、
综合型为特色的人才梯队，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 80%以上，硕士及博士学
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 50%以上。医院现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及硕士学
位授权点。至今，已获得国家、重庆市等各级科研课题 100 余项，总经费超过
1000 万元。发表 SCI、CSCD 论文两百余篇，获国家专利授权十余项。经过多年
的发展，我院现拥有多个重庆市重点学科、临床重点专科、微创特色专科及质控
中心，拥有 13 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近年来多次在国家级、省部级各种临
床技能竞技中频摘桂冠、屡获殊荣，并成为重庆市首家达到国家医院信息互联互
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乙等的医院。医院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诊疗设备，
新型的医疗服务模式，已成为重庆西部新城区域医疗中心，深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和赞誉。

※博士后待遇：
1.日常资助：28 万元/年，科研启动金 10 万元。
2.其他待遇：为全职博士后缴纳五险一金。
联系人：张老师（023-65715688）

电子邮箱：2240949526@qq.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中路 55 号

7.第五临床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附属永川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急救、预防保
健、康复、教学和科研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大附属医院，分为本部和
新区分院两部分，其中本部占地 96 亩，包括教学部和医疗部，医疗用房 11 万平
方米，编制床位 1480 张；新区分院占地 174 亩，正在建设中，其中医疗用房约
16 万平方米，编制床位 1200 张，教学用房 6 万多平方米。2018 年成功创建成为
重庆市智慧医院，2020 年成为互联网医院。医疗服务辐射永川、荣昌、璧山、
大足、江津、铜梁、合川、川东南、黔西北等约 1000 万人口。
我院为重庆医科大学第五临床学院、临床医学三系，已获批全科医学院。学
院目前已构建起院校医学教育（含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教育）、毕业后
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的完整医学教育体系，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的人员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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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办专业为五年制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及专升本学生），现所辖学生
600 余名，同时承担学校预防医学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临床课程理论及实
习教学，护理专升本（成教永川教学点）的教学任务。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住院
医师和临床药师规培基地，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我院现开展住院医师、
护士规范化培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临床实践技能培训，以及国家级和省部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招聘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 160 人。

※博士后待遇：
1.日常资助：25 万元/年，科研启动金 10 万元。
2.其他待遇：缴纳五险一金。
联 系 人：龙老师（023-85381611）

电子邮箱：1322198869@qq.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 439 号

四、基金、项目申报及博士后优惠政策
（一）站前可申报基金、项目
1.博士、博士后连续培养计划
为促进“产学研用”结合，鼓励设站单位采用“定向招聘培养”方式与在读
博士签订毕业进站协议，市博管办给予设站单位一定经费资助，用于协议进站博
士科研补助、学费、生活补贴等。资助标准为 3 万元/人·3 年期；2 万元/人·2
年期；1.5 万元/人·1 年期。
2.国家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每年 2-3 月申报，生活资助 40 万+科研资助 20 万+学术交流 3 万。
3.香江学者支持计划
每年 2-4 月申报，36 万元+36 万港币。
4.澳门学者计划
每年 2-4 月申报，30 万元+36 万澳门元。
5.中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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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3-4 月申报，30 万元+德方经费 1500 欧/月。
6. 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每年 2-4 月申报，30 万/人/第一年，第二年的资助经费由国外（境外）接
收机构或合作导师承担。
7. 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
“引进项目”资助在国（境）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博士（包括中国籍和外
籍）在国内博士后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期 2 年。
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站前）
特别资助（站前）是为吸引新近毕业的国内外优秀博士进站，在前沿领域从
事创新研究实施的资助。由专家会议评审确定资助对象。2020 年资助 400 人，
资助标准为 18 万元。
9.重庆市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每年 9-11 月申报，生活资助 40 万+科研资助 20 万。

（二）站中可申报基金、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通知进行。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面上资助。
自然科学资助标准为一等 12 万元、二等 8 万元；每年 2-3 月、7-8 月可申
报。面上资助实施“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划” “西部计划”与同批次面
上资助工作一同组织开展，自然科学资助标准为一等 12 万元、二等 8 万元；
每年 3 月、9 月可申报。
（2）特别资助（站中）
特别资助（站中）是为激励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增强创新能力，对表现优秀
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实施的资助，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 18 万元。每年 2-3 月可申
报。
（3）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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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1-5 月申报，8 万/部。
3.国（境）外交流项目
（1）香江学者支持计划
每年 2-4 月申报，36 万元+36 万港币。
（2）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每年 2-4 月申报，30 万元+36 万澳门元。
（3）国际交流派出项目
每年 2-4 月申报，30 万/人/第一年，第二年的资助经费由国外（境外）接
收机构或合作导师承担。
（4）国际交流引进项目
“引进项目”资助在国（境）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博士（包括中国籍和外
籍）在国内博士后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期 2 年。
（5）国际交流学术交流项目
每年 2-10 月，分两批申报，2 万元/人，主要用于赴国（境）外开展学术交
流活动的交通费、食宿费、会议费等。
4.重庆市人力社保局项目
（1）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每年 9-11 月申报，资助标准为 60 万元/人·2 年=生活资助 40 万+科研资助
20 万元。
（2）博士后国际培养交流计划
每年 9-11 月申报，资助标准为：15 万元/人·1 年期，30 万元/人·2 年期。
（3）博士后国际学术交流计划
每年 9-11 月申报，资助标准 3 万元/人（每人每年限报 1 项）。
（4）博士后科研项目特别资助
每年 9-11 月申报，资助标准分为特等资助 30 万元/人，一等资助 20 万元/
人，二等资助 10 万元/人，三等资助 5 万元/人。
（5）博士后日常经费资助
每年 9-11 月申报，资助标准：16 万元/人·2 年，生活费用占 80%，主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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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资、奖金和生活补助等；日常公用经费占 20%，可用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参加
社保费用和参与学术交流活动等。
（6）招聘海外全职博士科研资助
每年 9-11 月申报，对招聘海外毕业的博士生全职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给
予一定科研项目启动资金，资助标准为 10 万元/人。
6.重庆市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每年 3 月申报，资助标准 10 万，详见学校科研处相关通知。

（三）出站后可申报的项目
1.全职博士后出站留（来）渝资助：
简称“出站留（来）渝资助”，对全职博士后人员出站留（来）渝开展科研
或创新创业项目前期投入专项资助。资助标准为 15 万元/人·3 年。
2.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每年 5 月申报，8 万/部。

（四）出站后优惠政策
1.申报青年人才项目优先；
2.拥有重庆英才服务卡；
3.享受重庆人才安居政策；
4.纳入职称评定“绿色通道；
5.优秀博士后人才不占推荐名额直接进入“重庆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评审环节。
温馨提示：上述所有项目的申报时间、申报资格条件、资助金额等信息均
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相关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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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士后招聘流程
（一）申请资格条件及途径
1.师 资博士 后 A 岗： 具 有扎实的 研究基 础， 具有较 大的科 研发 展潜
力 ， 且 已有高 水 平科研 成果 。通 过人 才引进 途径遴选 为师资博 士后，出
站 后 通 过公招 流 程获得 事业 编制 。
2.师资博士后 B 岗：热爱科学研究，符合学校公招岗位要求。通过公开招聘
程序遴选为师资博士后，出站 后通过公 招流程获得 事业编 制。
3.普通全职博士后：符合条件博士后招聘基本条件：年龄 35 周岁以内，获
得博士学位且获学位时间一般不超过 3 年。
此外，根据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对三类人员比例限制要求，学校招聘少量
优秀在职人员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二）申请程序
1.提 出申请 。 申请人 通 过扫描“人才 招聘系统” 二维码 （见下 图）
进 入 重 庆医科 大 学人才 招聘 系统 ，按 要求提 交个人简 历及相关 材料；也
可 与 意 向进站 单 位博士 后工 作人 员联 系（联 系方式见 博士后招 聘单位简
介 下 方 ）。
2.参 加院级 面 试考核 。 院系将定 期组织 博士 后招聘 面试 考 核， 对 申
请 者 学 术水平 、 科研能 力、 思想 政治 表现等 进行综合 考核，提 出初步招
录 意 见 。请申 请 人按照 考核 通知 准备 、提交 相关材料 ，确定合 作导师和
研 究 方 向。
※如 果申请 师 资博士 后 A 岗，在 院系考 核通过后， 还将参 加校 级人
才 引 进 考核面 试 ，届时 请按 照人 才引 进考核 面试要求 准备、提 交相应材
料 ， 并 参加人 才 引进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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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申请 师 资博士 后 B 岗，在 院级考 核通过后， 还会参 加校 级博
士 公 招 面试， 届 时请按 照公 招面 试要 求准备 、提交资 料，并参 加公招面
试。
3.博 士后网 络 注册。 拟 招聘人员 登陆“中国 博士后网站”
（ http://www.chinapostdoctor.org.cn）以“办事人 员”身份注 册，进
行 网 上 申请。
4.博士 后 进站材 料 准备。按 照要求 提交 相关纸 质材料（ 详见人事 处
网 页 -博士 后 流动站-进站 管 理提交材 料清单
https://rsc.cqmu.edu.cn/bshldz/jzgl.htm），所 有纸质 材料均为 A4
纸 型 ， 双面打 印 。
5.招聘 单 位审核 。 招聘单位 应对申 请人 进站材 料的真实 性、完整 性
进 行 审 核；对 于符合 要 求的进 站材料及“XXX 关于招 聘 XXX 博士为 博士后
研 究 人 员的请 示”提 交至学 校人事处 人才办（博 管办） 。
6.学校 审 批。学 校 人事处人 才办（ 博管 办）收 到进站材 料后，呈 报
给 分 管 校领导 审 批。
6.上级 部 门审批 。 学校审批 后，通 过中 国博士 后网络办 公系统报 重
庆 市 博 士后管 理 办公室 审批 。
7.博士 后 报到。 上 级部门审 批后， 学校 人事处 人才办（ 博管办） 通
知 博 士 后在规 定 时间内 办理 相关 报到 手续， 签订工作 协议等。
如 果与国 家 级、市 级工作 站联合招聘 博士后，申请者 应先将 申请材
料 提 交 至工作 站 审核， 工作 站审 核通 过后再 由按上述 流程办理 。
联 系 人： 彭 老师

汪 老师

联 系电话 ：023-68486390
联 系单位 ： 重庆医 科 大学人 事处 人才办 公室（ 博士 后 管理 办公 室 ）
地

址 ：重庆 市 渝中区医 学院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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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士后招聘计划
详见附件：重庆医科大学 2021 年博士后招聘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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