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为核心指标

1.1.1临床培训基
地条件

1.总床位数≥500张，年出院病人数≥1万人次，年门诊量
≥40万人次，年急诊量≥2万人次
2.必备科室:全科医学科、内科、神经内科、儿科、外科
、妇产科、急诊科、皮肤科、五官科（眼科、耳鼻喉科）
、传染科（感染疾病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医学影
像科、检验医学科

每项1分（项目内容均符合得1分）
（第2项说明：1.前3个轮转科室应在本法人机构内，其他
轮转科室不全的，可与协同单位联合培训,协同培训的科
室≤3个。2.感染疾病科接诊范围应包含感染性腹泻、病
毒性肝炎、结核等《标准》要求的传染病，否则需与其他
机构联合培训。）

2

1.1.2基层实践基
地条件

1.辖区卫生行政部门设置、具有示范作用的基层实践基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或有条件的诊所，下
同）辖区人口数≥5万人（根据区域具体情况，可适当放
宽）
2.必备科室:全科、预防保健科、中医科、康复科、精神
疾病管理科（或精防科）、检验科、放射科

每项1分（均符合要求得1分）
（第2项说明：前2个轮转科室应在本法人机构内，其他轮
转科室不全的，可与临床培训基地或协同单位联合培训,
协同培训的科室≤2个。）

2

1.1.3 临床培训基
地全科医学科设置
要求★

1.独立设置全科医学科，有符合全科教学要求的全科门诊
、全科病房
2.落实培训任务，包括住院医师管理、轮转计划、考勤考
核和教学质控

第1项4分，第2项1分。
（第1项说明：1.全科医学科独立设置，且有符合教学要
求的全科门诊、全科病房，得4分。2.全科医学科独立设
置，且有符合教学要求的全科门诊，得3分。3.全科医学
科未独立设置，暂时挂靠老年科、综合内科等其他符合要
求科室，且有独立的全科门诊的，本项得2分。4.无独立
的全科门诊的不得分）

5

1.1.4 疾病种类及
数量★

均符合要求，得3分
仅一个科室未达标，但≥规定数的80%，得1分
其他，不得分

3

1.1.5临床技能操
作种类及数量★

均符合要求，得3分
仅一个科室未达标，但≥规定数的80%，得1分
其他，不得分

3

1.2.1临床培训基
地与基层实践基地
联系紧密★

1.与基层实践基地签订正式联合培训协议
2.培训基层实践基地指导医师
3.每年至少6次到基层实践基地指导教学工作
4.联合开展教学活动

满足所有要求，且有良好效果和可靠证据，得3分
每缺1项扣1分，扣完为止

4

1.2.2协同单位
轮转科室不全的，须有协同的其他医疗机构共同完成培训
内容，轮转培训时间和质量符合大纲要求

满足所有要求，得1分。（科室齐备，无需协同单位的，
此处不扣分）

1

2018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估指标——全科专业基地
所属省（区、市）： 培训基地名称：

临床轮转基地主管科室： 基层实践基地名称：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符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及《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全科专业相关要
求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1.1基地条件

1.基本条件
（20分）

1.2协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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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为核心指标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2.1.1师资与培训
对象比例★

每名指导医师同时带教本专业培训对象不超过2名 不达标准，不得分 1

2.1.2临床培训基
地师资条件

1.指导医师具有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主治医师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熟悉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情况
2.在基层实践基地承担以教学为主的专家门诊、会诊及示
范教学等工作，至少2周1次
3.全科医学科指导医师至少3人执业注册范围含“全科医
学专业”

均达到标准，得1分
两项达到标准，得0.5分
其他，不得分

1

2.1.3基层实践基
地师资条件

1.医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2.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职称
3.有３年及以上基层卫生工作经历
4.执业注册范围含“全科医学专业”

均达到标准，得1分
不达标准，不得分

1

2.1.4师资队伍组
成

1.总人数≥15人，其中内科、全科医学科至少各3人，神
经内科、外科、儿科、急诊科至少各１人，基层实践基地
至少5人
2.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比例不少于１/３

均达到标准，得1分
不达标准，不得分

1

2.1.5专业基地负
责人条件

1.临床培训基地：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主任医师专业技
术职务,从事全科相关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５年
2.基层实践基地：医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主治医师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并有5年及以上社区工作经历，经过临床带
教培训

均达到标准，得1分
不达标准，不得分

1

2.1.6设立全科教
研室★

培训基地有全科教研室（含基层实践基地成员），并有效
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有人员名单及在相关教学活动中出现的记录，有证据证明
有效开展了教学活动，得2分
其他，不得分

2

2.2.1师资培训★

1.临床培训基地全科医学科和内科至少2人参加过省级及
以上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其他轮转科室至少各1人参加过
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师资培训
2.基层实践基地至少各2人参加过省级及以上全科医学师
资培训
3.所有指导医师均参加过院级师资培训

每项1分（2013年8月以后的证书有效）
【说明：根据原卫生部《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实施意见（试
行）》（卫办科教发〔2012〕151号）的要求，省级及以
上全科师资培训，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56学时或4天，若
无具体时间则核查培训课程表】

3

2.2.2师资评价★ 每年度至少组织1次对指导医师的教学工作评价
有方案，且已实施，得3分
仅有方案或评价记录，得1分
均无，不得分

2

2.2.3激励制度★
建立指导医师激励机制，将教学工作与绩效考评、绩效工
资、教学补助和评优等挂钩

有，且已与绩效考评、绩效工资、教学补助和评优挂钩，
得3分
有激励制度但不落实或无激励制度，不得分

3

2.师资建设
（15分）

2.1师资要求

2.2师资管理

2.2师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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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为核心指标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3.1.1基地主任
实行专业基地主任负责制，并切实落实。（基层实践基地
有相应基地负责人）

职责明确，履职认真，得1分
无岗责或履职不认真，不得分

1

3.1.2教学主任★
设置专职教学主任岗位，负责全科专业基地教学工作的组
织实施。（基层实践基地有相应教学负责人）

职责明确，履职认真，得1分
无岗责或履职不认真，不得分

1

3.1.3教学秘书★
设置专职教学秘书岗位，落实全科专业基地教学工作。
（基层实践基地有相应专职或兼职教学秘书）

有，且履职认真，得1分
无，或履职不认真，不得分

1

3.1.4教学小组
临床培训基地主要科室（全科医学科、内科、神经内科、
外科、急诊科、儿科等）和基层实践基地有教学小组，明
确小组职责，有定期组织研究教学工作

均有，且履职认真，得2分
基层实践基地及部分临床科室有，且履职认真，得1分
其他，不得分

2

3.1.5轮转计划★
按规定落实轮转计划和要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另
有规定且专家认为符合教学规律的，按当地标准核查）

符合要求且严格落实，育才效果好，得3分
符合要求但未严格落实，有一定育才效果，得1分
其他，不得分

3

3.1.6考勤制度 有考勤规章制度，有专人负责，并严格执行
有，且严格落实，得1分
未严格落实，不得分

1

3.2.1入院及入科
教育

有入院教育、各科室均有入科教育，内容包括医院（科
室）情况、医院（科室）培养计划与要求、规章纪律、医
德医风、医患沟通以及临床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模拟训练
等内容，并有专人组织实施

入院及入科教育均有且严格落实，得2分
有3或4个科室有规范的入科教育且严格落实，得1分
其他，不得分

2

3.2.2教学查房 临床培训基地开展规范的教学查房，至少2周1次
次数达标且内容恰当，得2分
次数达标但针对性不强，得1分
其他，不得分

2

3.2.3小讲课
所有轮转科室和基层实践基地开展针对全科住院医师的小
讲课活动，至少2周1次

开展次数达标，且符合全科培训标准要求，得1分
次数达标但无针对性，得0.5分
其他，不得分

1

3.2.4病例讨论★
所有轮转科室和基层实践基地开展规范的病例讨论，至少
2周1次

开展次数达标，且符合全科培训标准要求，得4分
次数达标，但不规范或不符合全科培训标准，得2分
其他，不得分

4

3.2.5开展其他培
训活动

如参加专题讲座或相关学术会议
开展其他培训活动，得1分
未开展，不得分

1

3.过程管理
（30分）

3.1培训制度
与落实

3.2培训活动

第 3 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为核心指标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3.3过程考核 3.3.1出科考核★
理论考核试题、技能操作考核评分标准、培训对象测评结
果、考勤记录等原始资料齐全，真实规范

至少抽查2个轮转科室出科考核情况和基层实践基地的出
科考核情况，每个2分。
考核全面、试题规范、执行到位，得2分
仅有符合要求的理论考试或技能考核，得1分
其他，不得分

6

3.4.1管理床位数
★

独立管床＞2张（体现在：书写病历、病程记录、查房记
录、会诊记录、出院记录，开医嘱、检查单，化验单结果
标记等），建议管床数：≥3张

管床数达到要求，得2分
管床数过多＞10张，得1分
仅1张或不独立管床，不得分

2

3.4.2门急诊工作
量★

1.内科、外科、儿科等主要科室有上级医师指导的门诊实
践与教学，平均日接诊量≥20人次
2.急诊科有上级医师指导的门诊实践与教学，平均日接诊
量≥15人次
3.符合条件的培训对象在基层实践基地独立接诊，平均每
日≥5人次

每项1分 3

4.1.1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通过率★

近2年住院医师首次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通过情况

85%为达标，2年均达标，得2分；1年达标，得1分；其
他，不得分。
（通过率=上一年度首次参加考试通过的人数/上一年度首
次参加考试总人数）

2

4.1.2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结业考核
通过率★

住院医师首次参加结业考核的通过情况

1.通过率≥85%，得3分
2.如通过率＜85%，通过率≥本省（区、市）平均通过
率，得2分；在平均通过率的基础上每提高5个百分点，加
0.5分，最多得3分；通过率＜本省（区、市）平均通过
率，不得分
（通过率=上一年度首次参加结业考核通过的人数/上一年
度首次参加结业考核总人数）

3

4.2.1教学查房质
量★

主任或指导医师组织规范的教学查房，悉心指导培训对象 按实际得分折算（保留小数点后1位） 9

4.2.2技能操作带
教情况★

指导医师协助并指导培训对象完成技能操作，带教严格规
范

每个科室4分，按实际得分折算（保留小数点后1位） 8

4.3考核培训
对象

4.3.1医疗文书书
写★

培训对象临床科室的病历书写、基层实践基地的健康档案
书写规范

每个科室3分，按实际得分折算（保留小数点后1位） 6

4.2考核师资

3.过程管理
（30分）

4.质量控制
（35分）

3.4培训强度

4.1培训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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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为核心指标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扣分原因

4.3.2技能操作★ 培训对象技能操作情况 每个科室3分，按实际得分折算（保留小数点后1位） 6

4.3.3完成培训内
容与要求★

按照全科培训标准，核实培训内容的完成情况
符合全科培训标准要求，完成率≥90%，得1分
其他或无住院医师，不得分

1

100合计

存在问题，请详细填写：

备注：
1.一级指标4项，二级指标11项，三级指标37项。三级指标中，核心指标24项、计81分，一般指标13项、计19分，共100分；
2.指标中所有规章制度，专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制度；
3.随机抽查对象优先选择委托培训对象和面向社会招收的培训对象，如果没有，可考虑本基地培训对象；
4.现场评估时详细填写存在的问题和扣分原因；
5.原则上考核住院医师必须为在培第二年及以上住院医师。没有住院医师的，该项目得0分。3年无住院医师的，该培训基地得0分；
6.全科专业基地（含基层实践基地）聘用或招收服务期内或违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的，每聘用或招收1名服务期内或违约定向生扣10分；
7.指导医师指具有带教住院医师资格的临床医师。

专家签字：

4.3考核培训
对象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4.质量控制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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