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　 医药卫生类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护理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和健康保健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卫生、康复和保健机构，从事护理、健康保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护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健康心理，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理与法律法规；
３ 具有护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按照护理工作程序，解决护理问题，评价护理结果；
４ 掌握评估方法，能进行护理评估，并能安全给药；
５ 掌握常用护理技术，能正确进行日常护理操作及护理特定操作；
６ 能使用常用器械、仪器、设备，安排与管理适当的护理环境，保证护理对象安全与舒适；
７ 能与护理对象及家属进行沟通，开展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能进行医疗团队内的专业

交流；

８ 能应急处理和配合医生抢救急危重症病人；能初步处理或协助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９ 能进行预防保健的宣教；帮助护理对象完成康复计划。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护理、健康评估、临床护理（含母婴、儿童、成人、老年、急危重症、精神等护理内容）、社

区护理、健康教育、护理管理基础、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

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模拟病房进行护理综合实训；在教学医院、综合医院、社区进行临床护理与社区护理

的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儿童护理、母婴护理、急救护理、口腔护理、康复护理、精神护理、老年护理、涉外护理

对应职业（岗位）

护士、护理员（含保育、育婴、养老、孤残儿童护理）、心理咨询师（４－０７－９９－０１）、医疗救护员
（Ｘ４－０６－０１－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护士执业资格、护理员、心理咨询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护理

本科：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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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１０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助产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助产与母婴保健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与妇幼保健等机构，从事临床助产及母婴护理保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护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健康心理，遵守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母婴保健等相关的伦

理、法律法规；

３ 具有助产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完成产前评估、自然分娩接生、产后观察及新生儿处理；
４ 掌握常用护理技术，能进行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日常护理操作及护理特定操作；
５ 掌握产科、妇科的评估方法，能进行观察评估，并能安全给药；
６ 能使用常用器械、仪器、设备，安排与管理适合孕产妇、新生儿及妇科患者的环境，保证其

安全与舒适；

７ 能完成接生、产科与妇科手术等的用物准备，并能进行手术、监护、抢救等的配合；
８ 能与孕产妇、妇科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开展心理护理与母婴保健的健康教育；能进行医

护团队内的专业交流；

９ 能配合医生对急危重症产妇进行应急处理及抢救。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护理、健康评估、妇产科学、临床护理（含围产期、母婴、儿童、成人、老年、急危重症、精

神等护理内容）、社区护理、母婴保健、健康教育、护理管理基础、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心理、沟

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模拟产房及病房进行护理综合实训；在教学医院、综合性医院及妇幼保健院等进行临

床护理与社区护理的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母婴保健

对应职业（岗位）

助产士（２－０５－０８－０７）、育婴师（４－０７－１２－０４）、保育员（４－０７－１２－０１）、心理咨询师（４－０７－
９９－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护士执业资格、育婴师、心理咨询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助产

本科：护理学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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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农村医学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农村医疗机构从事疾病诊疗及预防保健的医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农村卫生室及边远贫困地区卫生院，从事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

疗、预防保健、康复指导、健康教育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护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健康心理，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理与法律法规；
３ 掌握现代医学知识与技能，能辨识常见的临床表现，对常见病、多发病做出医学诊断，制

订诊疗方案，进行基本处理；能够正确判断危重、疑难或复杂的病情，做到及时转诊；

４ 具有医护基本技术，能进行基本诊疗操作；能使用、管理常用器械、仪器、设备，安排与管
理安全、适合的医疗与康复环境；

５ 掌握常用药物及用药原则，能正确用药进行治疗，并管理好药品；能初步处理外伤；
６ 能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开展健康教育；能与相关医务人员进行专业交流；
７ 能开展农村社区的健康教育、健康检查、慢性病管理、疾病预防等卫生工作，帮助和指导

患者进行康复锻炼；

８ 能抢救急危重症病人；配合疾控部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全科医学概论、诊断基础、临床医学（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耳鼻喉、急救、口腔、传染病、

皮肤性病等）、预防医学、卫生保健、中医学基础、针灸与推拿、常用护理技术、心理、沟通、伦理与

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诊疗、预防保健的实训；在教学医院、综合性医院、卫生院、卫生所（站）

等医疗机构进行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农村卫生室及边远贫困地区卫生院医生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执业助理医师（乡村）、乡村医生

注：本专业的开设须依照教育部职成司有关文件执行。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营养与保健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营养与保健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学校、幼儿园、老人院、社区卫生保健机构以及餐饮、食品与保健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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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从事营养评价、营养指导、膳食配制以及相关管理、咨询、宣教等营养与保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负责的职业意识与态度，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健康心理，遵守医疗卫生
相关的伦理与法律法规；

２ 掌握营养、保健与医学的基础知识与技能，能够按照工作程序，对慢性病人、高危人群及
健康人群等进行饮食治疗与保健指导，实施营养管理、咨询与健康教育；

３ 能使用常用器械、仪器、设备，对服务对象个体或群体进行营养评估；
４ 能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食谱编制、结果评价、营养指导等；
５ 能应用临床营养知识与技能，对病人配合进行初步的临床营养治疗；
６ 能对所用器械、仪器、样品、工作环境、工作结果进行统筹处理；
７ 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营养基础、食品营养与加工、营养调查与评价、营养咨询与营养健康教育、食品营养分析、社

区与学校营养、营养保健、卫生保健、临床医学概要、临床营养、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

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实训；在学校、幼儿园、餐饮行业及医疗卫生保健机构进行膳食调

查、个体营养状况评价、营养咨询、营养食谱编制及计算、营养专业软件应用等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营养师、营养配餐员（４－０３－０４－０１）、健康管理师☆（Ｘ２－０５－０５－０９）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营养士、公共营养师（四级）、配膳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医学营养、营养与配餐

本科：营养学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康复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临床康复与康复保健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康复保健等相关机构，从事临床康复及康复保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沟通交流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健康心理，遵守医疗卫生与康复相关的伦理与法律法规；
３ 能运用运动治疗、作业治疗及言语治疗、义肢与矫形器配制等专业知识与技术，实施康复

治疗与康复保健；

４ 能按照康复工作程序，进行康复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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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能依据康复治疗方案，正确使用器械、仪器和设备，设置康复环境；
６ 能维护常用的康复器材与设备；
７ 能与康复对象进行沟通交流、康复指导；
８ 能进行康复室及设施的初步管理。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康复医学概论、康复功能评定、病症康复学基础、物理治疗、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

义肢与矫形器配制、听力检测与助听器具应用、心理康复、疾病康复、运动解剖与生理、沟通、伦

理、卫生法律法规、临床医学概要，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模拟康复病房进行康复综合实训；在教学医院、综合医院等进行临床与社区康复的综

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物理治疗、运动治疗、作业治疗、言语治疗、义肢与矫形器配制、听力检测、助听器具应用

对应职业（岗位）

康复技士、物理康复师、作业康复师、言语康复师、假肢制作装配工（６－０５－０９－０２）、矫形器
制作装配工（６－０５－０９－０３）、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师（Ｘ４－０７－９９－１３）、助听器销售＃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康复技士、听力技术师、助听器验配师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康复治疗技术、假肢与矫形器设计与制造、康复工程技术、听力语言康复技术、音乐康

复技术

本科：康复治疗学、医学美容技术、听力学、假肢矫形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眼视光与配镜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眼视光技术应用及配镜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卫生机构眼科、眼科研究所、眼镜生产与销售企业，从事眼视光

技术辅助服务、验光配镜、隐形眼镜验配、眼镜营销、眼保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的职业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与健康的心理，遵守相关的伦理与法律法规；
２ 掌握屈光学、眼科医学、眼镜光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初步区分眼屈光改变或病理状

态，指导顾客配镜或就医；

３ 能准确验光，确定视觉最佳点，指导顾客根据其生理特点和形象要求选配眼镜，完成配
镜、校配及售后服务；

４ 能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的相关规定，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角膜接触镜的验配，并能指导顾客
佩戴与进行镜片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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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能与服务对象进行专业性沟通；在医疗保健机构、社区、学校进行眼保健的咨询和健康
教育；

６ 能正确使用、维护常用眼视光仪器与器械；
７ 熟悉医疗机构的眼科技术工作；熟悉眼镜加工装配及销售企业的工作流程；
８ 能进行眼镜、眼视光保健产品的专业咨询、销售以及初步管理。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屈光基础及检查、视功能基础及检查、眼镜光学、眼镜加工与制作、角膜接触镜基础与技术、

眼科与眼镜仪器应用、眼镜相关产品工艺、社区眼保健、眼镜营销与企业管理、心理、沟通、实用美

学、伦理与相关法律法规、临床医学概要，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模拟眼视光中心进行实训；在医疗卫生机构、眼镜生产与销售企业进行眼保健、验光

技术、配镜技术、角膜接触镜验配技术、眼镜营销及管理等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验光技术、配镜技术、角膜接触镜验配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眼镜验光员（４－０７－０６－０１）、眼镜定配工（４－０７－０６－０２）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眼镜验光员、眼镜定配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眼视光技术

本科：眼视光学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医学检验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医学检验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卫生保健、疾病预防控制、采供血等机构，从事临床检验、卫生检

验、采供血检验、病理技术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医疗安全、社会卫生安全的职业意识，遵守相关伦理和卫生
法律法规；

２ 掌握医学检验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相关知识与技能，能够解决临床检验、卫生检验、病
理技术中的一般性技术问题，完成医学检验综合性工作；

３ 能规范地操作与维护常用的医学检验仪器与器械，并了解新的检验技术和设备；
４ 按医学检验工作程序，对检验仪器、设备、计算机、药物以及工作环境进行统筹处理；
５ 具有较好的沟通交流能力，能与服务对象沟通，与其他医务人员进行专业交流；
６ 能应用本专业知识，及时发现并按工作程序处理公共卫生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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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免疫检验及技术、生物化学检验及技术、寄生虫微生物检验及技术、血液检验及技术、临床检

验及技术、卫生理化检验及技术、采供血知识及技术、病理技术、实验室管理及仪器维护、临床医

学概要、医用化学基础、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室及教学医院检验科进行专业实训；在医疗卫生保健机构的检验科、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血液中心（站）进行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临床检验、卫生检验、采供血检验、病理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临床检验技师（２－０５－０７－０４）、公卫检验技师（２－０５－０７－０５）、卫生工程技师（２－０５－０７－
０６）、病理技师（２－０５－０７－０３）、输（采供）血技师（２－０５－０７－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临床医学检验士、理化检验技士、微生物检验技士、病理学技士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医学检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本科：医学检验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医学影像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医学影像技术工作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卫生机构放射科、ＣＴ 室、核磁共振室、介入治疗科等部门，从事
摄影、仪器操作、影像检查等医学影像技术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医疗安全、社会卫生安全的职业意识，遵守相关伦理和卫生
法律法规；

２ 掌握医学影像以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相关知识与技能，能解决医学影像检验、影像后
处理、超声、心电学以及放射治疗等的一般性技术问题，完成医学影像综合性技术工作；

３ 掌握医学影像诊断的基本知识，能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影像学征象做出初步描述与判断；
４ 能进行医学影像的常用技术操作，对医学影像设备、仪器、器械、药物、工作环境进行统筹

处理，并能进行防护；

５ 能对医学影像设备、仪器、器械进行保养和维护，会排除简单的设备故障；
６ 具有较好的沟通交流能力，能与服务对象沟通，与其他医务人员进行专业交流；
７ 能应用专业知识，及时发现并按工作程序处理公共卫生异常情况。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医学影像设备、Ｘ线摄影化学与暗室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学影像诊断基础、超声诊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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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图、放射物理与防护基础、临床医学概要、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医用物理基础、电

工及电子技术基础、医学影像中计算机技术应用，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模拟实训室进行专业实训；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放射科、ＣＴ 室、核磁共振室、介入
治疗科等部门，进行摄影、仪器操作、影像检查等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放射医学技士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放射医学技士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医学影像技术、放射治疗技术、医学影像设备管理与维护

本科：医学影像学

专业代码　 １０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口腔修复工艺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义齿修复、加工制作等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卫生机构口腔科、口腔专科医院（门诊）、义齿加工机构，从事义

齿修复、加工及矫治器制作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医疗安全、产品质量的职业意识，遵守相关的伦理和卫生法
律法规；

２ 掌握口腔修复工艺及相关的医学知识与技能，能进行义齿修复、加工及矫治器制作的技
术操作，并能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完成修复体和矫治器制作的综合性任务；

３ 能使用义齿修复、加工及矫治器制作的加工设备，进行简单保养和维护，并能进行技术室
的初步管理；

４ 会选择和使用口腔修复材料；
５ 具有初步美术雕刻与色彩表现能力，能制作满足服务对象审美要求的口腔工艺产品；
６ 能开展口腔常见病、多发病防治的健康教育；
７ 能进行口腔医疗仪器设备、口腔修复材料等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口腔工艺技术概论、固定义齿修复技术、可摘义齿修复技术、全口义齿工艺技术、口腔正畸技

术、口腔疾病概要、口腔病理基础、正常口腔基础、颌学基础、口腔工艺材料、口腔疾病预防保健、

口腔医学美学、实用美术、口腔工艺设备使用与养护、营销与管理基础等。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实训、临床模型病例和制作计划分析；在综合医院或口腔专科医院

（门诊）、义齿加工企业、口腔医疗设备与材料销售企业等进行义齿修复、加工及矫治器制作、相

关产品销售与管理等综合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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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职业（岗位）

义齿成型制作工（３３－１８２）、义齿模具工（３３－１８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口腔医学技士、义齿成型制作工、义齿模具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口腔医学技术

本科：口腔修复工艺学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０００
专业名称　 医学生物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生物制品与医学生物技术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生物制品生产企业等，从事生物制品的制备、分装等工作；或面向医

疗机构，从事医学生物技术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无菌、环保、生物安全防护的职业意识，以及安全用药和安全生产的职业责任感，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

２ 掌握生物制品制备及相关的医学知识、技能，能进行生物制品生产的技术操作，解决常见
的综合性问题；

３ 掌握医学生物技术及相关的医学知识、技能，能进行实验样本的采集、分离与运送，解决
其综合性技术问题；

４ 熟悉工作流程，能使用相关仪器、设备；能统筹处理仪器、设备与工作环境等；
５ 能准确记录、分析生产操作过程或检验过程，会撰写工作记录、报告；
６ 能在工作团队内进行较好的专业交流。

专业学习主要内容

细胞培养技术、免疫生物技术、微生物生物技术、生物化学生物技术、生物制品基础与技术、

环境保护规范、药事管理与法规、实验动物基础、临床医学概要、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

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完成医学生物技术及生物制品制备等项目的实训；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进

行相关岗位顶岗实习，在医疗机构进行医学生物技术岗位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细胞生物技术、基因分子生物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分子免疫生物技术、实验动物技术与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发酵工程制药工（６－１４－０２－０２）、疫苗制品工（６－１４－０２－０３）、血液制品工（６－１４－０２－０４）、
基因工程产品工（６－１４－０２－０５）、实验动物饲养工（５－０３－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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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实验动物饲养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医学生物技术、生物制药技术、实验动物技术

本科：生物医学工程、医学实验学、医学技术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１００
专业名称　 药剂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药品处方调配及药品购销、仓储物流等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机构，从事处方调配等工作；或面向药品经营和药品生产企业，

从事药品的采购、储存、物流管理、销售和咨询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用药的责任感和诚信的职业道德，能按照药事管理法规，进行药品的处方调剂
与营销服务；

２ 掌握药物、药剂基本知识和技能，能解决处方调配和药品采购、销售、储存、物流管理等工
作中的常见问题；

３ 能按照专业工作程序进行技术操作，辨识和采购药品，储存和调配药品，并能进行药品
营销；

４ 能对仪器、设备、工作环境等进行统筹处理；
５ 能进行良好的专业沟通，指导服务对象合理用药。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药物化学、药理、药剂、药品调剂、临床药物应用、药品识别、药品购存与销售、物流管理、药品

经营、药事管理与法规、医药财会、药品生产基础、临床医学概要、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

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药品调剂及销售实训；在医疗机构进行临床调剂顶岗实习，在药品经营

及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品购销和储运等相关岗位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药品营销、临床调剂、药品物流

对应职业（岗位）

西药药剂员、医药商品购销员（４－０１－９９－０１）、医药商品储运员（４－０２－０２－０３）、药房发药员
（４－０６－０１－０２）、药物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药学士、西药药剂员、医药商品购销员、医药商品储运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药学、医药营销、药品经营与管理、保健品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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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应用药学、药物制剂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２００
专业名称　 中医护理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医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和健康保健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中医医院、综合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和疗养院等，从事中医护理、健

康保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护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健康心理及中医文化意识，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理与法律

法规；

３ 掌握中医护理与医学相关的知识、技能，解决护理问题，评价护理结果；
４ 掌握评估方法，能进行护理评估，并能安全给药；
５ 掌握常用护理技术，能正确进行日常护理操作及护理特定操作；
６ 能使用常用器械、仪器、设备，安排与管理适当的护理环境，保证护理对象安全与舒适；
７ 能与护理对象及家属进行沟通，开展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能进行医疗团队内的专业

交流；

８ 能应急处理和配合医生抢救急危重症病人；能初步处理或协助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９ 初步具有运用中医药知识进行健康教育，指导患者康复的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医学概要、中药方剂、中医食疗、中医临床（针灸、推拿）、中医基础护理、基础护理、健康评

估、健康教育、中医及西医临床护理（母婴、儿童、成人、老年、急危重病症）、社区护理、护理管理

基础、预防、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临床医学概要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

内容。

在校内模拟病房进行中医护理综合实训；在中医医院、综合性医院、社区卫生保健机构进行

中医护理的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中西医结合护理

对应职业（岗位）

护士、护理员（含保育、育婴、养老、孤残儿童护理）、心理咨询师（４－０７－９９－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护士执业资格、护理员、心理咨询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护理

本科：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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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１０１３００
专业名称　 中医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医临床诊疗及预防保健的医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事中医诊疗以及预防保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医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健康心理和中医文化意识，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理与法律

法规；

３ 掌握中医学理论及现代医学知识与技能，能辨识常见的临床表现，并能对常见病、多发病
做出中医诊断，制订诊疗方案，进行基本处理；

４ 掌握中医诊疗基本技能，具有辨证论治的基本能力和对急重病证进行初步处理的能力；
５ 能进行针灸、推拿等中医技术操作，使用与管理器械、仪器、设备、药物，安排与管理医疗

环境；

６ 掌握常用药物及用药原则，能进行正确的用药治疗，并管理药品；
７ 能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开展疾病防治与康复指导；能与相关医务人员进行专业交流；
８ 能抢救急危重症病人；能配合疾病预防与控制部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医基础、中药方剂、中医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骨伤、针灸与推拿、中医古典医

籍、诊断基础、临床医学基础、预防、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

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中医诊疗、针灸、推拿实训；在中医医院、综合性医院等医疗机构进行综

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中医骨伤、针灸推拿

对应职业（岗位）

中医医士、针灸科医师（２－０５－０２－１０）、推拿按摩师（２－０５－０２－１１）、保健刮痧师（Ｘ４－０４－０３
－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中医执业医师（助理）、推拿按摩师、保健刮痧师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中医学

本科：中医学、针灸推拿学

注：本专业的开设须依据教育部教职成［２００７〗２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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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１０１４００
专业名称　 藏医医疗与藏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藏医诊疗和预防保健的医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藏族聚居地区的农村、牧区和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藏医临床诊

疗、藏医药剂和预防保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医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健康心理，熟悉藏族的文化习俗，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理与

法律法规；

３ 掌握藏医学基本知识与技能，融合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能辨识常见临床表现，对常见病、
多发病进行疾病诊疗；

４ 能做到诊断准确，处方规范，方剂正确，用药合理，并能指导服务对象用药；
５ 能对藏药进行鉴别、炮制加工和购销，并管理好药品；
６ 具有藏语和汉语的沟通能力，能较好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７ 能进行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宣教和保健指导，能初步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８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与其他医务人员配合工作。

专业学习主要内容

藏医人体基础、藏医概论、藏药与方剂基础、藏医病机与诊断基础、藏医治疗（内科、外科、妇

科、儿科）、藏药（炮制、调剂、鉴别、购销）、藏医保健、藏医三大基因学、中医概要、临床医学基础、

预防、心理、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实训；在藏族聚居地区的医院、卫生保健机构，进行藏医常见病、地方病

诊治实习，藏药采集、鉴别、炮制和购销实习，中医和现代医学诊疗技术、预防保健指导等综合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藏医医疗、藏药药剂

对应职业（岗位）

藏医医师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藏医执业医师（助理）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藏医学

本科：藏医学、藏药学

注：本专业的开设须依据教育部教职成［２００７〗２号文件执行。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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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维医医疗与维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维医诊疗和预防保健的医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农村、牧区和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维医临

床诊疗、维医药剂和预防保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医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健康心理，熟悉维吾尔族的文化习俗，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

理与法律法规；

３ 掌握维医学基本知识与技能，融合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能辨识常见临床表现，对常见病、
多发病做出诊断，进行疾病诊疗；

４ 能做到诊断准确，处方规范，方剂正确，用药合理，并能指导服务对象用药；
５ 能对维药进行鉴别、炮制加工和购销，并管理好药品；
６ 具有维语和汉语的沟通能力，能较好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７ 能进行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宣教和保健指导，能初步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８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与其他医务人员配合工作。

专业学习主要内容

维医基础知识、维医诊断、维药与方剂基础、维医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维药（炮制、

调剂、鉴别、购销）、中医概要、临床医学基础、预防、心理、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医学

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专业实训；在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医院、卫生保健机构，进行维医常见

病、地方病诊治实习，维药采集、鉴别、炮制和购销实习，中医和现代医学诊疗技术、预防保健指导

等综合性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维医医疗、维药药剂

对应职业（岗位）

维医医师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维医执业医师（助理）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维医学

本科：维医学

注：本专业的开设须依照教育部教职成［２００７〗２号文件执行。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６００
专业名称　 蒙医医疗与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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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蒙医诊疗和预防保健的医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面向蒙族聚居地区的农村、牧区和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从事蒙医临床诊疗、

蒙医药剂和预防保健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医患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健康心理，熟悉蒙族的文化习俗，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理与

法律法规；

３ 掌握蒙医学基本知识与技能，融合中医学和现代医学，能辨识常见临床表现，对常见病、
多发病做出诊断，进行疾病诊疗；

４ 能做到诊断准确，处方规范，方剂正确，用药合理，并能指导服务对象用药；
５ 能对蒙药进行鉴别、炮制加工和购销，并管理好药品；
６ 具有蒙语和汉语的沟通能力，能较好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７ 能进行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宣教和保健指导，能初步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８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与其他医务人员配合工作。

专业学习主要内容

蒙医基础、蒙医诊断、蒙药与方剂基础、蒙医治疗技术、蒙医（内科、温病、外科、妇产、儿科）、

蒙药（炮制、药剂、鉴别、购销）、中医概要、临床医学基础、预防基础、心理、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

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专业实训；在蒙族聚居地区的医院、卫生保健机构，进行蒙医常见病、地

方病诊治实习，蒙药采集、鉴别、炮制和购销实习，中医和现代医学常用诊疗技术、预防保健指导

等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蒙医医疗、蒙药药剂

对应职业（岗位）

蒙医医师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蒙医执业医师（助理）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蒙医学

本科：蒙医学、蒙药学

注：本专业的开设须依照教育部教职成［２００７〗２号文件执行。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７００
专业名称　 中医康复保健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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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医康复与保健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级医院康复科、康复保健中心、社区康复保健机构、社会福利机构、

疗养院等，从事中医康复、保健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沟通交流、团队合作的职业意识及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
２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健康的心理以及中医文化意识，遵守医疗卫生相关的伦理与

法律法规；

３ 掌握中医药康复保健知识与技能，能进行中医康复与保健服务，解决服务对象的一般性
问题；

４ 能进行推拿、美容美体等技术操作，能对服务对象进行食疗指导。
５ 能依据康复治疗方案，使用康复器械、仪器、设备，设置康复环境，并进行管理；
６ 能与康复对象沟通交流，进行康复保健的指导，开展健康教育。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医基础、中药方剂基础、按摩、推拿、中医养生、食疗、中医美容美体、康复基础、康复治疗、

康复仪器应用、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临床医学概要，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

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实训；在医疗保健与康复机构进行综合实习或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推拿按摩、中医美容

对应职业（岗位）

推拿按摩师（２－０５－０２－１１）、保健按摩师（４－０４－０３－０４）、保健刮痧师（Ｘ４－０４－０３－０５）、足部
按摩师（４－０４－０３－０４）、美容师（４－０７－０４－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推拿按摩师、保健按摩师、保健刮痧师、美容师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针灸推拿

本科：针灸推拿学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８００
专业名称　 中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药调剂、购销、保管养护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机构、中药经营及生产企业，从事中药调剂、购销、储存养护、鉴

定以及中药材种植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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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用药的责任感、诚信的职业道德及环境保护的意识，能按照药事管理法规，进行
药品的处方调剂与营销服务；

２ 掌握中医基础、中药鉴定、中药商品等知识，能解决处方调剂和中药材采购、销售、仓储、
物流管理的常见问题；

３ 能规范地进行技术操作，完成中药的储存、物流管理与调剂；
４ 能进行中药材种植质量监控，辨识中药材及其来源地，进行中药材的采购、销售；
５ 熟悉工作过程，能使用器械、仪器、设备，设置工作环境，并能进行初步管理；
６ 能进行良好的专业沟通，指导服务对象合理用药。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药药剂、中药调剂、中药鉴别、中药储存与养护、中医与中药基础、药事管理与法规、中药加

工、中药材种植基础、中药购销、中药商品、心理、沟通、伦理、卫生法律法规、医药财会基础，以及

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中药调剂、储存与养护、鉴定的实训；在医疗机构、中药经营企业进行顶

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中药调剂、中药购销、中药材种植

对应职业（岗位）

中药调剂员（４－０１－９９－０２）、中药购销员（４－０１－０３－０３）、中药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２）、中药
材种植员（５－０１－０５－０１）、中药材养殖员（５－０１－０５－０２）、中药材生产管理员（５－０１－０５－０３）、医
药商品储运员（４－０２－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中药学士、中药调剂员、中药购销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中药、中药鉴定与质量检测技术

本科：中药学、中草药栽培与鉴定、中药资源与开发

专业代码　 １０１９００
专业名称　 中药制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中药制药的生产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中药制药、中药保健品等生产企业，从事中药饮片加工、提取分离、制

剂等工作，亦可在中药加工相关企业和医疗机构从事相关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意识、安全用药责任感和医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遵守药事管理法规，进行
中药剂型、中药材加工及中药保健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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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掌握中药加工、中药制剂等知识和技能，能解决中成药、中药常见剂型及中药保健品生产
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３ 能按照生产工艺规程，使用中药制剂设备、仪器、材料，进行中药常见剂型、中成药、中药
加工、保健品的生产；

４ 能对生产设备进行清洁及日常维护；
５ 能记录生产过程、判断产品质量，会撰写工作记录、报告。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中药材识别与鉴别、中药材加工、中药调剂、中成药制剂技术、药物基础、中药药剂及质量控

制、中药制药设备与应用、药事管理与法规、中医与中药基础、伦理，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

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中药制剂、中药炮制、中药保健品生产实训；在中药制剂、中药材加工及

中药保健品生产企业进行综合实习或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中药制剂、中药保健品开发与生产

对应职业（岗位）

中药炮制与配制工（６－１４－０４－０１）、中药液体制剂工（６－１４－０４－０２）、中药固体制剂工（６－１４
－０４－０３）、中药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２）、中药材种植员（５－０１－０５－０１）、中药材生产管理员（５－０１－
０５－０３）、医药商品储运员（４－０２－０２－０３）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中药制药技术、现代中药技术、药物制剂技术

本科：制药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０００
专业名称　 制药技术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药物制剂和化学制药的生产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物制剂和化学制药生产；或面向医疗机构，从

事药物制剂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安全生产意识、安全用药的责任感，遵守药事管理法规；
２ 掌握药物化学、药物制剂等知识和技能，能解决固体制剂、液体制剂等常见剂型及原料药

的常见生产问题；

３ 能按照生产工艺规程，使用制药设备、仪器、材料，进行药物常见剂型及原料药的生产；
４ 能根据医疗处方及操作规程，配制出符合要求的普通制剂；
５ 能对生产设备进行清洁及日常维护；
６ 能记录生产过程、判断产品质量，会撰写工作记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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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药物化学、药理、药剂、药品生产与技术、药品质量常规检测、化学制药、制药工艺、制剂设

备、制药设备与应用、药事管理与法规、心理，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药物调剂、药物制剂、化学制药等相关项目的实训；在药物制剂、原料药

生产企业及医疗机构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药物制剂、药物调剂、化学制药

对应职业（岗位）

药物制剂工（６－１４－０３－０１）、化学合成制药工（６－１４－０１－０１）、生化药品制造工（６－１４－０２－
０１）、发酵工程制药工（６－１４－０２－０２）、医药商品储运员（４－０２－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药物制剂工、化学合成制药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药物制剂技术、生化制药技术、化学制药技术

本科：制药工程、药物制剂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１００
专业名称　 生物技术制药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抗生素和生化药品的生产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生物制药生产企业等，从事抗生素和生化药品的生产、分装等

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安全生产与生物安全防护、环保的职业意识，安全用药的责
任感，遵守药事管理法规；

２ 掌握生物制药的知识和技能，能解决抗生素和生化药品的常见生产问题；
３ 能按照生产工艺及检验规程，使用相关设备、仪器、材料，进行抗生素和生化药品的生产

操作或检品检验；

４ 熟悉工作过程，能对仪器、设备以及工作环境等进行统筹处理；
５ 能记录生产及检验过程、判断产品质量，会撰写工作记录、报告。

专业学习主要内容

细胞培养技术、免疫生物技术、微生物生物技术、生物化学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生化药品质

量检测、生物制药设备使用、生物制品基础与技术、环境保护规范、药事管理与法规、心理、药物化

学、临床医学概要，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完成生物制品制备等项目的实训；在生物制品和生物制药生产企业进行顶

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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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方向

生物制药技术、发酵工程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生化药品制造工（６－１４－０２－０１）、发酵工程制药工（６－１４－０２－０２）、疫苗制品工（６－１４－０２
－０３）、血液制品工（６－１４－０２－０４）、基因工程产品工（６－１４－０２－０５）、药物制剂工（６－１４－０３－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生化药品制造工、发酵工程制药工、疫苗制品工、血液制品工、基因工程产品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生物制药技术、生化制药技术、微生物技术及应用

本科：制药工程、生物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２００
专业名称　 药品食品检验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药品、保健品、化妆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检验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药品、保健品、化妆品、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及经营企业，以及医疗

单位、卫生防疫、质检部门等，从事药品、保健品、化妆品、食品与食品添加剂的分析检验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的质量与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意
识，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与责任感，遵守药事管理法规；

２ 掌握药物等分析检测的知识和技能，能解决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的质量分析检测与食
品、食品添加剂安全检测的常见问题；

３ 能使用试剂、仪器及检测设备，进行药品、保健品、化妆品、食品与食品添加剂的分析检测
操作；

４ 熟悉工作过程，能对仪器、设备及检测环境进行统筹处理，并能养护仪器设备；
５ 能记录、分析检测过程及相关数据，做出产品检测报告。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容量分析与仪器分析，药品质量标准与检验，药品质量分析，药品分析的安全及环境保护，食

品、保健品与化妆品化学，食品、保健品与化妆品质量标准与检验，药事管理与法规，卫生法律法

规，药用化学基础，分析化学基础，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药品、保健品、化妆品、食品与食品添加剂检验的实训；在药品、保健品、

化妆品、食品与食品添加剂生产和经营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药品质量检验、保健品检验、化妆品检验、食品安全检验

对应职业（岗位）

药物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１）、中药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２）、化学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１）、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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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０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药物检验工、化学检验工、食品检验工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药品质量检测技术、药物分析技术、保健品开发与管理

本科：应用药学、制药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３００
专业名称　 医疗器械维修与营销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医疗器械维修与销售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器械营销企业、医疗卫生保健机构等单位以及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从事医疗器械销售和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疗安全意识和医药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遵守药事管理法规；
２ 掌握医疗器械的装配与维修的知识和技能，能解决医疗器械维修的一般性技术问题；
３ 熟悉医疗器械的性能、适用对象与使用方法，能指导医护人员正确操作，并共同解决仪

器、设备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４ 具有医疗器械与疾病医疗的知识，能开展医疗器械的专业销售，以及初步的经营管理；
５ 具有沟通能力，能进行医疗器械的使用指导与销售宣传。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医用器械的基本构造与装配、医用电子仪器的原理及装配、医疗器械维护与保养、医疗器械

营销与管理、医疗设备营销与管理、医用材料管理、临床医学概要、沟通、心理、医用物理、电工与

电子技术、机械制图、人体工程基础、卫生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相关项目的实训；在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医疗机构进行医疗器械的装

配、维护等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医疗器械设备维修与售后服务、医疗器械设备营销、医用电子仪器营销与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医疗器械装配工（６－０５－０９－０１）、医疗器械检验工（６－２６－０１－２５）、精密仪器仪表修理工（６－
０６－０２－０３）、电子精密机械装调工（６－０８－０４－０６）、医学设备管理师（Ｘ２－０２－０７－０５）、机修钳工
（６－０６－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医疗器械装配工、医学设备管理师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医疗器械制造与维护、医疗仪器维修技术、医用电子仪器与维护、医学影像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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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护、医疗电子工程、医用治疗设备应用技术、临床工程技术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医学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４００
专业名称　 制药设备维修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制药设备的养护、维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药品生产企业，从事常见制药设备的养护与维修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安全生产意识和医药人员的职业道德，遵守药事管理法规；
２ 掌握制药设备的知识，能进行正确操作；
３ 掌握制药设备的保养知识和维修技能，能及时排除设备常见故障，保证其安全运行；
４ 熟悉制药设备的基本构造，能进行设备的定期检修及参与大修工作；
５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与相关人员配合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制药设备的基本构造、制药设备的维护保养、制药设备的常见故障与维修、药事管理与法规、

化学制药、药剂、药品生产基础、医用物理、电工与电子技术、机械制图、沟通，以及相关的医学基

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相关项目的实训；在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制药设备日常养护及维修等顶

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制剂设备维修、中药 ／化学制药设备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精密仪器仪表修理工（６－０６－０２－０３）、电子精密机械装调工（６－０８－０４－０６）、机修钳工（６－０６
－０１－０１）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精密仪器仪表修理工、机修钳工、维修电工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５００
专业名称　 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咨询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咨询的专业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室）、妇幼保健院（所）以及社区，从事计划生

育与生殖健康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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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观念，遵守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母婴保健等政策法规；
２ 具有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知识和沟通技巧，能为个人、家庭进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

生殖健康咨询；

３ 具有计划生育操作技能，能进行计划生育技术操作；
４ 能使用计划生育技术相关的器械、仪器、设备、药物，设置良好的服务环境；
５ 能开展社区生殖健康教育，监测生殖健康水平，帮助人们制定与落实生殖健康促进计划。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妇产科常见疾病防治、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妇幼保健、性与生殖健康、生殖健康用药及器械、

生殖健康咨询基础、生殖健康与遗传基础、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心理、沟通、伦理与卫生法律法

规、临床医学概要，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实训；在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室）、妇幼保健院（所）等进行计划

生育与生殖健康咨询的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生殖健康咨询、计划生育技术

对应职业（岗位）

生殖健康咨询师（Ｘ４－０７－９９－１４）、计划生育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生殖健康咨询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社会工作、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卫生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６００
专业名称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的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或服务机构，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宣

传教育、文秘、统计规划、组织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遵守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母婴保健等政策法规；
２ 具有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的知识，能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计划管理、宣传教育，指导育

龄人群避孕节育、优生优育；

３ 熟悉管理工作的程序，能使用办公、管理、统计软件，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相关的计
算机操作，并能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解决工作中的一般性问题；

４ 具有较好的沟通技巧，能进行计划生育宣教；
５ 能撰写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记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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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及信息技术、计划生育技术、计划生育健康教育、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服务机构运行与评价、社会与管理基础、心理、沟通、

伦理与卫生法律法规、临床医学概要，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专业实训；在基层计划生育部门进行人口调查、计划生育管理、统计等

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人口与计划生育基层管理统计人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公共卫生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７００
专业名称　 卫生信息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医药卫生方面的统计、信息管理、医疗档案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医疗、卫生、保健、计划生育等服务机构，从事卫生统计、信息管理和

医疗档案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认真、严谨的职业态度，遵守医疗卫生与信息管理的政策法规；
２ 掌握卫生信息特点与信息技术，能按照医疗卫生信息管理的工作程序，对卫生信息进行

系统处理；

３ 能对医疗卫生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分析以及管理；
４ 能对医疗档案、医学图书资料文献等进行采编、分类、借阅等系统管理工作；
５ 能配合专业人员对卫生信息进行二次开发使用；
６ 能进行较好的人际沟通与协调。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卫生事业管理与统计概论、社区卫生管理、国际疾病分类、临床医学概要、药物学基础、预防、

病案管理、卫生法概论、卫生经济基础、统计与信息调查技术、文献检索、图书分类、信息技术、数

据库技术、网络技术，以及相关的医学基础通识性学习内容。

在学校实训基地进行专业实训；在医院、保健、计划生育及基层卫生管理部门进行病案管理

和医疗卫生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等综合实习。

对应职业（岗位）

医疗机构信息管理人员、医疗机构病案与档案业务人员、医疗机构图书馆管理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病案信息技士、病案员、图书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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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卫生信息管理

本科：医学信息学

专业代码　 １０２８００
专业名称　 医药卫生财会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医药卫生及相关服务机构的财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基层医疗、卫生、保健、药品销售机构，以及社会劳动保障相关部门、

医疗保险机构等，从事医药、卫生财务会计和医疗保险核算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医药卫生、财会、保险的法律法规；
２ 掌握医药卫生财会的知识与工作方法，能解决卫生财会与保险核算工作中出现的一般性

技术问题；

３ 熟悉医疗机构、药品销售及有关部门的工作过程，能进行财务会计与出纳的常规操作；
４ 能进行初步的医疗保险核算；
５ 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医院管理基础、医院会计、医疗保险核算、卫生经济基础、卫生经济管理软件应用、会计电算

化、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财政与金融基础、财务管理、基础会计、成本会计、税务基础、出纳

操作技术、常用药物等。

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模拟实训；在相关医疗、卫生、医药、康复、保健、保险等机构进行医药卫

生专业财务会计和医疗保险核算等综合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卫生财务会计、医疗保险核算

对应职业（岗位）

医疗机构与药房收费员、医疗机构会计人员、药房会计人员、医疗保险核算员☆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医院收费员、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收银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会计、医疗保险实务

本科：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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