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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

招生工作方案

依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

和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印发的《河北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

案》，按照《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

项工作方案》（冀教职成〔2019〕41 号）文件工作安排，为确

保我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生工

作顺利、规范进行，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一）贯彻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文件精神，完善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以高职扩招为契机，提升我省基层医疗卫生人员

业务水平。

（二）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采取“文化素质+职

业技能”的评价方式，努力提高测评科学化水平。

（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考试内容和评分标准上突出对

考生各方面素质的评价，并根据专业特点，选拔综合素质高、具

有创新精神和专业潜质的人才。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根据《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

工作方案》工作要求，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牵头，由沧州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和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完成招生各项工作。

（一）成立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

项）考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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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乔跃兵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郑书深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成员：考点院校主管招生工作校领导及招办主任

职责：负责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生工

作的领导、部署和实施。

（二）办公室及各小组工作职责

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地点：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就业指导中心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就业处

职责：负责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生各

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施。办公室下设命题组、阅卷组、考务

组、数据组、录取组、纪检监察组、后勤保障组和安全保卫组。

其中命题组、阅卷组、考务组、录取组、纪检监察组由考点院校

相关人员及专家组成。

1.命题组、阅卷组

职责：负责文化素质考试试题和职业技能评价(职业适应性

测试)考试试题的命制、阅卷、考试成绩登统和发布、成绩复核

等工作。

2.考务组

职责：负责组织协调考务工作，负责考场的编排和落实、考

务用品的准备、确定监考人员及监考人员的培训、文化素质考试

和职业技能评价（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的安排组织等工作。

3.数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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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负责考试成绩的录入、统计和报送。

4.录取组

职责：严格贯彻执行教育部“阳光工程”及“十公开”、“六

不准”及“30 个不得”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全面负责录取工作，

对录取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协调处理招生录取期间的重大事宜和

突发事件等。

5.纪检监察组

职责：负责考试招生工作的监督检查，受理涉及违反招生政

策、规定与纪律问题的投诉和举报，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并追究

有关人员责任。

6.后勤保障组

职责：负责及时汇总考生缴费数据；负责考务工作相关费用

的审核、支出；负责考试期间的物资、生活保障及其他工作保障。

7.安全保卫组

职责：负责试卷和题库转递、保管安全；负责考试期间校园

及周边环境的安全保障；负责校内外车辆调度；负责建立考试安

全应急预案，协调公安、网信等部门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三、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在岗乡镇卫生院及社区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乡村医生定

向培养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以《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培养基

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冀教职成〔2019〕41

号和《关于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

工作的补充通知》为准。

已参加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的考生和第一阶段高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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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报名的考生，不得参加此次专项报名。参加此次专项报名并录

取的考生，不再参加 2020 年普通高考报名。

四、推荐报名和体检

1.考生推荐。考生推荐工作按照属地原则，由工作所在地或

定向培养地的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

2.考生报名。考生报名工作由工作所在地或定向培养地的县

（市、区）当地招生考试机构负责。

3.考生体检。考生要按时到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医院进

行体检,并按医院规定缴纳体检费。体检相关要求参照《河北省

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冀

教考普〔2019〕8 号）和《河北省招生委员会河北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做好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冀招委普

〔2014〕11 号）执行。考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如实

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

五、缴纳考务费及准考证打印

（一）缴纳考务费

考生通过推荐并现场成功报名后，须于 12 月 2 日 9 时—3

日 16 时 ， 登 录 沧 州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官 网

（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培养乡村医生报考缴费端

口”缴纳考务费，缴费金额 150 元。未按规定缴费的考生视为自

动放弃考试资格。一经缴费，由于自身原因未参加考试或不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不再退还考务费。

（二）准考证打印

完成缴费的考生，须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 9 时—17 时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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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职扩

招培养乡村医生准考证打印”端口按要求下载打印本人准考证。

六、命题、考试与评卷

在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和河北省卫生健康委的

指导监督下，按照“阳光工程”的精神和要求，命题、考试、评

卷、成绩统计工作由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牵头组织并实施。

（一）命题

1.命题组织

命题组成员由院校相关科目专家组成命题组，采取封闭式命

题方式。试卷的印刷、运输、保密等工作严格按照《河北省国家

教育考试考务安全保密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执行。

2.命题依据

（1）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语文、数学）

（2）全国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职业技能评价）

（3）其他内容：见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

人员专项）考试大纲

（二）考试

考生于考试当天持准考证、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件）和所

需考试用品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行考试，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1.考试内容

（1）在岗乡镇卫生院及社区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提

升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进行考试。

考试科目分为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评价考试，总分 750

分。其中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每科 150 分，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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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分（采取 1 张综合试卷形式，每科 50 题，每题 3 分），考

试时间 120 分钟。职业技能评价考试，满分 450 分（采取 1 张综

合试卷形式，共 90 题，每题 5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采取“文化素质+职业适应性测试”

方式进行考试。

考试科目分为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总分 750 分。

其中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每科 150 分，满分 300 分

（采取 1 张综合试卷形式，每科 50 题，每题 3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职业适应性测试为综合素质考试、生物医学基础知识

考试，满分 450 分（采取 1 张综合试卷形式）。综合素质考试共

50 题，每题 5 分，满分 250 分；生物医学基础知识考试共 50 题，

每题 4 分，满分 2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2.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 科 目（笔试） 考试人群 备 注

文化素质考试
2019 年 12 月 8 日

上午 9:00—11:00

语文、数学

（1张综合试卷）

在岗乡镇卫生院及

社区服务中心专业

技术人员

乡村医生定向培养

携带 2B

铅笔、书写

黑色字迹

的钢笔或

签字笔、直

尺、圆规、

三角板、橡

皮参加考

试。

职业技能评价
2019 年 12 月 8 日

下午 14：00—16:00
职业技能评价考试

在岗乡镇卫生院及

社区服务中心专业

技术人员

职业适应性测试
2019 年 12 月 8 日

下午 14：00—16:00

综合素质考试、

生物医学基础知识考

试

乡村医生定向培养

3.考试地点

考试地点：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具体考试地点及考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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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详见准考证。

（三）评卷

评卷组成员由政治可靠、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专家组成，

采取封闭式评卷方式。科学合理地制定评判标准，确保试卷评判

工作公平、公正。

(四)成绩公布与复核

考试成绩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

网（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培养乡村医生成绩查询”

端口查询。如考生对成绩有异议，请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 16

时前向“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

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受理当日给予答复和最终裁

定 ，联系电话 0317-5507819。

七、填报志愿与录取

（一）填报志愿

录取工作由招生院校负责。12 月 13 日 9:00- 18:00，考生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职

扩招培养乡村医生志愿填报端口”填报一志愿，每个考生可同时

填报两所院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

12 月 15 日 9:00- 16:00 考生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

网（http://www.czmc.cn/）查询一志愿录取结果，同时公布缺

额计划；一志愿未被录取考生可按照相同方式填报二志愿。

12 月 16 日查询二志愿录取结果。

录取结果于 12 月底前报省考试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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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档原则

考生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投档。总成绩相同时，

依次比较职业技能评价（职业适应性测试）考试成绩，若仍同分

则依次比较语文、数学考试成绩，成绩高者排序靠前，若成绩都

相同，则全部投档。

（三）录取原则

1.录取工作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

全面考核德、智、体、美等方面，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2.录取时根据排序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缺考一科及以上

考生不予录取。

3.严格执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的有关规定。

4.录取规则以各招生院校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

八、违规处理

考试中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工作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

处理办法》（33 号令）进行处理。对在此次高职扩招（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生中违纪的考生，取消其该科考试成绩；

对于作弊的考生，取消其各科考试成绩，并将作弊处理有关材料

（加盖本校公章）报省教育考试院，由省教育考试院依据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如发生考场管理混乱、有组织作弊等重大违纪舞弊

行为，除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外，涉嫌触犯刑法等法律

法规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求其法律责任。

九、其他工作要求

（一）实施高考“阳光工程”。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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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的通知》中关于“十公开”和“六不

准”的规定。

（二）参加命题工作的人员不得公开其命题人员或其他命题

人员的身份，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有关命题工作的文件、内容或

情况。凡违反者，取消其命题人员资格，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

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评卷人员不得将评分标准、答卷、评卷及统分的文件、

资料等带出和对外泄露，不得私自拆看密封答卷册，不得涂改考

生答卷及成绩。凡违反者，取消其评卷人员资格，视情节轻重给

予行政处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切实做好录取工作，严守教育部和我省招生工作规定，

不代替考生填报志愿，不许诺考生违规录取，不点录、录低退高

等违规行为。

（五）纪检监察组全程介入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

项）考试招生工作的协调、组织、实施、公示和上报的全过程，

监督检查各项工作，保证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

试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十、联系方式

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招生就业指

导中心。

学校地址：沧州市运河区广州路

邮政编码：061001

联系电话：0317-5507819；550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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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信息网：http://zhaosheng.czmc.cn/

举报电话：0317-5508012

特别提示：关于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

生动态信息都将通过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招生信息网

（http://zhaosheng.czmc.cn/）发布，不再另行通知。

附件：1.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

考试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2.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

考试大纲

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代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http://zhaosheng.czmc.cn/
http://zhaosheng.cz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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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考试

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 间 工作安排

12 月 2 日 9 时至 3 日 16

时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

职扩招培养乡村医生报考缴费端口”缴纳考务费，缴费金额

150 元。

12 月 6 日 9 时-17 时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

职扩招培养乡村医生准考证打印”端口按要求下载打印本人准

考证。

12 月 8 日 考试

12 月 10 日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职

扩招培养乡村医生成绩查询”端口查询。

12 月 11 日 16 时前
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向“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专项）考试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

12 月 13 日 9 时至 18 时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

职扩招培养乡村医生志愿填报端口”填报一志愿。

12 月 15 日 9 时至 16 时

考生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

查询一志愿录取结果，同时公布缺额计划；一志愿未被录取考

生可按照相同方式填报二志愿。

12 月 16 日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 http://www.czmc.cn/）查

询二志愿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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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专项）

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形式与考试时间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考试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

二、考试时间及分值

（一）在岗乡镇卫生院及社区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提升采取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进行考试。

考试科目分为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评价考试，总分 750 分。其中

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每科 150 分，满分 300 分（采取 1 张综

合试卷形式，每科 50题，每题 3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职业技能评

价考试，满分 450 分（采取 1 张综合试卷形式，共 90 题，每题 5 分），

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二）乡村医生定向培养采取“文化素质+职业适应性测试”方式进

行考试。

考试科目分为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总分 750 分。其中文

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每科 150 分，满分 300 分（采取 1 张综合

试卷形式，每科 50题，每题 3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职业适应性测

试为综合素质考试、生物医学基础知识考试，满分 450 分（采取 1 张综合

试卷形式）。综合素质考试共 50题，每题 5 分，满分 250 分；生物医学

基础知识考试共 50题，每题 4 分，满分 2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在岗乡镇卫生院及社区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提升

（一）文化素质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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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数学命题内容主要依据《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大纲》（语

文、数学）命题。

例题：

下列各组词语，没有错别字的一组是（ ）

A.精粹 精络 精疲力竭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B.赠予 授予 予人口实 同甘共苦，祸福予共

C.即将 立即 若即若离 一言即出，驷马难追

D.挥毫 毫发 毫无二致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答案：D

（二）职业技能评价考试

职业技能评价考试命题内容主要依据《全国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大纲》命题。

例题举例：

目前不属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是( )

A.卫生监督协管

B.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C.0-6 岁儿童健康管理

D.I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答案：D

二、乡村医生定向培养

（一）文化素质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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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数学命题内容主要依据《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

大纲》（语文、数学）命题。

（二）职业适应性测试

1.综合素质考试 主要考察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在职业活动中应

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职业修养，对医药卫生类行业相关时事政策、

职业道德和与医药卫生行业相关基本知识的了解，测试学生应该具备的与

医药卫生职业相关的思想道德修养、医学科学相关知识，如：新闻时事、

形势政策、思政法律、医学基础知识、运动健康、食品营养、卫生科普、

基本急救知识等。

例题举例：

例题一：

你认为下列行为违反医务工作者文明服务规范要求的是（ ）

A．当一位老大娘找到医生看病的时候，医生应该说：“老大娘，您

哪里不舒服？”

B．当病人向护士咨询问题时，护士说：“等一会儿！看不见这儿忙

着呢！”

C．收费时工作人员收错费用，应该说：“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失

误，请您原谅！”

D．病人千恩万谢给医生送红包，医生应该说：“不必客气，这是我

应该做的。”

答案：B

例题二：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不包括（ ）

A．性接触传播

B．母婴传播

C．血液传播

D．握手、共同用餐、同池游泳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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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医学基础知识考试 生物医学基础知识考试主要考察学生对

基本生物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测试学生对医药卫生类专业所对应生物学

常识的掌握程度。考试基本知识点如下：

（1）显微镜使用的基本常识。

（2）显微镜的常用部件。

（3）细胞的基本结构。

（4）细胞分裂。

（5）人体的结构层次。

（6）消化系统的组成。

（7）消化、吸收的概念。

（8）人体内淀粉、蛋白质及脂肪消化的基本过程。

（9）血液的组成，ABO 血型系统的四种血型。

（10）血液循环的基本过程，输血的原则。

（11）呼吸系统的组成。

（12）呼吸全过程的四个环节。

（13）泌尿系统的组成。

（14）肺的结构特点。

（15）神经系统及反射弧的组成。

（16）反射、条件反射的概念。

（17）眼球和耳的结构组成。

（18）激素的概念、特点、重要性。

（19）免疫系统的组成。

（20）免疫、非特异性免疫、特异性免疫的概念。

（21）人的运动系统组成。

（22）运动产生的基本过程。

（23）细菌的基本结构。

（24）细菌及病毒的主要特征。

（25）真菌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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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真菌的主要特征。

（27）人类生殖过程的主要环节，遗传的物质基础及其关系。

（28）性状、相对性状、显性性状、隐性性状及遗传病的概念。

（29）男性生殖系统和女性生殖系统的组成。

（30）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基因工程、以克隆技术为核心的细胞工

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基本常识。

例题举例：

构成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 ）

A．细胞

B．组织

C．器官

D．系统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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