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5 年来， 湖南省卫计系统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和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以下简称 “两考”） 人数屡创新高。 报
考人 数 从 2012 年 的 67268 人 增 长 到
2016 年的 85049 人， 增长了 41%。 中心
从考试环境和考试形式， 到考风考纪鼎
故革新 ， 从未出现泄密情况 ， 彰显公
平、 公正， 公信的底色。

2016 年， 湖南省作为全国 9 个试点
省市之一， 率先在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中采用机考以及标准分报告成绩的方
式实行考试， 在传统纸笔作答和原始分
报告成绩的方式上进行了深度改革。 人
机对话方式是借助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对
考试进行实施、 管理的一种测试形式。
与纸笔考试不同的是， 人机对话考试试

题多以病案分析为主， 侧重考查考生对
知识的应用能力， 而不是书本的死记硬
背。

从 2016 年始 ， 中心响应简政放权
的号召， 将资格审核权下放到市州， 考前
由市州卫生计生委对考生的毕业证书、 资
格证书、 执业证书等相应材料进行初审，
人社局复审， 两审合格方能参加考试。 针
对目前社会办学和综合性大学所开设的涉
医科目类别越来越多， 为严格考生报考资
质， 统一各地报考标准， 该中心专门设立
《医学类报考专业鉴定表》， 列出不符合报
考规定的专业， 便于市州审核时鉴别。 同
时， 从 2016 年起， 中心经请示省人社厅
同意， 简化证书发证程序， 将证书盖章权
限下放到市州， 以方便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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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卫生计生人才服务的高地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汤江峰 通讯员 伍洪波 陈荣华
�����“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 担当得起如此美誉的湖南， 以其人杰地灵、 名贤荟
萃而著称于世。 其中， 一代又一代出类拔萃的卫生计生人才在三湘大地上救死
扶伤， 悬壶济世， 为守望人民健康， 推进健康湖南建设大显身手， 灿若星辰。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关系千家万户幸福。 卫生计生人才是全面推
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保障。 5年来， 湖南省卫生计
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 筑牢“人才是第一资源” 理念， 将
其深植于卫生计生事业的发展规划、 重要政策和工作部署当中， 充分发挥好
中心在卫计人才资源开发、 交流、 遴选、 服务中的集聚、 调节和辐射作用，
精心打造卫生计生人才交流服务的高地， 为卫生计生人才队伍建设服好务、
搭好桥、 铺好路。

������新一轮医改和健康产业的浪潮中， 卫生计
生高端人才跃升为第一资源， 成为社会发展
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高端人才的引领价
值开始凸显。 该中心积极探索高级职称改革
之路， 从健全完善评价标准、 创新评价机制、
畅通职称申报渠道、 改进服务方式入手， 着
力消除职称评审工作中的关系分 、 人情分 、
利益分等人为影响因素， 引导专业技术人员
向重品行、 重能力、 重业绩的方向发展， 打
造好卫生计生高级职称改革 “生态圈”， 形成
人才效益核裂变。

据不完全统计， 报考人数从 2012 年 6795
人上升到 2017 年 11561 人， 规模屡创新高， 5
年来共有 43956 名医务工作者参加专业理论考
试和评审， 15635 人获得正、 副高级职称， 为
卫生计生事业源源不断输送新的动能。

“保基本、 强基层、 建机制” 是通过强化
基层医疗机构力量， 辅以分级诊疗制度， 将
更多的患者留在基层诊疗。 “强基层” 要干
的事很多， 最关键在于强人才、 强政策。 2016
年， 中心撬动 “强基层” 杠杆， 率先在全国
全面推行相对独立的基层卫生计生专业技术
人员职称制度体系， 在基层医疗机构人员招
聘、 职称晋升、 培训教育等诸多方面给予优
待， 为基层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才发展创造
良好的政策环境。

而面向县、 乡、 村三级和和城市社区服务
机构设置基层高级职称、 基层中级职称， 并
将基层高级职称评审权限下放到市州一级 ，
给全省 27 万余名基层医务人员扎根基层， 服
务基层巨大鼓舞， 夯实了根基。

据悉 ， 中心通过单独设立 “农卫高 ” 、
“农卫中” 职称考评系列， 为长期扎根农村基
层的专业技术人员开辟绿色评审通道 ； 在
“省卫高” 职称考评中， 对贫困县人员、 短期
“援藏援疆援外” （简称三援） 人员实行笔试
成绩加分倾斜政策； 对长期 “三援” 人员实
行免试； 对科技成果奖项和行政性综合奖项
实行加分政策。 将客观、 公正的专业笔试和
专业面试作为高级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环节，
笔试和面试由原来的自行命题组卷阅卷， 全
部改为全权委托第三方， 实现命题组卷人员
和考务管理人员完全分离， 并实行当场亮分。
取消了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病历和论文量
化评分， 通过专业理论、 专业知识的测试和
临床思维、 实践能力的考评， 实现从理论水
平到实践能力的全面评价。

同时， 扩大面试评委专家库， 增加市州评
委专家比重， 有效防范 “评委专业户” 现象；
评委均在评审前一天由电脑软件自动抽取和
通知， 评委报到后实行全封闭管理， 有效防
范考生找评委行为。 申报人员全部签订承诺
书， 材料审核执行 “谁审核、 谁签名、 谁负
责” 的责任制， 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实行一
票否决， 对申报材料审核错漏实行责任追究。

为减轻专业技术人员负担， 自 2016 年起，
凡综合成绩合格、 但单位职数有限未通过人
员， 保留其综合成绩 2 年， 2 年内其单位有相
应职数空缺， 直接进入高评委会综合评审程
序。 县级及以下单位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全省卫生计生系列高级职称笔试后， 可选
择申报省卫高和 （或） 基卫高职称评审， 考
试成绩可以同时作为评审依据。

������在新常态下， 卫生计生人才多样性特征越来
越明显， 人才管理由大众时代进入小众时代， 由
大一统的粗放模式向细分人才分类施策的模式转
变。 为让卫生计生人员 “人人能成才”， 中心因地
制宜， 切合湖南卫生计生人才队伍建设需求， 精
准制定培训项目、 合理设置培训内容， 分类培训，
因才培训， 实现系统需求、 单位需求、 岗位需求
和个人需求的有机融合。

5 年来 ， 中心坚持需求导向 ， 始终服务大
局、 按需施培， 从单一的培训项目逐步拓展到多
种培训项目， 先后尝试开办了医疗纠纷防范处理
及医患沟通技巧、 医院护理人力资源管理、 卫生
行业特有工种 （职业） 技能鉴定、 医院中高层管
理干部能力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 基层医院妇科
内镜技能、 健康管理师等各类培训与考试。

5 年来， 中心着力增强培训辐射能力， 成功
申请全国职业鉴定专家命题基地， 承办了全国卫
生计生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座谈会和全国卫生
计生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培训等国家项目，
求得了政策上的指导和资金上的支持。 目前， 湖
南已有 5 个单位开展了卫生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

2012 年， 成为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有
能力考试省直考点， 当年仅考 2903 个模块， 考试
模块数逐年增加， 2016 年达 12994 个模块， 至今
已考 46712 个模块。

5 年来， 中心注重创新， 在培训内容、 培训
质量和服务能力上狠下功夫， 努力夯实工作基础，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搭建广阔平台， 做精做强
人才开发培训， 助推卫生计生人才队伍建设。 近
5 年， 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160 场次 ， 培训 19800
余人次。 (下转 02版）

������多年来 ， 每到考试时期 ， 考区都会抽选人
事、 纪检、 监察干部分赴各考点巡查和督考。 总
结历年组考经验， 考区年年编印 “两考” 考务工
作手册， 作为考点组织落实各项考务工作的培训
教材。 同时， 层层强化培训， 对考点工作人员和
考区巡考人员加强业务要点、 违规违纪处理等培
训， 并要求考点结合当地实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进行分析评估， 作好应急预案， 防微杜渐， 未雨
绸缪。

考风考纪是考试工作的生命线， 为保证良好
的考风考纪， 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和公信力。 考区
成立了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由
省人社厅、 卫生计生委领导挂帅， 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明确各市 （州） 卫生计生
委主要负责人是各考点的第一责任人， 严格实行
谁主管、 谁负责， 确保每一个环节、 每一项工作
都有人抓， 都有人管。

每一场考试， 中心严格考场管理， 严肃考风
考纪， 对违纪违规行为严防死守、 严惩不贷。 第
一时间在考室等醒目位置张贴违纪违规通报， 通
过广播适时播报， 并及时更新 ， 以儆效尤 。 从
2012 年到 2016 年， 全省共查处 “两考” 违纪违
规考生 1555 名， 有效净化了考试环境， 确保了
“两考” 公平正义。

�����今年， 又放宽了卫生计生高级职称
申报的部分条件， 职称外语和参加继
续教育情况不再作为必备条件， 计算
机应用能力考试由 3 个模块放宽到 2
个模块 。 增设了用人单位考评指标 ，
由用人单位依据统一的考评标准对申
报人员品德、 能力、 业绩等方面进行
考核评分， 充分发挥用人单位在职称
评审中的主体作用。

回望这些年来， 中心勇于创新机
制体制， 多措并举， 持续发力， 不断
探索高级职称改革之路， 一步一个脚
印， 走得稳健而扎实： 2011 年， 笔试、
面试命题组卷全权委托第三方， 笔试实
行机考， 评委评审前一天抽取 ； 2012
年， 精简量化评价项目， 取消病历和论
文量化评分， 评审现场全封闭式管理，
加大客观评价和综合评价力度， 实行科

研成果奖加分政策； 2013 年， 实施评委
考生双盲抽签， 当场公布面试成绩， 评
委由纪检部门抽取、 通知和管理； 2014
年， 笔试成绩当场公布， 面试序号电脑
自动生成自动打印， 面试采用电脑自动
录分统分报分系统； 2015 年， 面试同一
专业级别采用同一套试题， 实行综合奖
项加分制度； 2016 年， 保留综合成绩两
年， 面试现场全程实施高清视频监控，
开展基卫高评审， 并将评审权限下放到
市州一级； 2017 年， 强化用人单位考评
主体作用， 放宽申报条件， 下放职称评
审权限， 选取湖南省人民医院、 省儿童
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卫生计生系列
职称自主评审试点， 成效可圈可点， 湖
南省卫生计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已成为
公平、 公正、 公开的典范。

高级职称改革：
重基层 重能力 重公平A

卫考护考组考：
勇创新 简放权 严考纪

人才开发培训：
应需求 挖潜力 强质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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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小春（中）叮嘱考官严肃考风考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