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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简章

学校名称：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学校代码：13779 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学校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九河西路39号

一、学校简介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以医药卫生教

育为主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全国护理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基地、全国卫生行指委健康管

理专业分委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省卫生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

位、河北省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办学60多年来，学校为社会

培养了7万余名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学校在教育部高职院校人才

培养工作评估中被评为优秀院校，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

绿化模范单位、全国红十字模范校、全国职业院校护理专业仪器

设备装备规范河北省示范学校、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验

校、河北省普通高校示范性就业指导中心、河北省成人教育评估

优秀单位、河北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河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学校连续六年作为河北省高职单招医

药卫生类牵头院校，单招、普招类（含对口）录取分数在河北省

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中名列前茅。

二、报考要求

1.取得2021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考试报

名资格的考生。

2.思想政治品德符合教育部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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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须参加各市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体检并符合教育部《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标准。

4.已参加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的考生，不再参加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参加此次扩招专项考试并被高职院校录取的

考生，不再参加 2022 年普通高考报名。

三、招生专业及报考条件

序

号
招生专业

招生

计划
招生对象 报考条件

1 临床医学

100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专业学校临床医学类

相关专业（临床医学、社区医学、

农村医学、中医学）学历的人员；

或者在岗满3年的高中、中职（含

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或具

有同等学力）毕业生且持有乡村

医生证

30 乡村医生定向培养

户籍在本乡、1991年6月1日以后

出生人员；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2 中医学 40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专业学校临床医学类

相关专业（临床医学、社区医学、

农村医学、中医学）学历的人员；

或者在岗满3年的高中、中职（含

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或具

有同等学力）毕业生且持有乡村

医生证

3 医学影像技术 15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

专业学历的人员

4 康复治疗技术 15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

专业学历的人员

合 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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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考流程

（一）考生资格界定

考生资格界定工作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宣传动员和身份界

定。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专业技术人员为 2021 年 6 月 1 日前在职、1981 年 6 月 1 日以

后出生人员；乡村医生定向培养为户籍在本乡、1991 年 6 月 1

日以后出生人员）携带《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在岗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提升推荐表》（附件

4）或《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乡村医生定向培养推荐表》（附

件 5）和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到卫生健康部门进行

界定。

（二）专项报名及体检

1.按照河北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考生于 9 月 24 日 9 时

至9月28日17时完成高职扩招专项报名，9月30日起打印《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专项报名考生个人信息表》，具体咨询户籍所

在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

2.考生体检。考生要按时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并按医院规

定缴纳体检费。体检工作参照《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冀教考普〔2021〕9 号）有

关规定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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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考

考生通过身份界定、专项报名成功后，须于 2021 年 10 月 9

日 9 时—11 日 12 时，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

（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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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考” 端口按照提示步骤，填写报考信息、选择报考专业、

并按要求上传《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专项报名考生个人信息

表》、《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在岗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提升推荐表》或《2021 年河北省高

职扩招乡村医生定向培养推荐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医

药卫生类专业毕业证书、乡村医生证书等证件照片，完成提交报

考信息，等待资格审核。请及时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

（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专项报考” 端口查看报考资格审核状态，如审核通过则为报考

成功，请按提示时间下载打印准考证；若审核未通过，请务必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 12 时前，按退回原因重新提交相应材料。

各阶段报考时间截止后,未按要求报考的考生，不再安排补

报。

重要提示：报考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考

试的考生，请认真阅读《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专项考试招生工作方案》，根据各专业招生对象及

报考条件要求选择报考专业，因不符合报考条件（专业报考条件

见附件 1）审核不通过的考生不允许参加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

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考试。

（四）准考证打印

报考后资格审核通过的考生须于2021年 10月 14日 12时—

17 日 9 时 登 录 沧 州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官 网

（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专项准考证打印”端口按要求下载打印本人准考证。

五、考试与成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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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

考生于考试当天持《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专项报名考生

个人信息表》、准考证、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件）和所需考试

用品按时参加考试。

考生进入校园时必须正确佩戴口罩并出示本人7天内、48小

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河北健康码（必须绿码），且测温

正常，否则不准入校参加考试。

1.考试内容

（1）文化素质考试

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每科 150 分（每科 50 题，

每题 3 分），满分 3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文化素质考试命

题内容主要依据《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大纲》（语文、数

学）命题。

（2）职业技能考试

职业技能考试科目为专业基础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两部

分。专业基础考试满分 200 分（50 题，每题 4 分）；职业适应

性测试满分 250 分（50 题，每题 5 分），共 45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专业基础考试主要考察考生基本生物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医药卫生类专业所需的生物医学基础知识。职业适应性测试主要

考察我国当前医药卫生行业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医药卫生行业的

特点和工作内容常识；生活中常见的基本疾病预防知识和疫情防

控知识；国际、全国疾病防控宣传日相关知识；医学专业相关的

社会人文常识，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职业修

养。考试大纲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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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须参加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考

试，如不参加则成绩为零。

文化素质考试及职业技能考试形式均为笔试（闭卷），考题

均为单项选择题。要求考生必须携带黑色签字笔、2B 铅笔、橡

皮参加考试。

（3）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录取

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录取只能申请与所获奖项相同或相近的

专业，且须符合以下有关规定：

获得由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

及以上奖项，或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一等奖的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和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获得县级劳动模

范先进个人称号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申请免试考生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本人持获奖证书或相关

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2021 年河

北省高职扩招专项报名考生个人信息表》、毕业证等证件到我校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行政办公楼 106 室）申请。

2.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 科目（笔试） 备 注

文化素质考试
2021 年 10 月 17 日

上午 9:00—11:00
语文、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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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技能考试
2021 年 10 月 17 日

下午 14：00—16:00

专业基础考试

职业适应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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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试地点

考试地点：具体考试地点及考场安排详见准考证。

（二）成绩查询与复核

考试成绩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

网（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专项考试成绩查询”端口查询。如考生对成绩有异议，请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 16 时前向“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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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填报志愿与录取

（一）填报志愿

10 月 21 日 9 时—22 日 16 时，考生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专项考试志愿填报”端口填报志愿。

1.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考生

可同时填报两所院校，每所院校最多填报四个专业，服从专业调

剂的须勾选“服从专业调剂”选项。

2.乡村医生定向培养考生可同时填报两所院校，每所院校只

招收临床医学专业。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方式。不符合专业报考条件（专业报考条

件见附件 1）、跨类填报的志愿无效。

10 月 25 日 考 生 登 录 沧 州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官 网

（http://www.czmc.cn/）查询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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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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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以下方式投档：

1.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总分

相同时，按职业技能总分数投档；若按以上方法仍分数相同，则

以专业基础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语文、数学顺序比较单科成

绩，进行投档。

2.乡村医生定向培养考生总分相同时，按职业技能总分数投

档；若按以上方法仍分数相同，则以专业基础考试、职业适应性

测试、语文、数学顺序比较单科成绩，进行投档。

（三）录取原则

1.学校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录取原则，对进档的考

生，执行分数优先的原则，按其所报专业志愿先后顺序，按照考

生成绩的高低和身体条件择优录取。当所有专业志愿均不能满

足，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则根据考生成绩从高到低调剂到计划

未满专业录取，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将做退档处理。

2.按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录取。总分相

同时，按职业技能分数择优录取；若按以上方法仍分数相同，则

按专业基础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语文、数学顺序比较单科成

绩，择优录取。

3.免试录取考生执行《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招生考

试工作的通知》相关政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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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教学管理

1.教学总课时：

教务处负责制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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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教学总课时为 2800 学时左右。

2.授课形式：

（1）乡村医生定向培养人员按照全日制教学和管理要求实施。

（2）在岗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根据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单独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单独编班，实行弹性

学制。

教学管理按照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八、学籍管理与学历证书

通过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考试招生录取

的学生，学籍管理工作与统一高考、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录取的学

生相同，成绩合格达到毕业要求的，由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进

行学历电子注册并颁发普通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与普通高校毕

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九、学费标准

学费标准：5000元/学年/人

十、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九河西路 39 号

邮编：061001

联系电话：0317-5507819；5508019 传真：0317-5508019

学校网址：http://www.czmc.cn

招生网址：http://zhaosheng.czmc.cn/

E-mail：czyz1958@sina.com

特别提示：关于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考

试招生动态信息及最新防疫要求都将通过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

http://www.czmc.cn
http://zhaosheng.czmc.cn/
mailto:czyz195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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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信息网（http://zhaosheng.czmc.cn/）发布，不再另行

通知。

附件：1.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专项考试招生专业报考条件

2.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

项考试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3.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

项考试大纲

4.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在岗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提升推荐表

5.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乡村医生定向培养推荐表

http://zhaosheng.czm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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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专项考试招生专业报考条件
序

号
招生专业

招生

计划
招生对象 报考条件 招生院校

1 临床医学

100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专业学校临床医学类

相关专业（临床医学、社区医学、

农村医学、中医学）学历的人员；

或者在岗满3年的高中、中职（含

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或具

有同等学力）毕业生且持有乡村

医生证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0 乡村医生定向培养

户籍在本乡、1991年6月1日以后

出生人员；

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中医学 40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专业学校临床医学类

相关专业（临床医学、社区医学、

农村医学、中医学）学历的人员；

或者在岗满3年的高中、中职（含

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或具

有同等学力）毕业生且持有乡村

医生证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 医学影像技术 15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

专业学历的人员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 康复治疗技术 15

在岗乡镇卫生院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专业技术人员

2021年6月1日前在职、1981年6

月1日以后出生人员；

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

专业学历的人员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合 计 200

注：不符合专业报考条件、跨类填报的志愿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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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

考试招生工作时间安排表

时 间 工作安排

9 月 24 日 9 时至 9月 28 日 17 时
完成高职扩招专项报名,具体咨询户籍所在县（市、区）招

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

10 月 9 日 9 时—12 日 12 时前

2021年 10月 9日 9时—11日 12时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基层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专项报考” 端口按照提示步骤，填写报考

信息、选择报考专业、并按要求上传《2021 年河北省高职

扩招专项报名考生个人信息表》、《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

招在岗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

历提升推荐表》或《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乡村医生定向

培养推荐表》、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医药卫生类专业

毕业证书、乡村医生证书等证件照片，完成提交报考信息，

等待资格审核。请及时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

（http://www.czmc.cn/）“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专项报考” 端口查看报考资格审核状态，如审核通

过则为报考成功，请按提示时间下载打印准考证；若审核

未通过，请务必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 12 时前，按退回原

因重新提交相应材料。

10 月 14 日 12 时—17 日 9 时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

“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准考证打印”

端口按要求下载打印本人准考证。

10 月 17 日 考试

10 月 20 日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

“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考试成绩查询”

端口查询。

10 月 20 日 16 时前

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向“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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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 9 时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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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考试志愿填报”

端口填报志愿。

10 月 25 日
登录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官网（http://www.czmc.cn/）

查询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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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北省 2021 年高职扩招（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项

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形式与考试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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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方

式进行考试。

文化素质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每科 150 分（每科 50 题，

每题 3 分），满分 3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文化素质考试主

要依据《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语文、数

学）命题。

职业技能考试科目为专业基础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两部

分。专业基础考试满分 200 分（50 题，每题 4 分）；职业适应

性测试满分 250 分（50 题，每题 5 分），共 45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第二部分 考试内容与要求

一、文化素质考试

语文、数学命题内容主要依据《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国

统一考试大纲》（语文、数学）命题。

二、职业技能考试

（一）专业基础考试主要考察内容：

1.基本生物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2.医药卫生类专业所需的生物医学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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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适应性测试主要考察内容：

1.我国当前医药卫生行业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医药卫生行业

的特点和工作内容常识；

2.生活中常见的基本疾病预防知识和疫情防控知识；

3.国际、全国疾病防控宣传日相关知识；

4.医学专业相关的社会人文常识，职业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

准则和应具备的职业修养。

第三部分 例题举例

一、文化素质考试

（一）语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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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1.A、B、C、D、E 五人并排站成一排，如果 B 必须站在 A 的

右边（A、B 可不相邻），那么不同的排法种数为（ ）

A.24 种

B.60 种

C.90 种

D.120 种

答案：B

二、职业技能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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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础考试

1.对外界抵抗力最强的细菌结构是（ ）

A. 细胞壁

B．荚膜

C．芽胞

D．细胞膜

答案：C

（二） 职业适应性测试

1.乙醇俗称酒精，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易挥发、易燃烧的无

色透明液体，酒精蒸汽与空气可以形成（ ）混合物，遇明火、

高热能引起爆炸燃烧。

A. 爆炸

B. 固体

C. 液体

D. 胶体

答案：A

2.下列哪种动物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常见宿主（ ）

A．蝙蝠

B．獾

C．果子狸

D．蚊子

答案：D

3.一个与健康有关的节日（国际）是六月二十六日的（ ）

A. 世界艾滋病宣传日

B. 世界防治糖尿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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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世界残疾人日

D. 国际禁毒日

答案：D

4.一中年男性患者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治疗，手术后，主管医

生为了使患者尽快恢复，给患者使用了一种比较贵的新型抗生

素。但并没有同患者商量。患者恢复很快，几天后就可出院。出

院时，患者发现自己需付上千元的药费，认为医生没有告诉自己

而擅自做主，自己不应该负担这笔钱。在这个案例中，医生损害

了患者的哪个权利

A．知情同意权

B．疾病的认知权

C．平等的医疗权

D．要求保护隐私权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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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在岗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提升推荐表

姓名 性别

一寸免冠照片
政治面貌

出生年

月

全日制学历 职称

毕业院校及专业

身份证号
乡村医生证号/助

理执业医师证号

邮箱 手机号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户籍所在地

学历经历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 备注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备注

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公章：

县（市、区）卫生

健康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公章：

注：此表一式 4份，一份存县（市、区）卫生健康局，一份存县（市、区）教育局，

一份存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一份用于入学报名存入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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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河北省高职扩招乡村医生定向培养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一寸免冠照片
出生年月日

全日制

学 历

户籍地址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及专

业
手机号

户籍所在地

申请人

签字

（请手写：我志愿毕业后到定向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的单位或乡

镇卫生院以下卫生机构工作 6年以上，如有违反，愿意纳入诚信档案

接受处理。）

签字：

村委会

意见
村支部书记（签字）：

村支部（印章）：

乡镇

卫生院

意见
乡镇卫生院院长（签字）：

乡镇卫生院（印章）

县（市、

区）卫生

健康局

意见

卫生健康局负责人（签字）：

县卫生健康局（印章）

注：此表一式 4份，一份存县（市、区）卫生健康局，一份存县（市、区）教育局，

一份存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一份用于入学报名存入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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