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各实习点实习报到安排（2016年7月）
序号

实习单位

报到时间

1

四川省人民医院

7月11日10:00

2

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7月11日8:30

报到地点

省人民医院教育培训部

成都人民南路四段55号护理部

备注

队长

队长电话

实习同学在7月10日前到住宿点安排好住宿。7月11日10：00请各
专业队长、副队长到医院护校教学楼7楼教育培训部报到，告知入
科和岗前培训事宜；其余同学自行前往医院浆洗房（第三住院大
楼背后）购买工作服（费用自理：护士工作服夏装110元左右一
套，医生工作服夏装70元左右）。队长们事先收齐同学们一寸照
片（底色不限，背后写上名字），以办理工作牌。

曹宇

15228758812

饶琴琴

13350529052

胡军

15228768016

万永懋
左杭
段冬晓

18090383316
18281985257
15280996081

薛丹月

18281966517

实习同学在7月10日前到住宿点安排好住宿。
7月11日上午8：30在信息楼三楼教室报到。
自备头花、白色护士鞋、挂表，笔和笔记本、1寸照片。

3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7月11日9:00

实习同学7月10日前先在住宿点安排好住宿。晚上清点人数。
请各专业同学注意：准备一寸彩色照片一张，照片背后备注（姓
名、专业、联系方式）；服装费（工作服冬夏各一套，胸牌一
枚）150元；纸笔。
请各组长注意：
（1）报到前一天电话联系医院实习老师汇报同学们实习及岗前培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北区）
七楼培训中心（成都市成华区站北 训准备情况等。
（2）组织同学们在11日8:45分安全到达培训地点，入座后完成岗
路81号）
前培训签到。队长主动向医院实习老师当面汇报学生到岗情况。
（3）保证纪律，不可大声喧哗、嬉闹，不可干扰医院工作秩序。
（4）队长统一收齐学生服装费（工作服冬夏各一套，胸牌一枚，
共计150元）。
（5）培训结束后组织同学们有序地领取工作服。
（6）组长填写完整《实习生信息登记表》后交继续教育部。

4
5
6

四川省骨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第二中医院

7月4日上午8:30
7月4日上午8:30
7月12日9:00

7月4日已报到
7月4日已报到
成都市四道街20号

7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7月11日8:30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941号
报到地点：医院学术报告厅

7月4日已报到
7月4日已报到
学生自带白大褂和一张一寸照片.报到前请队长与医院老师联系。
队长于11日8:30前带领同学前往指定地点报道。请同学准备两张
一寸的照片和护士鞋自备；购工作服一套（254元，请队长在现场
收齐交给服装厂商）。

8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

7月12日9:00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祠大街251号

成都市西三环外日月大道1617号

9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7月25日上午9点

7月12日9:00

10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11

成都现代医院

7月12日15:00

12

成都军区总医院

7月11日上午

13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7月12日9:00

14

四川省八一康复医院

7月12日15:00

报到前队长先与医院实习管理老师联系，带领同学于12日9:00前
何仲谋
到医院报到。
护理助产专业：7月24日前先在住宿点安排好住宿，25日9:00前带
郑静
领同学前往指定地点（门诊二楼输液大厅大会议室）报到。请准 （护理助
备一寸照片一张和护士鞋，280元工资服费用（由队长收齐费用）
产）
。
蒲贞（检
检验专业：请队长事先与检验科主任联系（联系电话教务处老师
验）
单独通知到队长）25日9:00前带领同学前往科室报到。

7月11日先在住宿点安排好住宿。
请每位学生准备两张一寸白底彩照，短袖白大褂，（护理的学生
着装按护理部要求），中医专业在北区实习，临床专业在北区和
报到地点：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南
南区各一半，实习时间过半后实习地点互换。针推，检验在南
区（成都市高新区万象北路18号）
区，护理实习具体分配按护理部要求，7.13进入科室实习。
第三住院部顶楼学术厅岗前培训
护理学生准备要求：准备两张一寸白底的照片；自备头花、挂表
、护士鞋（白色）；请护理队长统计同学的工作服号码，请提前
十天自行与厂家联系，报到开会前收齐服装费，报到时现金支付
给厂商，现场发服装。
医院在医院旁统一租房住宿。实习队长7月11日与医院负责住管理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118号
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
（武侯立交旁边新院区）
实习同学。12日中午前全部在住宿点安顿好，下午统一到医院报
道。
提前自己安顿好住宿。提前联系实习管理老师（联系方式单独通
成都市蓉都大道天回路270号
知到队长），按要求报道
7月11日先在住宿点安排好住宿，12日9:00带队老师带领同学前往
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八一路北段81 实习队长提前与医院老师联系，明确报到要求和住宿安排。全体
号
同学下午14点前达到医院，15点统一报道。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二段82号

15

崇州市人民医院

7月11日上午10点 崇州市永康东路

16

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提前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处后通知到同学在上午9:30前到达医院住宿
点并报道。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正北上街97号【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提前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医院地处双流县华阳镇，现医院已 知到队长），落实住处后通知到同学在上午2:30前到达医院住宿
更名为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医院】 点并报道。

18281938708
18281929685
18281968969

吴思源

13700988916

米洁

18281952971

沈家层

15808107232

陈愿

18281995312

陈小兰

18281905228

曾庆芝

18781132960

吴均

18281960689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涧槽中街396
号

院内住宿。队长与学校送点负责人联系，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
知到实习同学。上午9:30前到院安排住宿后，10点统一到医院指
定地点报道。

杜婷

18281907359

新都区新园路与香樟路交叉口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提前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2点前到
院安排住宿后，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唐嫣然

18281910733

17

双流县妇幼保健院

18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新
院）

19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新
7月8日上午10点
院）

新都区育英路南段199号【新都汽
车站外乘9路车可到医院，或乘K2
、K3小公交终点到医院】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提前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上午9:30到院，10点统一到
医院指定地点报道。报到时需交服装费176元。

魏潇君

15228756590

20

彭州同一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彭州市天府东路157号【距彭州客
运中心约700米】

医院附近住宿。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上午9:30前到院安排
住宿后，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龚玉珠

18048180430

21

彭州市中医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彭州市南大街396号【距彭州客运
中心接近2公里】

院内住宿。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长）落
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2:30前到院安排住宿
后，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王元康

18281987515

22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7月15日上午10点 邛崃市南环路61号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提前联系医院实习负责人（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通知实习同学按时到指定地点报道。

鲜映旭

18281935913

23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7月4日上午10点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提前联系医院实习负责人（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通知实习同学按时到指定地点报道。

钟和荣

18281992058

24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7月4日上午7：40

李露

18281987167

25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7月13日下午3点

吴晓霜

18349959863

26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

7月4日下午3点

肖杰

18781618581

27

合江县人民医院

7月11日下午3点

李晓晟

15378216336

7月12日上午10点

7月8日下午3点

市中区交通路沱中巷31号

自贡市尚义号一支路42号，行政楼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提前联系医院实习负责人（联系方式单独通
4楼会议室报到
知到队长），通知实习同学按时到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12日与学校带队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贡井区筱溪街胜利巷156号
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同
学13日下午2:30前到院安排住宿后，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3日下午与学校带队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
医院本部，宜宾市文星街65号【医
通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
院位于人民公园旁】
同学4日下午2:30前到院安排住宿后，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
院内住宿。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长）落
医院科教科
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2:30前到院安排住宿
后，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28

29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

泸州市中医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7月12日下午3点

报到地点：医院教育培训部
住宿地址：忠山中医住院部内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11日与学校带队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同
学12日上午9点前到达院内住宿点。再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刘瑶

18281999295

泸州市江阳区江阳南路11号

院外住宿。实习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并通知全体实习同学住宿地点安排（男生和女生分
住小区内不同楼栋的租房）。要求全体实习同学12日下午2时前到
达院外住宿点。再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郑瑶

15228231863

30

眉山市中医院

7月13日下午3点

东坡区苏祠路14号

31

乐山市中医院

7月14日下午3点

市中区柏杨中路

32

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

7月7日上午10点

医院科教科

33

达州区中医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达州市达州区万达路429号

34

广汉市人民医院

7月14日上午10点 广汉市武昌路南2段28号

35

什邡市人民医院

7月14日下午3点

什邡市西顺城大街57号

36

德阳市人民医院

7月11日上午8点

旌阳区泰山北路一段173号

院外住宿。实习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男生和女生分住
曾欢
不同街区的租房）。要求全体实习同学13日下午2时前到达院外住
宿点。再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13日与学校带队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同
王祥吉
学14日下午2:30前到达院内住宿点。再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6日联系学校送点老师（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通知实习同学按时到指定地点报道。每人准备一张照
沙马依哈
片，背后写上学校名称和自己的姓名。队长收齐每人应缴费用125
元。
院外住宿。实习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并通知全体实习同学住宿地点安排（男生和女生分
刘锋锋
住楼栋内同一单元不同楼层的租房）。要求全体实习同学12日下
午2时前到达院外住宿点。再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13日与学校带队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同
黄孟林
学14日上午9:30时前到达院内住宿点。再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
道。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13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地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同
邹林怡
学14日下午2:30时前到达院内住宿点，再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
道。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上午8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
皮蒙
报道。报到时需带上工作服，护理专业包括护士专用鞋、帽、衣
、裤，并带上一寸蓝底标准照一张，报到时交服装费275元。

18281907981

18281910612

18281953853

18281996071

18990115397

18780501544

18281522837

37

德阳市旌阳区中医院

7月11日下午3点

旌阳区华山北路，门诊大楼

38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德阳市岷江西路一段340号

39

德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旌阳区华山北路531号

40

中江县人民医院

7月5日上午10点

大北街96号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3点前到医
院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14:30前到院安
排后住宿后，下午3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自己解决住宿。实习队长11日与医院实习管理老师联系（联系方
式单独通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
体实习同学12上午9:30前到达院内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队长提前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和报道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上午9:30前
到医院指定的住宿地点住宿和报道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队长4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2:30前到院安排
好住宿后，3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唐思

18281997225

杨其霏

18281989932

樊军

18990269416

熊琴

17780955409

李林

15280958192

杨俊

18142567278

张天维

13118171587

41

中江县中医院

7月5日下午3点

42

罗江县人民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万安南路

43

罗江县中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44

罗江县妇幼保健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景乐南路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午9: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李芸

18090007269

45

绵竹市人民医院

7月11日上午10点 南京大道268号，门诊大厅外

院内住宿。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1日上午9: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陈丹

15008159495

46

绵竹市中医院

7月11日下午3点

院内住宿。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2:30前到院安
排的住宿点住宿，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陈柳

18281937958

伍城中路49号

麓峰南路23号

天河路60号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午9: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下午2:30前到医院
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47

绵竹市妇幼保健院

7月11日上午10点 墨池街171号
在住宿地址集合报到：南河坝国税
7月12日上午10点 局隔壁广元中心医院一分院宿舍。
医院地址：广元市井家巷16号【蜀
门北路一段旁】
先携带行李在中医院生活区住宿点
【凤翼路27号，17路公交车终点，
7月12日下午3点
广元市实验中学大门旁】篮球场集
合

48

广元市中心医院

49

广元市中医院

50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7月13日上午10点

广元市利州区苴国路中段南侧【利
州广场以西】

51

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

7月13日下午3点

广元市利州区利州东路107号

52

广元市妇幼保健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广元市东坝滨河北路203号

53

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

7月4日下午2:30

54

广元市朝天区人民医院

7日7日上午8:30

55

旺苍县人民医院

7日4日上午10点

56

南充市中心医院

7月11日上午10点 南充市顺庆区大北街

广元市利州区利州西路3段【广元
老火车站，下溪坝。医院在广元市
区以外，需从市区乘车前往】
广元市朝天区明月西路100号【可
在广元市区内蜀门南路广元汽车客
运站乘车前往朝天区】
旺苍县新华街471号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同
学11日上午9:30前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
地点报道。
医院在院外安排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
单独通知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
午9:00前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
报道。
医院在院外安排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
单独通知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下
午2:00前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
道。
院内住宿。实习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后分别通知到实习同学。要求全体实习同
学13日上午9:30前到达院内指定住宿点住宿,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
地点报道。

洪彩丽

18281917176

杨在品

15228763767

张珊

18281988589

吴青秀

15228761731

院内住宿。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3日下午2: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杨栖

15228759106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午9: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马静

18281959110

院内住宿。队长3日与医院护理部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按时报到。

赵文琪

18398764233

院内住宿。队长6日先与医院护理实习管理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
独通知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通知到实习同学按时报到。

常燕

18283946996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3日先与医院实习管理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
独通知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通知到实习同学按时报到。

李青芸

13398371662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10日先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
通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地点后通知到实习同学按时报到。

柏林霞

15280998359

57

南充市中医院

7月11日下午3点

南充市顺庆区金鱼岭235号

院外住宿。队长10日先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
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通知到实习同学（男生：顺庆区金
鱼岭路412日1单元7楼1日；女生：顺庆区铁欣路367日1栋2单元4
楼1日），11日下午2:30前到住宿点，下午3点到指定地点报到。

58

阆中市人民医院

7月6日上午10点

医院老院区，阆中市张飞大道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5日先与医院实习管理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
独通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地点后通知到实习同学按时报到。

马仕成

15228755365

遂宁市中心医院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13日与医院护理实习管理老师联系（联系方
式单独通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地点后通知到实习同学按时报到。
院本部，遂宁市船山区德胜西路29 护理专业工作服及护士鞋男女大小型号登记，服装费用300元每
7月14日上午10点
号
人，8个月浆洗费共80元（上述费用只针对护理和助产专业，收费
标准为参考2016届，具体金额按报到时以医院要求为准），由队
长提前统一收齐交医院实习主管部门。

张雪梅

15228757065

院内住宿。队长14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报到安排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5日上午9: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所有
实习生提前准备200元实习押金，150元服装费，20元胸牌工本费
以及一张2寸彩照。

周玖蓉

18281932369

59

北门-天峰街73号

徐铭

18281923727

60

遂宁市中医院

7月15日上午10点

61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7月15日下午3点

遂宁市船山区油房街22号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14日先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
通知到队长）落实报道地点后通知到实习同学按时报到。

廖静

18281933067

62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7月14日下午3点

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162号

院外住宿。队长13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4日下午2: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唐依萍

18281937819

王春梅

18281951229

王靖

18281991217

63

射洪县人民医院

7月13日上午10点 射洪县广寒路29号

院内住宿。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3日上午9: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64

射洪县中医院

7月13日下午3点

院内住宿。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3日下午14: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射洪县美丰大道中段

65

大英县人民医院

7月13日下午3点

大英县江南中路2号

院内住宿。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3日下午2: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冯琪

15281610015

66

三台县人民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三台县潼川镇解放大街139号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下午2: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辜丽梅

18281982513

67

三台县中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三台县潼川镇学街77号

自己解决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午9:30
前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廖佳

18781627893

院内住宿。队长6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7日下午2:30前到院安
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何春霞

18681603923

黄春莎

18181744983

宋亮

18728859986

68

盐亭县人民医院

7月7日下午3点

盐亭县弥江路208号

69

盐亭县肿瘤医院

7月7日上午10点

院内住宿。队长6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盐亭县红光东路29号【盐蓬路附近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7日上午9:30前到院安
】
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70

江油市人民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江油市中坝镇纪念碑街中段

71

江油市中医院

7月4日上午10点

院内住宿。队长3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医院新院址：中坝镇李白大道南二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4日上午9:30前到院安
段【中润恒大广场附近】
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王号

15808465090

7月6日上午10点

医院外住宿。队长5日上午提前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
江油市中坝镇太平路中段【绵江路 独通知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6日上午
至江油入城处】
9:30前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
道。

张珊

18281997365

7月12日下午3点

医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
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下午2:30前
江油市长钢总厂生活区，建设南路
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报到
时准备一张红底一寸照片，白色工作服。

蒋娟

18281989780

72

73

九0三医院

江油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午9: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74

江油市第四人民医院

江油市武都镇汽车站旁【到江油城
7月12日上午10点 区后可在一桥附近的汽车东站乘汽
车前往】
江油市厚坝镇【到江油城区后可在
西山公园附近的江油市汽车总站乘
7月13日下午3点
汽车前往，或者在江油市火车客站
外搭乘前往马角坝的过路大巴车】
江油市含增镇【到江油城区后可在
7月6日下午3点
西山公园附近的江油市汽车总站乘
汽车前往】

医院外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
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午9:30前
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张敏

15082159989

医院外住宿。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
到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3日下午2:30前
到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点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田甜

13550841825

院内住宿。队长5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5日下午14:30前到院
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15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魏瑞虹

13548431494

杨锦红

14780484382

李丹

18281943862

75

江油市骨科医院

76

江油市传染病医院

77

江油市妇幼保健院

7月13日上午10点

院内住宿。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江油市中坝镇解放路北段【大场口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3日上午9:30前到
附近】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78

平武县人民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平武县龙安路旁

79

梓潼县人民医院

7月4日上午10点

院内住宿。队长3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住宿及报道地点在医院旧院址：中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4日上午9:30前到院安
和路中段120号
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赵红英

15182334395

80

梓潼县中医院

7月4日下午3点

梓潼县顺和路262号

院内住宿。队长3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4日下午14:30前到院
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15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王治彬

18781124275

81

绵阳市安州区人民医院

7月5日上午10点

安县花街镇启明星大道南段

院内住宿。队长4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5日上午9:30前到院安
排的住宿点住宿，上午10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吴衍陵

18281995856

82

绵阳市安州区中医院

7月5日下午3点

安县花街镇中医街

陈莉

18990139686

83

北川县人民医院

7月13日下午3点

北川县永昌镇新川路4号

杨鼎

18281955856

院内住宿。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下午14: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15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队长4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
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5日下午14:30前到院
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15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院内住宿。队长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
队长）落实住宿地点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3日下午2:30前到
院安排的住宿点住宿，下午3时统一到医院指定地点报道。

84

绵阳市中医医院

7月11号上午10点 怀恩楼20楼会议室。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自联学生需与家长一起到医院科教科刘老师处办
理手续并缴费。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85

绵阳市人民医院

7月11日下午3点

医院门诊大楼外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魏丝玉

18581995109

医院门诊大楼外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先由
宿舍管理员临时安排寝室，后期再按照学校统一安排的寝室正式
入住。队长6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长）
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代宏雨

18780539259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队长17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蒋维

18281928139

李振华

1800907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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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7月7日上午10点

87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7月18日上午7:40 科教综合楼7楼会议室

88

绵阳市四0四医院

7月12日上午10点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院内空地集中报到，由医院老师介
安排9日公布）。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绍环境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陈岱

15228738209

89

绵阳市骨科医院

7月11日下午3点

南河桥头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杨千

18281931523

熊静

15181657945

谢云芳

15228739675

崔萌

18281939938

90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医院内统一住宿，走读办理7月4-8日在学校实践教学科。队长11
绵阳市游仙区科学城绵山路64号【 日联系学校送点老师（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后再通知到实习同学
科学城四区内】
及时到院报道。3名口腔方向护理实习同学，在实习的最后2个月
去成都圣贝口腔医院实习。

91

绵阳市妇幼保健院

7月13日上午10点

绵阳市涪城区花园北街8号【火车
站附近】

92

绵阳市中心医院

7月12号上午10点

在医院科教科报道并培训。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队长
12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长）落实报到
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12日上午9:30在
医院科教科楼下集合（清真寺旁边）。报到时需带上1寸彩色证件
照一张和工作服

绵阳市高新区普明南路东段100
号，内科综合楼4楼会议室

93

绵阳富临医院

7月12日下午3点

94

绵阳市游仙区妇幼保健院

7月11日上午10点 绵阳市游仙区沈家坝驿亭路4号

95

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月12日上午10点 学校涪城校区对面

7月11日上午10点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136号

96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二附院宽仁康

7月11日下午3点
97 复医院
98 珠海市人民医院
99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100 中山市中医院
101 清远市中医院
102 东莞市中医院
103 中山大学附属慧亚医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104 院
105 北大滨海医院
106 云南大理州人民医院
107 深圳平乐骨伤医院
108 呼和浩特市第一人民医院
109 甘肃省人民医院
110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111 解放军451医院（西安）
1 大家医学检验
2 成都梵恩诗产后恢复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华一坡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队长10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黄铁峰

18281980035

郭星宏

18144241856

非走读非自联实习生在报到前入住涪城路大西门原卫校内（住宿
安排9日公布）。队长11日与学校送点老师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
知到队长）落实报到情况后及时通知到实习同学

黄玉芳

18281990831

队长10日与委托住房联系人联系（联系方式单独通知到队长），
落实住宿地点和管理要求后通知到实习同学，在7月11日9时前安
顿好住宿。提前联系医院老师，11日10时前在队长带领下到医院
指定地点报道。

熊瑞婷

15228760659

自己解决住处。队长11日上午与医院老师联系，下午15:00带领同
学到医院报到。

龚文秀

18081769707

袁智阳
税茜
张裕林
何雪琴
冯霞
杨维
柳佳玲
李惠
王宥霖
汪稚子
黄天贺
裴明霞
李梦珠
王伟伟

18281991068
18990115391
18009070843
18281905579
18281909293
18030958473
18708127312
18281962639
18281977921
18281962232
18081202593
15228756250
13876732671
15228761167

教务处单独通知，部分单位已完成报到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北京安杰玛化妆品有限公司
成都合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刘远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美健康咨询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容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美丽田园美容发展有限
公司
诗丽堂
华美整形美容医院
海棠
重庆圣雅菲
茗汇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万蓉药业
成都森科制药
成都地奥
北川安特天然药业
海王星辰
绵阳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绵阳九州通
四川科创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
四川科伦
重庆药友
深圳市博美健大药房有限公
司
扬子江海蓉药业
南充杏林药房
杏林明医
成都金利医贸

系部安排，单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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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口口齿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