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22 年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招生简章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始建于 1946 年，为当时的全国五所大

型中央医院之一, 建院伊始，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齐鲁医学院、

辽宁医学院、贵阳医学院等国内著名医科院校及留学海外的医学

专家和世家名医陆续汇聚，为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

过 70 多年的发展，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已成为天津市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和天津市医学中

心。

医院占地面积 91,627.03 平方米（137.44 亩），306,060.46

平方米，开放床位 2468 张。医院党委下设 29 个党总支，95 个

党支部，目前共有党员 2373 人。医院现有 25 个职能部门，1 个

医疗联合体管理委员会，37 个临床科室，12 个医技科室，3 个

专科医学中心，成立互联网医院。

医院为国家“双一流”建设临床医学建设单位。全院现有国

家级重点学科 3 个，“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4 个，国家级临

床重点专科 8 个，天津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7个，天津市重点学

科 6 个（市教委），天津市“十三五”综合投资重点学科 15 个，

天津市临床重点学科（发展学科）15 个。

截至 2022 年，全院有职工 4564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国

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4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29 人，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人,人社部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5 人。天津市杰出人才 3人，天津市杰出津门

学者 2 人，天津市海河医学学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4

人，天津市特聘教授制度人选 13 人，天津市津门医学英才 4人，



天津市青年医学新锐 8 人，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

第一层次人选 12 人，天津市荣誉授衔专家 4人，天津市授衔专

家 5 人，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2 人，天津名医 26 人，天津名

中医 1 人。医院 2018 年启动“千万筑巢计划”，每年投入超过

1000 万元，构建人才引进、选拔和培养格局，已遴选高层次人

才柔性引进项目 12 人，特殊专项人才保障项目 14 人, “卓越新

星”培育项目 25 人，青年人才培育项目 134 人，充满活力的人

才制度环境和创业创新的人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医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123 人，硕士生导师 258 人，2 个博士

后流动站，29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 3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

24 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5个国家专科培训基地。成立天

津市医学前沿技术临床培训中心和全科医学临床技能培训基地，

率先开展全科医疗基本技能和腔镜、介入等微创技术培训，获批

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天津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临床医

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为天津市

级教学团队，内科学、外科学、麻醉学为国家级来华留学全英文

教学品牌课程，妇产科学、儿科学、眼科学、皮肤病学为天津市

来华留学全英文教学品牌课程。张建宁教授为天津市教学名师；

两次获得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华北赛区一等

奖，全国总决赛二、三等奖；内科、外科住培基地双双荣获全国

住培技能大赛第二名。

医院科技创新发展动力不断提升。近年来，医院科技实力不

断提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51 项，其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 2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1 项、重点项目 5 项、重点国际合

作交流项目 4 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 3项、承担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牵头 3 项、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388 篇，影响因子大于 5的 560 篇。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1 项、天津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2 项、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7 项。1项职务发明技术专利成功转让。新

增 3 个天津市重点实验室。神经外科自主设计的全国多中心临床

试验，获得“改变临床实践的中国原创研究”；普通外科获批成

为全国首批腹腔镜外科医师培训基地；心血管内科荣获首批“中

国房颤中心示范基地”；老年医学科被授予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分

中心及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核心单位；神经内科荣获

全国首个“中国卒中创新研究奖”；消化内科完成天津市首例应

用隧道内镜技术治疗食管巨大憩室；生殖医学、核医学等学科的

一批临床医疗技术全面开展，千余项医疗新技术应用于临床，其

中第二、第三类医疗技术 31 项。

科研平台、人才团队建设逐步完善。“十三五”以来，我院

获批了一系列科研平台建设项目，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奠定了

平台基础。施福东教授牵头建设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神经免疫与感染疾病研究中心；冯世庆教授牵头获批国

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际脊髓损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张建宁

教授牵头获得首批天津市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新增获批 3 个天津

市重点实验室：骨科获批“天津市脊柱脊髓重点实验室”、妇产

科获批“天津市女性生殖健康与优生重点实验室”、消化科获批

“天津市消化病学重点实验室”；新增获批 6 个天津市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获批 1项天津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消化疾病诊疗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新增 1个天津市科普基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健康教育科普基地；我院成为天津市专利试点单位；获批 3 项

天津市人才发展特殊支持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获批 6 项天

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7 人获批天津市创新

人才推进计划青年科技优秀人才；3人获批天津市青年托举工程。



医院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国内首批引进大型精密医疗仪

器设备--头部 CT 机，到 90 年代陆续引进全身 CT 机、各种大型

X 光机、数字减影机、MRI、ECT、药物浓度检测仪、流式细胞仪、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手术导航系统等仪器设备，我院的医疗设备

水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进入 21 世纪，医院又先后引进了

PET—CT、64 排 CT、双源 CT、术中核磁、术中血管造影机等先

进设备。领先的技术为我院医、教、研整体水平的持续提高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医院已拥有十万元以上先进医疗设备

2168 台/件，设备资产总值超过 12.3 亿元。（500 万元以上设备

27 台/件，设备价值 3.51 亿元；50 万元以上设备 485 台/件，设

备价值 8.33 亿元。）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第二、第三住院楼的建成使用，门急

诊楼的改造提升以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和天津医科

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的建设，医院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天津医

科大学总医院正在向着国内领先、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医学中心的

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将于2022年7月13日--19日举办2022

年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旨在为一批德才兼备、热爱医

学事业、科研基础扎实、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应届毕业生近距离

了解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学术、科研环境和日常学习生活

环境的机会，为大家继续深造和发展搭建平台、创造机遇。活动

举办期间，将全面介绍我院布局和学科发展近况，组织导师见面

会、优秀学长交流会等活动。

请申请人认真阅读以下内容和总医院招生导师的介绍，欢迎

报考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一、申请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全国重点高校（含本校）2023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良好的品德，在学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截止目前本科

总评成绩排名（班级或年级）前 30％，身体健康；

3.具有生物学、医学等相关专业背景，对生命科学和医学有

浓厚的兴趣，愿意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或基础医学研究工作；本科

阶段有突出学术成果、论文或特殊专业特长者；或在全国、地区

重大科学研究、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奖者；或具备推荐免试攻读研

究生优先。

4.英语水平良好，通过国家英语六级考试,且成绩达到 500

分及以上。

5.对从事学科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一定创新力和潜

能。

6.学术学位相关专业均可接收跨专业申请，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不接收跨专业申请。

二、申请程序

1.申请人下载并填写天津医科大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

活动申请表.doc 及 2022 年度暑期夏令营个人信息汇总表.xls；

2.个人陈述（关于个人学术背景、曾经做过的研究工作以及

未来学习和研究的计划、目标等）；

3.专家推荐信.doc2 封，即需要 2 位相关或相近专业副教授

（含）及以上职称的专家分别推荐；

4.本科阶段成绩单（截至目前），专业排名证明，需加盖教

务或学生部门公章；

5.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单、其他英语水平证明（如近两年内

TOEFL 成绩或近三年内 GRE 成绩等）复印件；

6.其他证明材料（如体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或



其他原创性工作成果复印件、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天津医科大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申请表》和

《2022 年度暑期夏令营个人信息汇总表》分别以 doc 文件和 xls

文件提交，其他申请及证明材料电子版按顺序扫描为一个 PDF 文

件。以上报名材料组成一个压缩包文件，文件命名方式：XXX 大

学-姓名-总医院夏令营申请，请于6月26日24时前发送至邮箱：

zyyjiaoxuechu@126.com。

三、资格审查

我院将根据申请者提交的材料，以申请者的教育背景、学业

水平、科研能力、综合素质等为主要评价依据，由学科专家组对

申请者进行资格评审。2022 年 7 月初学校将在研究生院网站、

我校研招办微信官方公众号或以其他方式公布入围者名单。

四、暑期夏令营主要活动安排（如有变动，以具体通知为准）

时间 内容 地点

7 月 13 日上午 学校夏令营开营仪式 线上视频

7 月 13 日下午 总医院夏令营开营仪式 线上视频

7 月 14-18 日 导师见面会 各学科(专业)线上视频

五、营员享受的待遇

获得优秀营员者，如获得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

报考相同专业、学位类型可优先拟录取为我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

生；如未获得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但通过参加全国

统考硕士研究生，报考相同专业、学位类型，考试成绩达到我校

当年该专业复试基本分数线（含总分、单科分数）标准后，需参

加复试资格审查、体检和心理测试，审查合格后将不再参加复试

其他环节，优先拟录取。

六、其他

1.我院 2022 年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将在医院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2.本年度夏令营采取线上视频形式，具体安排请随时关注天

津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官网相关通知更新；

3.所有申请学生需确保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如发现有不诚

信行为将取消一切资格；

4.本方案解释权属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教学处所有；

5.咨询方式：电话：（022）60362351

E-mail：zyyjiaoxuechu@126.com

6.符合 2022 年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申报条件学

生，请于 6 月 26 日前扫描以下二维码实名进入工作群，我们将

在工作群发布相关通知和安排（注：如果发现群内学生不符合申

报条件，我们保留将其移出工作群权利）。

欢迎莘莘学子积极参加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暑期夏令营活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2022 年 6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