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秋季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招生简章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通知，我院临床药师培训基地招生简章如下： 

一、培训目标 

通过为期 1 年的临床药师培训，在业务能力上达到如下目标： 

学员按培训指南完成培训任务并接受考核，掌握相应专科临床药师的基本知识与技

能、掌握为患者提供用药指导的技能、具有参与临床药物治疗的能力。 

二、培训方式 

1、在临床药师和临床医师指导下，以直接参与临床用药实践为主，适当课程教育为

辅，紧密结合临床工作实际，培养临床药物应用型人才，提升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工作能力。 

2、培训基地根据培养工作需要成立带教组。每个带教组由一名临床药师和一名临床

医师组成。每个带教组带 2~3 名学员参与临床用药实践。 

3、培养时间内全脱产学习，全年实际工作日不少于 48 周 1920 小时。 

三、招生时间 

符合条件的临床药师培训项目的学员（招生条件详见附件 1）通过中国医院协会临床

药师培训信息平台（http://ntbcp.drugsafe.cn/program/index.php）上报学员基本信息。学员

报名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集中上报已经经过基地初筛合格的学员，第二批补录后

续补报的学员。 

2021 年秋季第一批学员上报信息时间 8 月 14 日-8 月 31 日，此时间段各基地可以看

学员上报信息，9 月 1 日-9 月 5 日为各基地录取学员时间和省管理者审核时间。 

2021 年秋季第二批学员上报信息时间 9 月 6 日-9 月 21 日，此时间段各基地可以看学

员上报信息，9 月 22 日-9 月 24 日为各基地录取学员时间和省管理者审核时间。 

入学时间：2021 年 10 月 8 日。  

 



 

四、招生人数（含紧缺人才 6 人） 

1、抗感染药物专业：3 人/年 

2、小儿用药专业：3 人/年 

3、抗凝治疗专业：3 人/年 

4、心血管内科专业：3 人/年 

5、肠外肠内营养专业：3 人/年 

6、ICU 专业：3 人/年 

7、全科培训专业：6 人/年 

五、结业 

学员按规定完成培训项目，经考核合格由中国医院协会发放岗位培训证书。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冬梅、叶溪；联系电话：0771－2186165。 

 

附件： 

1.临床药师培训招生通知 

2.学员用户手册——紧缺人才（临床药师）培训项目 

3.学员用户手册——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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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培训招生通知

1.招生时间

符合条件的临床药师培训项目的学员通过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培训信息

平台（http://ntbcp.drugsafe.cn/program/index.php）上报学员基本信息。学

员报名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集中上报已经经过基地初筛合格的学员，第

二批补录后续补报的学员。2021 年秋季第一批学员上报信息时间 8 月 14 日-8

月 31 日，此时间段各基地可以看学员上报信息，9 月 1 日-9 月 5 日为各基地录

取学员时间和省管理者审核时间。2021 年秋季第二批学员上报信息时间 9 月 6

日-9月 21日，此时间段各基地可以看学员上报信息，9月 22日-9月 24日为各

基地录取学员时间和省管理者审核时间。统一 10月 8日前完成入学。

（上报须知参见：附件 1，学员用户手册（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项目）。

附件 2，学员用户手册（紧缺人才（临床药师）培训项目）。

2.招生条件

1.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项目

备注（职称不含中药师）

2.紧缺人才（临床药师）培训项目

医疗机构 学历
药学部门从事药剂

工作时间（连续）
职称 培训专业

临床药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1 年 药师及以上 （不含中药师） 专科

药学、药理、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

化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2 年 药师及以上 （不含中药师） 专科

县级及以上医疗卫

生机构

非上述药学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5 年 主管药师及以上（不含中药师） 全科

临床药学、药学、药理、药物制剂、药物

分析、药物化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2 年 药师及以上 （不含中药师） 专科

药学、药理、药物制剂、药物分析、药物

化学（全日制专科及以上）
2 年 药师及以上 （不含中药师） 全科

脱贫地区或二级及

二级以下医疗卫生

机构

非上述药学专业（全日制专科及以上） 5 年 主管药师及以上（不含中药师） 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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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一、产品概述	

“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培训中心前台V1.0版”是供学员临床药师培训报名的网

站。学员可使用本网站进行基地选取和专业报名。 

二、产品功能	

1、注册登录 

2、完善简历	

3、志愿报考	

三、使用说明	

（一）注册登录	

1、网站地址	

访问地址：http://ntbcp.drugsafe.cn/ 

2、注册	

若用户无账号密码可点击注册进行注册登录。用户注册时需完善账户信息和选择身

份。 

（1）完善账户信息 

用户点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用户注册时需完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验证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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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完善完所有信息可点击“确认无误，下一步选择注册身份”进入后续流程。 

（2）选择身份 

针对报名学员，点击“报名学员培训”按钮进入后续流程。	

选择身份后需选择报名项目—紧缺人才（临床药师）项目。选择此次报名项目后点击

注册完成注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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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注册成功后会直接登录并进入最新动态页面。 

	

2、网站登录	

若已有账号密码，可直接点击“登录”进入登录页面，通过账号密码进行登录。 

 

（二）完善简历	

在登录后，用户可点击右上角头像，再点击“简历”进入简历完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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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学员简历页面，用户需根据自身内容完善简历内容，在完善简历时需完善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职称、身份证号、手机、选送医院（含：省市、医院名、医院等级及证

明盖章文件）、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信息。 

个人信息需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身份证背面照片、一寸免冠照片和职称资格证照

片。 

个人高等教育学习经历填报时需填写入学日期、毕业年月、毕业院校、学历/学位、所

学专业、上传学位证和毕业证照片（从高中毕业后的学习经历开始）。 

工作经历填报时需填写上传工作日期、工作单位、工作岗位、任职证明照片（上传单

位人事部门开具的在职时间证明照片）。 

注册师资的学员，须填写参加临床药师培训经历，填报时需填写开始日期、结束日

期、基地名称、培训项目、培训专业、培训周期、证书编号、上传证书照片编号页和证书

照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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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上述资料确认无误后点击右上角“提交申请” 

报名学员培训，除参加临床药师培训经历外其余信息均必填,信息不全或证明材料与填

报信息不符视为无效报名。 

（三）志愿报考	

在报名前需先注册登录并完善简历，具体操作可参考“1.如何注册登录”和“2.如何

完善简历”。 

在登录并完善简历后用户可点击招生报考按钮，进入招生报考界面，该界面显示最近

一个批次的报名情况。 

用户可通过省份、基地名称、专业名称、培训项目（选择：紧缺人才）查询出符合条

件的基地，选中目标专业带教老师后点击其右上角“查看详情”按钮进入报考基地的专业

介绍页面。 

 

进入专业介绍页面，用户确认本省基地和专业信息无误后可点击“我要报名”按钮，

随后选择志愿等级进行报名。每个志愿仅能报一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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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成功报名后用户可点击我的头像，选中志愿报考状态查看志愿报考状态。 

 

志愿报考页面如下所示，学员可在本页面查看及修改所报考志愿，查询录取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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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一、产品概述	

“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培训中心前台V1.0版”是供学员临床药师培训报名的网站。学

员可使用本网站进行基地选取和专业报名。 

二、产品功能	

1、注册登录 

2、完善简历	

3、志愿报考	

三、使用说明	

（一）注册登录	

1、网站地址	

访问地址：http://ntbcp.drugsafe.cn/ 

2、注册	

若用户无账号密码可点击注册进行注册登录。用户注册时需完善账户信息和选择身

份。 

（1）完善账户信息 

用户点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用户注册时需完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验证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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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完善完所有信息可点击“确认无误，下一步选择注册身份”进入后续流程。 

（2）选择身份 

针对报名学员，点击“报名学员培训”按钮进入后续流程。	

	

选择身份后需选择报名项目—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学员培训项目。选择此次报名项

目后点击注册完成注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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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功后会直接登录并进入最新动态页面。 

	

2、网站登录	

若已有账号密码，可直接点击登录进入登录页面，通过账号密码进行登录。 

 

（二）完善简历	

在登录后，用户可点击右上角头像，再点击“简历”进入简历完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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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管理系统-产品说明书

 

进入学员简历页面，用户需根据自身内容完善简历内容，在完善简历时需完善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职称、身份证号、手机、选送医院（含：省市、医院名、医院等级及证

明盖章文件）、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信息。 

个人信息需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身份证背面照片、一寸免冠照片和职称资格证照

片。 

个人高等教育学习经历填报时需填写入学日期、毕业年月、毕业院校、学历/学位、所

学专业、上传学位证和毕业证照片（从高中毕业后的学习经历开始）。 

工作经历填报时需填写上传工作日期、工作单位、工作岗位、任职证明照片（上传单

位人事部门开具的在职时间证明照片）。 

注册师资的学员，须填写参加临床药师培训经历，填报时需填写开始日期、结束日

期、基地名称、培训项目、培训专业、培训周期、证书编号、上传证书照片编号页和证书

照片内容。 

上述资料确认无误后点击右上角“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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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学员培训，除参加临床药师培训经历外其余信息均必填,信息不全或证明材料与填

报信息不符视为无效报名。 

（三）志愿报考	

在报名前需先注册登录并完善简历，具体操作可参考“1.如何注册登录”和“2.如何

完善简历”。 

在登录并完善简历后用户可点击“招生报考”按钮，进入招生报考界面，该界面显示最

近一个批次的报名情况。 

用户可通过省份、基地名称、专业名称、培训项目（选择：中国医院协会临床药师学

员培训项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基地，选中目标专业带教老师后点击其右上角“查看详

情”按钮进入报考院校的专业介绍页面。 

进入专业介绍页面，用户确认基地和专业信息无误后可点击“我要报名”按钮，随后

选择志愿等级进行报名。每个志愿仅能报一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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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报名后用户可点击我的头像，选中志愿报考状态查看志愿报考状态。 

 

志愿报考页面如下所示，学员可在本页面查看及修改所报考志愿，查询录取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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