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卫科教函〔2013〕24号  

 

 

云南省卫生厅关于做好 2013年度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签署定向就业协议的通知 

 

各州（市）卫生局，昆明医科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大理学院：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发改社会〔2010〕1198 号）（以下简称《意

见》）和省发展改革委、卫生厅、教育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

实施办法的通知》（云发改社会〔2011〕2184号）（以下简称《实

施办法》）精神，今年我省计划培养国家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本科

生 250名，其中昆明医科大学和大理学院各培养 100名，云南中

医学院培养 50 名。目前招生录取工作已完成。根据《意见》和

《实施办法》要求，免费医学生在获取入学通知书前，须与培养

学校和当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就业协议，承诺毕业后到

有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6年。现将签订定向就业协议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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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通知如下： 

一、云南省 2013 年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录取情况

详见附件 1。 

二、请各州（市）卫生局通知定向县（市、区）卫生局做好

准备，按照《云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议

书》（规定格式见附件 2，以下简称《就业协议书》）内容，制作

好《就业协议书》。在公证部门参与下，由定向县（市、区）卫

生局审核履约保证人的基本情况后，于 7月 31日前与录取的免

费医学生和履约保证人签署《就业协议书》。 

三、请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学院、云南中医学院与录取的免

费医学生即时取得联系，告知免费医学生务必于 2012年 7月 31

日前与定向县（市、区）卫生局签署《云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议书》，同时免费医学生须找 1 名履约保

证人（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良好的社会信誉）。过时未签署协议

的学生，视为自动放弃，考生将不再参加今年任何批次的高考录

取。 

四、定向县（市、区）卫生局须于 8月 1日前将协议书签署

情况分别反馈省卫生厅科教处和相关医学院校，并于 8月 15日

前将《云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议书》报

省卫生厅科教处。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省卫生厅科教处：栗  蕴（电话/传真：0871-67195165）; 

昆明医科大学招办：宋明武（电话：13888258925）； 



 - 3 - 

大理学院招办：李彬（电话：13577228866） 

云南中医学院招办：陈宗翰（电话:13118718574）。 

五、昆明医科大学、大理学院和云南中医学院在收到协议书

签署情况反馈后，发放已签协议书考生的录取通知书。 

 

附件：1.云南省 2013 年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拟录

取人员名单 

2.云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

议书 

3.定向就业协议书签署情况反馈表 

             

 

 

 

云南省卫生厅 

2013年 7月 17日 

（联系人及电话：栗蕴，0871-6719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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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云南省 2013年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拟录取人员名单 

 

昆明医科大学拟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1 300150912 杨婷 女 保山市隆阳区 昌宁县 
2 302550131 辉武益 女 保山市昌宁县 昌宁县 
3 223351779 李莉 女 曲靖市麒麟区 呈贡县 
4 223350523 朱泽云 男 曲靖市会泽县 澄江县 
5 240150877 邹佳晋 男 玉溪市峨山自治县 澄江县 
6 223351171 唐伦 女 曲靖市会泽县 楚雄市 
7 230150770 罗如意 女 楚雄市 楚雄市 
8 210153507 杨琳 女 昭通市昭阳区 大关县 
9 292350061 芮普洁 女 大理州祥云县 大理市 
10 232650293 张雨涵 女 楚雄州大姚县 大姚县 
11 240150593 普恋舒 女 玉溪市红塔区 峨山自治县 
12 352250084 杨洪君 男 临沧市凤庆县 凤庆县 
13 352250109 杨光菊 女 临沧市凤庆县 凤庆县 
14 352250039 张汝男 女 临沧市凤庆县 凤庆县 
15 011150306 王清颖 女 昆明市官渡区 富民县 
16 222850478 石宸宇 男 曲靖市陆良县 古城区 
17 292350081 陈红兵 男 大理州祥云县 古城区 
18 320250702 洪青兰 女 丽江市古城区 古城区 
19 352250248 杨丽芳 女 临沧市凤庆县 官渡区 
20 293250525 洪钱荟 女 大理州鹤庆县 鹤庆县 
21 223351187 李治梅 女 曲靖市会泽县 红河县 
22 292750495 马雪丹 女 大理州大理市 红塔区 
23 223351936 李景娇 女 曲靖市会泽县 会泽县 
24 223350578 卢本斌 男 曲靖市会泽县 会泽县 
25 223350939 李得超 男 曲靖市会泽县 会泽县 
26 223351815 李仁娇 女 曲靖市会泽县 会泽县 
27 250150081 李恒忠 男 红河州个旧市 金平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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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28 012250422 张政 男 昆明市晋宁县 晋宁县 
29 222456613 周青 女 曲靖市宣威县 晋宁县 
30 223351140 李燕 女 曲靖市会泽县 晋宁县 
31 272550002 陈曦 女 普洱市景谷自治县 景谷自治县 
32 222456578 李普 男 曲靖市宣威县 景洪市 
33 223350482 罗玉 男 曲靖市会泽县 景洪市 
34 292350082 杨汝良 女 大理州祥云县 景洪市 
35 352150814 刘子良 男 临沧市临翔区 临翔区 
36 352150681 李志萍 女 临沧市临翔区 临翔区 
37 352250191 徐艺 女 临沧市凤庆县 临翔区 
38 302450416 张荣光 男 保山市龙陵县 龙陵县 
39 300151278 杨艳 女 保山市隆阳区 隆阳区 
40 332150182 欧玉兰 女 怒江州泸水县 泸水县 
41 252750114 张东琼 女 红河州泸西市 泸西县 
42 210153229 李丽亚 女 昭通市昭阳区 鲁甸县 
43 220151294 陈思余 男 曲靖市麒麟区 陆良县 
44 222550630 刘丽静 女 曲靖市富源县 陆良县 
45 222350597 邹国能 男 曲靖市马龙县 马龙县 
46 302350943 张定朝 男 保山市腾冲县 芒市 
47 302351568 徐正凯 男 保山市腾冲县 芒市 
48 312150558 周运军 男 德宏州芒市 芒市 
49 222454289 高忠华 男 曲靖市宣威县 勐海县 
50 282150148 李向鲜 男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勐腊县 
51 252250036 汤连萍 女 红河州蒙自市 蒙自市 
52 290150794 吴鹏 男 大理州大理市 弥渡县 
53 292351433 周红梅 女 大理州祥云县 南华县 
54 320250778 骎陶清  男 丽江市古城区 宁蒗自治县 
55 222751283 赵克强 男 曲靖市师宗县 师宗县 
56 222750642 朱高能 男 曲靖市师宗县 师宗县 
57 222851287 袁岳伟 男 曲靖市陆良县 师宗县 
58 302250073 董林涛 男 保山市施甸县 施甸县 
59 302250174 杨中策 男 保山市施甸县 施甸县 
60 302250074 董映 女 保山市施甸县 施甸县 
61 352150706 申显春 女 临沧市临翔区 双江自治县 
62 352650035 张应兰 女 临沧市双江自治县 双江自治县 
63 272550260 李富颖 男 普洱市思茅区 思茅区 
64 223350416 牛良敏 男 曲靖市会泽县 嵩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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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65 223351036 赵娟 女 曲靖市会泽县 嵩明县 
66 222750547 饶永清 男 曲靖市师宗县 巍山自治县 
67 340050469 和镭 男 迪庆州香格里拉县 维西自治县 
68 223350483 张媛 女 曲靖市会泽县 文山市 
69 232850108 杨发娟 女 楚雄州元谋县 香格里拉县 
70 292350138 段丽娇 女 大理州祥云县 香格里拉县 
71 340050474 和春海 女 迪庆州香格里拉县 香格里拉县 
72 292351579 张杰丹 女 大理州大理市 祥云县 
73 292350160 杨晓倩 女 大理州祥云县 祥云县 
74 222453029 解开正 男 曲靖市宣威县 宣威市 
75 222457472 朱泓铭 男 曲靖市宣威县 宣威市 
76 222456588 缪金仙 女 曲靖市宣威县 宣威市 
77 012950956 左俊鸿 男 昆明市寻甸自治县 寻甸自治县 
78 223351985 刘吉海 男 曲靖市会泽县 寻甸自治县 
79 212450281 周本艳 女 昭通市盐津县 盐津县 
80 290151032 张贵华 男 大理州大理市 漾濞自治县 
81 210153516 赵飞扬 男 昭通市昭阳区 彝良县 
82 352250086 杨继先 女 临沧市凤庆县 彝良县 
83 222550678 陈本贵 男 曲靖市富源县 易门县 
84 242650242 何留 男 玉溪市易门县 易门县 
85 290150968 郭加连 男 大理州大理市 永平县 
86 320250693 缪友芳 女 丽江市古城区 永胜县 
87 320250841 张丽晶 女 昆明市五华区 玉龙县 
88 242950108 李章瑜 男 玉溪市元江县 元江自治县 
89 242950486 梁爽 女 玉溪市元江县 元江自治县 
90 352150779 陶天海 男 临沧市临翔区 云  县 
91 352150143 孙玉勤 女 临沧市临翔区 云  县 
92 352150797 杨光梅 女 临沧市临翔区 云  县 
93 352350307 李双文 男 临沧市云县 云  县 
94 352350044 石绍丽 女 临沧市云县 云  县 
95 222151147 李振南 男 曲靖市沾益县 沾益县 
96 222454263 熊贵友 男 曲靖市宣威县 沾益县 
97 222850048 平任林 男 曲靖市陆良县 沾益县 
98 352150161 李春勇 男 临沧市临翔区 镇康县 
99 210151429 严丽鸿 女 昭通市昭阳区 镇雄县 
100 272650234 张玲 女 普洱市镇沅自治县 镇沅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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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学院拟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1 13530102151972 许若谷 男 五华区 石屏县 
2 13532101150347 余胜物 男 昭阳区 镇雄县 
3 13532101150497 季永洪 男 昭阳区 大关县 
4 13532101151390 幸更云 女 昭阳区 镇雄县 
5 13532101152861 兰廷茂 男 昭阳区 盐津县 
6 13532101153303 李德锌 男 昭阳区 嵩明县 
7 13532127150120 鲁建远 男 绥江县 绥江县 
8 13532127150214 温杰 女 绥江县 绥江县 
9 13532127150317 杨仕钱 女 绥江县 绥江县 
10 13532128152978 吴江 男 镇雄县 威信县 
11 13532129150785 付怀超 女 彝良县 彝良县 
12 13532130150016 徐国仁 男 威信县 勐腊县 
13 13532130150032 邵杰 男 威信县 维西自治县 
14 13532130150177 冯敏 女 威信县 镇雄县 
15 13532201151155 郭志祥 男 麒麟区 文山市 
16 13532201151444 刘涛 男 麒麟区 寻甸自治县 
17 13532201153741 潘先旭 男 麒麟区 西盟自治县 
18 13532224153800 龚艳红 女 宣威市 德钦县 
19 13532224156948 杨南 女 宣威市 屏边自治县 
20 13532225151653 刘澜澜 女 富源县 建水县 
21 13532225152829 向金 男 富源县 彝良县 
22 13532227150525 窦宝云 男 师宗县 玉龙县 
23 13532227150555 夏文石 男 师宗县 砚山县 
24 13532227151311 宋崇悌 女 师宗县 西盟自治县 
25 13532228150356 蒋仙兰 女 陆良县 澜沧自治县 
26 13532228150521 肖梦欣 女 陆良县 德钦县 
27 13532228150593 王文丽 女 陆良县 金平自治县 
28 13532233151303 缪丽萍 女 会泽县 墨江自治县 
29 13532233152192 朱正义 男 会泽县 玉龙县 
30 13532233152277 胡润琼 女 会泽县 威信县 
31 13532301150781 李芹艳 女 楚雄市 禄劝自治县 
32 13532323150046 何启乾 男 牟定县 牟定县 
33 13532324150431 卜鹏飞 男 南华县 镇沅自治县 
34 13532401150607 钱昕 女 红塔区 新平自治县 
35 13532401150867 陈语杰 男 红塔区 新平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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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36 13532401150996 朱江 男 红塔区 新平自治县 
37 13532523150034 李林芝 男 屏边自治县 绿春县 
38 13532524150654 李批车 女 建水县 绿春县 
39 13532527150089 高淑萍 女 泸西县 石屏县 
40 13532528150164 白小章 男 元阳县 红河县 
41 13532530150387 方恩武 男 金平自治县 金平自治县 
42 13532531150193 卢来抽 女 绿春县 绿春县 
43 13532531150208 陈明丁 女 绿春县 绿春县 
44 13532621150759 黎方鹿 女 文山市 文山市 
45 13532621150817 张玉海 男 文山市 富宁县 
46 13532622150006 杨曼 女 砚山县 砚山县 
47 13532622150021 高会菊 女 砚山县 马关县 
48 13532622150063 王廷颖 女 砚山县 西畴县 
49 13532622150066 杨洁 女 砚山县 马关县 
50 13532622150545 潘文卫 男 砚山县 麻栗坡县 
51 13532623150060 曾科粉 女 西畴县 西畴县 
52 13532623150230 代云莉 女 西畴县 西畴县 
53 13532624150362 石华艳 女 麻栗坡县 麻栗坡县 
54 13532721150455 冯露红 女 思茅区 景东自治县 
55 13532721150479 黄春苗 女 思茅区 江城自治县 
56 13532721150498 唐问芬 女 思茅区 景谷自治县 
57 13532723150322 白冰 男 墨江自治县 墨江自治县 
58 13532723150408 许浩 男 墨江自治县 墨江自治县 
59 13532723150413 毕玉君 女 墨江自治县 宁洱自治县 
60 13532724150232 阮松林 男 景东自治县 景东自治县 
61 13532724150263 李则强 男 景东自治县 景东自治县 
62 13532726150245 何光桦 女 镇沅自治县 镇沅自治县 
63 13532727150053 黄春宝 男 江城自治县 宁洱自治县 
64 13532727150061 李文华 男 江城自治县 西盟自治县 
65 13532729150156 钟绍英 女 澜沧自治县 澜沧自治县 
66 13532821150666 吉祥 男 景洪市 勐海县 
67 13532901150994 王燕 女 大理市 云龙县 
68 13532923150156 杨敏 男 祥云县 易门县 
69 13532925150510 高紫娟 女 弥渡县 江城自治县 
70 13532927150239 张金丽 女 巍山自治县 南涧自治县 
71 13532929150003 张政 男 云龙县 兰坪县 
72 13532930150623 字春菊 女 洱源县 洱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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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73 13532931150016 李蕊 女 剑川县 兰坪县 
74 13532931150093 赵晓坛 男 剑川县 剑川县 
75 13532932150095 杨雪君 女 鹤庆县 宾川县 
76 13533001150309 杨国英 女 隆阳区 江城自治县 
77 13533202150070 和君凤 女 古城区 玉龙县 
78 13533222150056 杨璐菁 女 永胜县 永胜县 
79 13533223150353 甘晓清 女 华坪县 华坪县 
80 13533223150357 兰金凤 女 华坪县 华坪县 
81 13533223150363 马艳 女 华坪县 永胜县 
82 13533223150372 刘雪梅 女 华坪县 华坪县 
83 13533224150534 潘俐 女 宁蒗自治县 宁蒗自治县 
84 13533224150639 杨兰 女 宁蒗自治县 宁蒗自治县 
85 13533321150189 李巫甲 女 泸水县 泸水县 
86 13533321150251 杨皓 男 泸水县 泸水县 
87 13533321150263 和会平 男 泸水县 福贡县 
88 13533321150289 冯丽平 男 泸水县 澜沧自治县 
89 13533321150514 张学兰 女 泸水县 贡山县 
90 13533325150239 杨八五 女 兰坪县 福贡县 
91 13533325150250 王英 女 兰坪县 福贡县 
92 13533400150156 余绍清 男 迪庆自治州 维西自治县 
93 13533521150343 张志明 男 临翔区 镇康县 
94 13533521150931 施利娟 女 临翔区 德钦县 
95 13533521151352 谢开宇 男 临翔区 沧源自治县 
96 13533522150196 杨亚伟 男 凤庆县 沧源自治县 
97 13533523150003 熊金兰 女 云  县 沧源自治县 
98 13533523150006 赵永飞 女 云  县 耿马自治县 
99 13533523150008 杨建华 男 云  县 耿马自治县 
100 13533523150039 陈春兰 女 云  县 双江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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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医学院拟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1 13532233110354 龚捷 女 会泽县 会泽县 
2 13532724110162 王洲波 女 景东自治县 景东自治县 
3 13532225110390 王良蒋 男 富源县 马龙县 
4 13533121110349 李倩 女 芒市 芒市 
5 13532401110122 白艳 女 红塔区 元江自治县 
6 13532628110014 薛万敏 男 富宁县 富宁县 
7 13532233111480 赵英祥 男 会泽县 官渡区 
8 13533523110036 廖振宇 男 云  县 临翔区 
9 13533024110005 陈丽姣 女 龙陵县 龙陵县 
10 13532228110112 郭怡彤 女 陆良县 沾益县 
11 13530129110816 马寻院 女 寻甸自治县 寻甸自治县 
12 13532901110562 高林倩 女 大理市 永平县 
13 13532233111322 陶忠彩 女 会泽县 澄江县 
14 13532233111376 赖艳 女 会泽县 嵩明县 
15 13532228111548 金丽英 女 陆良县 师宗县 
16 13532227110429 赵晨曦 女 师宗县 文山市 
17 13532233110325 王坤伟 男 会泽县 香格里拉县 
18 13530125110287 董元洪 男 宜良县 耿马自治县 
19 13532227110420 王思铭 女 师宗县 泸西县 
20 13532131110136 叶家欣 女 水富县 大关县 
21 13533321110358 李年 女 泸水县 泸水县 
22 13533325110283 杨剑娟 女 兰坪县 兰坪县 
23 13532427110166 王茜茜 女 峨山自治县 易门县 
24 13530127110041 卜继东 男 嵩明县 富民县 
25 13532227110622 谢彦波 男 师宗县 华坪县 
26 13532329110063 李会支 女 武定县 彝良县 
27 13532224113501 彭国新 男 宣威市 隆阳区 
28 13532721110954 罗芬 女 思茅区 镇沅自治县 
29 13532623110029 刘丹 女 西畴县 西畴县 
30 13532233110828 康鑫 女 会泽县 红河县 
31 13532927110034 袁秀波 女 巍山自治县 巍山自治县 
32 13532724110166 解明月 女 景东自治县 宁洱自治县 
33 13532401110437 董玲升 女 红塔区 新平自治县 
34 13532233110882 肖秋华 女 会泽县 古城区 
35 13532622110750 白海兰 女 砚山县 砚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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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定向地 
36 13533400110064 此里拉争 女 迪庆自治州 德钦县 
37 13533224110013 马秀兰 女 宁蒗自治县 宁蒗自治县 
38 13532901111371 左杨 女 大理市 漾濞自治县 
39 13532925110114 李梅 女 弥渡县 洱源县 
40 13533221110033 陆沁 女 玉龙县 玉龙县 
41 13533522110067 李波 女 凤庆县 昌宁县 
42 13532327110006 尹彦翔 男 永仁县 景洪市 
43 13532622110038 刘红敏 女 砚山县 石屏县 
44 13533521110193 欧阳霞 女 临翔区 双江自治县 
45 13532721111136 邓正群 女 思茅区 景谷自治县 
46 13532901111333 何鹏 男 大理市 绥江县 
47 13532821110147 张文静 女 景洪市 勐腊县 
48 13533321110407 李慧梅 女 泸水县 贡山县 
49 13532124110669 李顺旭 女 盐津县 盐津县 
50 13532529110251 苗耕 男 红河县 金平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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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云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定向就业协议书 

 

 

甲方：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地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职务：                 

 

 

乙方：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法定代理人：                   （乙方签约时未满 18周岁填写）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丙方（履约保证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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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

教育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发改社会〔2010〕1198

号）等文件精神，甲乙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就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事宜达成以下协议，并共同遵照

执行。 

一、总则 

第一条 本协议中“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是指为

重点充实乡镇卫生院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

人才，依据农村卫生队伍建设发展需求而实施的医学生免费定向

培养，要求志愿并获准接受免费培养的学生须按本协议约定完成

学业，取得毕业资格（有毕业证书，下同），并按本协议约定定

向就业。 

第二条 乙方清楚知悉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的内

容，志愿参加“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项目，并承诺： 

（一）完成            （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制

五年）高等医学教育取得毕业资格； 

（二）一经取得毕业资格即服从甲方安排，到甲方指定的乡

镇卫生院定向就业且在定向服务单位连续工作 6年（含 6年）以

上（以下简称服务期）。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负责在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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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为乙方提供聘任岗位，安排乙方到定向服务单位就业。 

第四条 负责督促定向服务单位与乙方及时签订岗位聘用

合同，纳入编制管理，并协调有关部门，为乙方到定向服务单位

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 

第五条 有权对乙方的履约情况进行管理，对乙方在校期间

的情况进行监督，并有权督促乙方于毕业后及时到定向服务单位

工作。 

第六条 有权建立乙方的诚信档案，公布乙方不诚信记录，

并将乙方诚信情况逐级上报至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在校学习期间，享受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享受

补助生活费。 

第八条  乙方在学校发放就业报到证 15 日内，按时到甲方

（即定向服务单位的主管部门）报到，办理就业相关手续。 

第九条 乙方到定向服务单位工作后，须认真履行岗位职

责，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单位的领导与管理。 

第十条 在服务期内，依法享受法律政策规定的节假日及公

休假，工资福利待遇，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 

第十一条 在服务期内，应当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第十二条 乙方在服务期内不得变更执业地点，不得改变服

务单位；特殊情况下经甲方同意，可在本县（区）农村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之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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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乙方在服务期内，享有同定向服务单位职工同等

的进修学习的待遇，但不得以升学、培训、调动等为由提出不履

行服务期限的约定。 

四、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乙方在校期间考核结果达不到学校授予毕业证

书条件或因可归咎于乙方的其他原因(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除

外)，致使乙方无法按时取得（按时取得是指在本协议约定的学

制期限内，本科自录取之日起 5年）毕业资格的，甲方有权选择： 

（一）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退还已享受的减免的学费、住

宿费、补助生活费等教育费用。 

（二）在学校允许延期毕业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乙方尽快取

得毕业资格并于学校发放就业报到证 15日内到甲方报到。 

如甲方选择上述第（二）种方式，乙方承诺超过学制年限的

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且如乙方未能在允许的延长期限内取得毕

业资格，或者出现其他甲方认为不适宜到定向服务单位服务的情

形，甲方仍有权选择按本条第（一）种方式处理。 

第十五条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自行放弃学籍的，甲方有权

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退还已享受的减免的学费、住宿费、补

助生活费等教育费用并支付甲方相当于前述教育费用 50%的违

约金。 

第十六条 乙方无法定或约定的正当理由，毕业后未按本协

议规定时间报到或未按甲方要求时间到定向服务单位工作，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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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面通知送达乙方 1个月后乙方仍未报到工作的，乙方须应甲

方要求立即退还已享受的减免的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等教

育费用并支付甲方相当于前述教育费用 50%的违约金。 

第十七条 如乙方未履行完成约定服务期限（包括但不限于

乙方单方面与定向服务单位解除聘用协议，或因违反定向服务单

位规定，或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被定向服务单位依法解聘等情形），

从离开岗位之日起，乙方应当按每少服务 1年向甲方支付 1/6乙

方所享受的减免的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等教育费用的比例

向甲方一次性退还教育费用（不满 1年的按 1年计算），并支付

甲方相当于前述教育费用 50%的违约金。 

第十八条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服务期内变更执业地点或改

变服务单位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从离开定向服务单位岗位之日

起，按每少服务 1年向甲方支付 1/6乙方所享受的减免的学费、

住宿费、补助生活费等教育费用的比例向甲方一次性退还教育费

用（不满 1年的按 1年计算），并支付甲方相当于前述教育费用

50%的违约金。 

第十九条 乙方无法定或约定的正当理由，未按照本协议约

定按时到甲方报到或未履行完成约定服务期限，或者未按本协议

约定承担退还教育费用及／或其他违约责任，该不诚信行为将被

记入诚信档案。 

第二十条 甲方未履行为乙方提供就业岗位的责任，在乙方

到甲方报到１个月后，甲方无正当理由仍未能提供就业岗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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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有权自行另谋其他就业职位，而无需就其另谋职位的行为向

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五、协议终止与解除 

第二十一条 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第二十二条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否则乙方应当向甲方退还已享受的减免的学费、住宿费、补助生

活费等教育费用并支付甲方相当于前述教育费用 50%的违约金。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如乙方提出终止本协议申

请，甲方应予同意： 

（一）在校期间，经校方指定的三级甲等医院专家集体诊断，

并出具书面诊断书，确因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 

（二）在服务期内，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三级甲等医

院专家集体诊断，并出具书面诊断书，确因身体原因不宜从事医

疗卫生职业。 

六、不可抗力 

第二十四条 “不可抗力”是指双方在签订本协议时不能预

见，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该事件

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规定或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战争等。 

由于上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协议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或

延迟履行的，双方无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在合理期限内

向对方书面说明不可抗力的事由。 

七、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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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本协议约定与法律、法规及“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免费培养”相关政策规定或精神不一致的，按照法律法规及

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本协议部分条款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无效的，不影响协议其

他条款的法律效力。 

第二十六条 因本协议引发的一切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

决。 

第二十七条 本协议书一式五份，甲、乙、丙方各执一份，

一份交承担乙方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存入乙方个人档案，一份交

云南省卫生厅保存，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八条 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补充，其条

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二十九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 

八、履约保证 

第三十条  丙方是乙方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履约保证人，若乙

方不履行本协议或履行本协议有瑕疵出现违约行为时，丙方与乙

方承担连带责任。 

附件：1.经签署的乙方身份证复印件 

2.经签署的乙方法定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乙方                                  

签约时未满 18周岁时提供） 

3.经签署的丙方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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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签署页）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法定代理人：（签字）            （乙方签

约时未满 18周岁时签署）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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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定向就业协议书签署情况反馈表 
 

 

县卫生局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拟录取 
学生姓名 

性别 
高考 
成绩 

生源地 培养学校 学制 
县卫生局签署协议的
法定代表人 

签署协议时间 

XXX   XX州（市）XX县（区） XX  学院 五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