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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又多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今秋招生
考生请记住学院招生代码为 5791
1 学院概况
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是经四川
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达州
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公办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学院座落于有“中国气
都、巴人故里”美誉的四川省达州
市，地处犀牛山下、州河之滨，环境
优美，交通便捷。学院占地 535 亩，
建筑面积 12 余万平方米，教学科研
设备 4500 余万元，专业实验室 31
个，图书 18 万册，标准多媒体教室
和语音室 62 个，标准运动场 1 个。
学院现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专
兼职教师及辅导员队伍 288 人，其
中 研 究 生 占 40% ；高 级 职 称 占
31.25%；双师型教师占 78.47%。目
前开设有护理、中药学、中医康复技
术和中药生产与加工、康复治疗技
术、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 7
个专业。学院现有直属附属医院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该院
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康复于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医院。
学院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
展需求为导向，按照“立足川东北、
辐射川渝陕”的办学思路，坚持“中
医药特色发展，中西医结合并重，发
扬中医药优势，服务人民健康”的办
学方向，为中医药卫生事业、中药产
业和医养、康养产业培养高素质新
型技能人才，全面建成区域优势突
出、学科特色鲜明的一流人才培养
基地、一流中医药科研院校。

2 专业介绍
护理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护理行业发展需
要的，具有护理学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能在各级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临床护
理、老年护理、中医护理、预防、保
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等护
理工作的技术技能型专业人才。
主干课程：解剖学、生理学、药
理学、护理学基础、内科护理学、外
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儿科护理

学、急救护理学、人际沟通、护理礼
仪等课程。
就业方向：在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保健和
养老机构从事普通临床护理、口腔
护理、中西医结合护理、急危重症护
理、社区护理、老年护理及卫生保健
工作。
中药学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中药专业
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能在基层
医院从事中药的临床应用、药品生
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监督系
统工作的技术技能专业人才。
主干课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
学、分析化学、中药学、方剂与中成
药、中药药理学、药用植物学、中药
鉴定技术、中药炮制技术、中药药剂
学、中药制剂检测、药事管理与法规
等课程。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药品生产
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监督系
统、医药药房从事中药调配、制剂、
营销、质量检验及加工生产等工作。
中医康复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人文素养、实践能力，具备
康复治疗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
康复评定和康复治疗的基本技术及
其应用能力，以及人际沟通、团队合
作和利用社会康复资源能力，能胜
任基层医疗与康复机构的康复治疗
或相关岗位的技能型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解剖生理学、中医学
基础、基础医学概要、临床医学概
要、经络与腧穴、推拿学、中医传统
治疗技术、康复评定技术、康复治疗
技术等课程。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各级综合
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和各级专科性
教学系名称
护理系
药学系
康复系

专业名称
护理
中药学
中药生产与加工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影像技术
康复治疗技术
中医康复技术
合计

康复中心、残联康复中心、民政福利
康复机构从事康复治疗士（师）工
作，
毕业生也可自主创业。
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中药生产
与加工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
能，能在各级企业从事中药生产技
术指导、经营管理，具有较好人文和
职业道德素养且下得去、留得住、用
得上、干得好的紧缺中药生产与加
工技能型人才。
主干课程：中药药剂学、中药化
学、中医学基础、中药学、生药学、中
药材采收、加工与储运技术、药用植
物栽培技术、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
学、中药分析学。
就业方向：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可从业领域为：中药检验、中药研
究、中药新药开发、医药院校、药厂、
医 院 、医 药 公 司 等 方 面 的 技 术 工
作。毕业后主要从事中药师、药剂
师、验收员等工作。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与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卫生事业发展要求
相适应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人
文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掌握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必备的基础知识
和专业技能，面向二三级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民政残联系统康复机构、
特殊教育学校、社区康复中心等机
构能够从事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认
知言语治疗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康复治疗师。
主干课程：开设临床医学概要、
康复评定技术、运动治疗技术、作业
治疗技术、物理因子治疗技术、疾病
康复等课程。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各级综合
性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和各级专科性

招生计划数（人）
700
120
70
200
200
180
180
1650

普通类
文科
理科
240
100
20
20
10
10
70
40
70
40
80
40
70
40
560
290

康复中心、残联康复中心、民政福利
康复机构从事康复治疗士（师）工
作，
毕业生也可自主创业。
医学检验技术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我
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能熟练掌握临床检验、生化检
验、微生物检验、免疫学检验等医学
检验技术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主干课程：开设临床检验、寄生
虫检验技术、血液学及血液学检验、
微生物检验、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免
疫学检验技术等课程。
就业方向：主要面向基层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疾病控制中心、血
站、生物技术行业等从事检验技术
工作，为乡镇及社区医疗卫生保健
服务。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具有扎实的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知识，相关的基
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以及良好的
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服务基层医
疗卫生事业的技能型人才。能胜任
普通放射科、CT 室、MRI 室、超声室
等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及设备保养与
维修的工作。
主 干 课 程 ：人 体 解 剖 学 、病 理
学、影像电子学基础、超声诊断学、
医学影像技术学、医学影像诊断学、
医学影像设备学等专业课。
主要面向基层医院、社区卫生
服务站、疾病控制中心、血站、生物
技术行业等从事影像技术工作，为
乡镇及社区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3 招生计划
对口高职

学分制学费（元/生.年）

360（医药卫生类）
80（医药卫生类）
50（医药卫生类）
90（医药卫生类）
90（医药卫生类）
60（医药卫生类）
70（医药卫生类）
800

4100
4100
4100
4100
4100
4100
4100

学院网站：dzcmc.com 学院地址：达州市通川区西南职教园区犀牛大道北段 邮政编码：
635000
招生咨询电话：0818-2762000 0818-2669990 李老师 13548297456 兰老师 18982866599 严老师 15883739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