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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和自身
建设情况



辽宁省抗癌协会 ，是由辽宁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

省民政厅登记注册， ,是致

力于癌症防治和康复的专业性学术团体。

现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1名，由辽宁省肿瘤医

院罗娅红主任医师担任，秘书长1名，由辽宁省医

学交流中心徐洪斌副主任担任，有副理事长7名，

常务理事30名，理事102名。

辽宁省抗癌协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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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我省的各大医疗机构、医学院校及科研

院所。

积极响应中国抗癌协会号召，

大力发展会员，扩大抗癌队伍



多次召开辽宁省抗癌协会各专委会会议大力发展会员，并
将会员发展工作列入各专委会绩效考核项目之一



 面向
吸纳抗癌协会会员、

学生会员

 面向 发布吸纳抗癌协
会会员通知



启动辽宁省省内十四个市的市抗癌协会筹建工作

召开了辽宁省各市抗癌协会工作会议

目前十四个市除沈阳、抚顺已成立市抗癌协会外，辽阳
已通过审批，其余十一个市的市抗癌协会亦已在积极筹

备中



成立辽宁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俱乐部

为更好的发挥省抗癌协会的抗癌力量和为癌症患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辽宁省抗癌协会
目前已完成癌症康复俱乐部的筹建工作，2019年1月22日将举行启动仪式。



成立辽宁省抗癌协会名医俱乐部

为更好的发挥省抗癌协会的抗癌力量和为癌症患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辽宁省抗癌协会
目前已完成辽宁省抗癌协会名医俱乐部的筹建工作。



召开了辽宁省抗癌协会第六届

五次全体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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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好2018中国肿
瘤学大会的承办工作



承办2018中国肿瘤学大会

大会时间：2018年8月17-20日

大会地点：沈阳新世界博览馆（K11）



辽宁省抗癌协会2018中国肿
瘤学大会筹备组框架

筹备办公室

科普宣传

学术会议

筹备领导小组

外事交流

办公室 姜文研 蔡路颖、中国抗癌协会

白静慧 杨宇红

樊文竹黄波

王俊红李森

联络

联络

联络

联络

罗娅红 朴浩哲



地点：沈阳龙之梦酒店
（5楼 晶松厅）

时 间： 2018年1月7日（星期日） 9:00--11:00

参会人员：中国抗癌协会、省市政府、省市卫生计生委、

省市科协、市公安局、省抗癌协会等相关领导、

赞助企业、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代表、我院领

导班子及中层干部。

主 持 人： 副院长 党委副书记 于韬

2018中国肿瘤学大会新闻发布会

2018年1月7日新闻发布会
（沈阳）

86



1月7日新闻发布会（沈阳）



辽宁省抗癌协会与辽宁省肿瘤医院携手承办2018中
国肿瘤学大会（CCO）！

2018CCO大会于8月18日在辽宁省沈阳市隆重开幕，大会盛况空前，共有 、500余名医院院长、
参会。本次大会设立1个主会场，8个主题会场，77个分会场，923位国内

外肿瘤学领域知名学者、专家进行学术讲座。在 。
同期， 参加大会组织的万人科普专场，1300余位康复会患者参加“同一天一起行”等患者交
流活动。大会征文共计9003篇，青年论文3506篇，论文数量创历届之最。



辽宁省抗癌协会荣获CCO大会稿件组织奖第二名及
参会组织奖第一名！

推荐主旨报告
1项

会议规模和影响、院士参会人数、论文总数、讲座专家人数、
国外专家数量、学术专场数量、学术成果发布数量、媒体报道
总数、直播覆盖人数等均创历届之最，成为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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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学术继教活动情况



1月4日

3月17日

8月17日

10月23日

12月12日

辽宁省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巡讲--阜新站

2018东北地区肿瘤影像高峰论坛

2018中国肿瘤学大会

2018年学术讲座及实验技术培训与交流

老年肿瘤营养会议

100人

300人

32000人

114人

100人

开展学术活动情况

自1月至12月举办、承办国内学术活动48次、参加人数36824人次











规范化肿瘤分子

检测平台建设
第五届辽宁省抗癌协会

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

会学术年会暨第三届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

肿瘤心理与姑息治疗

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

年会暨肿瘤心理学培训班

2019年奉天乳腺

癌MDT高峰论坛

2019年肿瘤

化疗学术年会

辽宁省胸部肿瘤微

创手术技术应用培训

辽宁国际肺癌高峰论坛

乳腺整复术在

保乳手术中的应用

辽宁省大肠癌高峰论坛

结直肠癌肝转

移的诊疗策略

北方乳腺

癌论坛

申报2019年 继续教育项目20项

消化道肿瘤高峰论坛

妇科恶性肿瘤微创

治疗新进展学习班

2019头颈肿瘤

精准化治疗峰会

术中超声的临床应用

子宫颈癌的影像学诊疗

新技术规范化培训学习班

癌症早诊

早治培训班

肿瘤药物

临床试验培训

2019沈阳胃癌

诊治高峰论坛

2019沈阳肿瘤

营养支持论坛

乳腺肿瘤整形学习班



申报2019年 继续教育项目8项

辽宁省抗癌协会第七届临床细胞专业委员会
细胞病理专科基层培训巡讲

辽宁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
员会年会

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学
术会议

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影像专委会宫颈癌影像
诊疗新技术规范化培训班

胰腺癌治疗新进展

恶性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研讨会

皮瓣修复技术在恶性软组织肉瘤手术中的应
用

结直肠癌治疗新进展



2018

辽宁省抗癌协会

2018年肿瘤化疗

学术年会

胃肠道肿瘤

治疗规范

2018年中标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13

项均已顺利完成

辽宁省万名医生

肿瘤学培训（第二期）

第十届中国肿瘤
学术大会

“万名医生肿瘤
学培训”——辽
宁站（外科专场

培训会）

辽宁省大肠癌
高峰论坛

局部进展期胃癌术
前同步放化疗

规范化肿瘤分子检测
平台建设

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培训会

肿瘤药物临床
试验培训

肿瘤病人VTE风险预
警及护理干预新进展

肿瘤患者疼痛
规范化护理管

理



承办其他继教活动8项

① 2018肿瘤多学科协作治疗（MDT）学术会议暨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MDT专委会学术会议、举办日期：2018年11月10-11日、级别：国家级、举办
地点：沈阳北约客维景大酒店、培训人次200人。

② 肝胆胰肿瘤微创治疗新进展、2018年12月7-8日、国家级、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0人。

③ 第四届输液港技术培训班、2018年8月15日、国家级、中国医大一院、培训30人。

④ 辽宁省国际肺癌高峰论坛暨辽宁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诊疗与智能辅助论坛、2018年10月20日、省级、北约客宾馆；培训300人次。

⑤ 氧化苦参碱对肠粘膜免疫免疫屏障的保护作用，2018年5月5日-6日，省级，辽宁省人民医院，培训人次40人。

⑥ 肺癌综合诊治进展、2018年7月12日-13日、国家级、丹东市滨江中路158号，培训人次：200人。

⑦ 肺癌精准治疗及最新进展、2018 年9月4日、国家级、辽宁省肿瘤医院2号楼10楼会议室，培训人次：150人。

⑧ 辽西淋巴瘤论坛暨淋巴瘤省级继续教育，2018年12月22日，属省级继续教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机关楼三楼，培训人次：100人。



2018年推荐工作

申报2019年青年科学家奖

推荐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2人（张睿/辽宁

省肿瘤医院；徐莹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推荐理事、青年理事

推荐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理事5人

推荐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会理事5人

推荐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评

审专家10人



辽宁省抗癌协会获2017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罗娅红/辽宁省肿

瘤 医院），三等奖1项（金锋/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获评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协会代表2名、
委员2名（罗娅红、朴浩哲）

获评第十一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2人（钟红珊，中国

医科大学；刘也夫，辽宁省肿瘤医院）

推荐2018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10项（中奖7项，其中1等
奖1项，2等奖3项，3等奖3项）

其他获奖或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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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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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4日世界癌症日，由辽宁省抗癌协会、辽宁省肿瘤防治办公室、辽宁省

肿瘤医院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共同举办抗癌宣传活动，今年的“世界抗癌日”主题是

“聚合资源、协同抗癌”。

参与科技工作者154人，直接受益人数1130人，预计受益人数5000人，张贴海报

宣传画120张，发放科普知识印刷品2670份，科普图片展览1场，媒体报道情况1

个（中新辽宁）。



1

2月5日下午13:30“大咖帮你抗肿瘤、健康科普讲坛
、市民公开课”活动的启动仪式在辽宁省肿瘤医院门
诊大厅举行

世界癌症日义诊活动于2月5日上午8:30在辽宁省肿

瘤医院门诊大厅举办

2

3
病理专家讲解病理切片，为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家属分发
癌症诊治宣传册。



3

食管癌专业委员会联合辽宁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一病
区、沈阳市大东区政协医药卫生委员会及大东区万泉
街道办事处在东逸社区科普大学共同举办“世界癌症
日”主题活动

临床细胞学专委会2月5日下午于皇姑区桔蔷社区、

柳江社区举办肿瘤防治宣传公益讲座

4

5
医院内循环播放医院制作的科普宣传片，悬挂条幅，发
放《肺癌》、《胃癌》等相关科普手册



鞍山市肿瘤防治办、鞍山市肿瘤医院、鞍山
市癌症康复协会

在鞍山市肿瘤医院新门诊楼一楼大厅举行了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条幅、向市民发放肿瘤预防知

识宣传材料，肿瘤医学专家为广大市民进行了咨询服务，鼓励肿瘤病人积极进行治疗，增强抗癌信心，

提高生活质量。向群众发放了肿瘤预防和慢性病防治手册等宣传材料5种近百余份，咨询受益人数达50

余人次。



抚顺市抗癌协会
 2月2日，“抚顺—盛京乳腺癌专家沙龙”。

 2月2日到定点帮建的贫困地区清原县夏家普镇卫生院，开展“春雨
惠民”健康义诊帮扶活动。

 2月4日，走进中国人保抚顺分公司为100余名工作人员和客户，进
行乳腺疾病防治科普知识讲座。

 2月3-4日，抚顺市第四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崔琳，配液中心药师
高薇分别走进抚顺电台直播间，进行健康接力棒科普讲座。

 2月2-4日，抚顺市第四医院在全院范围内开展肿瘤防治宣传活动，
各科室积极响应，开展具有科室特设的健康讲堂及宣传活动。



普及常见癌、多发癌的防治知识

活动期间分别于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

省肿瘤防治办公室联合鞍山市肿瘤防办、

抚顺市抗癌协会、苏家屯血栓病医院通

过电子屏、宣传图片、张贴世界抗癌日

宣传海报等，同时制作播放抗癌宣传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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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于2018年4月15日-2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本届宣传

周主题是：“科学抗癌，关爱生命”，副主题为“抗癌路上，你我同行”。参与科技工

作者270人，直接受益人数3300人，预计受益人数10000人，张贴海报宣传画150张，

发放科普知识印刷品5000份，媒体报道情况1个（辽宁广播电视台）。





组织辽宁省肿瘤医院专家于4月16日在辽宁省肿瘤医院5号
楼一楼门诊大厅开展了大型义诊活动



本次义诊除了向就诊患者及家属发放抗癌科普宣传资料，还有来自辽宁

省肿瘤医院护理部的护士免费为就诊患者检测血压，受到了患者的广泛

欢迎。



举办义诊活动

鞍山市 抚顺市

本溪市 铁岭市

播放肿瘤科普筛查公益
宣传片

丹东市 锦州市

省内各市



建有科普专家团队，协会会员单位辽宁省肿瘤医院是全国

肿瘤科普教育基地，每年举办大量科普活动。



承办2018CCO万人科普专场



各地科普分会场

辽阳沈阳

大连

鞍山

本溪丹东葫芦岛

营口盘锦



开展其他科普活动及媒体访谈29次
① 2018年12月1日，世界志愿者日纪念活动，地点：盛京医院滑翔院区；受益人数：300人。

② 2018年11月27日，王立明教授，大连广播电台《刻不容缓》栏目。

③ 2018年11月6日，辽宁省肿瘤医院门诊二楼、市民公开课，50人。

④ 2018年10月13日，本溪，科普宣教：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受益人数：200人。

⑤ 2018-10-26，辽宁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二病区，肝癌科普大讲堂，受益人数：100人。

⑥ 2018-12-03，辽宁省肿瘤医院5号楼，遗传性肿瘤科普讲座，受益人数：100人。

⑦ 2017年12月20日，地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11楼多功能厅，开展科普宣教，受益人数：约400位。

⑧ 2018年12月26日，媒体访谈，地点：辽宁广播电视台，内容：FM103.4生活广播《健康来了》节目邀请曲秀娟教授讲解肿瘤
标志物升高的意义。

⑨ 2018年1月27日于北镇中医院义诊，2018年3月24日北镇罗罗堡乡卫生院义诊及科普宣传，2018年5月12日于北镇正安村卫
生院义诊，2018年7月21日凌海班吉塔镇医院义诊，2018年9月15日黑山八道沟镇卫生所义诊及科普宣传，2018年11月10日薛
屯乡卫生院义诊及科普宣传。年受益约700余人

⑩ 2018年8月16日营口向阳石化集团，受益约100人。

⑪ 2018年8月17日辽宁省肿瘤医院俱乐部，受益约200人。

⑫ 每周三于辽宁省肿瘤医院综合内科开展阳光心理俱乐部活动，为广大肿瘤患者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受益约500人。



⑬ 世界睡眠日于辽宁省肿瘤医院门诊开展了科普宣教活动，受益约100人。

⑭ 世界疼痛日于辽宁省肿瘤医院门诊开展了科普宣教活动，受益约150人。

⑮ 重阳节于辽宁省肿瘤医院门诊开展了科普宣教活动，受益约80人。

⑯ 2018年5月30日、中国医大一院、乳腺癌患者健康联谊会，受益人数400人。

⑰ 哮喘日（2018.5.6）、慢阻肺日（2018.11.21）、无烟日（2018.6.7）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科普宣传、义诊及媒体访谈，
受益人数500人。

⑱ 生物治疗专委会于辽宁省肿瘤医院组织学术沙龙技术培训:20场，受益人数500人。

⑲ 2018.2.9秦宝丽主任委员带领科室医生到沈阳市东逸社区科普大学进行“世界癌症日”主题义诊活动，受益人数80人。

⑳ 2018.10.30秦宝丽主任委员到辽宁省直机关工委进行“癌症防控，重在自身”的科普讲座，受益人数60人。

21 2018.11.26秦宝丽主任委员在本院门诊大厅进行“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科普讲座，受益人数50人。

22 2018年9月6日大连市秋季大型义诊，辽宁省大连市星海广场，收益2500人次。

23 2018年11月26日肺癌宣教，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益110人。

24 2018年4月18日，患教会，地点：辽宁省肿瘤医院内科病房10楼，受益人数：50余人。

25 2018年6月14日，患教会，地点：辽宁省肿瘤医院内科病房10楼，受益人数：50余人。

26 2018年10月17日，市民公开课-马锐，地点：辽宁省肿瘤医院门诊2楼候诊区，受益人数：50余人。

27 2018年2月皇姑区柳江社区，肿瘤科普宣传，受益人数120人。

28 2018年2月义诊咨询，中国医科大学，受益人数50人。

29 《名医直播间》89期 主题：《淋巴癌的诊断与治疗》播出时间：19:30—20:00（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中华医学影像案例解析宝典》，罗娅红，主编

《乳腺影像与病理-基于病例分析（精）》，罗娅红，主译

《肿瘤MDT诊疗系列丛书》，罗娅红，主编

《2018年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夏书月，参编

《临床人体解剖图谱腹部外科分册》，葛春林，副主编

《曾宪九胰腺病学》，葛春林，编委

《肝胆外科临床实践与诊疗进展》，张志强，编委

《便秘古代医方荟萃》，张志强，编委

《肿瘤心脏病治疗手册》，崔晓楠，编委



① 梁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辽宁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委会常委、青年委员主任委员/1篇/影响因子5.5。

② 秦宝丽/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篇/影响因子5。

③ 张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辽宁省抗癌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篇/
影响因子5.638。

④ 朴浩哲/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1篇/影响因子6.217。

⑤ 于韬/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秘书长/1篇/影响因子5.5。

⑥ 李航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4篇/影响因子6.7、6.217、7.776、6.217。

⑦ 李松柏/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1篇/影响因子10.247。

⑧ 王振宁/中国医科大学/辽宁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3篇/影响因子6.537、7.36、10.557。



理事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市级以上科技奖励23项
① 罗娅红/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② 王立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2018年获辽宁省特聘教授。

③ 于韬/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秘书长/荣获2018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

④ 张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辽宁省抗癌协会甲状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届中国医师节沈阳市杰出医师奖。

⑤ 白静慧/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老年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2018年荣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价一项(18311012)循环肿瘤细胞
VEGFR的表达与结直肠癌预后的关系。

⑥ 修自光/北票市中心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北票市十大杰出青年。

⑦ 杨本强/沈阳市军区总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2018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⑧ 马锐/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荣获2018年“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称号。

⑨ 白希壮/辽宁省人民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荣获2018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⑩ 刘也夫/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荣获2018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⑪ 刘宏旭/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主任委员/荣获2018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

⑫ 李航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沈阳市高层次领军人才、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沈阳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⑬ 郭军/抚顺市中心医院/市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2018年市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⑭ 李晓玲/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辽宁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2018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⑮ 金京哲/丹东市第一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⑯ 谢晓冬/沈阳军区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秘书长/2018年沈阳市医师协会优秀主任委员。

⑰ 朴浩哲/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获2018年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中国医院协会2018年优秀院长、优秀党务工作者、辽宁五一劳
动奖章、在改善患者就医感受、深入落实2017年度“进一步改善医疗行动服务计划”宣传报道和主题活动中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组织奖”。

⑱ 王振宁/中国医科大学/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秘书长/荣获2018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



向总会报送信息情况

① 2018世界癌症日活动总结。

② 完成2017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获奖项目宣传材料征集工作。

③ 为中国抗癌协会组织出版《逢生》癌症患者故事图书提供素材。

④ 完成中国抗癌协会的刊物——《中国抗癌协会通讯》（季刊）投稿任务。

⑤ 推荐第二十一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候选人1人。

⑥ 推荐中国抗癌协会“展风采，树楷模”优秀党员科技工作者2人。

⑦ 推荐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研究青年科学基金1人。

⑧ 推荐中国科协第十五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1人及未来女科学家奖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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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情况



开展国际交流活动情况

开展国际合作项目3项:

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情况：参加国际会议32人次，其中参

加中国抗癌协会组团的国际学术

会议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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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情况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情况

 向政府建言献策情况：

1.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对恶性肿瘤早期

筛查、早期诊断支持的建议

2.两癌筛查工作调研及建议

3.医联体改革意见及建议

 承接政府职能情况：

1.省内优秀科研成果评审工作

2.肿瘤科普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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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宣传情况



信息宣传情况
网站情况：

 提高网站职能，设立独立的辽宁省抗癌协会网站，

网址：www.lnskaxh.com



被媒体报导情况：

① 2018中国肿瘤学大会新闻发布会

2018年1月7日（星期日） 9:00--11:00在沈阳龙之
梦酒店5楼晶松厅举行了2018中国肿瘤学大会新闻发布会。
辽宁日报、辽沈晚报、沈阳日报、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
社、中新社辽宁分社、人民网、东北新闻网、腾讯大辽网、
健康界等多家媒体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并进行了详实报
道

② 2018年中国肿瘤学大会

在线直播观看人数达108万，参与媒体210家，报道达500余
篇。



③“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辽宁省第二十四
届肿瘤防治宣传周系列之启动仪式

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健康朋友圈》栏目组联合主办，辽宁
广播电视台《健康朋友圈》节目嘉宾主持尚书以电视论坛《尚
书和他的朋友们》与辽宁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孙楠教授就
肺癌、乳腺癌、肝癌……的诱因、筛查方法、预防措施、合理
饮食等把与会者引入了科学防癌、早防早治的宣教活动中。会
后，辽宁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朴浩哲教授就脑部肿瘤的预防和精准治疗、癌症早诊早治的
重要意义接受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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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情况



 个人会员不收会费；

 医疗机构事业单位每年2000元，

 企业单位每年3万元。

收取会费标准

财务管理方式

换届财务交接情况
辽宁省抗癌协会在进行换届工作时，财务由专业的会

计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监督，保证本会的资产使用合

规合理，交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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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辽宁省抗癌协会工作计划



1、加强组织建设工作，规范各项工作流程。督促理事积极

参加协会工作，鼓励会员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定期召开

理事会议和常务理事会议，积极稳妥地推进协会工作。

2、做好继续医学教育工作，是提高抗癌力量的根源，辽宁

省抗癌协会在2019年，将一如既往的将继续医学教育工

作作为本协会的首要工作任务之一。

继续加强协会管理工作

3、进一步加强组织机构建设与管理工作。我会现有专业委

员会32个，协会2019年将履行职责，组织各专业委员

会完成换届工作及开展学术活动。



公益活动

义诊

癌症康复俱乐部

世界癌症日活动

全国肿瘤

防治宣传

周活动

世界无

烟日

肿瘤防治宣传工作

辽宁省抗癌

协会网站管

理



继续教育方面，协会将

协同各专业委员会开展

学习班及培训班。

根据我省的癌情与诊治现状，

倡导肿瘤多学科的规范化综

合治疗与临床协作是协会的

重点工作。

做好学术交流与继续教育工作

督促各专业委员会完成每年要举办

1次的本学科学术交流活动，并将

其学术活动计划、总结等相关材料

上报辽宁省抗癌协会存档备案。

完成中国抗癌协会及辽宁省科协布置的任务

中国抗癌协会的相应工作。

(2) 上报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调查意见建

议报告、完成下达的调查任务。

(3)辽宁省科协的相应工作，如：发表文章、

综合统计年报工作、科协会员日、 科普

日、重点项目资助申请等。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增强协会的发展能力

1、进一步加强协会人才队伍建设，团结和动员全省肿瘤科技工作者，积

极吸纳新会员，加强与会员的沟通和联系，增强协会凝聚力

2、加强与国内抗癌协会和国际肿瘤防治机构的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的肿

瘤防治经验，积极开展肿瘤基础与临床研究，促进我省肿瘤防治水平的不

断提高。

3、积极督促辽宁省其余十一个市市抗癌协会组建工作。



做好协会的基础资料整理、
备案及党务工作

做好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相关
工作

2018年本协会将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将工作进

一步细化，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实行规范

化管理。为把我省抗癌协会建设成充满生机与

活力的肿瘤学术团体而努力奋斗！

辽宁省抗癌协会将设立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青年

科研基金，同时继续做好辽宁省抗癌协会优秀科

技工作者评选工作，为科技工作者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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