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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CCO）于 8月 16-19 日在重庆市隆重召开，大会由中国抗癌协

会主办，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庆抗癌协会承办，国际抗癌联盟（UICC）、中国整合医

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协办，主题为“肿瘤防治，赢在整合”。

大会盛况空前，共有 36 位中外院士、3.24 万名国内外肿瘤医学界精英参会。本次大会

设立 1个主会场，11 个主题会场，77 个分会场，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共计 101 场。2205 位国

内外肿瘤学领域知名学者、专家进行学术讲座，征文总数达到 13479 篇，青年优秀论文投稿

6114 篇，壁报交流 4011 篇，论文数量创历届之最。

大会秉承学术科普并重的办会理念，以重庆为中心，四川、贵州、陕西、湖北、云南等 6

个省市协调开展 93 场科普专场，总计 3.6 万名观众参与现场科普活动。大会在线直播观看人

数达 210 万，网络总观看人数 1530 万人。参与大会报道的中央和省市新闻单位 220 家，会议

报道达 2139 篇。

大会主席

樊代明院士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执行主席

吴永忠教授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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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8 月 17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重庆国际博览中

心举行。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国际抗

癌联盟候任主席 Anil	D'Cruz、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屈谦、重庆大学校长张宗益教授、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副主席徐延豪教授等出席活动并致辞。重庆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吴永忠教授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中全体参会代表高唱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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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防治，贵在整合，难在整合，也赢在整合。”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大会主席樊代明院士表示，现阶段，人们对肿瘤的真实发病原因了解得还不透彻，

仅通过研究或临床经验分辨了部分危险因素。肿瘤不是单因素、单病因，它是多

阶段、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靠一种治疗手段的单打独斗不能起到彻底作用，

只有整合资源力量与学术思想，通过全方位的努力，才可能在肿瘤诊断和治疗中

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樊代明院士

国际抗癌联盟候任主席
Anil	D'Cruz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徐延豪教授

重庆市人民政府
屈谦副市长

重庆大学校长
张宗益教授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
吴永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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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会议亮点之一，2019CCO主旨报告的讲者是经

过层层试讲遴选而定的。候选人由中国抗癌协会各专业委

员会、省市抗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推选产生。3月 28

日，“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CO) 主旨报告遴选暨中国

肿瘤新进展研讨会”在南宁举办。经过两轮激烈的选拔，

最终 8位讲者脱颖而出，成为CCO大会主旨报告讲者，

主旨报告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主持人

樊代明院士

报告人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蒋国梁教授

质子重离子放疗完美么

报告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邵志敏教授

攻克三阴性乳腺癌：路在何方

报告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范先群教授

视网膜母细胞瘤：进展与挑战

报告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解云涛教授

家族遗传性乳腺癌——中国之路

主持人

郑树森院士

主持人

詹启敏院士

主持人

樊嘉院士

Bulletin of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 8



为与会代表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8月 17 日

上午，在重庆举办的CCO大会主会场，蒋国梁、邵志敏、

张志谦等 8位专家就乳腺癌、肝癌、质子重离子放疗、

肿瘤麻醉等前沿进展进行精彩报告，报告代表了我国肿

瘤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亮点，获得了广大参会代

表的热烈欢迎。

主持人

于金明院士

主持人

卞修武院士

主持人

谭蔚泓院士 主持人

林东昕院士

报告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缪长虹教授

麻醉策略：如何影响肿瘤免疫

报告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沈琳教授

中国抗癌药Ⅰ期研究的破与立

报告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志谦教授

肿瘤治疗怎能斩草除根

报告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孙惠川教授

肝癌领域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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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

院士、著名演员罗家英、许晴，主持人曹可

凡相聚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适道仁心”人

文专场，畅谈“生命的本意——肿瘤真的可

怕吗？”，与在场的 3万余参会人士深入分

享人生感悟，以医疗健康为起点，开启艺术

与人生的对话，传递生命离不开健康、生活

离不开责任与担当的正能量。四位讲者的精

彩对话，引发了参会人员的共鸣，会场掌声

不断。医学是科学，但又不仅仅是科学，医

学还有社会学的范畴。医学不仅是对疾病的

治疗，还是要让一个人完整、健康地回到社

会中去。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心愿是医学

最终能让人活的健康，活出精彩。2019 年中

国肿瘤学大会秉承“肿瘤防治，赢在整合”

的主题，以人为本，关注整体，探寻新知，

发挥中国抗癌协会的影响力，动员全体会员，

共同在整合医学之路上深耕、探索。整个人

文专场，气氛热烈，为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保持和谐心态、树立正确劳逸观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的人文推动作用。

人文专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樊代明院士 罗家英先生 许晴女士 曹可凡先生

主持人：吴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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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作为最重要的主题会场，2019CCO中外院士论

坛在 8 月 17 日下午隆重召开。论坛大咖云集，内容

精彩纷呈。论坛邀请 24 位中外院士参与学术交流，

超过 5000名参会代表聆听院士讲学，推广世界最新

肿瘤防控研究成果，彰显国际国内权威专家学术水

平。樊代明、郝希山、汤钊猷、詹启敏、郑树森、

于金明、Andrey Kaprin（俄罗斯）、王存玉（美国）

等中外肿瘤领域资深院士聚焦肿瘤整合医学、防治

策略、基础研究、诊治技术、医学人文等宏大视角，

展开高端学术分享与交流，带领广大参会代表从更

高、更深、更广的维度认知肿瘤医学，探究学科发

展的脉络和本质，提升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转化

思维能力，极大助力了广大肿瘤医学科技工作者的

成长和发展。

樊代明院士在《医学文化的重塑》的报告中指出，

现代医学的发展出现了三个偏向：一是医学专业过

度分化、专科过度细划、医学知识碎片化；二是医

学以治病为主演变成了等待医学和对抗医学；三是

医学异化，过度考虑医学和医生的作用，把某些生

命的自然过程和身体的自然变化都当成疾病进行过

度干预。我们必须下大力气重塑医学文化，用正确

的医学文化来引领医学发展。具体要点包括：第一，

坚持医学的人文性；第二，坚持人体的整体性；第

三，坚持生命的复杂性；第四，坚持研究的真实性。

中外院士论坛专场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
樊代明院士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潘复生院士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汤钊猷院士

俄罗斯国家肿瘤放射中心
Andrey	Kaprin 院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郑树森院士

山东省肿瘤医院
于金明院士

台北医学大学 /	台北癌症
中心彭汪嘉康院士

北京大学
詹启敏院士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王存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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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希山院士在《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和早诊早治》

报告中提出中国女性乳房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女性，

制定适合中国女性特点的群体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势

在必行。中国抗癌协会协同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天津）组织专家团队在分析总结中国女性乳

腺癌筛查数据的基础上，参考了欧美及东亚等国的

最新乳腺癌筛查指南，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水平，分别从筛查起始年龄、筛查方法、筛

查时间间隔三方面，针对中国女性乳腺癌一般风险

人群和高危风险人群制定了首部以人群为基础的规

律性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汤钊猷院士做了题为《试

论中医理念与西医技术的整合》的讲座。西医在局

部与微观方面远胜于中医，而中医则在整体和宏观

方面胜于西医，二者可以互补长短，特别是在西医

技术 + 中医理念的整合上。具体包括局部与整体整

合；攻邪与扶正整合；堵杀与疏导整合；多益与复

衡整合；治病与治病人整合等。 此外，詹启敏院士

《科技创新和医学人文》、郑树森院士《肝癌肝移

植复发的防治》、于金明院士《放射免疫新实践》、

林东昕院士《结直肠癌新型标志物》、卞修武院士《肿

瘤病理表型与智慧病理诊断》、田志刚院士《NK 细

胞与免疫治疗》、李兰娟院士《肠道微生态与肿瘤》、

王学浩院士《原发性肝癌现代综合治疗》、 俄罗

斯 Andrey Kaprin 院 士《Organization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are at 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Radiological Centre(NMRRC)》、美国王存玉院士

《HPV16 impairs cancer stem cell self-renewal 

and resistance to apoptosis》都为大家带来了精

彩纷呈的学术成果分享，获得了参会代表的广泛欢

迎和关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林东昕院士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赵国屏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樊嘉院士

天津市肿瘤研究所
郝希山院士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卞修武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谭蔚泓院士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王学浩院士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
室李兰娟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田志刚院士

主题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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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第四届国际肿瘤精准医学高峰论坛于8

月 16 日至 18 日在重庆举办，大会邀请国内

外顶尖专家及知名学者分享肿瘤精准治疗

最新动态和发展模式，特别是肿瘤精准免疫

治疗的要点、难点及前景与挑战，推动我国

肿瘤精准治疗思路的拓展，为相关专家和行

业领导者搭建分享学术成果和经验交流的

国际化平台，起到促进交流、加强合作、推

动精准医学快速发展和进步的作用。

大会主席郝希山院士做了特邀报告《中

国乳腺癌的筛查》，指出制定适合中国女

性特点的群体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势在必

行，针对中国人群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的

研究也亟需加强。大会共同主席、哈佛大

学医学院 Raju Kucherlapati 教授在特邀

第四届国际肿瘤精准医学
高峰论坛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Webster	K.	Cavenee 教授

哈佛大学医学院
Bruce	Johnson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任秀宝教授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吴朝晖教授

Moffitt	癌症中心
Alan	List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瑞华教授Moffitt	癌症中心魏升教授空军军医大学邢金良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
杨安钢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夏建川教授

北京大学
詹启敏院士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郝希山院士

哈佛大学医学院
Raju	Kucherlapat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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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癌症治疗中的遗传学》中强调癌症是

一种遗传 / 基因组疾病，并详细综述了相关

领域的研究进展。美国科学院院士 Webster 

Cavenee 教授、美国 Dana-Farber 癌症研究

所 Bruce Johnson 教授、美国 MD Anderson

肿瘤研究中心 Samir Hanash 教授、中山大

学徐瑞华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焦

宇辰研究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张宁教授分别

和与会者分享了在胶质母细胞瘤、肺癌、胃

肠道肿瘤、肝癌等领域精准医学的最新成

果。美国 Moffitt 癌症中心 Alan List 教授

和魏升教授、美国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

Nadeem Riaz 教授、重庆大学钱程教授、中

国科学院王盛典研究员则介绍了肿瘤免疫学

和精准免疫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与会专家

还就“新技术与生物信息学在精准医疗中的

应用”和“精准医疗的商业化”等前沿课题

进行了热烈探讨。

主题会场

第四届国际肿瘤精准医学高峰论坛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钱程教授

专题讨论

专题讨论

北京大学医学部张宁教授
常州第一人民医院

蒋敬庭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于津浦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叔人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焦宇辰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王盛典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李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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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作为 2019 年中国肿瘤学（CCO）大会

重要的国际主题会场之一，“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在 8 月 17日下午隆重召开。

在“一带一路”促进癌症防控的重大机遇之

际，国际抗癌联盟（UICC）和中国抗癌协会

（CACA）联合起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解决或利用主要差距和挑战（数据、全民健

康覆盖、全球肿瘤坏死监测标准、国家癌症

控制规划），探讨如何开展行动措施，包括

2019年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世界癌症领导

人峰会和下一次 CCO（2020 年 8 月），以促

进 2020 年 10 月在阿曼举行的世界癌症大会

上的关键合作倡议。

本次会议以专题讲座、案例研究形式

为主体，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

UICC主席 Anil D’Cruz教授进行开幕致辞，

同时 Anil D’Cruz 教授在会中进行题为

《UICC as a Collaborative Platform for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Daiming Fan, President of CACA Anil D'Cruz, President-Elect of UICC Anne W. M. Le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Ranjit Kaur Pritam Singh, 
Breast Cancer Welfare 
Association, Malaysia

Tsetsegsaikhan Batmunkh, National Cancer 
Council of Mongolia, Mongolia

Yeul Hong Kim, Korea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Korea

Han-Kwang Yang, 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Korea

Sally Donaldson, 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

Ying Wang,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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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ncer Community in Belt & Road 

Countries》的大会报告。来自中国、俄罗斯、

蒙古、马来西亚、韩国、日本、以色列等十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肿瘤临床医生及研究学

者在会中进行大会报告，内容涵盖胃癌、乳

腺癌等恶性肿瘤诊疗进展，各地区肿瘤防治

现状及相关经验等。大会报告内容丰富，重

点突出，代表了现阶段部分国家的肿瘤防治

现状，为未来癌症防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进一步促使

UICC 成员和及相关国家的癌症研究学者

共同交流癌症防控领域的最佳做法，推

动“一带一路”国家在癌症防治方面的

紧密合作，不断扩大我国肿瘤领域的国

际影响力。

主题会场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Karine Hetsch, 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

Alexey Mikhailovich Belyaev, N.N. Petrov 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of Oncology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care of the Russia Federation

Ruben Orda, Tel-Aviv University, Israel Kazuhiro Yoshida, Gifu University, japan Melanie Samson, 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

Alexander Mundinger, Niels-Stensen Clinics, 
Marienhospital Osnabrück, German

Mauricio Magalhães Costa, Senologic International Society Lijun Zhang,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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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海峡两岸暨港澳四地肿瘤学术会议邀

请来自海峡两岸多位知名专家出席，中国抗

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大林慈济医院赖

俊良博士进行开幕致辞。两岸四地代表共同

签署两岸四地学术合作备忘录，共同就肿瘤

防治工作进行交流分享。

学术报告第一板块由台北医学大学 /

台北癌症中心彭汪嘉康院士、中国抗癌协会

张岂凡教授共同主持。洪世凯、林宇、刘峻

宇、叶再生、赖泓志等教授聚焦肿瘤立体定

向放疗、缺氧微环境联合放疗、三阴性乳腺

癌、食管胃结合部癌微创手术、液体活检等

领域进行精彩讲座。

学术报告第二板块由新光医院高尚志

教授、厦门弘爱医院应敏刚教授共同主持。

彭正明、肖莉、林孟暐、郭文宏、陈健教授

等交流了关于达芬奇机器人应用、转移性结

直肠癌治疗、胸外科微创治疗、肿瘤液体活

海峡两岸暨港澳四地
肿瘤学术专场

中国抗癌协会樊代明院士

签署海峡两岸暨港澳四地学术合作备忘录

大林慈济医院赖俊良教授

台北医学大学 /	台北癌症中心彭汪嘉康院士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岂凡教授

福建省肿瘤医院叶再生教授 台湾新光医院赖泓志教授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林宇教授台湾新光医院高尚志教授

中山附医彭正明教授 台大医院林孟暐教授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肖莉教授

辽宁省肿瘤医院朴浩哲教授

厦门弘爱医院应敏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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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骨肿瘤手术等领域的前沿进展。

台湾新光医院徐培菘教授、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曾木圣教授将共同主持第三

板块，司徒达麟、崔久嵬、彭向红、卢瑗瑗、

李俊教授交流了关于肺癌外科治疗、长链非

编码 RNA 研究、乳腺癌治疗进展、消化道肿

瘤非编码 RNA 研究、抑制免疫蛋白酶体研究

进展等。

第四板块由中国抗癌协会王瑛教授、

港澳抗癌协会赵宗杰教授主持。刘志斌、陈

宏、周圣涛、陈颖志、温晓斐等教授做了关

于抗 PD1/PDL1免疫治疗策略、精准引经无

毒治癌中医体系探究、卵巢癌进展、非小细

胞肺癌免疫机制研究、不可逆电穿孔联合免

疫检查点阻断治疗胰腺癌等的研究报告，获

得广大参会专家的广泛关注和交流。

主题会场

海峡两岸暨港澳四地肿瘤学术专场

大林慈济医院洪世凯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温晓斐教授

香港特区肿瘤中心陈宏教授香港理工大学陈颖志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周圣涛教授

台北荣总输血医学科刘峻宇教授

台大医院郭文宏教授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司徒达麟教授 香港肿瘤中心赵宗杰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王瑛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曾木圣教授

湖北省肿瘤医院陈健教授 刘志斌教授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俊教授

台湾新光医院徐培菘教授 吉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崔久嵬教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卢瑗瑗教授 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彭向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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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中澳肿瘤护理及放疗专场

为促进国际交流，提升国际学

术影响力，在 2019 年中国肿瘤学大

会期间中国抗癌协会组织召开中澳

肿瘤护理及放疗专场会议。中国抗

癌协会秘书长王瑛教授、中国抗癌

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陆箴琦教

授将进行开幕致辞，澳大利亚 ICON

医疗集团 CEO Mark Middleton 在

会中分享《ICON 癌症中心运营管理

模式》。

本次中澳交流关注精准医疗时

代放射治疗的应用与发展以及肿瘤

护理模式的演变。学术板块将由两

部分组成。来自澳大利亚 ICON医疗

集团的四位学者针对《为明天的癌

症治疗奠定基础，今天 -Icon集团

与临床研究》、《深入探析立体定

向放疗技术以及其在澳大利亚的新

进展》、《为中国拓展癌症医疗服

务》、《粒子植入治疗早期前列腺

癌》四个专题进行分享。第二板块

则聚焦《宫颈癌个体化精准放疗的

剂量学研究》、《精准放疗》、《澳

大利亚肿瘤放疗和护理模式》三个

专题，由来自重庆市肿瘤医院和澳

大利亚 ICON医疗集团的医生进行分

享。同时会中还专设讨论交流环节，

为与会嘉宾和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

本次中澳肿瘤护理及放疗专场

会议不仅注重国际放疗知识的分享，

还关注了肿瘤护理模式的规范化，

以期使肿瘤临床医生及护理人员提

升专业技术，了解国际前沿资讯，

将最新的肿瘤技术应用于临床，造

福于中国肿瘤患者。

Zhengying Jia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Ying Wang,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Mark Middleton, Icon Group John Bashford, Icon Group Qiang Li,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Matthew Foote, Icon Group Chelsea Ren, Icon Group Kumar Gogna, Icon Group Fu Jin, Chongq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Yang Wang, Icon Group Claire/Smith, Icon Group Margie Hjorth, Ic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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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指南新进展名家论坛

8 月 17 日下午，2019CCO 大会“指南

新进展名家论坛”主题会场在重庆悦来国际

会议中心隆重召开。近年来，国际指南的制

订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即基于资源可及性

的指南，这尤其适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差异

性显著的国家及地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但地区经济和学术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

家，各个地区的临床诊疗水品和诊疗理念存

在差异，因此临床诊疗中需要指南用于指导

临床实践，推动全国临床肿瘤学科的规范化

建设，帮助各级医务人员提高诊治和研究水

平。指南的产生，需要兼顾地区发展差异、

药物和诊疗手段的可及性以及肿瘤治疗的

社会价值三个方面。

2019年中国肿瘤学大会（CCO）汇聚

了来自各个地区、不同瘤种的专家，他们在

自己的领域中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同时对国内外临床指南拥有自己的独特

见解。值此契机，本次 CCO 会议中特设指南

新进展名家论坛专场，会中由国内各肿瘤领

域知名专家以讲座和报告的形式对指南和

2018年度最先进研究进行解读和研讨，同

时分享自己对指南的理解，结合临床实践，

提出最适合中国人的临床方案。

会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江涛教授解读《中国脑胶质瘤临床诊疗

规范》，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邱录贵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李强教授

浙江省肿瘤医院
毛伟敏教授

广州泰和肿瘤医院
钱朝南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江涛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邱录贵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张俊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小华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丛文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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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指南新进展名家论坛

教授对《中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断与治

疗指南》进行解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小华教授以自身临床实践为例，进行《妇

科肿瘤规范化治疗实践之路》的报告，海军

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丛文铭教授进

行题为《中国肝癌规范化病理诊断在实践中

创新发展》的报告，辽宁省肿瘤医院于韬教

授分享《宫颈癌磁共振检查及诊断规范专家

共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肖志强教授针对

《鼻咽癌标志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进行分

享与解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张俊教授分享《胃癌临床研究的若干热点

问题》，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邵志

敏教授就《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

（2019年）》更新的内容进行分享与解读，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强万敏教授分

享《中国癌症症状管理实践指南》，厦门大

学附属翔安医院谢良喜教授进行《以现代传

播手段为基础的肿瘤规范化治疗推广体系

建设的思考》的报告，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张福君教授对《实体肿瘤放射性粒子临床

应用指南》进行解读。

本次指南进展名家论坛是中国肿瘤学

大会的新颖尝试，聚焦最贴近临床的指南共

识，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知识梳理，用于临

床实践的指导，获得了广大参会代表的热烈

欢迎。

辽宁省肿瘤医院
王丹波教授

辽宁省肿瘤医院于韬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 厦门大学翔安医院谢良喜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单保恩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陈鹏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张福君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陈敏山教授

江苏省人民医院
唐金海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肖志强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强万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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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肿瘤人工智能专场

继 2018年 CCO大会上成功举办“肿瘤

人工智能”主题专场后，今年继续延续这一

热点主题，聚焦我国肿瘤人工智能研究在产

学研各层面最新前沿成果进行专场交流。

“携 AI前行”板块中，在医学人工智

能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们分享最前沿的研

究成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步宏教授就人

工智能技术融合病理组学的研究进展做深

度剖析，阐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大幅度提

高临床诊断的准确率和效率。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长江学者田捷教授分享

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构建辅助诊断模型和预

后预测模型等研究方向上最新最前沿的成

果。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蔡文立博士带来

国内外肿瘤影像量化分析和疗效评估的最

新进展。

“以 AI赋能”环节中，各位专家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具体案例将诠释构建

智慧医疗体系的方法和路径。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副院长陈可欣教授阐述有关人工

智能技术在甲状腺癌诊断中的应用；腾讯优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郝继辉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徐波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步宏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邢力刚教授

哈佛大学医学院蔡文立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陈可欣教授 国家癌症中心陈万青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艳桥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郭小毛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王平教授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周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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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肿瘤人工智能专场

图实验室总监郑冶枫教授分享最前沿的图

像处理技术；电子科技大学蒲晓蓉教授带来

有关基于跨域大数据的疾病致病评估与辅

助诊断的报告。 

在随后的“因 AI而动”环节中，中国

工程院詹启敏院士带来主旨报告，从我国医

学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情况上进行介绍，深

入剖析人工智能在肿瘤学研究中的应用前

景及未来将会面临的困难。 

最后的“与 AI共赢”板块中，大会邀

请了我国医学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发展

水平的神州医疗、IBM Watson、百洋智能科

技和华睿博公司的专家分享了产业界医学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现状。 

本次会议内容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肿

瘤学研究中的多个重要环节，产学研融合，

多学科对话，必将极大推动临床转化，为人

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交

叉学科的示范平台登上新的台阶。

北京大学詹启敏院士

腾讯优图实验室郑冶枫博士 贵州省肿瘤医院陈建平教授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王东文教授

沈阳华睿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邵华教授电子科技大学蒲晓蓉教授

神州数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弓孟春 医惠科技有限公司边俊恺 百洋智能科技张君

IBM	Watson	Health 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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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 (CCO)主题会场——肿

瘤名家手术示范专场，邀请来自结直肠癌、肺癌、

乳腺癌、卵巢癌、食管癌等领域的名家大咖，进行

手术经验分享，传递最新的手术技术，共同解决临

床难题。

肿瘤的治疗经历了多年演变。外科手术治疗肿

瘤已经有 200多年的历史，随着手术环境的改善、

营养支持的进步、输血术的完善，外科治疗恶性肿

瘤适应症与手术范围不断扩大。但单纯地依靠手术

并未使肿瘤根治率得以进一步提高。近年来，多学

科综合治疗日益成为肿瘤治疗的主流模式，外科在

现代肿瘤治疗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微创、快速康

复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使得肿瘤病人个体化的综合

治疗能够更快、更好地开展，让肿瘤的治疗真正成

为一个整体。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顾晋教授就《结直肠癌—微

创时代的开放手术》进行分享，对结直肠癌领域的

微创治疗手段与经验进行阐述；福建省肿瘤医院杨

春康教授分享《腹腔镜下超低位直肠癌 ISR术》，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在会中分享《改良

垂直褥式缝合技术在机器人胃切除消化道重建中的

应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真发教授分享《单

孔腔镜右上肺 S2b+3a联合亚段切除术》，重庆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江跃全教授在会中分享《食管癌新

吻合术士》，以期解决食管癌手术吻合相关难题，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厉红元教授带来《带蒂

腹直肌乳房重建技术在乳腺癌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的报告，浙江省肿瘤医院朱笕青教授展现《晚期卵

巢癌超根治术》，为卵巢癌手术治疗提供诊疗方向。

本次肿瘤名家手术示范专场的召开，通过分

享肿瘤大咖的手术治疗经验，解决临床难题，探

寻精准医疗时代手术治疗的发展与应用，同时为

中青年外科医生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将手术中

的疑难问题与现场嘉宾进行讨论，提高了外科医

生的手术技巧，更新了手术理念，更好地服务于

广大患者。

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肿瘤名家手术示范专场

厦门弘爱医院应敏刚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张苏展
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田艳涛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周清华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振涛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刘红教授，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李隆玉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岂凡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顾晋教授

福建省肿瘤医院
杨春康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梁寒教授

浙江省肿瘤医院
朱笕青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厉红元教授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江跃全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真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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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学科发展报告专场

中国抗癌协会自 2018 年开始建立学科

发展报告发布制度，每年组织各领域专家梳

理前一年度我国肿瘤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编

写发布《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同

时在每年的中国肿瘤学大会（CCO）上进行

新书发布会，并召开主题学术专场。8月 17

日，2019 CCO”学科发展报告专场”如期召

开。本次专场从肿瘤学科发展的高度，全面

梳理、归纳肿瘤医学各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

状与进展、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与建

设性意见，体现权威性、前瞻性、时效性、

全局性。

肿瘤患者的营养治疗在我国长期不被

重视，认识不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

纪坛医院石汉平教授在会中进行《我国肿瘤

营养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展望》的报告，梳理

我国肿瘤营养学科的发展历程，提出营养治

疗的发展理念和路径。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

科医院陆舜教授就《中国肺癌治疗现状与未

来》进行分享，力求全面刻画我国肺癌诊疗

概况。乳腺癌严重危害着女性的健康，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任国胜教授就《2018

乳腺癌研究治疗进展与展望》进行专题报

告。针对我国高发的肝部肿瘤，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周俭教授分享《肝癌的精准治

疗》，展现精准医疗时代的肝癌临床诊疗策

略。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周琦教授进行题

《中国恶性肿瘤学科发展报告（2018）》新书发布会

左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刘巍教授
陆军总医院刘端祺教授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崔久嵬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石汉平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陆舜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任国胜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俭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邓大君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巴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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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会场

学科发展报告专场

为《妇科肿瘤防治未来看点》的专题演讲，

结合临床诊疗经验，分享妇科肿瘤发展概

况。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王平教授就《砥

砺前行——中国放射治疗现状与进展》这一

主题展开分享。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教授进

行《肿瘤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的主题报告。

应急总医院王洪武教授分享《中国肿瘤光动

力治疗发展现状》。海军医大学曹广文教授

针对《“癌症进化发育学”证据链中的关键

环节》这一专题进行报告，分享肿瘤基础研

究的最新进展。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张小田教

授分享《中国胃癌年度进展》，结合中国经

验，分享胃癌进展。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贾英杰教授分享《我国肿瘤内科事业

的发展现状与研究方向刍议》。中山大学肿

瘤防治中心姜文奇教授分享《我国肿瘤内科

事业的发展现状与

研究方向刍议》这一报

告，就中国肿瘤内科学的

发展发表见解，与参会嘉宾

共同探讨肿瘤诊疗“最优解”。

名家的现身论道，为广大参会科技工作者

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广大参会代表获

益匪浅。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周琦教授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贾英杰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姜文奇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王平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教授

应急总医院王洪武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曹广文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小田教授

左起：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聂勇战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应国光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邢金良教授

告，就中国肿瘤内科学的

发展发表见解，与参会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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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中国青年医师
肿瘤科普能力大赛

肿瘤防控，科普先行。由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防治科普专委会发起，联合 CACA青年理

事会、康复会等组织的 2019全国青年医师肿

瘤科普能力大赛在 8月 18 日成功召开。

大赛以“健康中国 科学抗癌 专业力量 

科普声音”为主题。参赛内容包括科普文章、

个人演讲、科普情景剧、科普才艺（如诗朗

诵 / 快板 / 相声 / 歌舞等）、科普短片（如

动漫 /多媒体 /微电影等）等多种形式。

全国青年医师肿瘤科普能力大赛总决赛

的比拼分为四组，分别是个人演讲组、科普

情景剧组 & 科普才艺组、科普短片组、科普

文章组，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4支代表团队

进行角逐。评审嘉宾大咖云集，支修益、张

晓东（东大夫）、李治中（菠萝）、陈小兵、

田艳涛、尹烨等一批国内知名科普专家担任

评委，进行精彩点评。各类科普作品精彩展

演，个人演讲形式多样，评书、快板花样百出，

科普情景剧体裁新颖，参赛选手多才多艺，

亮点频出，短片文章体裁新颖，寓教于乐，

直击痛点，共同为与会代表献上了一场科普

盛宴。

最终经过专家评委、媒体评委、患者评

委的共同评审，山西省长治市人民医院杨伟

荣获个人演讲组一等奖，湖南省肿瘤医院童

菲荣获科普情景剧 & 科普才艺组一等奖，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马元吉荣获科普短片组

一等奖，北京协和医院邴钟兴荣获科普文章

组一等奖。活动同时表彰了单项个人奖和科

普贡献机构奖。

本次全国青年医师肿瘤科普能力大赛的

召开，展现了当代青年医师的风采，调动和提

高了广大青年医生积极参与肿瘤科普工作的热

情，为大众提供更多符合时代特点的精准、科

学、权威、多形式、高质量的科普知识。医者，

用学术治愈疾病，用科普温暖心灵！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支修益教授

专家点评

专家点评

北京抗癌协会
秦茵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部
赵勇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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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医师辩论赛

为了促进青年医师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国

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工作，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于

2019年 8 月 16日在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成功举办“渝

都论剑，山城争巅”——2019 年中国肿瘤学大会（CCO）

青年医师辩论赛。

本场青年医师辩论赛由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

主办，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承办，来自全国的 10支

代表队共计 5 场比赛，由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周琦教

授、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执行副理事长于韬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胡志斌教授，以及崔久嵬教授、杨

明教授、孙颖教授、李文庆教授、罗俊航教授、李莉教

授、龙江教授担任评委。辩论赛开场由重庆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张维副院长、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执行副理

事长于韬教授致辞。

首先对峙的是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江西妇幼

保健院。双方的就肿瘤诊疗健康扶贫，在乡村健康知识

普及更重要还是诊疗能力提升更重要展开了激烈的辩

论，赢得了台下观众阵阵掌声。紧接着甘肃省人民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就“临床医生是否需要做基础研究”展

开辩论，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江西省肿瘤医院就“肿

瘤医生应该接受全面培养还是专科培养”展开辩论，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就“肿瘤治疗生

活质量比生存时间更重要”展开辩论，双方针锋对麦芒，

旁征博引，结合医疗现状和相关研究结果进行激烈的辩

论。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就

“人工智能将取代传统医疗”展开辩论。

经过激烈的角逐，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最终夺

得桂冠，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翁克贵以敏锐的思维

获得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获得“最佳辩手”的称号。

中国抗癌协会王瑛秘书长对此次青年辩论赛给予

高度赞扬，评价各位青年医师赛出了水平，赛出了激情，

啦啦队也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最后由中国抗癌协会

常务理事、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周琦教授总结，她指

出本场辩论赛选题涉及各个领域，每一场都精彩绝伦，

通过此次辩论赛，锤炼了青年医师的思辨能力和思维能

力，学会了更好的合作，更多的交流，更佳的配合，也

深切地从中感受到了团队的重要，集体的力量。青年医

师是医院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相信年轻一代的的明天

会更好。

最佳辩手颁奖仪式 三等奖颁奖仪式

二等奖颁奖仪式

一等奖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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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还为大众带来了权威、真实、易懂的癌症

预防和癌痛管理的科普知识。

大会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重庆市

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下，覆盖重庆、四川、贵州、

陕西、湖北、云南六个省市，同步设置 11 个

主会场、92 个分会场，3.6 万人现场参与。

主会场直播人数 210 万。

除了举办科普专场，大会还通过人民网、

光明网、新华网、百度、今日头条等媒体发

起肿瘤防控知识讲解和辟谣话题，打造“CCO

融媒体科普大会”，充分利用直播、搜索、

抖音等新传媒载体，将专业声音、专家观点

肿瘤防治，科普先行。中国肿瘤学大会

（CCO）除了学术交流，还设置了盛大的科

普专场，在重庆及周边地区掀起“科学防癌，

专业抗癌”的热潮。8月 16 日，云、贵、川、

渝、鄂、陕六省市同步启动肿瘤防治科普活动，

共襄肿瘤防治盛举！

8 月 16 日，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科普

专场主会场在重庆人民大厦举办。现场，表

演者利用沙画展现癌症患者抗癌历程，渝派

评书表演艺术家曾令第通过评书笑谈肿瘤，

三位癌症患者与中国抗癌协会院士“面对面”，

一起聊聊肿瘤的那些事。此外，肿瘤科普专

传播到千家万户，线上直接参与公众和患者

超过 1500 万。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白希，中

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中国抗癌协

会名誉理事长郝希山院士，中国抗癌协会副

理事长于金明院士，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王卫，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副巡视员牛杰，

重庆市科技局副巡视员吴序，重庆大学副校

长廖瑞金，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徐瑞华，

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王瑛，重庆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院长吴永忠，辽宁省肿瘤医院党委书

记朴浩哲，中国抗癌协会科普部部长支修益

等专家出席科普专场主会场，共同见证此次

科普盛会。

在癌症患者与院士“面对面”环节，患

癌 30 年、左腿高位截肢、被重庆市抗癌康复

会授予抗癌“特级英雄”的王荣，不仅自己

积极生活，还努力向社会传递正能量，曾荣

获“2015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 10 个奖项之

一的“大众体育精神奖”。30 年里 3次与癌

共舞的史安利，不仅每次都积极抗癌，还一

直致力于癌症康复工作，以自身癌症经历与

知识，鼓励众人，共同抗癌。患有肺癌12年，

荣获五好家庭和三级抗癌英雄称号的漆红，

科普活动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万人科普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吴永忠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白希

院士患者“面对面，左起：抗癌明星漆红、于金明院士、抗癌
明星王荣、樊代明院士、抗癌明星史安利和郝希山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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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癌症后对生命的感悟。没有说教，也不

需说教，只需一杯清茶，且阅——《逢生》。

“科学普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科协

科普部部长白希表示，中国抗癌协会作为全

国肿瘤防治战线的主力军，近年来打造出不

少的科普品牌活动，开展的全国肿瘤防治宣

传周、世界癌症日等科普宣传活动，都取得

良好的社会反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

全国首批的科普中国共建基地建设单位，在

肿瘤防治科普工作方面做的非常有特色。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指出，

中国抗癌协会将整合社会各界资源，把癌症

关口前移，传播以预防为主的癌症防治理念，

推广先进技术，转化研究成果、普及科学知

识，鼓励广大民众建立正确的癌症认知观念，

在现场分享了自身的抗癌故事，还为大家奉

上了一段律动十足的舞蹈，展现了乐观向上

的生活态度。樊代明院士、郝希山院士、于

金明院士进行了点评和解读。

中国抗癌协会向肿瘤患者及现场观众赠

送根据抗癌明星事迹编写的科普励志丛书《逢

生（第二辑）》。该书是由樊代明院士牵头，

中国抗癌协会组织编写的癌症患者励志故事

集，从 2018 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在今年

的《逢生》中，32 篇精彩感人的抗癌故事铺

展呈现，《大话西游》中唐僧的扮演者罗家

英成功抗癌15年，“用半条命开启精彩人生”；

澳大利亚华人乳腺癌患者Renee 为我们讲述

她“抗癌路上十年征途”；小晏祖从曾严重

排异的白血病男孩长成了阳光帅气的篮球少

年……有直面生活中现实问题的勇敢，更有

努力战胜癌症。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永忠院长指

出，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始终将肿瘤防控、

健康科普宣传工作视为重中之重，牵头打造

的“一网一链”肿瘤防治体系，是重庆市唯

一一家获批科普中国共建基地的单位，不断

推动区域癌症防控事业。

现场，白希代表中国科协向樊代明、吴

永忠、石远凯、石汉平和周琦等共 18 名全国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颁发聘书。

最后，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

肿瘤防治科普专委会主任委员支修益教授

和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医肿瘤科蒋参

教授分别就《中国控烟与肺癌防治》和《全

程管理	 	双“早”镇痛》两方面做精彩科普

讲座。

科普活动 万人科普大会

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受聘仪式

《逢生（第二辑）》赠书仪式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肿瘤
防治科普专委会主任委员支修益教授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医肿瘤科
蒋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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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清晨，由中国抗癌协会康

复分会、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共同承办

的“同一天一起行”健步走活动在重庆悦

来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全国 52

个康复组织的 150 名与会代表和重庆癌

症康复协会代表3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中国抗癌协会樊代明理事长、于金明副理

事长、李强副理事长、王瑛秘书长、中国

抗癌协会康复分会史安利会长、重庆大

科普活动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同一天一起行

学附属肿瘤医院吴永忠院长、President-

Elect	of	UICC	的 Anil	D'Cruz 等肿瘤专家

亲临现场。

本次健步行活动从徒手健步行升级为

持杖健步行，旨在倡导健康的运动方式，

号召公众关爱自身健康，定期接受癌症筛

查，呼吁全社会关爱癌症患者通过公众活

动宣传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接受身

体检查，远离肿瘤。

“同一天一起行”健步走活动，由中

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发起，由全国癌症康

复者积极参与。活动始于 2016 年春季，

历经全国48个城市近5万人的参与接力，

已成为患者康复品牌活动。通过活动，推

动公众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接受身

体检查，远离肿瘤；养成健步走这样有益

健康的大众锻练习惯，享受快乐、享受健

康、享受幸福生活。

中国抗癌协会
樊代明理事长

Anil	D'Cruz,	
President-Elect	of	

UICC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吴永忠院长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
分会史安利会长

专家们共同启动“同一天一起行”健步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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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高水平论文多、研究成果积

累丰厚、推广应用广泛等，获奖

项目中汇集了我国肿瘤医学领域

中的最新、最优秀的研究成果，

代表了本领域中的较高学术水平，

此前已有 11 个项目获得国家奖，

得到了业内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广

泛关注和认可。

颁奖仪式在中国肿瘤学大会

开幕式上的举行，在整个肿瘤医

学领域起到了重大影响和宣传，

2019 年 8 月 17 日，2019

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颁奖仪

式在重庆召开的 2019 中国肿瘤

学大会开幕式上隆重举行。颁奖

仪式由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詹

启敏院士主持并宣读《关于 2019

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的决

定》。2019 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

技奖授奖项目共 15 项。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0 项。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自 2009

年启动以来，已完成了六届评审，

评审标准、条件和评审方式与国

家科技奖的要求同步，两次参加

国家奖励办举办的社会力量设奖

第三方评价，在规范化水平、影

响力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方面

取得了较好成绩。来自各专业委

员会、省市抗癌协会等单位推荐

的共 169 个项目团队获奖。这些

获奖项目具有的特点：受国家级

课题资助多、获得专利项目多、

引起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关注，对

激励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继续发

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勇攀科技高峰起到了积极推

动作用。今后，科技奖工作要参

照国家奖和各优秀社会科技奖励

进行改革和创新，遵循更加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工作，使

我们这项业内关注的科技奖励赢

得更高的公信力，成为学科的品

牌项目。

颁奖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2019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颁奖仪式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詹启敏院士 2019 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二等奖颁奖仪式

2019 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一等奖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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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等  K-1903-1-1 乳腺癌防治体系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郝希山、佟仲生、陈可欣、刘佩芳、冯玉梅、
牛瑞芳、于津浦、尹　健、黄育北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2 一等  K-1902-1-2 肿瘤支持治疗关键技术及应用
石汉平、于世英、束永前、李　薇、刘凌翔、
崔久嵬、谌永毅、陈　元、贾平平、杨柳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3 一等  K-1903-1-3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外科个体化诊疗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陈海泉、胡　鸿、相加庆、张亚伟、孙艺华、
李　媛、张裔良、叶　挺、张　扬、潘云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4 一等  K-1902-1-4 晚期鼻咽癌规范化治疗的建立，推广和应用 张　力、黄　岩、胡超苏、黄培钰、洪少东、
彭培建、林　勤、方文峰、杨云鹏、赵媛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

5 一等  K-1901-1-5 EB 病毒感染、致癌机制及其分子标志 曾木圣、宋立兵、谢　丹、麦海强、曾益新、
钱朝南、曹素梅、薛文琼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东省抗癌协会

6 二等 K-1903-2-1 脑胶质瘤分子网络调控机制研究与个体化精准治疗 王　樑、涂艳阳、高国栋、贺世明、王　佳、
邓剑平、刘　备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省抗癌协会

7 二等 K-1901-2-2 肝癌关键驱动基因鉴定及分子靶向研究 杨　明、刘吉兵、周长春、邢怀新、郑　燕、
苑举鹏、刘文娟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山东省抗癌协会

8 二等 K-1903-2-3 原发性及继发性肝癌转移相关机制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赵　磊、曹景玉、王军业、石学涛、孔　磊、
张成胜、刘兆刚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山东省抗癌协会

9 二等 K-1902-2-4 食管癌放化疗方案优化和转化研究 赵快乐、陈　赟、邓家营、刘　琪、储　黎、
蒋国梁、施学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协会

10 二等 K-1901-2-5 乳腺癌 / 卵巢癌相关分子在其进展及耐药中的作用研
究

卢仁泉、郭　林、高　翔、柳光宇、胡　欣、
任士芳、顾建新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大学 上海市抗癌协会

11 二等 K-1903-2-6 智能化病人自控镇痛管理关键技术及临床应用 曹汉忠、王　强、张加强、屠伟峰、陈小红、
张建锋、郁　燕

南通市肿瘤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江苏人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市肿瘤医院

12 二等 K-1902-2-7 多模态影像与分子指标在肿瘤精准治疗中的应用
于会明、兰凤鸣、赵　丹、余　荣、林红梅、
杨　青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天津市天津医院、山东大学 整合肿瘤学分会

13 二等 K-1901-2-8 胃肠癌症特异性预防和治疗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曹广文、傅传刚、谭晓洁、蔡　慧、常文军、
韩　雪、于恩达 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东方医院、上海市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海军军医大学

14 二等 K-1903-2-9 放射性碘 -125(125I) 粒子在恶性实体肿瘤中的应用 张福君、陆骊工、高　飞、黄金华、范卫君、
张艳玲、莫志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珠海市人民医院 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

15 二等 K-1902-2-10 肝动脉持续灌注化疗在肝脏恶性肿瘤的临床应用 朱　旭、杨仁杰、王晓东、陈　辉、高　嵩、
朱林忠、郭建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序号 等级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 完成单位 推荐单位

		2019 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获奖名单

Bulletin of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 5857 | Bulletin of China Anti-Cancer Association



颁奖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2019年度
肿瘤青年科学家奖

颁奖仪式

2019 年 8 月 17 日，2019 年度肿瘤青年科学家

奖颁奖仪式在重庆召开的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开幕

式上隆重举行。

肿瘤青年科学家奖自 2016 年开始设奖，已完成

三届评审，30 位优秀青年人才获此殊荣。自 2018 年

开始改为每年评选一次。

奖项受到业界内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热切关

注，积极申请。2019 年度收到候选人申请 67 份。经

中国抗癌协会组织同行专家初评（网评），共有 20

位候选人进入终评答辩评审，参加 6月 14 日的 2019

年度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评审会议。经过评审委员

会投票、科技奖励领导小组审定、公示及理事长办公

会批准后评选出了 10 位获奖者。获奖者均是单位的

青年骨干，科研水平高、研究成果突出、研究领域及

技术内容处于国际国内前沿领先水平，代表了我国肿

瘤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先进性。

组　别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称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基础组 王忠良 1979.07 教授、博导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整合肿瘤学分会

基础组 靳光付 1982.08 教授、博导 南京医科大学 青年理事会

基础组 郑健 1986.10 研究员、博导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青年理事会

基础组 李海涛 1976.03 教授 清华大学 肿瘤代谢专业委员会

基础组 金洪传 1974.07 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肿瘤病因学专业委员会

临床组 白雪莉 1974.11 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抗癌协会

临床组 孟雪 1981.01 主任医师、博导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抗癌协会

临床组 崔久嵬 1974.10 教授、博导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

临床组 贾仁兵 1976.05 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眼肿瘤专业委员会

临床组 周圣涛 1987.07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度肿瘤科学家奖获奖名单

2019 年度肿瘤青年科学家奖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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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5名）

PRMT5 基因的功能缺失通过促进病理性多倍体肝细胞的产生诱发早期的肝硬化和晚期的肝癌 王进城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Spectrum of TP53 gene mutations in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d the associated response to first-line trastuzumab-based 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 易宗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乙肝病毒感染的鼻咽癌患者行根治性放化疗的急性期毒性及预后的前瞻性研究 孙　卯 重庆市肿瘤医院

基于循环肿瘤 DNA 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变化可预测晚期胃癌化疗或靶向治疗的疗效 高　静 北京肿瘤医院

Helper Innate Lymphoid Cell Lymphoma: A New Entity? 李明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二等奖（15名）

内向整流钾通道 Kir2.1 抑制 PUM1 功能调控胃癌干细胞多药耐药 姬成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

Targeting aminopeptidase N restrains hepatocecullar carcinoma growth and reverses sorafenib resistance by deactivating NF-kB pathway 胡　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p38γ MAPK promotes pancreatic tumorigenesis by stimulating PFKFB3/Glut2-dependent aerobic glycolysis 王　芳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黑色素瘤新鉴定的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疗效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陈　浩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化疗疗程数对初治满意减瘤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预后分析 李　林 重庆市肿瘤医院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first-line cetuximab plus leucovorin, fluorouracil, and oxaliplatin (FOLFOX-4) versus FOLFOX-4 in patients with RAS wild-typ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白亮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optimal chemotherapy regimen for NSCLC patients with  EGFR common mutations 魏雪武 广东省人民医院

Metformin enhances the long-term persistence and antitumor ability of CD8+ T lymphocytes through AMPK-miR-107-Eomes-PD-1 pathway 张　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The survival and recurrence of gastric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following radical gastrectomy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r chemoradiotherapy 林建贤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MIF, IL-8 and MIP-1β: three promising predictive biomarkers for chemoradiotherapy response in huma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王煜雯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Fecal occult blood test: An ancient target and novel insights team up to predict long-term survival and chemotherapy benefit after R0 resection for gastric cancer 许斌斌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2012-2017 年重庆城市女性乳腺癌筛查结果分析 杜　佳 重庆市肿瘤医院

High tumor mutation burden based on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gene panel correlates with aggressivenes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王宇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一种新的 TNM 评分系统对胃癌预后及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作用 林思恒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of molecular status in Chinese adult diffuse glioma patients 李　卓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颁奖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
优秀论文颁奖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共收到征文 13479

篇，其中优秀论文投稿 6114 篇，入选壁报交

流 4011 篇，入选论文集 7929 篇，数量均创

历史之最。经过层层选拔，大会遴选了 5篇

论文为一等奖，15 篇论文荣获二等奖，30 篇

论文荣获三等奖。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

明院士，重庆市卫健委副主任周林先生，副

理事长张岂凡教授、徐瑞华教授、朴浩哲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吴永忠教授，大会秘书长张维

教授为一等奖、二等奖获奖者颁奖。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优秀论文一、二等奖获奖名单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颁奖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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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
稿件组织奖、参会组织奖颁奖仪式

颁奖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2019中国肿瘤学大会承办方
感谢状颁发仪式

经大会组委会评选 , 中国

抗癌协会理事长办公会批准 ,	

授予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湖北省抗癌

协会、上海抗癌协会、肿瘤护

理专业委员会、泌尿男生殖系

肿瘤专业委员会、肿瘤营养专

业委员会、肿瘤影像专业委员

会，共八家单位“2019 中国肿

瘤学大会稿件组织奖”。

授予重庆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乳

腺癌专委会、肿瘤流行病学专

委会、重庆抗癌协会、上海抗

癌协会、广东省抗癌协会、河

南省抗癌协会、河北省抗癌协

会、青年理事会，共十家单位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参会

组织奖”。

2019	CCO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的

精心组织与会场的软硬件设施均得到了专

家们的高度评价与肯定。樊代明理事长向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吴永忠教授、

重庆抗癌协会理事长王子卫教授、重庆市

卫健委副主任周林先生颁发感谢状，以表

示对上述单位承办工作的感谢。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稿件组织奖颁奖组织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参会组织奖颁奖组织仪式

感谢状颁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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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专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淋巴瘤专委会通力合作完成。石远凯、徐文贵、张

清媛、黄慧强、张会来等教授出席发布会。指南发

布的目的是为规范淋巴瘤诊疗过程中 FDG PET/CT

的应用，在目前的诊疗模式下更好地为淋巴瘤患者

诊疗提供服务，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实用性及

前瞻性的指南。

18F-FDG PET/CT 显像目前已广泛用于淋巴瘤

患者的诊断、分期及疗效评价，国内外也发表了不

少淋巴瘤 FDG PET/CT应用的指南及标准。该指南

包括淋巴瘤治疗前显像、淋巴瘤 FDG PET/CT显像

分期等六个部分。还包括了标准流程、CT测量方

法两个可操作性文件。系统地对 FDG PET/CT在淋

巴瘤诊疗过程中的各时段进行规范，为更好地服务

于临床诊疗提供了依据。

此次发布的指南有两个最大的变化：第一，以前常

见妇科性肿瘤诊治指南不含有肉瘤和阴道癌，这次

多增加了这两个瘤种。第二，以前指南可能只有一

个主写，这次的指南有全国 30多位临床妇科肿瘤

学家，以循证医学为依据，在以前第三版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目前和国际上的一些诊治进展，进行了多

次反复的修改，更新了妇科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目

前，世界指南已经接受中国的标准，因而在国内推

广并普及这个指南就更有必要了。现在世界性的指

南采纳了国内的主流标准：肿瘤在 2~4 厘米的宫颈

癌患者可以做保育的宫颈手术，而且安全性好。

《FDG PET/CT 淋巴瘤应用指南》

本指南是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委会与

性乳腺癌筛查项目的数据基础上，参考了欧美及东亚

等国的最新乳腺癌筛查指南，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水平，分别从筛查起始年龄、筛查方法、

筛查时间间隔三方面，针对中国女性乳腺癌一般风险

人群和高危风险人群制定完成了这部以人群为基础

的规律性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作为首次颁布我国女

性群体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必将进一步指导并提高我

国女性乳腺癌的早诊率，降低死亡率，减少我国女性

乳腺癌的疾病负担，改善我国女性健康。

《中国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2019）》

发布会由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委会周琦、

吴小华、朱笕青、白萍、林仲秋等教授出席。中国

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委会主任委员周琦教授表示，

2019年 8 月 17 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肿瘤学

大会（CCO）期间，我会集中发布一批由协会专家

组织编写的重要指南、专著，为广大参会代表和专

业媒体奉上一道学术盛宴。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

我国首个女性群体性乳腺癌筛查指南——《中

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正式发布。郝希山院士、

佟仲生、于津浦、黄育北等教授出席发布会。郝希

山院士首先针对《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编写

制定的背景、指南的特点等进行了介绍并回答了相

关记者提问，佟仲生、于津浦、黄育北教授也针对

指南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该指南由编写专家在分析总结所承担的中国女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指南》发布会 《FDG	PET/CT 淋巴瘤应用指南》发布会

《中国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2019）》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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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会旗交接仪式在重庆举行。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

王瑛教授宣布，2020 年中国肿瘤学大会将移师广州，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东

省抗癌协会共同承办。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永忠

院长、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瑞华院长共同进行交接旗仪式，徐瑞华院长接过 2020	

CCO的会旗，预示着着中国肿瘤学大会正式进入广州时间！

	徐瑞华院长代表承办单位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对中国抗癌协会的信任表示

衷心感谢，相信在总会的指导下，大家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凝心聚力办好 2020	

CCO ！中山肿瘤防治中心将向着有帮助、有创意、有情怀、有品位、有收获的目标全

力以赴，不辱使命！肿瘤防治，赢在整合！ 2020	CCO，广州欢迎您！

交接旗仪式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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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分会场

肿瘤内镜学分会场

胆道肿瘤分会场

鼻咽癌分会场

肿瘤核医学分会场

小儿肿瘤分会场

妇科肿瘤分会场

医院管理分会场

放射治疗分会场

肿瘤支持治疗分会场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分会场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分会场

纳米肿瘤学分会场

肿瘤病理分会场

淋巴瘤分会场

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场

肺癌分会场

肿瘤热疗分会场

肿瘤转移分会场

腔镜与机器人外科分会场

肿瘤精准治疗分会场

泌尿男生殖系肿瘤分会场

肿瘤靶向治疗分会场

期刊出版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分会场

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培训班分会场

神经肿瘤分会场

肿瘤临床药学分会场

肿瘤影像分会场

食管癌分会场

肿瘤代谢分会场

肿瘤心理学分会场

肿瘤转化医学分会场

血液肿瘤分会场

癌症康复分会场

肿瘤光动力治疗分会场

中西医整合肿瘤分会场

大肠癌分会场

眼肿瘤分会场

肿瘤微创治疗	+	介入学分会场

胃癌分会场

肿瘤临床化疗分会场

肿瘤麻醉与镇痛分会场

肿瘤标志	+	分子医学分会场

头颈肿瘤	+	甲状腺癌分会场

肿瘤病因学分会场

乳腺癌分会场

肿瘤生物治疗分会场

皮肤肿瘤分会场

肿瘤护理分会场

肿瘤流行病学分会场

肿瘤营养分会场

家族遗传性肿瘤分会场

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分会场

脑胶质瘤分会场

抗癌药物分会场

肿瘤传统医学分会场

胃肠间质瘤分会场

超声分会场

整合肿瘤学分会场

肉瘤分会场

2019	CCO共设立专题分会场 77 个，汇聚了国

内外肿瘤领域学术大咖，知名专家、学者，全面、系

统的介绍了当前国内外肿瘤防治的前沿技术、最有价

值的学术研究，肿瘤防治的新观念、新进展和新资讯，

围绕肿瘤的基础研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各

个领域，展现了肿瘤多学科交叉，极大的促进了肿瘤

领域的创新融合，呈现了一幅肿瘤防治学术交流的全

息盛况。

在单病种专题分会场，来自肺癌、乳腺癌、胃癌、

肠癌、淋巴瘤、血液肿瘤、肝癌、头颈肿瘤、甲状腺癌、

鼻咽癌、食管癌、妇科肿瘤、脑胶质瘤、神经肿瘤、

眼肿瘤等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大咖分享了各领域的最

新前沿进展和诊疗新技术，内容从基础到临床，从

理论到实践，从单一疗法到多学科联合，干货满满，

为与会代表奉上了一场饕餮盛宴。

在交叉学科专题分会场，肿瘤营养分会场聚焦

前沿，直击热点，阐述了肿瘤营养治疗的重要性，整

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场开展了一场“肿瘤学 +心脏

病学”全方位的跨界交流，肿瘤传统医学分会场以传

承创新，走向国际为主题，展现了中医在肿瘤学全程

诊疗的中医地位，肿瘤护理分会场一直以关注肿瘤护

理，惠及肿瘤患者为己任，开展学术分成，以期给予

肿瘤患者最佳的护理模式和服务。其他专场如期刊出

版专场则始终强调“规范科研设计，加强科研诚信”，

力求提升中国肿瘤学论文水平与影响力等。

在学术成果展示方面，本次会上中国抗癌协会

多个专业委员会集中发布一系列诊疗指南规范，并

邀请各学科专家进行精彩解读，与广大中外参会代

表开展学术交流，为临床诊治提供决策依据。多个

专委会专家推出了肿瘤领域新著作，举办了独家新

书发布会，如谢恬教授的《榄香烯脂质体抗肿瘤基

础与临床研究 - 中西医结合分子配伍研发抗癌新药

的理论与实践》（六位院士作序，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王维教授的肿瘤防治新模式研究与实践——

《中医“六位一体”整合模式》等。在团队建设方面，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等举办了换届

选举，成立了新一届专家委员会，搭建了新的学术

领袖团队；在青年医师培养方面，中国抗癌协会胃

肠间质瘤专业委员会等多个专委会纷纷成立青年委

员会，并设立青年医师学术分享环节，为展现青年

医师学术风采提供了平台，为中国肿瘤学术人才培

养提供了沃土。

分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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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肝癌分会场

妇科肿瘤分会场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分会场

肿瘤热疗分会场

期刊出版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分会场 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培训班分会场 神经肿瘤分会场 肿瘤临床药学分会场 肿瘤影像分会场 食管癌分会场

肿瘤转移分会场 腔镜与机器人外科分会场 肿瘤精准治疗分会场 泌尿男生殖系肿瘤分会场 肿瘤靶向治疗分会场

纳米肿瘤学分会场 肿瘤病理分会场 淋巴瘤分会场 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场 肺癌分会场

医院管理分会场 放射治疗分会场 肿瘤支持治疗分会场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分会场

肿瘤内镜学分会场

胆道肿瘤分会场 鼻咽癌分会场 肿瘤核医学分会场 小儿肿瘤分会场



分会场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肿瘤心理学分会场

大肠癌分会场

肿瘤麻醉与镇痛分会场

皮肤肿瘤分会场

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分会场 脑胶质瘤分会场 肿瘤传统医学分会场 超声分会场 整合肿瘤学分会场 肉瘤分会场

肿瘤护理分会场 肿瘤流行病学分会场 肿瘤营养分会场 家族遗传性肿瘤分会场

肿瘤标志	+	分子医学分会场 头颈肿瘤	+	甲状腺癌分会场 肿瘤病因学分会场

乳腺癌分会场

肿瘤生物治疗分会场

眼肿瘤分会场 介入学分会场 肿瘤微创治疗分会场 胃癌分会场 肿瘤临床化疗分会场

肿瘤转化医学分会场 血液肿瘤分会场 癌症康复分会场 肿瘤光动力治疗分会场 中西医整合肿瘤分会场



8 月 16-19 日，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参与大会报道的中央和省市新

闻单位 220 家，会议报道达 4782 篇。大会在线直

播观看人数达 210万，网络总观看人数 1530 万人，

宣传工作达到预期目的。	

一、新闻单位数量多

中央级媒体和各地区新闻单位全覆盖，央视、

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科技日报、人民网、

央广网等中央级媒体，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

晨报、重庆电视台等省市级媒体，以及生命时报、

健康时报、医学界、医师报等健康行业媒体共计

220 家参与报道，80 余家新闻单位来到大会现场进

行报道，另有网易、搜狐、新浪等上百家媒体对大

会报道进行了同步转载。

二、刊发稿件总量多

截至 8 月 21 日，舆情检测收集到大会相关信

息 4782 篇。其中，微博微信 1703 篇，网络媒体

1592 篇，新闻客户端 1145 篇，报纸 142 篇。其中

新华社刊发《多位院士呼吁：发展整合医学	共同抗

击肿瘤》《癌情仍凶猛，防治有进步——来自肿瘤

诊疗前线的观察》等 7 篇全国通稿。重庆日报连续

多日刊发《这些肿瘤前沿知识，你了解吗？》《来

听院士专家聊肿瘤那些事》等17篇报道等；中新社、

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国际在线等网媒从多角

度刊发报道；重庆新闻联播对大会进行了报道；重

庆晨报、重庆晚报 18、19 日分别以《重庆将建国际

肿瘤防治培训基地》《肿瘤学界精英齐聚山城》为

题在头版加内版整版报道等。	

三、宣传报道形式多

各新闻单位发挥不同媒体的特点和优势，创新

新闻报道形式、内容、手段。强化融媒体理念，综

合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站和“两微一端”等。

播发消息、通讯、访谈、以及视频等多形式、多角

度、全方位的报道。新华社采用图文、视频等多方

式进行现场直播，点击量达到 68 万；爱奇艺健康制

作专题页面，涵盖大会回看、大咖论道、专题演讲、

科普宣传等内容。

四、大会直播影响力大

（二）大会期间，宣传组提前确定了科普主会

场、开幕式、主旨报告、人文专场等 15 个会场的视

频直播，与美迪康、爱奇艺健康、重庆电视台科教

频道等 17 家媒体和单位进行联系，签署直播授权和

责任书，确认直播方式及推广渠道。16 日科普主会

场，当天总观看人数达到 210 万。17-18 日开幕式、

主旨报告等专场，总观看人数达到了 400 万。大会

总观看人数突破 600 万，覆盖了医学领域及普通大

众人群。全程对主会场、主题会场进行图片直播，

组织摄影摄像师 78 人，保障会务场次 113 场，拍摄

照片 2.3 万张，点击和下载量达到 21.6 万次；二是

保障会场图片在 10 分钟内即可提取，方便大家在朋

友圈进行分享；三是邀请中新社和重庆政协报首席

摄影师对重点人员全程拍摄。大会期间，宣传组共

制作宣传片、大会精彩花絮等 8 个视频。通过熬夜

剪辑，保证了闭幕式上大会精彩花絮的播放。大会

期间，宣传组密切监测网络舆情情况，未发生负面

舆情事件。

媒体报道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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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CC—CACA
海外派出人员颁发证书仪式

及行前教育会

2019年8月17日，由中国抗癌协会（CACA）、国际抗癌联盟（UICC）	

联合开展的中国青年肿瘤科技人员海外培训项目行前教育会在重庆顺利

召开。会议由国际抗癌联盟奖学金项目主管Sally	Donaldson 博士主持，

对 2019年最终通过项目评审的 8位中国青年肿瘤科技人员进行出国前

学习指导。

会上，Donaldson博士谈到此项目是一项针对中国地区青年肿瘤

科技人员开展的高端国际奖学金项目。八位派出人员是分别经过中国抗

癌协会和国际抗癌联盟学术评审委员会严格筛选选拔产生。国际抗癌联

盟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的青年肿瘤科技人员具有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一

定科研实力和水平。与此同时，国际抗癌联盟很有信心借助自身强大的

国际会员体系，为中国的青年肿瘤科技人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培养一

批年轻的国际化的中国肿瘤科技领军人才。

协会资讯

国际抗癌联盟——中国抗癌协会
海外派出人员颁发证书仪式

国际抗癌联盟会员单位授牌仪式
及中国地区会员单位介绍会

2019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

抗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

议上，国际抗癌联盟（UICC）候

任主席 Anil D'Cruz 为新加入国

际抗癌联盟的 10家单位颁发了

牌子。

2019 年 8 月 18 日， 国

际抗癌联盟会员部资深经理

KarineHentsch 女 士 与 2019 年

新加入 UICC的 10家中国单位举

行了见面会。会上，Hentsch 女

士介绍了国际抗癌联盟的服务宗

旨、特色活动，以及会员权益，

分享了会员单位参与全球癌症防

控治理的作用和成功案例。来自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山

西省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湖北

省肿瘤医院、重庆市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广州泰和肿瘤

医院、山东日照人民医院、南通

市肿瘤医院十家单位的代表参加

了会议。

国际抗癌联盟会员单位授牌仪式

国际抗癌联盟中国地区会员单位介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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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国际肿瘤防治
联合培训中心
授牌仪式

“一带一路”国际肿瘤防治联合培训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培训基地授牌仪式

2019年 8月 17日，在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

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肿瘤防治联合培训中心授牌仪式。“一带一路”

国际肿瘤防治专业人员联合培训中心的第七家国内培训基地落户重庆

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我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向重庆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授予培训基地的牌子，并希望重庆市肿瘤医院通过加入“一带一路”

国际肿瘤防治专业人员联合培训中心，带动西南部地区肿瘤学科的国

际化发展，做好肿瘤科技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工作。

会议期间，Donaldson 博士与来自空

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卢瑗瑗、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的黄育北、湖北省肿瘤医院

的陈健、河南省肿瘤医院的李俊、北京肿

瘤医院的于江媛、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的刘静、陆军军医大学一附院的柴凡和南

方医院的魏小磊，这八位派出人员进行了

深入的交流。详细解释了在派出期间应该

注意的相关问题，包括与国外导师如何建

立密切联系，如何积极主动地询问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提前准备学习总结，

以及如何与同学彼此之间建立良好友谊

协会资讯

等。八位青年肿瘤科技人员先后介绍了未

来海外培训的学习计划，并就培训时间能

否延期、培训周期能否延长、除结项报告

外的其他报告要求等问题，与 Donaldson

博士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流。

会议结束后，八位青年肿瘤科技人员

在中国抗癌协会八届三次理事会上，在所

有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们的见证下，接受由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和国际抗

癌联盟候任主席 Anil D'Cruz教授为其颁

发海外派出证书，并收获了樊代明理事长

和 Anil D'Cruz 主席的良好祝愿。

UICC—CACA
海外派出人员颁发证书仪式及行前教育会

2019 年国际抗癌联盟——中国抗癌协会青年肿瘤科技人员海外培训项目行前教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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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与
俄罗斯国家医学研究放射中心
签署中俄双边合作备忘录

2019 年 8月 17 日，在中国抗癌协会八届三次理事会上，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

院士与俄罗斯联邦卫生部赫尔岑莫斯科肿瘤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 Andrey	Kaprin 院

士签署了中俄双边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我会将与俄方今后就学术交流、人才培养、预防

科普等方面开展紧密的合作，体现了我会深入响应国家外交政策大局，深入落实“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并发挥社会组织民间外交的积极作用。

中国抗癌协会与
马来西亚分会
签署合作协议

2 0 1 9年 8 月 1 7日，我会与马中抗

癌协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授权马

中抗癌协会作为中国抗癌协会马来西亚分

会。马中抗癌协会是一家以向肿瘤患者提

供治疗和康复服务为主的社会组织。定期

邀请中国的肿瘤医生赴马来西亚进行诊治

咨询、患者交流，同时开展国际病人转诊

服务，提供马来西亚以及相邻国家的患者

到中国治疗肿瘤的咨询服务。马中抗癌协

会在马来西亚当地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受到马来西亚众议院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

认可，我会与之开展合作，将有助于扩大

中国抗癌协会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的

肿瘤社团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协会资讯

俄罗斯联邦卫生部赫尔岑莫斯科肿瘤研究所所长、
俄罗斯科学院 Andrey	Kaprin 院士 互赠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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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第八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第八届第三次理事会

2019 年 8 月 17 日，中国抗

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在重庆召开。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长樊代明院士、副理事长詹启敏

院士、张岂凡教授、季加孚教授、

李强教授、郭小毛教授、徐瑞华

教授，秘书长王瑛教授，监事会

监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监事长唐

年度十大科普经典作品”、“中

国科协 2018年度科普工作表彰单

位”、“2018 卷《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年鉴》优秀组织单位”等荣

誉。在中国科协 2018年度全国学

会综合能力评估工作中成绩突出，

在全国医科学会中综合业务能力

超过 84.6% 的学会。2018 年入围

步坚教授、蒋国梁教授等领导出

席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理事 154

人，实到理事 146人。第八届理

事会增补理事候选人、第一届青

年理事会理事、各工作部负责人

等列席，共5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王瑛秘书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樊代明理事长八

中国科协“世界一流学会建设项

目”，获得连续三年的立项资助。

今后将继续对标国际肿瘤医学领

域的顶级学会，聚焦会员服务、

学术提升、国际合作、科普宣传

等工作，将中国抗癌协会建设成

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学术影响力、

社会公信力、会员凝聚力的优秀

届三次理事会工作报告。一年来

协会对标世界一流学会，深化内

部治理，创新开展工作，不断提

升学术影响力、加强刊群建设、

扩大国际合作、创新科普品牌、

开展科技奖励与人才奖励、加强

党组织建设和自身建设，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一年来获得了“2018

科技社团。

会议听取了张岂凡副理事长

财务工作报告。2018 年总会财务

收支状况良好，收支略有结余；对

承接的中国科协资助项目进行自

查，做到专款专用；对科技服务部

执行项目进行跟踪管理，执行情况

良好；2018 年团体会员单位缴纳

樊代明理事长做八届
三次理事会工作报告

张岂凡副理事长
做财务工作报告

增补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投票

李强副理事长
做组织工作报告

王瑛秘书长
主持会议

樊代明理事长为新当选副理事长朴浩哲教授
颁发证书



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

增补副理事长、常务理事长和理事名单

新增副理事长	 朴浩哲

新增常务理事	 丁　健　于凯江　马胜林　王建祥　卞修武　巴　一　石汉平　叶定伟　田志刚　邢金良

	 曲国番　吕　毅　华树成　刘芝华　江　涛　李兆申　吴永忠　沈洪兵　宋尔卫　张桓虎

	 张福君　陆　伟　陈孝平　陈忠平　邵志敏　范先群　金　洁　郑雄伟　胡志斌　钦伦秀

	 钭方芳　袁响林　聂勇战　徐万海　徐兵河　徐惠绵　高　明　唐丽丽　崔书中　彭卫军

	 董家鸿　谭　晶　谭蔚泓

新增理事	 丁兆军　于振涛　于　韬　马代远　王丹波　王东华　王立东　王立新　王军海　王　坚

	 王国年　王洪武　王振宁　王家林　方文涛　邓大君　叶　孟　朱宝利　朱雪琼　乔晓红

	 向邦德　刘也夫　刘宏旭　刘晓红　孙乐栋　孙兴元　孙益红　孙培春　孙蓬明　孙　颖

	 花亚伟　李仕武　李国辉　李宗芳　李　勇　李富军　杨志平　杨道科　肖亚洲　肖志坚

	 吴东德　吴式琇　吴　炅　邱录贵　邹英华　宋现让　张万广　张水军　张　伟　张志仁

	 张建营　张艳桥　张　维　张　越　张　勤　张　雷　陆宇晗　陆骊工　陆　舜　陆箴琦

	 陈万青　陈可欣　陈传本　陈明（江苏）　　陈明（浙江）　　陈奎生　陈德玉　林志程　

	 周		晓　周国保　周　俭　周福有　赵　洪　赵作伟　赵　岩　赵彦南　赵　静　郝继辉

	 胡万宁　胡夕春　郜恒骏　秦中平　秦叔逵　秦　净　袁　芃　袁　霞　耿翠芝　钱朝南

	 特木尔巴图　　　徐　波　徐志豪　徐国良　徐忠法　高立民　高社干　郭永军　郭金成

	 黄科棣　曹广文　盛修贵　常春雨　崔大祥　阎　昭　梁爱斌　葛明华　蒋士卿　覃惠英

	 谢丛华　谢　恬　裘云庆　解云涛　廖　勇　樊赛军　黎海亮　潘灵辉

会费已全部完成，2019 年会费下

半年开始，正在缴纳过程中。目前，

除了少数无财务收支的分支机构，

多数分支机构财务收支已经实现由

总会统一管理。总会要求没有纳入

统一管理的分支机构年内必须签订

确认书，并保证财务收支管理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

会议听取了李强副理事长组

织工作报告。第八届理事会成立

两年来，协会积极组织发展会员，

截至 2 0 1 9年 8 月 1 5日 ，个人会

员人数已经达到 237287人，比上

年增加 33238 人，增长了 16.3%。

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个人会员管

理系统中继续排行第一。一年来

完成了 16个专业委员会换届工

作，组织筹建了16个专业委员会，

并于8月16日分别召开成立大会。

会议审议同意筹建肿瘤肾脏病学

分会和肿瘤内分泌专业委员会，

分别由刘志红院士和周琦教授发

起并负责筹建；同意“中国抗癌

协会康复会”更名为“中国抗癌

协会康复分会”；会议同意落实

民政部“党建入章”工作，先行

在章程中载入“党建”内容，在

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时再予

以确认，并按照规定办理章程核

准手续。会议特别强调要加强分

支机构管理，对分支机构领导体

制、组织建设、项目合作和财务

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会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理事、

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的选举办法，

通过监票人名单。到会全体理事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增补的 1

名副理事长、44名常务理事及 132

名理事。总监票人崔久嵬教授宣布

选举结果，樊代明院士为新当选的

副理事长朴浩哲教授颁发证书。

王瑛秘书长做大会总结，表

示第八届理事会将在新的征程中

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负众望，

为开创中国抗癌协会更加辉煌的

明天而努力奋斗。

会前提前召开了中国抗癌协

会第八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审议通过了第八届理事会增补理

事候选人名单和资格审查报告，

第八届理事会增补理事、常务理

事和副理事长选举办法和第八届

理事会常务理事增补候选人建议

人选。

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第八届第三次理事会

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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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青年理事会
第二次全体理事会议

20 1 9年 8 月 1 7日中国肿瘤

大会在火热的山城重庆隆重召开。

同日晚在重庆悦来会议中心召开

了抗癌协会第二次青年理事会全

体理事会议。会议由青年理事会

执行副理事长于韬教授主持，出

席此次会议的嘉宾有中国抗癌协

会樊代明理事长、李强副理事长、

聂勇战副秘书长、组织部王宇部

长、组织部薛岗副部长。

首先青年理事会常务副理事

长胡志斌教授就青年理事会 2019

年工作进展、未来工作展望和畅

想进行了总结和汇报，并表示青

年理事将在未来工作中坚守信念，

继续为中国的抗癌事业贡献力量。

自 2018 年成立以来，青年理

事会一直在中国抗癌协会的悉心

指导下开展工作，随着青年理事

会会员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根据抗癌协会要求以及青年理事

会未来工作和发展的需要，总会

同意并批准进行届内增补常务理

事。常务理事会是青年理事会的

主要执行机构，是抗癌协会重要

的组成之一。本次增补严格按照

总会的规定和程序进行，在资源

分布均衡的情况下，采取自愿申

报，择优入选，最终产生了 45名

候选常务理事。根据《中国抗癌

协会第一届青年理事会增补常务

理事选举办法》进行现场投票选

举，经全体理事投票表决，最终

45 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会议最后由樊代明理事长进

行致辞，樊理事长表示对青年理

事会在中国肿瘤事业中发挥的作

用寄予厚望，同时肯定了青年理

事会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成绩。

青年理事会是抗癌协会重要的组

成部分和重要执行力量，面临目

前抗癌协会不断发展壮大的艰巨

使命，樊理事长对全体青年理事

们提出了要求，青年理事会要热

情饱满的投入到此项事业和工作

中去，为中国肿瘤事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

中国抗癌协会
第一届青年理事会

增补常务理事长和理事名单

新增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

马　飞　马　望　王红霞　王美林　王楠娅　贝锦新　卢瑗瑗

史艳侠　江　波　孙天盟　麦海强　苏士成　杨晓军　邹冬玲

张　鹏　张旭东　张佩景　陈　雨　陈　勇　陈勇彬　范　磊

林　飞　林　根　金洪传　周圣涛　周成伟　孟令新　赵　伟

赵　岩　赵久达　赵方庆　贾　凯　夏丽敏　高艳锋　盛锡楠

梁　洁　梁晓龙　隋新兵　曾　宇　谢聪颖　靳光付　甄亚男

谭锋维　熊　斌　魏　嘉

新增青年理事会理事

丁继强　王　勇　王　铁　王　鑫　王　盈　王　涛　王　嵘

王　斌　王　樑　王伟斌　王国庆　王凯峰　王佳谊　王建功

王春晖　王洪琰　王能超　戈佳云　仓顺东　方　仪　方向东

石		磊　叶		丹　叶　涛　田浴阳　史建红　史颖弘　邝栋明

巩长旸　吕　建　吕晶晶　朱永群　任善成　刘　婷　刘惠琴

齐鲁楠　江　鹏　安　刚　许林平　李　迅　李　博　李　默

李　宁　李　萍　李连青　杨		文　杨		魏　杨　钰　杨青松

吴　斌　吴　昊　吴　晨　吴　巍　应建明　沈　贤　张		凡

张　伟（北京）　张　伟（天津）　张　宇　张　睿　张好建

张丽燕　张轶雯　张信华　陆　滢　陈　琳　陈少斌　陈恕求

陈填烽　邵　群　岳君秋　周易明　周建炜　於海军　郑　建

郑　健　郑华川　赵　月　赵　刚　赵永生　赵自云　郝智勇

柳勤龙　钟小军　钟红珊　段　峰　侯进琳　姚　俊　秦长江

袁　超　贾仁兵　贾淑芹　夏　冰　原　翔　顾冬英　钱　东

徐　亮　徐莹莹　高　强　唐　域　陶梅梅　黄　敏　曹建忠

梁军利　隋梅花　路　静　蔺　强　戴文燕　戴东方　魏　炜

协会资讯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樊代明院士致辞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李强教授宣布选举办法

青年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
胡志斌教授做工作报告

青年理事会执行副理事长于韬教授主持 会议现场 投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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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科协党

组于2019年 4月12日印发的《中

国科协党的建设工作方案》。中

国抗癌协会将按照要求坚持全国

学会党建“四同步”制度，把全

国学会党建工作纳入中国科协对

学会成立、年检、评估、换届四

同步审核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

学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相统一；

建立学会党建协同工作机制；构

建分类推进工作机制；形成党建

促进学会发展机制。

会议听取了党委书记李强同

志做的《中国抗癌协会2019年1-8

月份党委工作报告》。2019年协

会继续申报中国科协科技社团党委

“党建强会计划”项目并获得资助；

组织开展党员科技工作者“展风采

树楷模”宣传活动；积极报送党建

强会工作创新实践典型案例；协会

党支部按期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

党员教育活动；使用党支部工作平

台，提升党建工作智慧化水平等。

自第八届理事会党委第三次

会议开始，正式召开前置性党委

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在专业委

员会（分会）层面建立党的工作

小组的工作方案。目前 80 个分支

机构已全部上报申请成立党的工

作小组的请示和人员名单。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分支机构党的工

作小组组长名单，党委会后将行

文批复同意这 80 家分支机构成立

党的工作小组，八月底前全部完

成党的工作小组建设。

会议传达了民政部“党建入

章”工作文件精神，同意在《中

国抗癌协会章程》中将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的有关内容先行载入，

在召开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时再予以确认。

中国抗癌协会
第八届第四次理事长

办公会议

会议由樊代明理事长主持。会议就中国抗癌协会拟召开的常

务理事会和理事会议程、组织、财务、科技和人才奖励等 8 项议

题听取工作汇报，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一致决议。

会议首先通过了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议程、第三次理事会会议议程和会议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李强副理事长汇报组织工作，包括拟向理事会报告的工作事

项、审议事项和向常务理事会报告的届中增补理事、常务理事和

副理事长事项。

工作报告包括会员发展、专业委员会（分会）换届和筹建工

作情况：截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个人会员人数已经达到 237287

人。比上年增加 33238人，增长了 16.3%。在中国科协所属学会

个人会员管理系统中继续排行第一。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手

段，开发和完善会员系统，使会员管理和服务更加方便、快捷，

不断满足会员学术和交流的需求。中国抗癌协会八届二次理事会

以来（2018 年 8 月 -2019 年 7 月），完成 16 个专业委员会换届

工作，实现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和工作交接，优化组织结构，保持

了组织活力。一年来完成了 16个专业委员会（分会）筹建工作，

积极做好委员推荐、领导选任、会员发展和会议筹备工作，已于

8月 16 日在重庆正式成立。

中国抗癌协会
第八届理事会党委第四次会议

2019 年 8 月 16 日，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党委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樊代明、

詹启敏、于金明、张岂凡、李强、郭小毛、徐瑞华、毛伟敏、单保恩、魏少忠、王宇出席会议。

季加孚、王瑛、赵文华列席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李强主持。

2019 年 8 月 16 日，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四次理事

长办公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樊代明、詹启敏、

于金明、张岂凡、季加孚、李强、郭小毛、徐瑞华、王瑛。

王红阳、赫捷因事请假。秘书处赵文华、王宇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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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财务收支已经实现由总会统一管理。总

会要求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分支机构年内

必须签订确认书，并保证财务收支管理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

王瑛秘书长汇报了“2020中国肿瘤

学大会（CCO）”承办单位征集和遴选情况。

广西抗癌协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四川省抗癌协会、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苏

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浙江省抗

癌协会和厦门弘爱医院等 8 家单位报名申

办，并现场 PK。通过遴选，最终选定由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和广东省抗癌协会

为2020中国肿瘤学大会（CCO）承办单位。

时间定为 2020 年 8 月 20 日。

赵文华主任汇报了《中国癌症研究》

杂志社股权事宜。《中国癌症研究》杂志

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杂志社 ) 是第五

届理事会遗留问题，其注册资金 30万元

没有列入总会财务账目。总会责令杂志社

限期整改，补齐审计报告，财务年报并入

总会财务，这一做法得到了民政部主管部

门的认可。经研究讨论，会议同意该期刊

日常业务运营继

续由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负责，主

编和法人代表为

季加孚，《中国

癌症研究》杂志

社的股权以及注

册出资的叁拾万

会议讨论决定 3 项组织工作事项，

提交理事会审议：一是拟新建肿瘤肾脏病

学分会和肿瘤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分别由

刘志红院士和周琦教授发起并负责筹建；

二是将“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名称改为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三是落实民

政部“党建入章”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

加强分支机构管理，对分支机构领导体制、

组织建设、项目合作和财务管理等方面提

出具体要求。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第八届理事会届

中增补理事、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工作，

同意届中增补常务理事候选人建议人选的

初步名单，决定召开八届四次常务理事会

审议通过“第八届理事会增补理事候选人

资格审查报告”和“中国抗癌协会增补常

务理事候选人选举办法”，并通过增补常

务理事候选人建议人选。

詹启敏副理事长汇报科技奖励和人

才奖评审情况。2019年科技奖评审实行

多项改革，由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取

元，无偿转让给该杂志社并由杂志社自主

运营。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本

届 CCO 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维汇

报了 2019 中国肿瘤学大会筹备情况。重

庆市市委、市政府、各部委、科协、卫健委、

重庆大学等高度重视，亲自部署。由卫

健委牵头，各方协同配合，共同做好保

障工作。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组成筹

消三等奖，推荐一等奖的项目落选不再参

评二等奖，采取网络评审系统进行专业组

评审（初评）等。本次评审共收到全国

53个推荐单位（部门）推荐的项目 97项。

经过形式审核、专业组初评和评审会终评，

选出一等奖 5项，二等奖 10 项。

2019 年度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的

评审同样由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共

收到全国 47 个单位推荐的候选人 67 名。

经过形式审查、专家初评、现场评审等环

节，10 名获奖者脱颖而出（基础和临床

各 5 名）。

张岂凡副理事长汇报了中国抗癌协

会 2018年财务收支情况，并对 2019年后

4 个月重点工作提出要求。2018年总会财

务收支状况良好，收支略有结余；对承接

的中国科协资助项目进行自查，做到专款

专用；对科技服务部执行项目进行跟踪管

理，执行情况良好；2018年团体会员单

位缴纳会费已全部完成，2019年会费下

半年开始，正在缴纳过程中。目前，除了

少数无财务收支的分支机构，多数分支机

协会资讯

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成 18 个工

作小组，举全院之力，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据统计，注册参会人数达到 32441 人，

投稿数量 13479 篇，主会场 1 个，主题

会场 11 个，分会场 77 个，工作及交流

会 12 个，会议规模和水平达到历次 CCO

之最高水准。与会领导听取了 CCO 主要

项目和活动安排、会场准备、交通、餐饮、

医疗保障、媒体宣传、工作人员安排等

项工作汇报，对会议筹备情况非常满意，

并提出工作要求。

中国抗癌协会
第八届第四次理事长办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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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资讯

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监事会
第五次工作会议中国抗癌协会新建团体会员单位

授牌仪式

经 2019年 1 月 11 日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抗癌协会

协会吸纳了 25家事业单位医院为中国抗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2019年 8 月 17 日，中国抗癌协会

第八届第三次理事会议上，为这 25 家单位授予中国抗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牌匾。

青海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安阳市肿瘤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安庆市石化医院

杭州市肿瘤医院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新加入团体会员单位名单

2019 年 8 月 16 日，中国抗癌协会第一

届监事会第五次工作会议在重庆悦来温德

姆酒店召开。监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监事长

唐步坚教授、蒋国梁教授，监事刘端祺教授、

李树业教授、张静教授出席了会议。监事会

全体成员对中国抗癌协会八届理事会近期

重点工作进行了评议，对协会重点工作提出

建议意见，讨论了监事会近期工作重点。

按章程规定监事会列席了 8 月 17日召

开的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四次常务理事

会议、第八届第三次理事会议。听取了《八

届三次理事会工作报告》及财务、组织等相

关工作汇报，进行了理事、常务理事和副理

事长增补，开展了表彰、颁发证书、签约、

授牌等活动。监事会依章对中国抗癌协会八

届三次理事会议以来重点工作进行了评议。

监事会认为：

一年来中国抗癌协会对标世界一流学

会，深化内部治理，创新开展工作，不断提

升学术影响力、加强刊群建设、扩大国际合

作、创新科普品牌、开展科技奖励与人才奖

励、加强党组织建设和自身建设，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

一、组织建设快速发展。个人会员已

增长到近24万人，专业委员会增加到80个，

团体会员单位 99个；增补了理事和青年理

事，使协会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二、学术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8月

18日在沈阳举办的 2018中国肿瘤学大会参

会人员达 18000 人，开创了历史先河。2019

年 CCO大会参会人数更是再创新高，达到

3.24万人，各类学术交流活动累计101场，

征文总数达到 13479 篇，创历届之最。

会议同期的科普专场同样精彩纷呈，

以重庆为中心，重庆、四川、贵州、陕西、

湖北、云南共 6 个省市协调开展 93场科普

专场，总计3.6万名观众参与现场科普活动。

大会在线直播观看人数达 210 万，网络总观

看人数 1530万人，体现了科普宣传的广泛

性和深入性。。

三、《整合肿瘤学》将成为肿瘤领域

的世纪之作。继“扩大队伍”、“提升学术”

后的第三件大事——组织出版《整合肿瘤

学》已全面启动各个分册的编写工作。预计

全书文字总数超过 1000万字，将成为肿瘤

医学领域体系最完整、篇幅最大、权威性最

强的学术专著。

四、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举办和组

织参加高端国际学术会议，开展“一带一路”

国际肿瘤专业人员联合培训项目，与国际抗

癌联盟签署战略合作计划，建设海外分会，

推荐协会专家在国际组织任职，协会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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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界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

五、创新品牌科普活动。坚持举办全

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世界癌症日等品牌科普

活动，同时组建中国抗癌协会科学传播专家

团队，启动中国肿瘤防治健康科普工程，开

展中国肿瘤青年医师科普能力大赛等创新

科普品牌，推动全民科学抗癌。

此外，组织编写发布《中国恶性肿瘤

学科发展报告》、开展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与青年科学家奖评选表彰、实施青年人才托

举工程项目、加强刊群建设，开展党建强会

特色活动，2018年入围中国科协“世界一

流学会建设项目”，在中国科协 2018年度

全国学会综合能力评估工作中成绩突出，在

全国医科学会中综合业务能力超过 84.6% 的

学会。协会在各个方面都开展了大量创新

性、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推进了协会事业的大踏步前进。

监事会对自身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并达成共识：监事会应及时学习中国科协对

于监事会开展工作的相关政策，积极探索监

事会的工作机制，关注中国抗癌协会的重点

工作，发挥智囊、顾问和监督作用，与理事

会同心协力，维护中国抗癌协会的良好学风

和信誉，确保协会事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针对目前协会工作，监事会提出以下

建议：

（一）进一步做好党建工作，加强党

的领导。建议在各专业委员会成立及换届

时，避免专委会主要领导中无党员代表的情

况。

（二）巩固和提高协会组织建设。在

积极扩大队伍的同时，注意总结，保证质量，

保持协会可持续发展。

（三）避免专业委员会重复建设。协

会专委会队伍不断扩大，在建设过程中要

避免专委会名称不同，从事活动相类似的问

题，避免分类过细，注意保证质量。

（四）协会团体会员单位不断增加，

各地市综合医院会员单位的比例不断提高。

建议在专业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遴选时注

意肿瘤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平衡。

（五）紧跟国家方针政策，提高肿瘤

防治战略高度。围绕提升癌症防控体系和能

力建设，积极为国家提出有理有据的肿瘤防

控工作的具体策略和有效措施建议。

中国抗癌协会新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就职仪式及新建专业委员介绍

2019 年 8 月 16 日，中国

抗癌协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

业委员会等 16 家新建专业委员

会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一批

工作在一线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担任主任委员。2019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三

次理事会议上，举行了新建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就职仪式，为

16 家新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颁发了证书。

2019 新建专业委员会名单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腹膜肿瘤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近距离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超声治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大数据与真实世界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防护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检验与伴随诊断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环境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消融治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样本整合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与微生态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

协会资讯

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监事会

第五次工作会议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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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业委员会成立

主 任 委 员： 陈万青

候任主任委员： 王丹波

副主任委员： 潘凯枫　王　新

 郜恒骏　周清华

 陈可欣

主任委员　陈万青教授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在肿

瘤登记、肿瘤流行病学和生物统计领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

2019 年 8月 16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全国首个“多原发和不

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产生了来自肿瘤内科、病理科、外科、放疗科、影像科、超声科、

介入科、预防统计科等领域的 108 名专家成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产生了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胡夕春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共成功吸纳来自全国30个省市的1692名会员加入专委会。

“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在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联合更多的专业单位

和临床医生、病理专家、基础研究人员，通过多学科、多中心和国际合作三个层次的平台，围绕亟待

填补空白的多原发肿瘤和不明原发肿瘤两种疾病开展相关流行病学调研、临床试验和基础研究，建立

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疾病数据库。编写疾病共识和诊疗指南，打造地区性临床诊治和研究中心及疑

难疾病会诊中心，通过协会学术交流和技术巡讲等方式介绍先进诊疗模式、规范治疗理念、推广创新

技术，培养人才梯队，不断提高国内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的诊疗水平，使广大患者获益。广泛开展

科普宣传，积极承担社会职能，努力为公众和患者服务。

主任委员　胡夕春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肿瘤化疗，尤其是乳腺

癌内科治疗的研究。

主 任 委 员： 胡夕春

副主任委员： 马　飞　史艳侠

 陆建伟　张红梅

 巴　一　潘宏铭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经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三次理事长会议研究，报第八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同意筹建中

国抗癌协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8月 16日成立。截至 8月初，已发展会员

1042 人，来自临床、公卫、基础、影像、病理、大数据、人工智能、卫生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其中，

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者分别占27%和 21%，高级和中级职称分别占 25%和 33%。专委会现有委员 97人。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王丹波教

授为候任主任委员，郜恒骏、陈可欣、潘凯枫、王新和周清华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孙喜斌教授等

24名委员为常务委员，李霓教授为秘书长，贺宇彤、王宁和杜灵彬教授为副秘书长。

陈万青主任委员指出，专委会的发展将会依托各省的肿瘤防办，及不同癌症的专业防治队伍，共

同发声，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加强宣传，极力提高大众在癌症筛查与早

诊早治上的认知和参与；并更好地规划学科未来发展防线，最终切实地降低我国癌症的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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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腹膜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的筹备，腹膜肿瘤专业委员会成功吸引来自全国 30个省级行政区的 1833 名会员加入专

委会，在 2019 年 8月 16日举行的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来自胃肠外科、腹膜肿瘤外科、

肝胆外科、妇瘤科、普外科、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及放射科领域的 112 名专家作为第一届专业委

员会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崔书中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腹膜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拟在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以“规范和提高”作为工作重点，联合

更多的专业单位和临床、研究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专业资源，充分发挥该学术组织的带头作用，带

动腹膜肿瘤医师队伍的发展壮大，逐步规范我国腹膜肿瘤的诊疗技术方法并制订完善共识与指南。建

立腹膜肿瘤大数据库平台，推动开展高质量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提高我国腹膜肿瘤的科学研究和临床

诊疗水平，提升我国腹膜肿瘤综合防治的整体水平，最大程度地降低高风险患者局部复发和腹膜转移

的风险，使更多腹膜肿瘤患者临床获益。同时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积极承担社会职能，努力为公众和

患者服务。

主 任 委 员： 崔书中

候任主任委员： 王西墨

副主任委员： 梁　寒　李　雁

 丁克峰　林仲秋

 姜小清

主任委员　崔书中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广州医科大学肿瘤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

作导师。从事腹部肿瘤的外科治疗和临床研究工作，对腹部肿瘤的诊断和治疗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
近距离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成立

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于 2019 年 1月 12日审议通过了盛修贵教授等一批近距离

放射治疗专家的申请，同意筹建中国抗癌协会近距离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的方案。经过半年积极、有

序的筹备工作，于2019年8月16日在重庆肿瘤大会期间正式成立，盛修贵教授任第一届专委会主任委员。

为推动近距离放疗的合理规范应用， 2011 年 12月，国内 100余名从事近距离放疗的专家齐聚济

南，成立“全国近距离放射治疗协作组”，由时任山东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从事本专业临床工作 20余

年的盛修贵教授牵头。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近距离放射治疗协作组已成为全国性的高水平学术组织，

学术队伍已覆盖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拥有近 400名的会员队伍和较高学术造诣的学科团队，其

中协作组委员近 100 名。协作组成立后举办了六届大型全国性学术会议、两次专题研讨会，累计参会

人数 1000 余名，极大促进了国内外本领域的学术交流，提高了近距离放疗的技术水平，规范了近距离

放疗的开展和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组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在全国范围获得广泛认可，奠定了中国

抗癌协会近距离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主任委员　盛修贵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妇科肿瘤防治工作 30

年，具备坚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致力于先进技术研究，擅长

处理妇科肿瘤领域疑难重症。

顾　　　　问： 孙建衡

名誉主任委员： 于金明　王绿化

主 任 委 员： 盛修贵

副主任委员： 曹新平　雷　新

 张福泉　任　骅

 孙志华　魏丽春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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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中国抗癌协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在相关领域全国各医疗机构领导和专家的关心和支持下，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正式成立。专委会现有会员 859名、委员 60名，委员分布于全国 24个省市，涉及

伦理学、临床医学、机构管理、法律和企业代表等不同专业领域，代表了医学伦理学工作在地域和社

会背景的广泛性。

医学伦理学专委会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中国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各方力量，

围绕提升医学伦理建设工作，为更多的研究者、社会学专家、医学专家、药学专家提供伦理学术交流、

合作的新平台。专委会以“生物医学尤其是肿瘤研究中的伦理学、生物新技术新方法等涉及的伦理问

题研究、临床实践中的伦理问题探讨和肿瘤医学伦理学术交流”为四个主要任务，深入探讨创新抗癌

药、创新疗法和精准医学，基因问题的伦理问题，同时将开展高水平、针对性强的肿瘤医学伦理学术

交流培训和业务咨询，并为申办者提供临床研究的伦理咨询或审查意见，通过多种形式的审查、会议、

交流等模式，为培养更多医学伦理学人才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共同发展完善肿瘤医学伦理学事业！

主任委员　洪明晃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临床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从事临床流行病学 /DME（科研

设计测量评价）工作，负责临床研究生和长年制医学生的 DME/ 循证医学课程，目前兼

任临床流行病学 /DME 教研室主任。

主 任 委 员： 洪明晃

副主任委员： 阎　昭　陈　震

 鲍　军　李　洁

 罗素霞　李　宁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超声治疗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的筹备，依据《中国抗癌协会章程》和组织程序原则，肿瘤超声治疗专业委员会吸引来

自全国20个省级行政区的863名会员加入专委会。在2019年 8月 16日举行的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上，

选举产生了来自超声学、介入治疗学、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等领域的64名专家作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

并选举产生了以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赵洪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肿瘤超声治疗专业委员会是肿瘤诊治领域中以超声为技术手段的专业学术组织，覆盖所有以超声

作为治疗手段或治疗监控手段的肿瘤治疗领域，是肿瘤超声治疗学科体系化发展的专家组织基础平台。

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在中国抗癌协会的领导下，对肿瘤超声治疗领域的资源进行整合，对肿瘤超声

治疗的各项技术和肿瘤治疗理念进行总结和提升，探讨肿瘤超声治疗的标准、诊疗原则及应急预案等。

组织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有效促进各个医疗机构肿瘤超声治疗专业更好地发展，推动肿瘤综合治疗

效果的提升。同时，通过超声治疗技术推广和培训，可以帮助基层医院更加规范的开展肿瘤超声治疗，

让更多患者和家庭受益。

主任委员　赵洪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肿瘤科主任、肿瘤微创治疗部主任，卫生部 HIFU 临床肿瘤培训

基地（上海）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超声治疗对机体抗肿瘤免疫功能的影响及对肿瘤细

胞凋亡、增殖的影响。

主 任 委 员： 赵　洪

副主任委员： 陈　颢　姜立新

 杨国旺　杨武威

 黄金华　周玉斌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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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大数据与真实世界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肿瘤大数据与真实世界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功吸引来自全国的 1202 名会员加入

专委会，并于 2019 年 8月 16日成功举办了专委会的成立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 71名专家作为第一届

专业委员会委员。

肿瘤大数据与真实世界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将在中国抗癌协会的领导下，团结大数据和

真实世界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此感兴趣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以及相关的公司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加强

多学科、多中心、多平台合作，逐步制定并完善真实世界研究行业标准及行动指南，建立多中心合作

平台，成立青年委员及学术小组，大力开展学术活动；建立高质量真实世界证据数据库，不断提升国

际学术地位。共同推动我国肿瘤大数据与真实世界研究的进步，为肿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从而为学

科发展和抗癌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主任委员　张艳桥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黑龙江省癌症中心副主任，黑龙江省消化道肿瘤

诊疗中心主任，博士后合作导师。从事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 药物临床研究、基

础转化研究。

主 任 委 员： 张艳桥

副主任委员： 吴开春　孙　颖

 徐建明　许剑民

 惠周光　付　丽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放射防护专业委员会成立

对肿瘤放射诊疗防护的基础研究、应用转化、关键技术、资源平台等进行部署，进一步提升我国

在肿瘤放射诊疗防护应用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加快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与应用，提升肿瘤放射诊疗医

师的职业防护意识，提高放射诊疗病人的防护知识、生存和生活质量，这是肿瘤放射防护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专委会）成立的初衷。

专委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任务：一、将理论和临床转化应用相结合，定期举办学术会议，掌握最

新放射防护发展的信息和趋势，提高我国肿瘤放射诊疗防护水平，做好放射诊疗职业医师的防护服务

和推广工作；二、对肿瘤放射诊疗医师、病人及家属等开展放射损伤及其防护知识宣贯，承担肿瘤放

射诊疗防护的科普宣传教育和服务咨询；三、帮助基层卫生机构完成肿瘤疾病放射诊疗相关的防控工作；

四、推进肿瘤放射防护相关国家标准、指南和规范的制定，为政府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承担专业智

库任务；五、制定健康持续的发展规划，将专委会不断发展壮大。

在中国抗癌协会的领导下，专委会将遵循学术、公益、奉献的宗旨，为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和学

术繁荣出力，为肿瘤放射诊疗防护领域科技人才的长足发展创造条件，力争成为中国抗癌协会的重要

学术团体和智库。

主任委员　樊赛军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肿瘤

放射治疗增敏与防护药物、核辐射损伤救治和康复等方面的研发工作。

主 任 委 员： 樊赛军

副主任委员： 袁响林　曹建平

 陈　明　王军平

 章　真　赵路军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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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临床检验与伴随诊断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检验与伴随诊断专业委员会吸纳了全国 29个省市自

治区的1359名会员的加入，在2019年8月16日于重庆举行的专委会成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首届委员会，

当选的委员由来自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94家单位的 99名专家组成，包括几乎全部省级及以上肿瘤

医院、部分国内著名的三甲综合医院、大学及肿瘤检验领域企业相关从业人员，并选举产生了以山东

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山东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现让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肿瘤临床检验和伴随诊断专委会成立后将在中国抗癌协会总会的统一领导下，紧密团结好每一位

委员及全国同道，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不断完善运行机制，共同建设这一检验人的平台。专委会将

在今后工作中大力发展会员，争取在一年内使会员人数达到 2000 人；大力开展学术活动，除了积极参

加中国肿瘤学大会，还将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如学术论坛、巡讲、专题研讨、学企交流等；尽

快成立专业学组和青年委员会，鼓励成立省抗癌协会下属的临床检验与伴随诊断专委会或分会，鼓励

并提供便利开展多中心科研合作，以解决肿瘤防治领域的重大检验学科问题，为学科抗癌事业做出更

多的贡献。

主 任 委 员： 宋现让

副主任委员： 韩晓红　徐国兵

 刘万里　郭　林

 高春芳　应斌武

主任委员　宋现让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肿瘤基础研究和临床检验工作。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成立

肿瘤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自 2019 年 1月份成立申请得到批复后，依照中国抗癌协会的指示与要求

积极发展会员和推荐委员。目前专委会发展会员人数 1466 人，其中 1046 人为新增会员，375人具有高

级职称，497人具有博士学位，基层医院会员占比约为 1/11，学生会员比例约为 1/6，覆盖地区包含我

国 33个直辖市、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以及部分来自美国的专家。专委会在 2019 年 8月 16日举

行成立大会，来自医院、高校和研究所中从事肿瘤学和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的 122 名专家成为第一届专

委会委员，同时选举产生了以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徐波教授为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肿瘤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拟在中国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和推进医工

结合的交叉学科建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肿瘤诊治”这一主题，以“促进肿瘤学医疗数据互通与整合、

搭建多模态多组学的数据研究分析平台、研发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肿瘤新药研究平台和人机协同手术

机器人、开展肿瘤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为四个主要任务目标，深入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在肿瘤早筛、

诊治和预后预测评估中的潜力和价值，全面提升我国肿瘤学的诊治水平，加速国家精准医疗规划进程，

并打造跨学科应用推广的示范模式和平台。

主任委员　徐波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肿瘤学基础及转化医学方面的

前沿研究，研究范围涵盖 DNA 损伤修复机制、基因组学、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研发以

及肿瘤人工智能的应用。

主 任 委 员： 徐　波

副主任委员： 步　宏　陈　明

 孟祥飞　宋咏梅

 田　捷　于　韬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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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微环境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的筹备，肿瘤微环境专业委员会成功吸引来自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的 1399 名会员

加入专委会，在2019年 8月 16日举行的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来自肿瘤分子、肿瘤遗传、

肿瘤免疫及临床等研究领域的 95名专家作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广州泰和肿瘤医

院院长钱朝南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肿瘤微环境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将在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联合更多的专业单位和临床、研究人员，

通过多学科、多中心和国际合作三个层次的平台，加强肿瘤微环境领域相关研究，定期开展肿瘤微环

境领域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加强国内、外肿瘤微环境专家的协作，促进肿瘤微环境

学科发展，推动自主创新；创建国际医学期刊 Visualized Medicine，以视频的形式清晰而直观地展现

生物学、医学等学科研究领域实验的多方面和复杂细节，促进科研成果的推广和传播；培养人才梯队；

积极开展科普活动，积极承担社会职能，提升全民防癌抗癌的认知水平。

主 任 委 员： 钱朝南

副主任委员： 曾木圣　高庆蕾

 张晓春　傅　深

 王　平　李　凯

主任委员　钱朝南教授

广州泰和肿瘤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从事鼻咽癌临床诊治、肿瘤转移研究及抗转移新

药研发。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消融治疗专业委员会成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消融治疗专业委员会经过7个多月的筹备，于2019年8月16日在重庆正式成立。

专业委员会共有会员 1291 名，委员 96名，常务委员 24名，副主任委员 6名，河南省肿瘤医院微创介

入及放射科主任黎海亮教授任第一届主任委员。委员来自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地市级及以上医院的学

科骨干或学术带头人，学科涵盖有介入科、影像科、胸外科、肿瘤内科、呼吸内科、超声科等临床科室。

目前肿瘤消融治疗发展迅速，受到大家的重视与关注，在消融器材和技术革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但在专业领域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抗癌协会批准成立肿瘤消融治疗专业委员会，以期能够

规范肿瘤消融治疗技术，培训相关从业人员，使我国的肿瘤消融事业再上一个台阶。专业委员会将在

中国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围绕加强多学科交汇融合、开展标准化专业技术培训、进行国内多中心

合作研究、促进国际合作研究、消融技术基层推广和帮扶、总结经验促成共识和在医学学术领域做政

府智囊等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届肿瘤消融治疗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将齐心合力，逐步打造成为一个技

术领先、影响广泛的专业队伍，为改善肿瘤患者的生存做出新的贡献。

主任委员　黎海亮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放射及微创介入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专注于肿瘤的介入治疗和影像诊

断，擅长肝癌、胰腺癌、肺癌、胃贲门及肾癌等肿瘤的介入治疗。

主 任 委 员： 黎海亮

副主任委员： 李　肖　范卫君

 叶　欣　孟志强

 王忠敏　徐　栋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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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样本整合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的筹备，肿瘤样本整合研究分会成功吸引来自全国 30个省级行政区的 786名会员加入专

委会，在2019年8月16日举行的肿瘤样本整合研究分会成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来自胸肿瘤科、消化科、

病理科、检验科、样本库等领域的 77名专家作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生物芯片上

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郜恒骏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肿瘤样本整合研究分会成立后拟在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联合肿瘤领域更多的专业单位及研究

人员，积极组织开展工作，加强生物样本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及多中心合作，建立前瞻性肿瘤疾病样本库，

围绕肿瘤各类疾病开展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充分发挥行业规范、学术交流、教育培训、国际交流与合作、

科研服务的主要职能，建立肿瘤生物样本库建立指南与标准，并积极推广到各相关单位，积极承担社

会职能，提高国内生物样本库的建设水平，服务于各个亚专业，切实推动转化医学与精准医学的发展，

促进肿瘤医学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人民身体健康服务。

主 任 委 员： 郜恒骏

副主任委员： 陈万青　贾卫华

 王　新　王伟业

 孙孟红　陈可欣

主任委员　郜恒骏教授

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幽门螺杆菌耐药、个性化

诊疗及其与胃癌相关性研究，消化道肿瘤的功能基因组研究。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与微生态专业委员会成立

2018年8月16日，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与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注册正式会员1141名，

名誉主任委员高福院士、主任委员朱宝利教授、副主委6名，秘书长王强教授、副秘书长朱永亮教授，

顾问委员会包括高福院士、房静远教授和孟颂东教授。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专业委员会拥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南开大学附属南开医院、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各

附属医院、深圳大学总医院、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湖南省永州市中

心医院和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家临床基地。合作杂志“Global Journal of Microbiology（全球

微生物学杂志）” ，由美国马里兰州学者出版社出版，朱宝利教授任主编。肿瘤与微生态是目前肿瘤

领域研究的热点，近几年大量研究证实微生态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和转归，

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影响肿瘤的代谢、改变肿瘤对药物的抗性甚至是直接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等。专

业为委员会的成立希望能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合作共赢的平台。

主任委员　朱宝利教授

病原微生物耐药与耐药基因组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从事病原微生物

基因组学及环境微生物基因组学、人类遗传病及癌症基因组学、环境基因组及病原微生

物基因组 DNA 检测芯片的研究与开发。

名誉主任委员： 高　福

主 任 委 员： 朱宝利

副主任委员： 谭晓华　吕有勇

 于　君　于　力

 任　军　张发明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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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的筹备，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成功吸引来自全国 31个省级行政区的 1429 名会员加

入专委会，在 2019 年 8月 16日举行的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来自头颈外科、整形外科、

乳腺外科、显微外科、放疗科等领域的 113 名专家作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湖南

省肿瘤医院周晓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拟在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①联合更多的专业单位和临床、研

究人员，整合头颈肿瘤外科、乳腺肿瘤外科、整形外科、显微外科等十余个专业学科，开展整形外科技术、

显微外科技术、血管外科技术、组织工程和再生医学等技术在肿瘤诊治领域的应用研究；②进一步完

善肿瘤整形外科学理论体系，组织全国相关专业专家编写肿瘤整形外科学系列丛书；③围绕提高肿瘤

患者五年生存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的目标，共同努力将我国打造成为世界肿瘤整形

外科的发源地和学术制高点。

主 任 委 员： 周　晓

候任主任委员： 尹　健

副主任委员： 章一新　葛明华

 陈晓红　于志勇

 李　超

主任委员　周晓教授

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主要从事头颈肿瘤外科和肿瘤整形外科临床研究。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
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

经过一年的筹备，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成功吸引来自全国 30个省级行政区的 1437 名会员加入专

委会，在2019年 8月 16日举行的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来自胸外科、放疗科、肿瘤内科、

影像科及病理科领域的 85名专家作为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上海市胸科医院方文涛

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的领导班子。

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拟在抗癌协会的统一领导下，联合更多的专业单位和临床、研究人员，

通过多学科、多中心和国际合作三个层次的平台，围绕纵隔各类疾病开展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建立

前瞻性纵隔疾病数据库。逐步制订完善各项纵隔疾病共识和诊疗指南，打造地区性临床诊治和研究中

心和疑难疾病会诊中心，通过协会学术交流和技术巡讲等方式介绍先进诊疗模式、规范治疗理念、推

广创新技术，培养人才梯队，不断提高国内纵隔疾病的诊疗水平和使广大患者获益。广泛开展科普宣传，

积极承担社会职能，努力为公众和患者服务。

主任委员　方文涛教授

上海市胸科医院胸外科主任、肺癌外科主任、上海市交通大学食管专病诊治中心主任、

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导师。专长肺癌、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纵隔肿瘤以及气管疾病

等胸部常见病的外科诊治。

名誉主任委员： 毛伟敏

主 任 委 员： 方文涛

副主任委员： 于振涛　韩泳涛

 陈　岗　傅剑华

 陈　椿　陈克能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与协会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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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换届

2019年 8 月 17 日，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委会暨换届会议在重庆顺利召开。

会议选举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樊卫教授为第二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徐

文贵教授为前任主任委员，河南省肿瘤医院杨辉教授为候任主任委员，海南省肿瘤医院于丽娟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赵新明教授、山东省肿瘤医院杨国仁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章英剑教

授为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主任委员

樊卫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从事临床肿瘤核素影像和核素靶向内照射治疗工作，开展肿瘤 PET/CT 与 SPECT 诊

断和甲状腺癌、淋巴瘤、前列腺癌等核素靶向内照射治疗的临床研究。

中国抗癌协会
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换届

2019 年 8月 17日，中国抗癌协会第八届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全委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选举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汤永民教授为主任委员，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赵强教授为前任主任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王焕民教授为候任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高怡瑾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金润铭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高

亚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竺晓凡教授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名誉主任委员： 汤静燕　　　前任主任委员：赵  强　　　主　任　委　员：汤永民

候任主任委员： 王焕民　　　副 主 任 委 员：高怡瑾　金润铭　高  亚　竺晓凡

常　务　委　员： 闫　杰　张可仞　孙晓非　唐锁勤　马志贵　董岿然　罗学群　蒋  慧　王  珊　吴晔明

 刘　潜　鞠秀丽　袁晓军　马晓莉　黄东生　吕志宝　汪　健　高　举　徐晓军　唐　毅

 徐　敏　曹文枫　江　莲

前任主任委员： 徐文贵　　　主　任　委　员：樊　卫

候任主任委员： 杨　辉　　　副 主 任 委 员：于丽娟　赵新明　杨国仁　章英剑

常　务　委　员： 李林法　程祝忠　崔亚利　邱大胜　王新华　任　媛　肖国有　莫　逸　杨　志　郑　容

 陈晓良　杜　进　邓智勇　李　娟　杨爱民　王雪梅　魏　龙　陈志军

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第八届主任委员

汤永民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

从事小儿血液肿瘤性疾病临床诊治、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抗人白细胞分化抗原单克隆

抗体制备、人源化改造、白血病细胞分化免疫学分型诊断、MRD实时监测指导儿童白

血病预后分层指导治疗方案调整、细胞因子谱临床应用和白血病新靶点及新型CAR-T

细胞研制开发等研究。

专业委员会换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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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换届

2019年 8 月 18 日上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在重庆召开。会

议选举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为第二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

教授为前任主任委员，同济大学附属上海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为候任主任委员，国家新药审评中心

杨志敏部长、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张力教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巴一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张艳桥教授为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主任委员

徐兵河教授

国家新药（抗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主任。

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及新药临床研究工作 37 年，在乳腺癌等实体瘤的个体化治疗及药物

基因组学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换届

2019 年 8月 17日，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暨第二届全委会在重庆顺利

召开。会议选举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为第二届主任委员，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徐瑞华教授

为前任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潘宏铭教授为候任主任委员，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卞修武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军教授、天津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李凯教授为副主任委员。

前任主任委员： 沈　琳　　　主　任　委　员：徐兵河

候任主任委员： 周彩存　　　副 主 任 委 员：巴　一　张　力　杨志敏　张艳桥

常　务　委　员： 阎　昭　胡夕春　王哲海　刘云鹏　刘天舒　张东生　殷咏梅　潘宏铭　李　健　胡　蓓

 李文斌　马　飞　熊建萍　赵洪云　吴敬勋　于起涛

中国抗癌协会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主任委员

邵志敏教授

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乳腺癌研究所所长，大外科主任兼乳腺外科主任。

从事乳腺癌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建立适合中国人群的早期筛查和诊疗流程，提出基于

分子分型的三阴性乳腺癌精准治疗策略，开展临床试验提高乳腺癌患者的预后，科研

重点为乳腺癌的转化研究和乳腺癌转移机制研究等。

前任主任委员： 徐瑞华　　　主　任　委　员：邵志敏

候任主任委员： 潘宏铭　　　副 主 任 委 员：卞修武　石远凯　朱　军　李　凯

常　务　委　员： 江泽飞　胡夕春　李宇红　束永前　张艳桥　孙　涛　袁响林　殷先利　林小燕　罗素霞

 顾康生　胡晓桦　步　宏　沈丽达　佟仲生　王风华　双跃荣　李恩孝　盛立军　戴广海

 张小田　袁　瑛　王华庆　殷咏梅　刘天舒　张绪超

专业委员会换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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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关于推荐 2020 年度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的通知

各专业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抗癌协会；

各肿瘤医院，综合医院肿瘤中心，研究所 ;

各高等院校，解放军所属医疗机构：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以下简称科技奖）是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的全国肿瘤医学领域唯一的社会科技奖励，

协会将开展 2020 年度科技奖的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要求

1. 2020 年度科技奖仍采取单位推荐的方式申报。按照新修订的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章程》和《奖励办

法》规定，各推荐部门（单位）要严格掌握推荐标准和等级。

2. 已获得国家科技奖、中华医学科技奖的获奖项目及省部级一等奖的项目不再重复推荐本项奖励；如当

年同时推荐了国家科技奖或中华医学科技奖，在其公布获奖后，将自动终止本项奖励的评审程序。

3. 未获过奖励的推荐项目，要通过 3 位同行专家评审推荐，填写《专家推荐意见表》（见附件 2），专

家本人签字，由推荐单位盖章，与推荐书一起报送。

4. 每人每年度只能作为一个项目的第一完成人进行推荐。

5. 科技奖采用系统推荐和评审，推荐单位须使用“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推荐系统”填写《中国抗癌协会

科技奖推荐书》（以下简称推荐书），浏览中国抗癌协会网站 www.caca.org.cn“科技奖励”栏目中的系统链

接进行登录，各推荐单位帐号和密码见附件 5。推荐书形式审查通过后，用系统生成的推荐书打印，纸版材料

寄送协会。

6. 纸质版推荐书及附件应与推荐系统内容完全一致，完成人签字、单位公章、附件齐全。对不符合规定

的推荐材料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补正，逾期不再受理补充材料。

二、报送材料

1. 纸版推荐书 1套（原始件 1套，推荐书主件和附件装订成册）。

2.《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推荐项目汇总表》1份（系统生成，见附件 3）。

3. 未获过奖励的项目，提交《专家推荐意见表》。

4. 有以下情况的推荐项目，应提交相应的书面报告：

（1）完成人本人不能签名的，应提交纸质说明。

（2）推荐单位对推荐项目的评审专家有回避要求的，应提交专家回避报告、详细说明提请回避的理由，

并填写《回避专家申请表》（见附件 4）。每个推荐项目所提出的回避专家人数不得超过 3人。

（3）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代表性论文（专著）、知识产权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所出具的知情同意证明。

三、附件要求

1. 所有推荐项目须提供查新报告和论文收录检索报告，出具时间须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

2.临床研究项目须提供3份以上应用证明，且能证明本项目技术已正式应用一年以上，且由应用人签字，

加盖应用单位（法人单位）公章（不能为科研处、医教部等部门公章）。

3. 基础研究项目提供的主要论文应当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前公开发表。

4. 具体附件要求见推荐书填写要求（见附件 1）。

四、注意事项

1. 推荐系统正在调试中，开通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0 日，填报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0 日。

2. 纸版推荐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0 日。过期不予受理。

3.其它有关事宜请与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联系。欢迎通过微信 sunjinjin2014（孙金金）

加好友联系，第一完成单位联系人请将昵称修改为“自己姓名 - 完成单位名称”，项目组人员请将昵称修改为

“自己姓名 -第一完成人姓名”。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金金 022-23359958-802，赵文华 022-23520738 

E-mail：jinjins@caca.org.cn

地　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兰苑路 5号 A座 10 楼，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300384）

附件：	(http://www.caca.org.cn/system/2019/09/29/020019481.shtml）

1.《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推荐书》及填写要求

2.《专家推荐意见表》

3.《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推荐项目汇总表》

4.《回避专家申请表》

5. 推荐单位账号和密码

　　　　　　　　　　　　　　　　　　　　　　　　　　　　　　　　 中国抗癌协会

　　　　　　　　　　　　　　　　　　　　　　　　　　　　　　　　2019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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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 2020 年度
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的通知

各专业委员会（分会）、省市抗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青年理事会、

各位常务理事：

为表彰奖励在肿瘤医疗、科研、教育岗位勇于创新，做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人才，造就一批进入世界

肿瘤科技领域前沿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国抗癌协会于 2016年设立了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并已评选表彰

三届，30位肿瘤领域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获奖。2020年度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推荐工作已开始启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

学风正派。

2、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在肿瘤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创新性的成果；（2）在肿瘤临床诊疗方

面取得重大的、创造性的成果，并有显著应用成效。

3、候选人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1975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4、候选人必须是中国抗癌协会会员（如不是中国抗癌协会会员，可以通过各省市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

事业团体会员单位申请入会）。

二、奖励人数

每届获奖人数不超过 10 名

三、推荐渠道及名额

1、各专业委员会（分会）、各团体会员单位推荐本单位的候选人 1-2 名。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抗癌协会推荐在本省、区、市的候选人 1-2 名。

3、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可推荐青年理事候选人 3-5 名。

4、3名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可联合推荐 1名候选人。

四、报送材料要求

被推荐候选人应按照统一的格式填报推荐表，并按规定时间报送中国抗癌协会秘书处。报送的推荐材料

包括电子版材料和纸质版材料。

1、电子版材料

（1）《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推荐表》WORD 版。

（2）附件材料 PDF版（合成一个文件）。按照以下顺序排列：①附件目录；②身份证扫描件；③学历、

学位证扫描件；④重要学术任（兼）职证书扫描件；⑤近五年获得省部级以上重要科技奖励证明扫描件；⑥获

得重大人才培养奖励计划证明扫描件；⑦近五年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证明扫描件；⑧主要知识产权证明扫描件；

⑨近五年发表代表性论文、出版专著首页和版权页（不超过 10 篇）扫描件；⑩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2、纸质版材料

（1）纸质版《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推荐表》1份，需与电子版一致，打印后由被推荐人本人签字确认，

并加盖所在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2）单位推荐需由所属专业委员会（分会）主任委员、团体会员单位法定代表人、省市抗癌协会理事长签字，

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3）常务理事联名推荐需由 3位常务理事签字；

（4）青年理事会推荐需由理事长或常务副理事长签字；

（5）纸质版附件材料 1套，需与电子版顺序一致，单独装订成册。

五、推荐时间

推荐材料受理时间为 2019年 9 月 -11月 30日。电子版材料可以电子邮件或 U 盘形式寄送至中国抗癌协

会秘书处。纸质版材料请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以邮戳日期为准）前寄送至中国抗癌协会秘书处。

六、评审及表彰

中国抗癌协会奖励工作办公室负责对候选人及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后提交奖励评审委员会

评审。获奖者将在 2020 中国肿瘤学大会开幕式上进行表彰，颁发证书和奖金。

七、联系方式

刘  齐 022-23359958-800，13752025050　　赵文华 022-23359958-822，18622221371

联系邮箱：bgs@caca.org.cn 

邮寄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新技术产业园区兰苑路 5号 A座 10 楼，中国抗癌协会秘书处（邮编：300384） 

附件：(http://www.caca.org.cn/system/2019/09/29/020019483.shtml)

1、《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条例》

2、《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推荐表》

　　　　　　　　　　　　　　　　　　　　　　　　　　　　　　　　　　　 中国抗癌协会

　　　　　　　　　　　　　　　　　　　　　　　　　　　　　　　　　　　2019 年 9 月 29 日

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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