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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医院协会文件
云医协〔2020〕6 号

云南省医院协会关于同意第二届肿瘤医学

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云南省医院协会第二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

经云南省医院协会二届六次理事会暨八次常务理事会审议，

一致同意云南省医院协会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按期换届，挂靠单

位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

务部王高伟主任担任主任委员，黄洁等 16 位同志为副主任委员。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人员组成

（一）主任委员

王高伟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医务部主任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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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主任委员 16 名

黄 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医务部主任 副主任医师

寿 涛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孙 锋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

李 新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孔树佳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

杨 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放射治疗科主任主任医师

江 行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肝胆胰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李 艺 云南省中医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张荣生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韩此林 昆明市延安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孙文敏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部主任

钱海洪 玉溪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文静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后 群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杨文红 普洱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马 立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处长

（三）委员 105 名（详见附件）

（四）秘书 2 名

高春林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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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耀雄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二、工作职责

（一）制定第二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五年工作规划、年度

计划，每年进行工作总结，并及时报省医院协会备案。

（二）在省医院协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开展肿瘤医学领域

的培训、推广、指导、交流工作，充分发挥专委会的作用。

（三）按照省医院协会的授权或委托拟制肿瘤医学管理规范

和标准等。

（四）指导和帮助我省各级医院开展肿瘤医学管理服务工

作，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

（五）积极认真完成省医院协会下达的各项任务。

三、有关要求

（一）第二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要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

照《云南省医院协会章程》、《云南省医院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

和《云南省医院协会分支机构考评办法》开展工作。

（二）挂靠医院要积极支持专委会工作，成为专委会活动的

坚强后盾。

（三）以云南省医院协会名义开展的活动，必须报本会批准，

涉及财务收支的活动，必须纳入协会统一的财务管理。

希望云南省医院协会第二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按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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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和有关要求，积极有为地开展活动，为全省医疗卫生事业的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云南省医院协会第二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0 年 1 月 10 日

抄 报：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

抄 送：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医院协会会长、副
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第二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及其所在医院

云南省医院协会办公室制发 校对：杨利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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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医院协会第二届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 105 名）

姓名 单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金 松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张世文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 主任医师

桂艳丽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 副主任技师

赵 敏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病案管理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向东旭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教授

高春林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夏耀雄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主任医师

王 鹏 云南省中医医院 质控办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松梅 云南省中医医院 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

杨柏枫 云南省中医医院 病案统计科副主任 高级统计师

袁艳萍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主治医师

普琳梅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主管药师

葛良栋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张毓珩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外一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杨 雄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药剂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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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奇彪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九二 0 医院
主管药师

刘海云 昆明市延安医院 病案管理科科长 高级统计师

邓 磊 昆明市延安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游丽娜 昆明市延安医院 主管药师

陈 旭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长助理 副主任医师

毋江洪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海峰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

张 娜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陈 洁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王 霖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检验科主任 主任技师

严开明 富民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陶汝南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 普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马 静 官渡区人民医院 医务科副科长 副主任医师

苗丽琼 玉溪市人民医院 病案管理科主任 高级统计师

王 丽 玉溪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主任 主任药师

马寿宏 玉溪市人民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张 超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黄梅芳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吴 尧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部医政科主任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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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亚青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药师

符诚山 宣威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荀祥翰 富源县人民医院 胸外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张 红 富源县人民医院 药剂科副主任

沙雪辉 富源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杨育新 师宗县人民医院 医务部主任 主治医师

梁海峰 个旧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苏梅芳 个旧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张 扬 个旧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张 燕 个旧市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何艳芬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血液科主任 主任医师

周 博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甲状腺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武丽锳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药学部科主任 主管药师

苏 倩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病案管理科科长 统计师

张翠梅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质控办主任 主管护师

邬建中 建水县人民医院 业务副院长 主任医师

普朝磊 建水县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赵红清 建水县人民医院 医务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普 薇 建水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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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芷吟 开远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

黄惠琼 蒙自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罗顺请 临沧市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段纪州 临沧市第二人民医院
肿瘤影像治疗

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龙娅婷 临沧市第二人民医院 临床药学科主任

张文英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三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谢友发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许 玲 昭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李庭军 昭通市中医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马玉铭 昭通市中医医院 药学部主任 副主任药师

高兴成 昭通市中医医院 医务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詹正艳 彝良县人民医院 病案室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雪梅 保山市人民医院 病案管理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李兆兴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胃肠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国松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普通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邹广思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丁自梁 腾冲市人民医院 医务科科长 主任医师

雷柱云 腾冲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杨连斌 腾冲市人民医院 药剂科主任 副主任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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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镓 腾冲市中医医院 主治医师

杨新济 腾冲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医务科主任 主治医师

张成明 昌宁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刘建华 昌宁县中医医院 副院长 主治医师

杨锡运 施甸县中医医院 副院长 主治医师

张永丽 龙陵县人民医院 医务科主任 主治医师

李一辉 大理州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王海秀 大理州人民医院 药剂科主任 副主任药师

陈然坤 大理州人民医院 病案统计科主任 主治医师

黄晋辉 大理州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吴丽团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李少竹 祥云县人民医院 药剂科主任 主管药师

张 俊 巍山县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熊 盾 普洱市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龙 艳 普洱市人民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罗 新 普洱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副主任 副主任药师

陶 静 澜沧县妇幼保健院 医务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陈 永 景谷县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金松龄 文山州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10

杨德兴 文山州人民医院 病理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蒋 智 文山州人民医院 医务处副处长 副主任医师

李 雯 德宏州人民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宋 芳 德宏州人民医院 药剂科主任 主任药师

李桂芝 德宏州人民医院 病案管理科科长 副主任医师

陈 庚 德宏州人民医院
质量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钱泓瑞 云南博亚医院 副院长 主治医师

周晓斌 昌宁天和医院 院长 主治医师

蔡海波 宣威云峰医院 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陈宣莽 宣威云峰医院 医务部主任 主治医师

袁 芳 宣威云峰医院 主管药师

任旭刚 丽江帝康肿瘤医院 院长

崔建国 丽江帝康肿瘤医院 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杨志成 丽江帝康肿瘤医院 医务科主任 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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