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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医院协会文件
云医协〔2020〕9 号

云南省医院协会关于同意第三届信息专业

委员会人员组成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云南省医院协会第三届信息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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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专业委员会按期换届，挂靠单位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谢颖夫主任连

任主任委员，王胤涛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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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颖夫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科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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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主任委员 10 名

王胤涛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王雄彬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黄红兵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高级工程师

路 健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黄绍贤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科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徐正雄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0医院科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陆 斌 昆明市延安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刘 伟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史嘉兴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主任 副研究馆员

王 豹 德宏州人民医院 科主任 副研究馆员

（三）委员 119 名（详见附件）

（四）秘书 2 名

胡光阔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支部书记 高级工程师

李 静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科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二、工作职责

（一）制定第三届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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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开展信息领域的培

训、推广、指导、交流工作，充分发挥专委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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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照省医院协会的授权或委托拟制信息管理规范和标

准等。

（四）指导和帮助我省各级医院开展信息管理服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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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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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信息专业委员会按照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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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医院协会第三届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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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省医院协会会长、副会长、
常务理事、理事，第三届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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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医院协会第三届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 119 名）

姓名 单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李力耘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科副主任 助理工程师

胡光阔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支部书记 高级工程师

梁 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科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李 静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科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郭 华 云南新昆华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陈昊昱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科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陈 劲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科副主任 助理工程师

李 源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信息中心主任 初职

万 英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科长 高级工程师

周 红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副科长 高级工程师

石 磊 云南省中医医院 科主任

黄 梅 云南省老年病医院 副院长

林家昌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肖力屏 云南省急救中心 副主任 主治医师

董向东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 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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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征帆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科主任 主治医师

杨晓鸿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科主任

吴德青 武警云南省总队医院 科长 工程师

姜 冰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六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吴 青 昆明市卫生信息中心 主任 正高级工程师

朱黎军 昆明市延安医院 信息安全架构师

普勇翔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主任 主治医师

段劲宇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科负责人 工程师

黎 军 云南昆钢医院 科长 高级工程师

何小勇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科主任 网络工程师

张 寅 昆明市中医医院 科主任

郭欣雨 昆明市中医医院 工程师

常 宇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丁 健 昆明市儿童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李艳福 昆明市儿童医院 科副主任 工程师

刘 雯 五华区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杨明波 昆明市延安医院呈贡医院 科主任 助理工程师

熊定果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史 峥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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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勇 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吴 松 曲靖市第五人民医院 科长 统计师

施晓黔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孔 琦 宣威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范志刚 宣威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长 高级工

刘 磊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医院 科长 会计师

秦绍金 曲靖市马龙区人民医院 科主任 会计师

马朝辉 师宗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敖 彦 富源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谢 斌 陆良县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张春权 罗平县人民医院 科长 统计师

马 军 玉溪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康然新 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 科长 高级工程师

俞 伟 玉溪市妇幼保健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王元明 玉溪市中医医院 科副主任 工程师

张红梅 峨山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自正特 新平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缪劲荣 楚雄州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刘万雄 楚雄州人民医院 副科长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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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青 楚雄州第二人民医院 工程师

李万春 楚雄州中医医院 副科长 助理工程师

毕海涛 楚雄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朱照勋 禄丰县人民医院 科长 高级工程师

周 林 南华县人民医院 科长 高级工

白世燕 大姚县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黄 瑜 个旧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赵 林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史 骏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科副主任 工程师

胡榜洪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周 文 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赵晋升 红河州妇幼保健院 科长 工程师

解元蒙 蒙自市人民医院 科副主任 网络工程师

李春业 建水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吴 萌 河口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尚 云 泸西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侬 柳 屏边县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何超凡 石屏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柳国平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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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华 昭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蒋 敏 昭通市中医医院 科长 工程师

秦开府 永善县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马青海 水富市人民医院 科长

郭晓红 绥江县中医医院 科长

高 林 鲁甸县人民医院 副科长 工程师

张毅平 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主任

万举姜 祥云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副主任技师

陈凌敏 丽江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李中木 丽江市妇幼保健院 副科长 助理工程师

彭耀林 古城区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王白云 华坪县人民医院 副科长

夏开光 宁蒗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白昌林 宁蒗县中医医院 科主任

李永林 普洱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统计师

李 斌 景东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邓智方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段 希 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 科副主任

肖海方 景洪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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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红疆 景洪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屈明程 勐腊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助理工程师

张学康 勐海县人民医院 科长

李晓龙 保山市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张云钦 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段生斌 腾冲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助理研究员

杨建星 龙陵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戴曙光 施甸县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李 萍 昌宁县人民医院 科长 助理工程师

徐兴文 临沧市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陈 康 临沧市第二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吴开鸿 临沧市妇幼保健院 科长 工程师

郑国振 云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陈 栋 凤庆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李璐维 文山州人民医院 科长 政工师

李 胜 文山市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袁丽丽 丘北县人民医院 科长

肖 灿 德宏州中医医院 副科长 工程师

时国俊 瑞丽市人民医院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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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渝中 迪庆州人民医院 科主任 高级工程师

杨曙龙 维西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农 布 德钦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唐德智 怒江州人民医院 科长 工程师

王兆春 泸水市第一人民医院 科长

和彦元 兰坪县人民医院 科长 助理工程师

孔燕涛 福贡县人民医院 科主任 助理工程师

普云有 云南博亚医院 工程师

许一华 昆明同仁医院 科主任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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