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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医院协会文件

云医协发〔2018〕 1 号

云南省医院协会关于成立卫生新闻宣传

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省医院协会经过组织医院申报、竞争答辩、专家评审、

会长会议审定，同意成立分支机构“云南省医院协会卫生新闻宣

传管理专业委员会”，挂靠单位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分支机构名称

云南省医院协会卫生新闻宣传管理专业委员会

二、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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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姓名 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及技术职称

苏 伟 昆明医科大附一院 党委副书记 副教授

副主任委员 14 名

姓名 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及技术职称

付伟斌 昆明医科大附一院 团委书记

张立亚 昆明医科大附二院 党委副书记 副教授

王兰玉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宣传科科长 副主任医师

刘志敏 昆明医科大附三院 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医师

和 清 云南省口腔医院 党委副书记

李惠琴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党委书记 主任医师

高长青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杨津林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党委书记

黄 波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

杨 玲 玉溪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高吉贵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刘雅芸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许剑波 大理州人民医院 党委副书记

杨光明 丽江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委员 58 名（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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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2 名

姓名 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及技术职称

李 凌 昆明医科大附一院 党办干事 主管护师

杨 成 昆明医科大附一院 机关团支部书记

三、工作职责

（一）制定卫生新闻宣传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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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动开展卫生新闻宣传

领域的培训、推广、指导、交流工作，充分发挥专委会的作用。

（三）积极认真完成省医院协会下达的各项任务。

（四）按照省医院协会的授权或委托拟制卫生新闻宣传的管

理规范和标准等。

（五）受省医院协会的委托，开展医院评审、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以及医疗质量管理的相关工作。

（六）指导和帮扶我省各级医院开展卫生新闻宣传服务，提

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四、有关要求

（一）卫生新闻宣传管理专业委员会要遵守法律法规，遵循

《云南省医院协会章程》和《云南省医院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

法》，在医院协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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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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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以云南省医院协会名义开展的活动，均应报本会批

准，凡涉及财务收支的活动，均要纳入协会统一的财务管理。

希望“云南省医院协会卫生新闻宣传管理专业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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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附件：云南省医院协会卫生新闻宣传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2018 年 1 月 17 日

抄报：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云南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抄送：云南省医院协会会长、副会长，卫生新闻宣传管理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及其所在医院

云南省医院协会秘书处制发 校对：杨利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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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医院协会卫生新闻宣传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 58 名）

姓名 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及技术职称

肖青颖 昆明医科大附一院 党办主任 副主任医师

陆继才 昆明医科大附一院 宣传科科长

李力耘 昆明医科大附一院 信息中心副主任

黄 苏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宣传科科长

李 珩 昆明医科大附二院 医务部干事

钱 芳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党办主任 护师

普 娜 昆明医科大附三院 党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研究实习员

杨 波 昆明医科大附三院 宣传科科长 馆员

刘 岭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院务部主任 政工师

虞 丹 昆明医科大学 党委组织部主任干事 馆员

雷 鸣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
《云岭先锋》杂志社

记者

曾翠华 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 党办主任 主任医师

柳贵明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党办主任 副主任护师

陈倩倩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 党办干事

李云方 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宣传科主任

陈 娟 昆明市延安医院 团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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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江华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王 妤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部干事

刘 杰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

李国忠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务部副主任

李继红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 主任医师

谭 燕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健教科科长 主管护师

胡志宇 昆明市中医医院 办公室主任 主管药师

刘 莉 昆明市儿童医院 党办副主任（主持工作）

李丽芬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医院 党政办主任 副主任护师

周亚菲 寻甸县第一人民医院 副书记 护师

王珑燕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医院 党办副主任 主管护师

杨舒越 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党办宣传干事

李俊萍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主管护师

雷国凡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 院务部主任 主管护师

陈旭志 建水县人民医院 党办主任 网络工程师

王 勇 开远市人民医院 医务部主任 主治医师

晏 园 蒙自市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 副主任医师

刘明安 石屏县中医医院 副院长

廖江磊 石屏县中医医院 办公室主任 中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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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玲 石屏县中医医院 医务科副科长 主治医师

朱 丽 石屏县中医医院 新闻宣传干事 护师

王东伟 绿春县人民医院 党政办主任

朱嘉云 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 院办主任 主管护师

何琴丽 祥云县人民医院 精神文明办主任 主管护师

赵秋艳 祥云县人民医院 新闻宣传干事

杨鹏远 丽江市人民医院 党办科员

张 韬 临沧市人民医院 院办副主任

王芹书 凤庆县人民医院 党支部书记

李曼娟 凤庆县人民医院 院办主任

武江虹 双江县人民医院 文化办主任 副主任护师

吴建勇 保山市人民医院 院办副主任 新闻编辑

赵若男 保山市人民医院 党办主任 讲师

罗月琼 昌宁县人民医院 院办主任 副主任护师

普春会 昌宁县人民医院 党总支副书记 副主任药师

高雄致 昌宁县人民医院 院办干事

熊兴莲 文山州人民医院 社会服务部副主任 主管护师

陆天鹅 广南县人民医院 党办主任 主管护师

魏大校 西盟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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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瑾 西盟县人民医院 院办主任 主管护师

李 庆 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党政办主任

代 强 永善县人民医院 院办主任

梅 燕 鲁甸县中医医院 院办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