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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

天津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天津市肿瘤医院名誉院长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亚太抗癌组织联盟 (APFOCC) 主席

亚洲乳腺癌协会名誉主席

国际癌症登记协会（IACR）会员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FACS）会员

英国邓迪大学名誉教授

美国费斯伯格州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久留米大学客座教授

日本昭和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郝希山院士

郝希山教授致力肿瘤临床和科研 43 年，

经治肿瘤患者 6000 余例，在肿瘤外科、肿瘤

免疫治疗、生物治疗及肿瘤流行病学方面取得

多项创新性成果，为我国肿瘤医学事业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先后承担国家科技攻关、国家

863、国家自然基金及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 20

余项。主持完成的“功能性间置空肠代胃术的

临床与基础研究”及“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

及预防的研究”分别获得 2001 年度和 2006 年

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4项。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50 余篇。主编八年制教材

《肿瘤学》、《简明肿瘤学》、《腹部肿瘤学》

及《肿瘤手术学》等专著。指导进站博士后6名、

博士研究生 52名、硕士研究生 23名。

作为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学科带头人，将肿

瘤学科建设成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学科、

国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学科、

国家重点学科及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曾获“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天津市“劳动模范”和

特等“劳动模范”、天津市“十佳医务工作者”、

天津市“八五”、“九五”、“十五”立功奖

章等称号。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是在金显宅、吴桓兴、金家瑞、张天泽

等教授的倡导下，于 1984 年 4 月 28 日正式成立。中国抗

癌协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肿瘤学科唯一的国家一级

学会。2011 年被中国科协授予“先进集体”称号，2012 年

被民政部评为 4A 级社会组织。

中国抗癌协会下设 39 个专业委员会，在全国 30 个省、

市、自治区建立了地方抗癌协会，事业团体会员单位 40 余个，

个人会员 35000 余人，其中专业高级会员 12000 余人。中国

抗癌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由 195 位理事组成，其中常务理事

65 名，郝希山院士任理事长。

中国抗癌协会的宗旨是团结和动员全国各学科的肿瘤

科技工作者和社会抗癌力量，促进肿瘤科学技术的繁荣和

发展，促进肿瘤科技人才的成长，为肿瘤科技工作者服务，

为肿瘤患者服务，为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服务。

中国抗癌协会始终把学术交流作为立会之本，自 2000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肿瘤学术大会”，这是我国肿

瘤领域最高层次的学术盛会，是中国抗癌协会品牌学术会

议。每年各专业委员会亦举办全国或国际性专业学术会议、

继续教育培训班为肿瘤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了我国肿瘤防治水平的提高。

中国抗癌协会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科普宣传工作，自 1995 年起连续 19 年举办“全国肿瘤防

治宣传周”，从 2008 年起每年开展的“世界癌症日”活动已成为我会两大品牌科普活动，通过义诊

咨询、科普讲座、媒体宣传等多种途径，为患者提供服务和康复指导，提高了公众的防癌抗癌意识，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积极承担政府职能，拓宽科技服务，承担了全国乳腺癌筛查的技术

指导和民政部“中国抗癌协会贫困地区癌症救助试点项目”。

中国抗癌协会不断扩大国际交流，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学术地位。我会于 1997 年成为国际抗癌

联盟（UICC）的会员单位，2009 年在天津建立了国际抗癌联盟中国联络处，并于 2010 年成功举办

了第 21 届世界抗癌大会。协会还是亚洲地区抗癌组织联盟（APFOCC）常务理事单位，并与美国 

ASCO 、 AACR 、 ACS 建立了良好的协作伙伴关系。

中国抗癌协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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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创始人金显宅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代表会议筹备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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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副秘书长

刘端祺  教授 顾晋  教授 张宁  教授 姜文奇  教授 应敏刚  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历届理事长

樊代明  院士 曾益新  院士 唐步坚  教授 蒋国梁  教授 高国兰  教授 詹启敏  院士 于金明  院士 张岂凡  教授 季加孚  教授郝希山  院士

理事长 副理事长 秘书长

王瑛  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现任领导 3/4

吴桓兴 教授 徐光炜 教授 郝希山 教授金显宅 教授 张天泽 教授 徐光炜 教授

届数	 任期	 理事长
第一届	 1984—1988	 吴桓兴	教授

	 	 金显宅	教授 ( 名誉理事长 )

第二、三届	 1988—1997	 张天泽	教授

第四、五届	 1997—2007	 徐光炜	教授

第六、七届	 2007—至今	 郝希山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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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中国抗癌协会始终把学术交流作为立会之本，“中国肿瘤学术大

会”是全国肿瘤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盛会，也是我国肿瘤学领域的品

牌会议，自 2000 年起分别在北京、杭州、广州、石家庄、上海和天津

每两年召开一届，参会人员从 2000 人增至 5000 人。2012 年 9 月，第

七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暨第十一届海峡两岸肿瘤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来自国内外的 5800 余名肿瘤科技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为肿瘤科技

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了我国肿瘤防治水平的提高。

中国抗癌协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频繁，每年

举办各类国际、全国和地区性学术会议、高端前沿学术论坛百余场，

吸引了国内外大批专家学者的参与。地区性学术交流常态化，很

多省市抗癌协会学术活动均超过 20 次 / 年，涌现出了一批规模大、

层次高、影响大的学术交流典范。

中国抗癌协会多次承办高层次学术论坛。2009 年，承办“中

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来自科学院和工程院的 10 名院士应

邀出席论坛并作了精彩的报告，就恶性肿瘤防控工作提出了很多

创新性观点和针对性建议与对策。2011 年，承办第十三届中国科

协年会第 18 分会场“癌症流行趋势和防控策略研究”研讨会，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院

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程书钧院士，原卫生部

副部长、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彭玉、国际抗癌联盟（UICC）

卸任主席 David Hill 等参加了研讨。中国抗癌协会以总分第一荣

获中国科协第十三届年会学术交流优秀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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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第一届中国肿瘤
学术大会——北京

2004 年，第三届中国肿瘤
学术大会——广州

2006 年，第四届中国肿瘤
学术大会——天津

2008 年，第五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石家庄

2010 年，第六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上海

2012 年，第七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北京

2011 天津乳腺癌防治研究国际研讨会

第十一届全国肺癌学术大会

2009 国际暨第十届全国头颈肿瘤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荣获中国科协第十三
届年会学术交流优秀分会场

2009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科技论坛在天津举行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主18分会场院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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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

中国抗癌协会长期开展广泛的科普宣传工作，各专业委员

会、地方抗癌协会、会员单位及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在全国各

省市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普及宣传抗癌防癌的知识，转

变公众心目中“癌症等于绝症”的错误观念，

提高全社会对癌症的认识，扩大早诊早治比

例，提高癌症的治愈率，进一步推动了我国

抗癌事业和科普工作的健康发展。

自 1995 年起，由中国抗癌协会倡导发起

的“4.15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已成为全国

肿瘤防控科普宣传的重要平台之一，是中国

抗癌协会品牌科普系列活动，至今已成功举

办了 19 届。活动的总主题为“科学抗癌，关

爱生命”，每年推出的副标题都是围绕与人

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如 2012 年“饮

食与癌症”，2013 年“保护环境，远离癌症”。

每年的 4 月 15 日 -21 日，中国抗癌协会在不

同的城市举行启动仪式，各专业委员会、省

市抗癌协会、肿瘤医院及相关学术团体在全

国范围内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通

过举办知识讲座、义诊咨询、患者交流、网

络访谈以及发放科普资料等形式开展活动，

全国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

等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每年都有上亿人在

活动中受益。

继续教育

中国抗癌协会积极开展肿瘤学科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更新肿瘤诊

疗知识和技术，提高广大会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诊疗水平。近五年来，

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班百余场，培训近 6 万人次。加强了规范化

培训，编辑出版了一批规范化诊治指南。各专业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

诊疗指南巡讲活动，举办了几十期肿瘤治疗新进展学习班。省市抗癌

协会也非常注重对基层的专业技术培训，

定期到基层地区举办肿瘤诊治培训班，

达到覆盖地域广，受益人数多的效果。

2011 年，第八届全
国大肠癌学术会议暨
2011 全国结直肠癌
诊治高峰论坛

2010 年，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规
范化治疗研讨会在郑州巡讲

第四次乳腺疾病病理诊断研修班

2013 年，第十九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仪式——重庆

2012 年，第十八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仪式——北京

2009 年，第十五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广西
抗癌协会举行的“环南湖慢跑活动”

2013 年，第十九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甘肃
省抗癌协会举行的“科学抗癌，健步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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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

“世界抗癌日”是由国际抗癌联盟发起的全球肿瘤科普宣传日，

旨在呼吁建立肿瘤防治的国际性合作，使全球的癌症病人都能得到更

好的医护服务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心。中国抗癌协会作为国际抗癌

联盟会员单位积极响应号召，自 2008 年起，

每年 2 月 4 日结合国际抗癌联盟推出的主题

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2011 年，在天

津举行的青少年癌症知识漫画、诗歌比赛；

2012 年，在成都举行的“共同参与，成就奇

迹——青稞沙龙”；2013 年，在武汉举行的“世

界癌症日”肿瘤防治高峰论坛暨媒体见面会

等。同时，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同期开展，各

专业委员会、省市抗癌协会积极开展各类活

动，共同为减少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努力。

继 2008-2010 年，中国抗癌协会组织的

“中国癌症防治科普宣传促进计划（希望工

程）”系列活动圆满完成后，2011-2013 年

协会在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支持下启动

了“聚爱，生命亦精彩——中国抗癌希望之路”

系列科普活动。6 年来，通过举办专题新闻

发布会、电视专题栏目、开办肿瘤患者关爱

家园以及摄影巡展和现场义诊等系列活动，

为临床肿瘤专家、新闻媒体与老百姓之间架

起一座肿瘤防治信息交流的桥梁，让百姓更

好地了解掌握肿瘤防治科普知识，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好评。

中国抗癌协会举办的拒绝烟草健康大讲堂

2013年，江西省肿瘤医院院长黄欧平教
授在癌症救助活动中作“拒绝烟草，远离
癌症”的讲座

中国抗癌协会设计
印发的控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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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控制

癌症康复

目前，中国吸烟人群达 3.5 亿，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群高

达 5.4 亿，其中 15 岁以下的儿童有 1.8 亿，烟草对中国人民健康

的危害十分严重。中国抗癌协会多年来把控烟工作做为协会工作

的重要内容之一。协会积极推广控烟条例，参与卫生工作者“双

十”签约活动，参加控烟高层论坛，开设烟草与癌症科普知识讲

座，讲解吸烟的危害，设计印发控烟海报，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控

烟工作的发展。

为提倡科学防治癌症，让全社会关注癌症患者的生活，中国

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工作委员会相继在各地成立癌症康复会 80 余

个，现有会员 12 万人。通过举办“抗癌明星评选”，患者交流

康复经验的“话疗会”，“全球社区癌症控制对话”，“爱在天

地间”全国癌症康复者文艺汇演等活动，大大增强了患者战胜癌

魔的勇气和信心，使社会

各界都来关心和支持癌症

患者。

“爱在天地间”全国癌症康复者文艺汇演

浙江省杭州市癌症康复会举办的健康环
湖骑行活动

2013 年，世界癌症日期间，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
高国兰教授等做客央视网健康台《健康有约》栏目

2013 年，世界癌症日肿瘤防治高峰论坛——武汉

2012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后举行了“共
同参与，成就奇迹”青稞沙龙——成都

2012 年，“聚爱，生命亦精彩——中国抗
癌希望之路”肺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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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中国抗癌协会始终重视国际交流，与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保持

着友好合作关系。是国际抗癌联盟会员单位、亚洲地区抗癌组织联盟

常务理事单位，并与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美国癌症协会、兰斯·阿姆

斯特朗基金会等国际抗癌机构开展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2009 年 9 月， 国 际 抗 癌 联 盟

中国联络处在中国天津成立，挂靠

在中国抗癌协会，这是国际抗癌联

盟在全世界设立的第 2 个联络处，

旨在为大中华地区的国际抗癌联盟

会员与总会紧密合作和交流搭建平

台，在其方针引导下共同开展抗癌

活动，促进中国的抗癌事业发展，

进而为全球抗癌事业贡献力量。

2010 年 8 月，中国抗癌协会和中华医学会

在深圳共同举办了国际抗癌联盟第 21 届世界抗

癌大会，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 92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70 个会员单位的 3200 余名代表参会，其中

中国代表 1800 人。会议设立了 104 个专场，其

中中国专场 9 个，14 名院士在专场上发布我国

肺癌、肝癌、乳腺癌、消化道系统肿瘤等全球

高发癌症的最新治疗进展。大会创造了三个之

最，参会人员最多，演讲水平最高，媒体覆盖

面最广。

2009 年 11 月，在日本筑坡举行的亚太抗

癌组织联盟理事会上，通过了由中国抗癌协会

承办第 22 届亚太抗癌大会的申请。2011 年，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担任亚太抗癌

组织联盟主席一职。11 月，中国抗癌协会率

代表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由亚太抗癌联盟

（APFOCC）主办的第 21 届亚太抗癌大会，4

名中国代表分别荣获大会“最佳青年论文奖”

和“论文壁报奖”，闭幕式上，郝希山理事长

接过亚太抗癌大会会旗。

中国抗癌协会经常组织对外交流活动，

2011 年，组团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 21 届亚

太抗癌大会。2012 年，中国抗癌协会组团赴加

拿大蒙特利尔市参加由国际抗癌联盟 (UICC) 主

办的第 22 届世界抗癌大会。

国际抗癌联盟中国联络处牌匾

2009年，国际抗癌联盟中国联络处揭牌仪式

2010 年，世界抗癌联盟理事会在津举行

2012 年，中国抗癌协会率代表团赴加拿大蒙特利尔
市参加由国际抗癌联盟主办的第 22届世界抗癌大会

2011 年，第 21	届亚太抗癌大
会中国抗癌协会代表团合影

2010 年，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在第 21 届
世界抗癌大会开幕式上发言

2010 年，第 21 届世界抗癌大会开幕式——深圳

2009年，郝希山院士获第20届亚太癌症大会“金进博”奖

2011 年，第 21 届亚太癌症大会闭幕式上，郝希山理
事长接过亚太抗癌大会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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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政府职能

2013 年，中国抗癌协会承接了民政部中央财

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中国抗癌协

会贫困地区癌症救助试点项目”。实施地选为江

西省赣州下辖的瑞金市和兴国县。协会组织国内

知名专家，对革命老区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和乳

腺癌的科普宣教、免费普查义诊，并对确诊患者

由专家团队指导进行规范化治疗。同时通过医师

培训、资助进修，逐步缩小当地与发达地区之间

的医疗水平差距，建立一支稳定的、不走的专业

医疗队伍，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中国抗癌协会本着为癌症患者服务，为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服务

的宗旨，于 2008-2009 年，受卫生部委托承担了“中国城市妇女

乳腺癌筛查项目” ，在全国设立 53 个工作点，共筛查 91 万人，

确诊乳腺癌 466 人。同时，承担了“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优化方案

的多中心研究（精品工程）”项目，项

目分别在天津河西、辽宁沈阳、江西南

昌、山东肥城 4 个地区完成了 14000 余

人筛查。

“民政部癌症救助项目”手术示范

2013 年，民政部“中国抗癌协会贫困地
区癌症救助试点项目”在江西赣州启动

“民政部癌症救助项目”
专家学术报告及医师培训

2008 年，中国抗癌协会承担的“中国
城市妇女乳腺癌筛查项目”在天津启动

2008 年，中国抗癌协会承担的“中国城市妇
女乳腺癌筛查项目”中期推动会在济南召开

13/14

2009 年，中国抗癌协会承担的“中
国城市妇女乳腺癌筛查项目”在湖
南长沙启动并举办全国培训班

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专
门向协会致感谢信

在“民政部癌症救助项目”启动仪式上，
詹启敏院士做学术报告

“民政部癌症救助项目”义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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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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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设

奖的科技奖励。自 2009 年正式启动以来，每两年评选一次，评审标准、条件和评审方

式参照国家科技奖的标准要求，建立了章程和奖励办法，完善了推荐及评审系统，具

有固定的科技奖励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落实。拥有 176 个推荐单位和近 500 名的评

审专家队伍。科技奖评审工作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国家奖励办及中国科协领

导均参加评审会及颁奖仪式。

获奖项目 30 项 / 届，奖金额度为：一等奖 5 万元，二等奖 3 万元，三等奖 1 万元，

在每两年召开的中国肿瘤学术大会开幕式上进行颁奖。已进行了两届评审活动，来自

中国抗癌协会各专业委员会、省市抗癌协会、事业单位会员，肿瘤研究院所等单位推

荐的共 60 个项目、82 个单位、409 位完成人获奖，获奖项目汇集了我国肿瘤医学领域

中的最新、最优秀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领域中最高学术水平。目前，获奖项目中已

经有四项获得了国家科技奖。

中国抗癌协会系列期刊

中国抗癌协会系列期刊现已有 32 种期刊加盟，占全国 44 种肿瘤期刊的 73%。其中英文

期刊 4 种。这是我会拥有的最大资源之一，是中国肿瘤学科学术交流和技术推广的主渠道。

2009-2011 年承接中国科协期刊出版体制改革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收益。项目对推动各期刊学

术质量的提升、发行范围的扩大等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4 年，中国抗癌协会创办了内部刊物《中国抗癌协会通讯》，每年发行四期，报道总会、

各专业委员会、省市抗癌协会以及团体会员单位的重大活动，反应专家新学说新观点，宣传

肿瘤界著名专家的科技人生和高尚情操，为各单位间相互学习交流提供了平台。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项目完成卞修武教授 ( 左 2) 和方伟岗教授 ( 左 1) 等
在颁奖现场合影

2011 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颁奖现场

中文版科技期刊

《中国肿瘤临床》

《肿瘤防治研究》

《实用肿瘤学杂志》

《现代肿瘤医学》

《肿瘤基础与临床》

《肿瘤学杂志》

《中国神经肿瘤杂志》

《世界肿瘤杂志》

《循证医学》

《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

《中国癌症防治杂志》

《实用肿瘤杂志》

《中国骨肿瘤骨病》

《肿瘤》

《中国癌症杂志》

《中国肺癌杂志》

《中国肿瘤外科杂志》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

《肿瘤预防与治疗》

《癌症进展》

英文版科技期刊
 
《癌症生物学与医学》 

《中德临床肿瘤学杂志》 

《中国癌症研究》

《癌症》

科普期刊 《癌症康复》

报纸 《防癌报》

中文内部刊 《中南肿瘤》
 《食管外科》

 《儿童肿瘤》

 《肿瘤基础与临床杂志》

 《结核病与胸部肿瘤》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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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国抗癌协会被评为
全国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先进单位

中国科协学会能
力提升专项二等
奖证书

中国抗癌协会荣获中国科协能力提升专项二等奖
颁奖现场，右 4 为秘书长王瑛教授中国抗癌协会荣获“4A

级社会组织”奖牌

2012 年， 中 国
抗癌协会获得中
国科协全国学会
“党建强会”特
色活动组织奖

中 国 抗 癌 协
会 被 评 选 为
“2012 年 中
国 科 协 会 员
日 活 动 优 秀
组织单位”

自身建设
中国抗癌协会下设 39 个专业委员会，在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建

立了地方抗癌协会。总会和秘书处设立在天津，成立 8 个工作部和 2 个办

公室作为常设办事机构。

2010 年，中国抗癌协会被评为全国社会组织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先进单位。2012 年，

协会被民政部评为 4A 级社会组织，获得中国科

协全国学会“党建强会”特色活动组织奖和“中

国科协会员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2012 年，协会荣获中国科协能力提升专项二等

奖，获得每年 200 万元连续三年的资助。项目将通过编辑出版中国常

见癌症诊治系列丛书——《大众版》与《专业版》、开展“中国肿

瘤防控资源现状”调研和“肿瘤专科医师资质标准认证和肿瘤专科

准入制度草案”的制定工作、举办第 22 届亚太抗癌大会、办好精品期刊（外文）、做好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的评选工作及

开展我国女性乳腺癌筛查方案的多中心队列研究 6 个方面的实施，进一步提升我会服务创新能力、服务社会能力、服务科技

工作者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把协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促进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抗癌协会注重自身建设，2010 年会址搬迁至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办公面积 2000 平米，提高了办公条件。根

据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自身建设持续发展的需要，2009 年 12 月正式建立“中国抗癌协会秘书处党支部”，现有

党员 11 名。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了工作流程，加强了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协业务培训班，

从而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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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组织机构

省市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 事业团体会员单位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北京市抗癌协会

天津市抗癌协会

上海市抗癌协会

重庆市抗癌协会

吉林省抗癌协会

辽宁省抗癌协会

河北省抗癌协会

河南省抗癌协会

山东省抗癌协会

山西省抗癌协会

江苏省抗癌协会

安徽省抗癌协会

福建省抗癌协会

湖北省抗癌协会

浙江省抗癌协会

江西省抗癌协会

湖南省抗癌协会

广东省抗癌协会

海南省抗癌协会

云南省抗癌协会

贵州省抗癌协会

四川省抗癌协会

陕西省抗癌协会

甘肃省抗癌协会

青海省抗癌协会

黑龙江省抗癌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抗癌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抗癌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抗癌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抗癌协会

肺癌专业委员会

胃癌专业委员会

肝癌专业委员会

肉瘤专业委员会

鼻咽癌专业委员会

食管癌专业委员会

大肠癌专业委员会

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淋巴瘤专业委员会

胰腺癌专业委员会

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

肿瘤信息专业委员会

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

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

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

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

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

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

癌症康复工作委员会

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

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

肿瘤影像专业委员会

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

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

肿瘤病因学专业委员会

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纳米肿瘤学专业委员会

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

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

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

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

肿瘤放射治疗专业委员会

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

肿瘤麻醉与镇痛专业委员会

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

肿瘤医院 ( 研究所 ) 管理专业委员会

新疆肿瘤医院

重庆市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肿瘤医院

陕西省肿瘤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西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贵州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沈阳军区总医院

牡丹江肿瘤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宁波鄞州人民医院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内蒙古包头市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肿瘤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学术部、科普宣传部、国际交流部、期刊出版部、癌症康复部、组织部、
财务部、继教及科技服务部、办公室、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