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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建设



河北省抗癌协会基本情况

 理事长：王士杰，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省肿

瘤医院

 候任理事长：单保恩，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

省肿瘤医院

 秘书长：耿翠芝，主任医师、教授、博导，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省肿

瘤医院

 副理事长11人，专职秘书3人

 本会会员总数4073名，其中2017年度新发展会员数约1300余名



34个专业委员会和1个癌症康复会



河北省抗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2017.6.10）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赵新明教授 第一届主任委员



河北省抗癌协会肿瘤病因专业委员会成立（2017.12.22）
河北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主任 邢凌霄教授 第一届主任委员



河北省抗癌协会传统医学和癌症康复会换届（2017年8月19日 廊坊）



河北省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内镜护理协作组成立

河北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心理康复工作室成立

2016年4月6日，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妇科内镜护理协作组，河北医科大学
第四医院妇科护士长马俊英任组长

2017年10月29日河北省癌症康复会成立心理康复工作室，河北医科大学第四
医院李蓉任组长



河北省抗癌协会七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2017年3月10日 邢台）

2017年3月10日，河北省抗癌协会七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暨2016年协会工作会议在邢台召开，60
余位常务理事出席会议。会议中，大肠癌等12个专委会做典型发言，中国石油中心医院汇报了
第十三届河北省肿瘤大会筹备情况，李连荣副理事长汇报组织建设情况，王士杰理事长部署
2017年度工作，单保恩候任理事长做会议总结。



12个专业委员会典型发言



河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四次理事会全体会议（2017年8月18日 廊坊）

2017年8月18日召开了河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四次理事会、河北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六届四次委员
全体会议，160位理事参会。会上耿翠芝秘书长汇报了2016年8月-2017年8月的工作，李连荣副理事长
汇报了组织工作，单保恩候任理事长传达了刚刚闭幕的中国抗癌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精神。
王士杰理事长总结了协会的成绩和不足，经全体理事表决，确定2018年第十四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
将在张家口市举行。在会上康复会的病友们还赠送了每位理事自己制作的手工剪纸。



河北省抗癌协会和挂靠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推荐青年理事4名

推荐两位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人选

何宏涛 副主任医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
院副院长

史建红 副教授 河北
大学附属医院实
验中心副主任

李勇 教授 河北医
科大学第四医院胸
外科 主任助理

桑梅香 研究员 河北医
科大学第四医院科研中
心 科主任

郭炜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
四医院河北省肿瘤研究所病
理研究室主任

刘丽华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
第四医院肿瘤科（免疫）主
任

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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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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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开展了大量关于肿瘤治疗探讨与交流活动。举

办高峰论坛、研讨会、肿瘤规范化巡讲、专业学术会议及MDT等各种

学术活动120余次，各专业委员会在学术活动和内容上不断创新，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2017年，参加专业会议人员达28000人次。各市抗

癌协会举办学术活动近 90次，参会人员15000 余人次。



第十三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2017.8.18~20   廊坊）

2017年8月18日-20日，由河北省抗癌协会主办，廊坊市抗癌协会、中国石油中心医院联合承办的第十三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
会召开，注册代表2792名，收到论文1457篇,设主会场1个、分会场17个。大会邀请Leena Gandhi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康山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波教授、中国石油中心医院齐秀恒主任和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耿翠芝教授分别就肺癌
的免疫治疗、宫颈癌防治、安宁疗护、肿瘤诊治的多学科协作和乳腺癌的发病与诊治现状做大会学术报告，262篇优秀论文进行
了分会交流，63人获得中青年优秀论文奖，李爱萍等7名患者获得抗癌明星称号。每年一届的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是我省品牌学

术会议，通过交流肿瘤防治新进展、新成果，探讨肿瘤研究热点和难点，推动了全省肿瘤防治事业的科学发展。



第十三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 主题发言



第十三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分会场交流

肿瘤基础研究会场 癌症姑息治疗分会场 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
经验交流会场

肿瘤内科分会场

肿瘤外科分会场 肿瘤转移分会场 肿瘤护理分会场 癌症康复会



第九届妇科微创理论与实践高峰论坛（燕赵论坛）

暨第一届妇科微创理论与实践护理论坛（2017.4.7-9  石家庄）

第九届妇科微创理论与实践高峰论坛（燕赵论坛）暨第一届妇科微创理论与实践护理论坛
于4月7至9日在石家庄召开。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来自国内外的60余位讲者，从子宫内膜异位
症、子宫肌瘤、盆底疾病、妇科恶性肿瘤、妇科护理五大方面为近1000名妇产科同仁带来精彩
授课及手术演示。郎景和院士担任本次会议名誉主席。



中国介入质量万里行-华北站

暨2017年河北省介入医学学术大会（2017.5.5-7  石家庄）

2017年5月5—7日，“中国介入万里行（华北站）暨2017年河北省介入医学学术大会”在石家庄举行。
来自13个省、市、自治区的包括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介入专业委员会主委郭志教授等46名知名专家来石
讲学，103位专家参与讲座、主持及讨论点评，吸引了来自华北五省市约600余名代表参加。大会设主
题演讲主会场1个，设肿瘤与综合介入、神经介入、大血管与外周血管介入、介入护理和介入影像技术
与工程等分会场5个。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华北地区青年医师TACE大赛。来自华北地区的10位选手参加了
比赛。



2017年河北省胃肿瘤学术大会暨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规范化诊治巡讲（2017.12.9 石家庄）

12月9日，国家级继教项目 “2017年河北省胃肿瘤学术大会暨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胃癌规范化诊治巡讲在
石家庄举办，大会邀请南京军区总医院江志伟、王刚教授，北京解放军307医院徐建明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彤教
授等进行大会学术报告，下午分胃癌手术视频大赛专场、胃肿瘤MDT大赛专场、加速康复外科（ERAS）病例分享共3个专
题会场，本次会议盛况空前，学术形式多样，来自全省各地的400余胃肿瘤专业人员参加了本次盛会。



2017年乳腺癌诊治系统回顾

暨河北省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年会（201.12.29-30  石家庄）

2017年12月29-30日乳腺癌诊治系统回顾暨河北省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年会在石家庄召开，会议邀请了
18名国内乳腺界的知名专家讲课，400余名医护人员参加了会议。期间，还组织了青年乳腺癌PBL教学查
房和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2017版乳腺癌诊治指南巡讲。



CSCO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全国巡讲-石家庄站

暨第十一届河北省淋巴瘤学术年会（2017-8-5  石家庄）

2017年8月5日， CSCO中国抗淋巴瘤联盟全国巡讲-石家庄站暨第十一届河北省淋巴瘤学术年会在石家庄召开，

邀请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华庆教授；中国抗淋巴瘤联盟主席马军教授；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石远凯教授；北京肿瘤医院朱军教授等国内著名专家做精彩学术报告，参会人员
200余人。



肿瘤标志物新技术全国推广培训班—河北站（2017.4.14）

2017年4月14日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省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
委员会承办的“肿瘤标志物新技术全国推广培训计划”启动仪式和河北站“肿瘤基因检测(液
体活检)技术及临床应用”培训班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举行。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邢金良教授介绍了肿瘤标志物新技术全国推广培训计划的设立背景及目标。此
次培训活动吸引了260余名临床医生及科研工作者参加。



第一届津京冀甲状腺癌高峰论坛”

第二届环渤海甲状腺癌高峰论坛”（2017.10.28  天津）

2017年10月28日，河北省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委会与中国抗癌协会甲状腺癌
专委会和天津市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委会一起主办了“第一届津京冀甲状腺癌高
峰论坛”暨“第二届环渤海甲状腺癌高峰论坛”。本次会议在天津召开，来自津
京冀三地的57家医院共同携手，成立“津京冀”甲状腺癌专科联盟，400余名参
加了本次会议。



2017华北地区肺癌高峰论坛（2017.4.22  石家庄）

2017年4月22日由河北省抗癌协会肺癌和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华北地区肺癌高峰论坛
在石家庄举办，12名国内肺癌专家做精彩的学术报告，来自华北地区200多名同道参会。



2017’河北省部分学术会议及基层培训班

11月18日乳腺癌早诊早治
培训班

4月15日第二届河北省肺癌低
剂量筛查规范化培训班

3月31日举办2017年河北省上消
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培训班

10月11日河北省第四期
肿瘤专业护师培训班

4月29日在衡水举办河北省乳腺癌诊
治规范化治疗

3月31日河北省2017年上消化道癌
早诊早治培训班

9月3日在衡水举办围术期
输血及血液保护学习班

4月14日肿瘤标志物新技术培
训班河北站

4月9日食管癌诊治新进展青
年学习班

8月5日 小儿血液系统疾病规
范化诊治及新进展学习班

11月12日举办癌痛规范
化护理管理培训班

9月16日消化道早期癌内
镜精准诊疗技术提高班



2017’河北省抗癌协会各专委会主办的MDT及规范化巡讲

1月4日 “京津冀肿瘤精准治疗
高峰论坛”之1号 通“基”令--
直击乳腺癌

2月19日 第三届华北地区
肿瘤精准治疗高峰论坛

1月5日 第三届京津冀肿瘤
影像高峰论坛

10月14日承德 河北省乳腺疾
病诊治规范化培训暨乳腺良性
疾病专场

5月6日河北省肿瘤规范化
治疗巡讲沧州站

6月17日在秦皇岛举办肿瘤内科
专委会年会

2月24日京津冀肝胆肿瘤
精准治疗MDT

11月24日-25日肿瘤姑息治
疗与心理干预学术会议

6月17-18日举办2017拜耳影像继
续教育研讨会

6月25日举办2017年ASCO会后
会-聚焦肺癌

7月21日举办抗HER2治疗精准
之路-励“精”图“治”与大
咖面对面

2月24日举办京津冀肝
胆肿瘤精准治疗MDT



推荐参评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2项



三、科普活动



2017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京津冀）

2017年1月10日下午，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北京抗癌协会、天津市抗癌协会、河北省抗癌协会、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
院联合承办的“2017年世界癌症日”启动仪式，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举行。时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理
事长樊代明院士、副理事长于金明院士等专家、京津冀抗癌协会代表、肿瘤医护人员代表和抗癌明星近400人出席启动仪式，
河北医科大大学第四医院院长单保恩教授代表河北省抗癌协会应邀出席启动仪式并签署“京津冀联合抗癌倡议书”。



世界癌症日（2月4日）—河北省抗癌协会举办的活动

• 2月4日世界癌症日期间，全省上下联动，提前通报媒体并接受媒体采访，制作条幅、张贴宣传海报，在医院

门诊大厅摆放多个科普宣传展板，电子显示屏主题循环播放。

• 河北省抗癌协会及各地市包括邢台、唐山、秦皇岛、张家口、衡水、唐山等地市抗癌协会共举办大型义诊咨

询10场,例如：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东院和本部举办了共52位省内知名专家参与的大型义诊咨询活动,接

待患者及家属1200余人,免挂号费、免费测血压,获得群众的高度赞誉；举办科普讲座15场，学术讲座7场，

发放科普宣传材料2460余份，共参与专家210人，直接受益人群达5000余人，还举办活动新颖、内容丰富的

科普宣传，例如“医”路相“伴”科普心理互动活动，举办书画义捐活动，表彰抗癌明星活动，患者才艺表

演、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科普文章等；在媒体宣传方面同样丰富多彩，提前通报媒体，报纸刊登科普文章

、电台广播科普知识、电视台采访专家讲解防癌、抗癌知识，例如候任理事长单保恩教授接受了河北生活广

播防癌宣传互动节目，肺癌专业委员会主委刘俊峰教授、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主委何明教授也分别接受了省市

电视台的采访。



2017’世界癌症日（石家庄市）

义诊 大厅宣传 义诊现场

义诊现场

患教会

媒体讲座 医患面对面

媒体采访 媒体采访 医患园地 科普讲座



各市抗癌协会举办世界癌症日活动

唐山 衡水 衡水

秦皇岛 秦皇岛秦皇岛

秦皇岛

邢台

邢台
邢台邢台



4.15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 4月15日上午 “第23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河北启动仪式在河北医科大礼堂拉开帷幕，原河北省
委书记叶连松宣布第23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河北省启动，时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
河北省科协主席段惠军，河北省卫计委主任张绍廉，河北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翟海魂，河北省抗癌协
会理事长王士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院长单保恩等领导出席活动并讲话，他们对本次宣传周活
动的开展给予了高度评价，河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耿翠芝教授主持启动仪式。河北省抗
癌协会还特聘河北电视台导演郑标等5位社会知名人士为河北省抗癌协会“健康大使”。启动仪式
后进行了以“关爱生命”为主题的文艺演出，许多演员都是河北省抗癌协会所属“癌症康复会”的
患者或是经河北医大四院救治康复的患者，他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坚持不懈与癌魔作斗争的顽
强精神和热情奔放的歌舞，博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尤其是在今年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上
沉稳答题的淋巴瘤患者白茹云，更是用她励志的诗词和豁达的精神感动全场。此次活动有900余人
参加。

• 随着肿瘤防治宣传周的正式启动，河北省会石家庄及邢台、保定、沧州、唐山、承德、张家口、秦
皇岛、廊坊、衡水等全省各地都掀起了肿瘤防治的宣传热潮。科普宣传形式多样，下基层、进农村
、进社区进行科普宣传，共举办义诊21 场，发放宣传材料10000余份，举办科普讲座 35场，学术
讲座 10场，河北电视台民生6号线、看今朝等栏目在4月15-21日连续7天播放河北高发癌症的预防
和诊治，河北广播电台、网络及省内各地新闻媒体多次进行采访报道，此次活动举办地如火如荼，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肿瘤防治宣传周品牌活动的影响力大大提高。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河北启动仪式）

时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

河北省抗癌协会秘书长耿翠芝主持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河北正式启动

原河北省委书记叶连松宣布第23届全
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河北省启动

河北省抗癌协会理事长王士杰教授

河北省科协主席段惠军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翟海魂教授

河北省卫计委张绍廉主任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单保恩院长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河北启动仪式）

河北电视台资深主持人冯亮、
王颖主持启动仪式

特聘河北电视台导演郑标等5位社会知名
人士为河北省抗癌协会“健康大使”

采访患者

采访患者
采访淋巴瘤患者白茹云 淋巴瘤患者白茹云参加中国诗词大会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河北启动仪式）

特邀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田春鸟演唱
河北梆子社会爱心人士表演相声 爱心人士表演舞蹈

淋巴瘤关爱家园表演舞蹈 乳腺癌患者独唱

采访乳腺癌患者乳腺癌患者表演舞蹈阳光康复乐园患者气功表演

爱心人士表演舞蹈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义诊）

2017年4月17日河北省抗癌协会组织20余位专家下基层前往井陉县进行大型义诊，前来问诊的
患者及家属达六百余人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各地市抗癌协会）

唐山

邢台

邢台石家庄

邢台

廊坊

衡水 沧州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各地市抗癌协会）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科普讲座、医患互动）

乳腺癌团体心理工作 心理悦读工作坊 医患面对面 患者家属培训学

患者家属培训学校 进社区科普讲座 中医科普讲座 医患面对面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信息、街头、媒体）



4.15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媒体宣传）



河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和癌症康复会共同举办

我还是我-我的美丽我做主 大型医患联谊会



河北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委会主办

淋巴瘤关爱家园医患联谊会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每月一期健康大讲堂

每月一期健康大讲堂，为广大 群众讲解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得到了很高的社会赞誉。



2017年其他科普活动

端午节阳光康复乐园包粽子 爱心乐园一日游

一切为了儿童科普活动 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心理康复阅读坊



2017年其他科普活动

世界纾缓日 世界镇痛日

中国麻醉周 全民营养周 六一儿童节医患联谊会

第十九届北京希望马拉松-
河北站



2017年其他科普活动

音乐治疗——热爱系列科普活动

喜迎十九大，图画绘健康



秦皇岛抗癌报

唐山抗癌资讯

保定抗癌战线

邢台抗癌通讯廊坊抗癌通讯

河北抗癌通讯

2017年出版4期抗癌通讯，发放6000余册，唐山、邢台、廊坊、秦皇岛和保定
等地也相继出版了抗癌杂志和报纸。



河北省抗癌协会新媒体平台建设

河北省抗癌协会为方便交流和学习，微信工作交流 群和理事交流群， 建立了河北肿瘤康复通讯微
信公众号，癌症康复会医患互动也愈加活跃，QQ群，微信群已达3000余位患者参与讨论互动。各地康
复会也纷纷建立微信群，达到了互相交流的目的。



我会癌症康复会于2017年6月25日被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会评为

“癌症优秀组织奖”



四、开展继续医学教育



开展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4项



开展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35项



五、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国际交流活动

2017年4月16日 河北省抗癌
协会肿瘤影像专委会举办第
二届中美肿瘤影像高峰论坛
第一次学术会议；

2017年6月17-18日 第二届中美肿
瘤影像高峰论坛第二次学术会议

2017年5月23日第一届中美乳腺肿瘤规范化
诊治国际研讨会

2017年6月24日中-日麻醉学术
研讨会

2017年9月26 日举办中日胃
癌学术研讨会

2017年3月15-16肿瘤护理专
委会举办 “肿瘤护理人文
关怀”学术交流，邀请美国
玛丽教进行学术讲座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国际交流活动

2017年5月23日应日本新潟大学附属医院医疗情报部部长赤泽宏平教授的邀请，河北省抗
癌协会理事长王士杰教授等赴日洽谈国际合作项目

2017年10月6日河北省抗癌协
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与日
本东北大学进行肿瘤护理交
流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国际交流活动

肿瘤影像专委会2017年先后聘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放射科基础科学专职科学家李峰、美
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放射及神经外科徐志成教授徐志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
医学医学影像科主任李宏军教授为客座教授。

邀请美国专家Raymongd  Bergan
进行学术讲座

2017年6月20日本吉田
安宏教授来访

2017年9月26日赤泽宏平来访
并进行学术讲座



六、信息宣传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信息宣传活动

河北省抗癌协会网站正在改版，河北省抗癌协会微信公众号正在建立，2018年将会以全新的
面貌更生动、更全面、更积极、更方便的展现肿瘤防治的意义，使广大群众获益。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信息宣传活动

河北省抗癌协会2017年向中国抗癌协会网站报送16条新闻信息。



新华网、光明网、长城网、凤凰网、新浪河北网等网站报导了新闻和科普知识200余条；河北卫生

计生、河北日报、河北工人报燕赵都市报、等刊物报纸刊登60余篇科普知识和新闻资讯，电视台、电
台播放科普讲座80余次。

2017年河北省抗癌协会信息宣传活动



七、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农村）

继续承接《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农村），2016-2017年度专家组对河北磁县、涉县、邢
台、赞皇、武安、井陉、等共15个县，19个项目点进行筛查，共筛查25932人，发现病例数513人，
其中早期病例数 424 人。治疗患者455人。



11月18日-19日乳腺癌早诊早治培训班在石家庄举办，邀请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超声科主任罗葆明等教授对全省市、县等
330学员进行培训。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农村妇女两癌筛查专家督导》



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向政府建言献策）

我会副理事长、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胡万宁教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建议》被
九三学社中央选用，并在全国政协联组会议上进行了大会发言，这篇提案又被九三学社中央赖明副主席在十二届一次
全会上进行大会发言，得到时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的充分肯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提供绿
色海洋生态保障刻不容缓》的社情民意被九三学社中央采用。参加全国政协第6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并以《加强对校
园餐食的全过程监督监管，切实做到阳光透明》为题做了发言。《深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提案》被评为第十二届全
国政协优秀个人提案；全国人大代表、我会常务理事祝淑钗教授今年提出的“改变“轻预防 重治疗”观念 促进医保
工作前移等两项议案和多条建议都跟健康和医疗有关。我会常务理事张静教授石家庄市政协提案：关于加强社会工作
者在患病贫困家庭救助中作用的建议。区政协提案：关于提升公众自救互救素养的建议。

http://www.cn-healthcare.com/api/search/%E5%81%A5%E5%BA%B7
http://www.cn-healthcare.com/api/search/%E5%8C%BB%E7%96%97


八、2018年工作计划



2018年工作计划

一．扩大组织队伍，强化组织建设

1. 2018年继续吸收会员，扩大组织队伍, 计划发展大约800~1000名会员

2. 2018年3月中旬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听取各专业委员会工作汇报，讨论通过2018年工作
重点，布置工作任务

3. 2018年4月成立河北省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

4. 2018年9月召开第七届河北省抗癌协会全体理事会，总结2017年9月- 2018年8月工作，请先
进市级协会和专委会做典型发言

5. 落实中国抗癌协会总会的各项工作，推荐青年理事会人选

二．搭好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学术交流水平

1. 积极组织会员投稿并参加中国抗癌协会主办的沈阳“2018中国肿瘤学大会”

2. 组织好2018年9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办的、由河北省抗癌协会主办、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承办的“第十四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学者大会授课，设立
15~18个专业分会场进行省内学术交流

3.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继续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搭建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开展1~2
项国际医疗科技合作项目



4. 鼓励和推荐各地市抗癌协会、各专业委员会继续申报国家级和省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计划申报25项国家级、38项省级继教项目。举办国际、全国及省市级学术
会议不低于120场。

5. 组织会员积极申报总会组织的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三． 积极开展科普宣传，提高群众防癌意识

1. 筹备、组织和开展好2月4日世界癌症日和4月15日~21日的全国抗癌宣 传 周两
个主题活动，举行大型义诊、媒体宣传、医患面对面和现场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
进行科普宣传活动，规范肿瘤诊治，提高群众的防癌意识。

2. 改版河北省抗癌协会网站，建立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加强医护患沟通平台。

3. 2018年，计划组织每月一次的健康大讲堂，组织12个专业的专家开展专题讲座，
普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理念。

4. 办好《河北抗癌通讯》，定期、定时、高质量的出版杂志，变换形式使之更加通
俗易懂、易于被群众接受，成为大家喜爱和争看的杂志。同时，鼓
励各专业委员会建立本专业的电子期刊，交流经验，传播知识。



梦想根植于热爱，追求永不止步！



衷心感谢中国抗癌协会各位领导
及兄弟省市协会的关心和支持！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