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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7年，协会以“务实、进取”之风，开拓创新，组织

架构不断壮大，学术影响力有所提升，各项管理越趋规范，着重

青年人才的培养。举办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竭诚服务会员，促进

人才成长；开展多品牌活动，推动科普宣传，深化肿瘤防控。各

项工作卓有成效。

前 言/introduction



组织建设

目 录

学术交流与继续教育

科普宣传与社会服务

科研协作

政府职能承接及奖项推荐



组织建设

√ 会员发展 √专业委员会换届

√学组 √ 内部管理

√青委会

01 ORGANIZATIOANAL  CONSTRUCTION



组织发展

现有专业委员会36个(批准筹建2个)，常
务理事20人，理事63人。

2017年度新增会员：1492人

下设协会办公室，办公室主任1人（兼职）、

办公室副主任1人，秘书1人（12.1新增）
协助秘书长（兼职）处理日常事务。



会员发展

2017.7  中国抗癌协会召开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2017.8  中国抗癌协会召开秘书长工作会议

提出加强组织建设和推动学术发展的任务。

广东省抗癌协会积极响应总会号召和指示，2017年招募会员1492名。

会员发展方案：

1.高度重视：理事长、秘书长亲自抓，招聘1名专职秘书。

2.任务分解：每个专业委员会至少发展50名会员；

每位常务理事至少发展20名会员；

3.加大宣传：贴海报，并在所有学术会议的会场，摆放易拉宝、播放PPT等进行宣传。

4.会员服务：推行多项服务，如减免注册费、推送前沿资讯和会议信息等。

同时，继续打造学术交流平台，积极开展学术会议、继续教育培训及科研协作。



学组及青委会

6.22  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胆胰学组，8.26成立护理学组

5.21  儿童肿瘤专业委员会牵头成立华南地区（广东、湖南、广西、福建4省16家医

院）儿童淋巴瘤治疗协作组；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林丽珠教授牵头成立南方中医肿

瘤联盟。

化疗专业委员会筹建青委会（12月16日召开成立大会）

肿瘤靶向与个体化治疗、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筹建青委会



专业委员会换届

2017.7.14  肿瘤微创介入专业委员会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主任委员 黄金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017.8.25  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主任委员 牟永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017.11.18  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主任委员 张 蓓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017.12.1  食管癌专业委员会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主任委员 傅剑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专业委员会换届

序号 待换届专业委员会

1 淋巴瘤

2 大肠癌

3 黑色素瘤

4 肿瘤热疗

5 肿瘤营养

6 肺癌

7 小儿肿瘤

8 肿瘤转移

9 妇科肿瘤



内部管理

梳理流程：会议审批、合同流转、财务管理进一步规范

科研协作：新增科研合同审核（专业性）

工作会议：布置会员发展任务、讨论财务制度

加强联系：创建微信群，促进交流

增加人力：增专职秘书1人



学术交流与继续教育

√ 概述 √ 学术会议

√ 精品课程 √ 学术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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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举办学术活动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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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继续教育项目49项，约占52.13%。
（不含学术沙龙逾50次）



学术会议：主办国际性大会

知名专家：逾200名（含国内外院士7

人）

参会代表：逾1300名（已报名）

参展商：约100名

上午：院士及杰出学者论坛

下午：共15个分会场

内容：前沿进展、手术演示、演讲比赛等

12.1～12.2 第六届广州国际肿瘤学会议



学术会议：主办全国性大会

8月26日，第一届华南肿瘤高峰论坛

肿瘤热疗专业委员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主办，以“规范治疗、协作共

进”为主题，设7个分会场，近2000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7月14日~7月16日，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第十四届全国肿瘤综合治疗新进展学术

大会，推动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9月，主办“第五届岭南内科大会”

肿瘤分论坛。



学术会议：主办或承办全国性大会

6月9~11日，第十七届全国放射性粒子治疗肿瘤学术大会暨

第五届中国放射性粒子治疗肿瘤护理学术会议

1000余人参会

11月16~18日， ACTA2017（第4届亚洲肿

瘤消融大会）暨第十六届中国肿瘤消融大会

1000 余人参会



学术会议：品牌会议

11月10～12 日 2017耳鼻咽喉科中山高峰论坛

会后通过多媒体全国直播头颈解剖示范，在国内头
颈领域尚属首次，在线收视人数破万。

7月29日 第三届儿童淋巴瘤/白血病学术研讨会，
开展华南地区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

8月11日~12日 2017年广州胆胰肿瘤高峰论坛暨
广东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年会，来自省内外近700

名同仁参加会。

6月22~25日 2017年广东省肝癌学术年会，治
疗培训班，约500名省内外各地600人参会

9月1~2日 广东省胃癌学术研讨会暨进展期胃癌
规范化同行参会



学术会议：品牌会议

3月18日、6月22日、10月14日，12月2日分别在湛江、顺德、汕头、肇庆·“消化道肿

瘤早诊早治广东行”提高基层医疗单位医务人员的早癌意识及诊断水平、规范内镜操作。

放疗专业委员会分别举办了每年度的春、秋季学术会议

“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广东行”

湛江站
“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广东行”

汕头站
2017年放疗专委会春季学术研讨会

中山



精品课程：小班教学，实操培训

微创介入专业委员会举办4期肿瘤放射性粒子技术培

训班（广州、郑州、南京、深圳）、4期消融精品培

训班，分别培养180名、102名学员，每期约30名。

全国性胸腔镜肺手术COE研修班（精英培训，近距离观摩手术，

针对性探讨问题），培训20名医师。

2月28日，造口治疗师学校开班，

为期3个月，培养出31名国际认可

的造口治疗师。

9.23~9.24，鼻咽癌靶区勾

画实战学习班（18个省市共

20名学员）



学术沙龙

各专业委员会积极举办逾50场学术沙龙

其中泌尿生殖肿瘤专业委员会每月第二周周三晚举办膀

胱癌沙龙，第三周周三晚举办肾癌沙龙，第四周周三晚

举办前列腺癌疑难病例讨论。



青年学术活动

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

eg.大肠癌专业委员会4月在广州举办青委会第二

次学术沙龙，6月在佛山举办间质瘤专场讨论

会，8月在广州举办大肠癌年会青委会专场。

肿瘤流行病学专委会在学术年会设立青年论坛，

并增设评奖环节。

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设青年论坛。



MDT病例讨论

1.8月，肝癌专业委员会举办MDT现场研讨

会

2.11.1，小儿肿瘤组织“儿童髓母细胞诊治

进展”MDT会诊

肺癌专委会组织4期肺癌MDT会诊

3.泌尿生殖专委会组织“北上广”泌尿肿瘤

线上MDT联合会诊、“三城联动” （中山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郑州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会诊

MDT会诊常态化，推行多学科规范化诊疗



参加国际会议

孙晓非教授被选中在2017年10月国际儿童肿瘤

协会年会（SIOP-2017）最新突破进展会场进行

大会发言

逾20名专家在国际平台发声
9月2日-5日，第十四届世界食管疾病大会（OESO）， 食管癌研
究团队有10余篇论文以大会发言的形式被录用。 食管癌术前放化
疗的NEOCRTEC5010研究被授予2017年亚洲心胸外科大会（
ASCVTS）最佳论文Furuse奖。此项研究由傅剑华、刘孟忠教授
牵头联合国内8家中心合作开展，依赖多中心的近10年的通力合
作。



社会服务

√主题科普活动 √常态化科普宣教

√编印刊物 √ 网站、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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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科普活动：三八义诊

连续第十一年承办

3月8日，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科普宣传

资料、组织专家团队进行大型义诊、为150名

弱势妇女（城市下岗女工、进城务工妇女和贫困

妇女）提供子宫颈病变和乳腺癌免费筛查项目等

措施，向社会公众普及子宫颈癌和乳腺癌预防与

早诊早治的知识



主题科普活动：宣传周

4月15日—4月21日，我会携手广东省15家医

院、省癌症中心、癌症康复协会单位共同组

织，在广州、佛山、江门、梅州、汕头、惠

州、韶关、湛江等8座城市全面铺开了系列科

普活动，共举办9场讲座、6场义诊咨询，

派发资料逾5000份，直接受益群众近

2000人，媒体报道34篇次。活动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传播了“加强健康教育，远离

不良习惯”的理念。



主题科普活动：宣传周

广州 启动仪式现场



主题科普活动：宣传周

组织专家录制电台节目
中山讲堂现场 肿瘤微创介入专业委员会

主委黄金华教授精彩授课

与《广州日报》联合举办名医大讲堂 讲座现场



主题科普活动：宣传周

常务理事林丽珠教授亲临现场进行
义诊及讲座

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
参与宣传周的护理团
队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
院活动现场



主题科普活动：宣传周

肝癌专业委员会科普讲座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义诊活动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义诊现场患
者排队候诊

常务理事丁小凡教授组织
的江门中心医院活动现场



主题科普活动：宣传周

汕大肿瘤医院无喉者联谊 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免费会诊现
场：专家集体阅片，提出诊疗意
见

粤北人民医院义诊活动



主题科普活动：淋巴瘤义诊

3月22日上午，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化疗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一年一度淋巴瘤义诊。



主题科普活动：国际儿童癌症日

2月15日，儿童肿瘤专业委员会联合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组织广州市7家

医院举办主题义诊。

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罗学群教
授趴在桌面上去
摸孩子的淋巴结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义诊活动现场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义诊现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义诊现场



日常科普讲座

肿瘤护理健康大讲堂、心理舒缓活动，每周三下午



编印刊物：《防癌报》

刊号：CN44-0082

每月出版1期。

发行量6000份/月。

公开发行订阅

并赠送常委单位、政府

部门、兄弟协会、癌症康复

团体等。



编印刊物

1

肝癌专业委员会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年11月出版

《小肝癌的
多学科治

疗》

2

小儿肿瘤专业委

员会

ß-地中海贫血
指南

3

大肠癌专业委员会

翻译《NCCN临床

实践指南》、《遗

传性结直肠癌指

南》

《中国结直肠
癌肝转移MDT

临床实践共
识》

4

大肠癌、肿瘤护
理专业委员会，
主编《回肠造口
护理、康复与治
疗》、《结肠造
口护理康复与治
疗》、《小儿造
口护理康复与治
疗》等5本……

造口



科研协作

√ 多中心合作 √ 基层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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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心科研合作

食管癌专业委员会与腾讯合作研发AI筛查食管

癌项目，对数十万张食管内镜检查图片进行分类，

采用双盲随机方法，由不同级别医生进行循环评分

标注，交由腾讯AI技术团队进行图像处理，借助深

度学习技术，让腾讯觅影具筛查可疑食管癌能力。

目前，我国早期食管癌检出率低于10%，而腾

讯觅影筛查一个内镜检查用时不到4秒，对早期食

管癌的发现准确率高到90%。AI与内镜结合，属于

全球首创。



多中心科研合作

胃癌专业委员会发起临床研究：S-1联合奥沙利铂对比S-1单药针对进展

期胃癌D2根治术后患者辅助化疗的随机、对照、多中心开放性Ⅲ期临床研

究。

参加医院：中大肿瘤医院、中山六院、中山三院、省中医、汕头中心医

院、辽宁省肿瘤医院……

2017年完成850例，明年将发布初步结果。



基层科研合作

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山市

肿瘤研究所和中山市小榄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展“肿瘤高危人群识别及预

防”项目，采用国际前沿的筛查方式，

对当地居民开展包括结直肠癌、肺癌等

多种癌症的筛查。

申报国自然、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

助。



政府职能承接及奖项推荐

√ 承接政府职能 √ 总会项目承接及奖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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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承接

1.各专业委员会通过继续教育项目、学术沙龙、

对口帮扶等活动在基层医院推广规范化诊疗。

2.典型：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推行规

范化诊疗培训，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展优秀“无痛

护士”和“规范化治疗优秀病例”的评选活动，

以及开展每年一度的“无痛过年”活动。

3.典型：大肠癌专业委员会正副主委单位承接肠

癌筛查任务。

4.典型：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承接广州市五癌

筛查项目

……



总会项目承接及奖项推荐

推荐2项：淋巴瘤、肝癌团队成果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推荐2人

推荐2人

2

1

3

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



2018年工作计划方向

√ 加强管理 √ 重建网站

√ 开通微信 √ 引导精品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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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宣传



规范管理

修订劳务收支管理办法
严格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财务管理
修订组织条例；换届提交
工作报告，财务、印章交
接，协会办公室全程参与
换届；规范管理青委会。

专业委员会管理

继续引导举办精品会议，
坚持“以会养会”
营造“安全”的协会环境

会议管理
大力发展个人会员与单位
会员、企业会员
收取单位/企业会员费
丰富会员服务形式与内容

会员服务



重建网站，开通微信公众号

2018年1月31日前开通网站（重建）、微信公众号。（已完成前期设计工作 ）

微信公众号：拟发布学术会议资讯、临床试验招募、科普知识……



科普宣教：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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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周

经费来源

协会统一招商

统一标识

设计背景板、X展架、PPT欢迎页、横幅、书

架标签……

合作单位

各常务理事单位（报病区、床位数、联系人）

活动内容

1.设立图书角：协会办公室统一购置防癌科普书籍、

肿瘤护理及励志书籍、书架、儿童玩具，配送至每个

病区；2.拟开展医患画展；3.组织义诊、讲座等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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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宣传：日常宣教

1.录制科普宣教视频（已完成肿瘤护理专题录制）

2.联合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组织义诊与宣教（医院、社区及乡镇）

拟每季度组织1场？

3.支持各专委会组织多种形式科普活动

4.拓宽《防癌报》优质稿源

5.编撰儿童常见恶性肿瘤指引、《儿童实体肿瘤诊治系列丛书》



引导精品学术会议

“大手拉小手”，推动各专业委员会联合办精品会议、协会与专业委员会联合

办会，或协会与周边省市抗癌协会联合办会。

鼓励举办“小而精”的学习班。

向中国抗癌协会学术年会推荐1个优秀报告（其中1人≤45岁）、优秀手术

视频（每病种可推荐1个视频）



2018年工作计划——92项学术活动（制作学术年历，发给每位会员）









感谢指导！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