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南 省 病 理 质 量 控 制 中 心

关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病理远程会诊

扩大试点工作河南省推进会的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卫生计生委，省直各医疗机构：

经河南省病理质控中心推荐，国家卫生计生委病理质控评价中心组织遴选，国家

卫生计生委确定我省第二批病理远程会诊试点会诊中心 3家（含 10 名会诊专家）、试

点医院 39 家。为进一步做好病理远程会诊扩大试点工作，发挥病理远程会诊试点工

作的辐射作用，河南省病理质控中心决定召开病理远程会诊扩大试点工作推进会，现

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国家卫生计生委病理远程会诊扩大试点项目介绍；

(二)病理远程会诊试点医院经验总结；

(三)病理远程会诊相关培训。

二、参会人员

(一)河南省病理远程会诊试点会诊中心病理科主任及会诊专家（附件 1）；

(二)河南省病理远程会诊试点医院病理科主任（附件 2）；

三、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5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9:00-12:00；

(二)会议地点；郑州市未来康年大酒店北楼未来大厦一楼国际会议厅（附件 3）；

四、要求

(一)请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卫生计生委，省直各医疗机构按照通知要求，安排

有关人员按时参会；



(二)参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省病理质控中心 孔令非 0371-65580256

龚智泉 0371-87160308

13523716355

附件：1、第二批病理远程会诊试点会诊中心名单

2、河南省病理远程会诊试点医院名单

3、会议地址及乘车路线



附件一   第二批远程会诊试点会诊中心名单 

 

省份 远程会诊中心 会诊专家 

新疆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巍，李新霞，马遇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孙振柱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赵峰 

陕西 唐都医院 张伟，黄高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哲，李增山，张静 

西安交大一附院 张学斌，张冠军，王鸿雁  

甘肃 甘肃省肿瘤医院 杨荣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刘斌，邢传平 

山西 山西省肿瘤医院 王晋芬,郗彦凤 

云南 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 潘国庆,普苹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 杨举伦 

四川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周桥，刘卫平，李甘地，步宏，张

红英，张尚福，张秀辉，张贤良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杨开选 

四川省人民医院 徐钢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李世宁，孙兴旺，龙汉安， 

河南 

 

河南省人民医院 孔令非，银平章,赵跃武,胡爱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吕新全,李文才,李珊珊,李惠翔,

李道明  

河南省肿瘤医院 于庆凯  

贵州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于燕妮，何常，杨文秀  

贵州省人民医院 易韦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郑洪 

海南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翁阳 

广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连唐,韩安家，薛玲, 林汉良,余

俐  

内蒙古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师永红,马秀梅,施琳,李秀霞  

江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周晓军,石群立，李南云，印洪林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孟凡青，章宜芬  

江苏省人民医院 范钦和，张智弘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张丽华  



重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郭乔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涌，李丹，叶秀峰，曹友德，王

娅兰，张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卞修武,刘友生,阎晓初  

青海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张易青，郭新建 

青海省人民医院 周世英，张淑坤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丽荣 

浙江省人民医院 何向蕾，赵仲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任国平，滕晓东  

山东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周庚寅，张庆慧，张延国，李劲松，

张建平，高鹏 

山东省立医院 覃业军 

上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纾宜 

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丛文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谭云山，纪元，陈岗，侯英勇 

福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杨映红  

福建省肿瘤医院 郑雄伟，陈刚  

福建省立医院 陈小岩 

兵团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锋，赵瑾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阮秋蓉，王国平，吴焕明，朱大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聂秀，郑丽端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杨桂芳 

湖北省肿瘤医院 邓云特，毛永荣，夏和顺，杨小玲 

河北 

 

河北省人民医院 何春年，赵焕芬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祥宏，张杰英，吴文新，马毓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王小玲，刘月平，吴国祥  

吉林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王银萍，毕丽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高洪文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 王丽萍  

北京 

 

北京协和医院 陈杰，崔全才，梁智勇，卢朝辉，

郭丽娜，冯瑞娥 

北京积水潭医院 黄啸原  

卫生部北京医院 刘东戈 



中日友好医院 笪冀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韦立新，石怀银，刘爱军，赵坡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廖松林，郑杰，高子芬，钟延丰，

张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金木兰  

北京同仁医院 刘红刚  

辽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恩华，邱雪杉，李庆昌，韩昱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杨向红，吕庆杰  

黑龙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戚基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耿敬姝 

广西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周英琼，郑锦花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莫祥兰  

湖南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周建华，刘保安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李代强，范松青 

湖南省肿瘤医院 胡国斌，刘志红，曾亮  

宁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张建中，韩恩善 

江西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梅金红 

江西省人民医院 路名芝，刘勇 

 

 



附件二 河南省病理远程会诊试点医院名单

（第一批及第二批共 41 所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颐和医院

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洛阳市中心医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

平顶山第二人民医院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鹤壁市人民医院

濮阳市人民医院

漯河市中心医院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市南石医院

信阳市中心医院

周口市中心医院



济源市人民医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洛阳市妇儿医疗保健中心

安阳市肿瘤医院

巩义市人民医院

洛阳中信中心医院

洛阳市新区人民医院

偃师市人民医院

新安县人民医院

伊川县人民医院

洛宁县人民医院

嵩县人民医院

汝阳县人民医院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舞钢市人民医院

淇县人民医院

浚县人民医院

河南宏力医院

舞阳县人民医院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附件三 会议地址及乘车路线

未来康年大酒店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与纬四路口；

乘车路线：1、郑州东站乘坐地铁 1号线到会展中心站 B出口换乘 205 路到纬四

路中州大道站下车向前 200 米；

2、郑州站乘坐 206 路直达未来路纬四路站；

酒店联系电话：0371-65612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