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结创盟发﹝2021﹞34 号 
 

 

 

关于线上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换届大会的通知 

 

各联盟会员单位及全体会员代表： 

根据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章程，联盟第一届理事会、

监事会已于今年届满。按照相关要求，联盟先后召开了第一届常

务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和换届选举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换届实施方

案及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和主要负责人候选名单，并推选产生

了第二届联盟会员代表。 

原定于 10 月底召开的联盟换届大会受疫情影响推迟举行。

经换届选举委员会讨论，定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二届第一次联盟会员代表大会暨联盟换届

大会，选举产生联盟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及主要负责人。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1 年 11 月 27 日 9:00-10:30 



 

 

 

二、会议地点 

线下会场地点：北京胸科医院主楼三层会议室 

线上会议：腾讯会议室 

三、参会人员 

创新联盟全体单位会员代表及个人会员代表，联盟第二届理

事、监事候选人。 

北京胸科医院及创新联盟秘书处会员代表请于线下会场参

会，其他单位代表线上参会。 

四、会议内容 

1.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表决联盟第

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 

2.表决通过新的《联盟章程》与《会费收取和管理办法》； 

3.选举产生第二届联盟理事、监事； 

4.召开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理事长、副理事

长、常务理事及秘书长； 

5.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监事长； 

6.表决通过其他事项。 

五、会议要求 

1.鉴于联盟章程对大会有效到会人数有严格要求，请在京会

员代表准时到线下会场参加会议，京外会员代表准时上线参会，

会议期间请勿中途退场； 

2.会议期间将有诸多事项需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进行选



 

 

 

举和表决，请所有线上参会代表保证参会质量，在每项表决开始

后及时进行线上投票； 

3.线上参会信息请勿随意转发。 

六、其他事项 

1.近期联盟工作人员会联系所有会员代表并邀请会员代表

加入创新联盟第二届会员代表群，详细的线上参会信息和会议资

料将于会员代表群中发布； 

2.请线上参会代表提前 15 分钟进入会议室，会前将进行到

会人数统计； 

3.如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代表请提前 3 天向联盟秘书处请

假； 

4.会议联系人： 

师  宪  15001026029，shixian@chinaiatb.org 

王笑春  13810128758，wxc@chinaiatb.org 

 

附件：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单位会员代表及个人会

员代表名单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单位会员代表名单（共 125 家） 

序

号 
会员单位 单位代表 

1 安徽省胸科医院 马冬春 

2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屠永凯   

3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蒲江 

4 鞍山市结核病医院 刘永 

5 白城市传染病医院 赵敦杰 

6 保定市人民医院 王涛 

7 北京安吉瑞贸易有限公司 张航 

8 北京百医通科技有限公司 吴西 

9 北京华润北贸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闫旭辉 

10 北京东方泰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吴伟 

11 北京和平康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李晓红 

12 北京思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李琳 

13 北京祥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田家伦 

14 北京协和药厂 马崇琦 

15 滨州市中心医院 王德翠 

16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邓辉 

17 长沙市中心医院 邓平 

18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闫婧 

19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刘松涛 

20 成都锦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谭学兵 

21 成都谨思博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陈汉姣 

22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徐鸿 

23 承德市第三医院 高健 

24 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树林 

25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 陈力舟 

26 复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徐剑 

27 广东省结核病控制中心 温文沛 

28 广东体必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超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胸科医院 刘桑 

30 广州迪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徐志雄 

3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王艳 



 

 

 

32 广州市雷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楼建荣 

33 广州市胸科医院 胡锦兴 

34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蔡翠 

35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纪滨英 

36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周贵忠 

37 汉中市传染病医院 甘先锋 

38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鲍志坚 

39 杭州优思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林艺志 

40 河北省胸科医院 章志华 

41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贺瑞 

42 河南省胸科医院 刘新 

43 菏泽市传染病医院 丁梅 

44 鹤壁市传染病医院 叶鹏 

45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蔺刚 

46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于景来 

47 吉林市结核病医院 王旭东 

48 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 许光辉 

49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洋 

50 江西省胸科医院 张齐龙 

51 江西中科九峰智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海强 

52 荆州市胸科医院 徐立民 

53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华 

54 喀什地区肺科医院 刘振江 

55 开封市结核病防治所 屈亚虹 

56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许超 

57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明武 

58 兰州市肺科医院 王建云 

59 丽水市中医院 郭净 

60 辽阳市胸科医院 陈丽彬 

61 聊城市传染病医院 徐记峰 

62 迈蓝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姜华 

63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苏大鹏 

64 南京市第二医院 张侠 

65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谢周华 

66 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翟淑丽 

67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高飞 

68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张丽玲 

69 齐齐哈尔市结核病防治院 张志学 

70 青岛市胸科医院 张春玲 



 

 

 

71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郗爱旗 

72 荣研化学株式会社 安中敏光 

73 赛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赵洪新 

74 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晔 

75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周晓琳 

76 山西立业制药有限公司 姬应允 

77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魏海龙 

78 汕头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钥藩 

79 上海市肺科医院 艾开兴 

80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卢水华 

81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刘智 

82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谭卫国 

83 深圳市智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谌莉琪 

84 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李鹏华 

85 沈阳金之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王晓娜 

86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李坤 

8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李亮 

88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建平 

89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董永康 

90 唐山市第七医院 王任利 

91 天津市海河医院 张文龙 

92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吴江 

93 通辽市传染病医院 张晓岩 

94 威海市胸科医院 薛令合 

95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杨松林 

96 乌海市传染病医院 孙华 

97 乌兰察布市第四医院 李玉财 

98 武汉海吉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银芳 

99 武汉市肺科医院 李丽 

100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黄朝林 

101 武汉市盛大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白霓 

102 西安市胸科医院 胡明军 

103 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严小松 

1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陈刚 

105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 关文龙 

106 邢台市第二医院 魏蕴卿 

107 烟台市北海医院 郑绪鹏 

108 烟台市奇山医院 刘友德 

109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建东 



 

 

 

110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 汪习成 

111 运城市第二医院 潘朝霞 

112 枣庄市肿瘤医院 徐本峰 

113 张家口市肺科医院 郝世家 

114 浙江承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钟安琪 

115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黎欢 

116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邹圣强 

117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博 

118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谢敏 

119 中诺凯琳医药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陶岡 

120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弢 

121 中天朗洁（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延光 

122 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范达殷 

123 淄博市第一医院北院 李生 

124 遵义市传染病医院 黄毅 

125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陈玲 

*按照单位名称拼音首字母排序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个人会员代表名单（共 155 名） 
序号 工作单位 代表姓名 

1 安徽省胸科医院 阚晓宏 

2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陈金涛 

3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苏雷 

4 鞍山市结核病医院 张群 

5 鞍山市结核病医院 苏艳 

6 鞍山市结核病医院 韩军 

7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刘志敏 

8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王笑春 

9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占颖 

10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王玉峰 

11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于可鑫 

12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姚宇峰 

13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 崔金龙 

14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检才 

15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严晓峰 

16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杨松 



 

 

 

17 成都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王冬梅 

18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吴桂辉 

19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蒋良双 

20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 陈晓红 

21 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 林剑东 

22 广州市胸科医院 李昕洁 

23 广州市胸科医院 胡锦兴 

24 广州市胸科医院 谭耀驹 

25 广州市胸科医院 邝浩斌 

26 广州市胸科医院 杜雨华 

27 广州市胸科医院 彭德虎 

28 广州市胸科医院 方伟军 

29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杜娟 

30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刘向岩 

31 哈尔滨市胸科医院 全保燕 

32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吴秋萍 

33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徐金田 

34 杭州优思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逢春 

35 河北省胸科医院 耿书军 

36 河北省胸科医院 李志惠 

37 河北省胸科医院 刘宁 

38 河北省胸科医院 谢兰品 

39 河南省胸科医院 梁瑞霞 

40 鹤壁市传染病医院 张延安 

41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马廷龙 

42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金龙 

43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杨成 

44 黑龙江省传染病防治院 刘玉琴 

45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 王君 

46 湖南省胸科医院 谢长俊 

47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孙鹏 

48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张志学 

49 吉林省结核病医院 李洪庆 

50 江西省胸科医院 吴于青 

51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羽 

52 佳木斯市肿瘤医院 李新刚 

53 开封市结核病防治所 张蕴淑 

54 开封市结核病防治所 王迎雪 

55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杜映荣 



 

 

 

56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 欧阳兵 

57 丽水市中医院 刘忠达 

58 丽水市中医院 张尊敬 

59 牡丹江市康安医院 邹晓颖 

60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李志峰 

61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王芙蓉 

62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魏建华 

63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刘伶俐 

64 宁夏第四人民医院 杨正贵 

65 齐齐哈尔市结核病防治院 王越 

66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王玉清 

67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卓玛 

68 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伟 

69 山东省胸科医院 熊瑜 

70 山东省胸科医院 金锋 

71 陕西省人民医院 刘锦程 

72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刘莉 

73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王新宏 

74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唐浩暅 

75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张燕 

76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李军孝 

77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杨莉 

78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董晓娟 

79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徐红艳 

80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姬文兰 

81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贺晨艳 

82 上海市肺科医院 沙巍 

83 上海市肺科医院 顾瑾 

84 上海市肺科医院 陈善豪 

85 上海市肺科医院 郝晓辉 

86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宋言峥 

87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国保 

88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陈禹 

8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唐神结 

9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高孟秋 

9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杜建 

9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刘宇红 

9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高静韬 

9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逄宇 



 

 

 

9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车南颖 

9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潘丽萍 

9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侯代伦 

9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刘荣梅 

9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丁卫民 

10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马丽萍 

10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舒薇 

10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吕平欣 

10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段鸿飞 

10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弭凤玲 

10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张立群 

10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刘洋 

10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高微微 

10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黄海荣 

10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张立杰 

1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徐建 

1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许绍发 

112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 吴妹英 

113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 虞忻 

114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 王霞芳 

115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 唐佩军 

116 苏州第五人民医院 胥萍 

117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王全红 

118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郭晋飙 

119 天津市海河医院 吴琦 

120 天津市海河医院 张洁 

121 天津市海河医院 陈怀永 

122 天津市海河医院 崔超 

123 天津市海河医院 武俊平 

124 天津市海河医院 任怡 

125 天津市海河医院 孙海柏 

126 武汉市中心医院 彭鹏 

127 武汉市肺科医院 陈先祥 

128 武汉市肺科医院 刘冠 

129 武汉市肺科医院 王坚杰 

130 武汉市肺科医院 周铭 

131 武汉市肺科医院 李月华 

132 武汉市肺科医院 袁保东 

133 武汉市肺科医院 杜鹃 



 

 

 

134 武汉市肺科医院 任妮丽 

135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宋斌 

136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陈华 

137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陈慧冬 

138 西安市胸科医院 吴璇 

139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 阿尔泰 

140 新疆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 李媛媛 

141 烟台市北海医院 范基成 

142 烟台市北海医院 焦伦先 

143 烟台市北海医院 姚常晖 

144 烟台市奇山医院 李学刚 

145 宜春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陈迎春 

146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 毛霖 

147 长春市传染病医院 张义 

148 长沙市中心医院 裴异 

149 长沙市中心医院 贝承丽 

150 长沙市中心医院 高智 

151 长沙市中心医院 凌婵 

152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潘洪秋 

153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佛山分所 毕利军 

154 中诺凯琳医药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肖韧 

155 遵义市传染病医院 朱宗禹 

*按照单位名称拼音首字母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