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医学科技奖（非基础医学类候选项目）推荐书
（2022年）

一、项目基本情况
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序号：017         编号：2022PST400CQS1069017

项目名称

中

文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

英

文
Popular Science Series on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推荐单位

或推荐科学家
重庆市医学会

主要完成人 吴永忠、张维、程风敏、王颖、周宏、李太杰、安宁、熊志翔

主要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学科分类 1 33098  肿瘤预防学

评审

学组
医学科普学科分类 2 99013 编辑出版学

学科分类 3

任务来源 省部级科研项目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6年 05月 01日 完成：2018年 05月 01日



二、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名称 重庆市医学会 法定代表人 周红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3号百业兴大厦 23楼 邮政编码 400020

联系人 靖琳 移动电话 13350366633 办公电话 63608238

电子邮箱 yqfyqq@126.com

推荐意见: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针对我国癌症防治规划实施关键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普及肿瘤预防
知识、正确筛查方法、先进治疗方式、科学康复理念为目的，创作契合国家需要和人民需求。
由 233位临床医学专家共同完成，于 2018年 5月公开出版发行，共计 13册 159.7万字，是一套
全系列肿瘤防治科普作品。创作团队以社会需求和科技创新为引领，将 20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
与国内外先进适用技术融合再创新，通过简洁准确、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直观形象的图片，解析
了肿瘤防治服务全过程的核心技术，表现形式新颖、生动形象、实用性强。丛书配套出版 43期
《胖熊讲科普》原创动漫视频、1405条科普短视频、20万册单病种肿瘤防治科晋手册、10万册
重庆居民常见癌症预防与筛查指南，受众面广。丛书得到了主管部门、同行专家、基层机构的
高度评价，深受百姓喜爱，在推动重庆地区肿瘤防治体系建设，助力健康中巨国重庆行动实践
等方面成效显著。丛书先后入选重庆市优秀科普图书、国家卫健委卫生健康主题宣传激励项目
图书推荐名单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2021年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符合中华医学科
技奖申报条件。

声明：本单位遵守《中华医学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且对推

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

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提交的代表性论

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

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三、项目简介
（限 1页，限800～1200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符合“四个面向”的科普创作方向，契合国家

需要和人民需求，以普及肿瘤预防知识、正确筛查方法、先进治疗方式、科学康复理念为目

的，旨在提升广大民众健康素养水平。

丛书创作历时两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组织 233位临床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系统搜集

整理国内外癌症防治相关研究，于2018年 5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包括《认

识肿瘤》《头颈部肿瘤》《胸部肿瘤》《胃肠肿瘤》《乳腺肿瘤》《妇科肿瘤》《血液肿

瘤》《体表肿瘤》《骨与软组织肿瘤》《消化道早癌》《肝胆胰肿瘤》《泌尿系统肿瘤》

《脑部肿瘤》等 13册，共计159.7万字，涵盖 45种恶性肿瘤相关知识，占我国癌谱的

95%以上，从高危因素、早期筛查、认识误区和康复随访等方面系统介绍常见癌症防治核心

知识信息。

丛书主创团队依托重庆市癌症中心和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丰富前沿的学术资源，运用大数

据技术分析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特点，系统筛选常见恶性肿瘤病种，并反复征求相关部

门、行业协会和基层医疗机构意见，结合不同人群阅读需求，系统设计了从书的篇章结构、

主要内容、创作手法以及表现形式；以20余年的科技创新成果、临床实践经验为技术支撑，

融合国内外最先进预防手段与治疗理念后再次集成创新，形成了系统性和实用性很强的科普

核心内容；在创新表现手法上，坚持“喜欢看、看得懂，用得着”的目标追求，将“科”与

“普”有机结合、科学与艺术有效融合、语言与图片巧妙搭配，内容科学明了，语言通俗易

懂，形式幽默诙谐。

丛书累计印刷 9000套117000册，10家单位作为职工健康素养提升科普读物；重庆市癌

症康复会15个分会13800名会员康复指导手册。配套编印 20万册单病种科普手册，3期

10万册重庆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指南，作为全市 38个区县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推

广内容；制作动漫视频 42期，短视频 1405条，被新华社、人民网、央视网、科普中国、

重庆日报、上游新闻等众多媒体转载使用。

通过丛书编写，获得《肿瘤防治科普丛书》13册著作权，《胖熊讲科普》8个类型商标注

册证，《胖熊讲科普》作品登记证书1个。丛书获得重庆市科普创作优秀科普作品、重庆市

优秀科普图书、国家卫生健康主题宣传激励项目图书推荐名单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获得重

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项目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符合“四个面向”的科普创作方向，契合

国家需要和人民需求，以普及肿瘤防治知识、正确筛查方法、先进治疗方式、科学康复理念

为目的，旨在提升广大民众健康素养水平。

丛书创作历时两年，由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组织 233 位临床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系统

搜集整理国内外癌症防治相关研究，于 2018 年 5 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主要包

括《认识肿瘤》《头颈部肿瘤》《胸部肿瘤》《胃肠肿瘤》《乳腺肿瘤》《妇科肿瘤》《血

液肿瘤》《体表肿瘤》《骨与软组织肿瘤》《消化道早癌》《肝胆胰肿瘤》《泌尿系统肿瘤》

《脑部肿瘤》等 13 册，总版面共计 159.7 万字，涵盖 45 种恶性肿瘤相关知识，占我国癌谱

的 95%以上，从高危因素、早期筛查、认识误区和康复随访等方面系统介绍常见癌症防治核

心知识信息。

丛书主创团队依托重庆市癌症中心和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丰富前沿的学术资源，运用

大数据技术分析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特点，系统筛选常见恶性肿瘤病种，并反复征求相

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基层医疗机构意见，结合不同人群阅读需求，系统设计了从书的篇章结

构、主要内容、创作手法以及表现形式；以 20 余年的科技创新成果、临床实践经验为技术支

撑，融合国内外最先进预防手段与治疗理念后再次集成创新，形成了系统性和实用性很强的

科普核心内容；在创新表现手法，坚持“喜欢看、看得懂，用得着”的目标追求，将“科”

与“普”有机结合、科学与艺术有效融合、语言与图片巧妙搭配，内容科学明了，语言通俗

易懂，形式幽默诙谐。

丛书累计印刷 9000 套 117000 册，作为 10 家成员单位作为职工健康素养提升科普读物；

重庆市癌症康复会 15 个分会 13800 名会员康复指导手册，配套编印 20 万册单病种科普手册，

3 期 10 万册重庆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指南，作为全市 38 个区县科协做科普活动的

推广内容；制作动漫视频 42 期，短视频 1405 条，被新华社、人民网、央视网、科普中国、

重庆日报、上游新闻等众多媒体转载使用。

通过丛书编写，获得《肿瘤防治科普丛书》13 册著作权，《胖熊讲科普》8 个类型商标

注册证，《胖熊讲科普》作品登记证书 1个。丛书先后获得重庆市优秀科普图书、重庆科普

创作优秀作品优秀科普图书、国家卫健委卫生健康主题宣传激励项目图书推荐名单和全国优

秀科普作品，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4.1 重要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针对我国癌症防治规划实施关键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聚集社会

民众当前最关注的癌症防治热点，以推动癌症防治科普工作规范化科学化为出发点，以普及

肿瘤防治知识、正确筛查方法、先进治疗方式、科学康复理念为目的，通过创新创作理念、

作品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产生一批科学先进，简明实用，通俗易懂的肿瘤防治科普作品。

4.1.1 丛书坚持理念创新

4.1.1.1 坚持以国家需求为创作导向

癌症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是导致劳动力人口损失、家庭因病

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影响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

占总死亡人数的 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的 70%以上。国家癌症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为 285.83/10 万，死亡率为 170.05/10 万，每年约有 392.9 万被

诊断为恶性肿瘤，且发病率每年保持约 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 2.5％的增幅。其主要

原因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吸烟、过量饮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

比较普遍，肿瘤早期筛查意识不足。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癌症防控工作，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强

化慢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推动癌症的机会性筛

查。到 2030 年，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提高 15%。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等 10 部门联合制

定《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 年）》，明确提出要建设权威的科普

信息传播平台，组织专业机构编制发布癌症防治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组织开展肿瘤防治宣

传活动，将癌症防治知识作为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养老机构等重要健康教育内容。

到 2022 年，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以上。201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进预防筛查、

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丛书选题关注社会生活热点，符合“四个面向”的科普创作方向，契

合国家需要和人民需求，体现了前瞻性。

4.1.1.2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创作基石



科技创新是科学普及的源头活水，如何把艰深晦涩的医学术语、发病机理、诊疗手段和

前沿技术融汇于作品，用于指导民众正确预防癌症、患者科学康复，是丛书创作的一大难点。

为此，丛书编委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放射治疗专家于金明教授领衔，组建了一支

由 233 位临床经验丰富、理论功底扎实的医学专家团队，融汇了临床医学、护理学、公共卫

生、新闻传播、影视制作等多领域创作团队，充分体现了多学科有机融合。其中包括国家卫

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6 人，国家级学会主任副主任委

员 12 人，国家中医药青年岐黄学者 1人。丛书主编，项目第一完成人吴永忠教授从事肿瘤防

治的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 32 年，现任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

疗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

治疗学分会常务委员，国家卫健委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首席科学

传播专家（肿瘤防治领域）、首批科普中国共建基地负责人。创作团队多年坚持科学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卫生健康委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科研课题 50 余项，临床试验项

目 327 项，授权专利 127 项，出版专著 36 部，主编和参与制定国家癌症中心等部门标准、指

南、共识 48 项，发表学术论文 500 余篇。创作团队熟悉医疗领域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通过

将长期积累的科研成果和临床实践经验提炼、融合和集成，引入国际先进的治疗方法和设备

技术，形成了先进技术到临床应用再到创新研究的科普读物创作形成良性循环，有效推动科

技资源科普化。

4.1.1.3 坚持以读者至上为创作追求

丛书创作坚持公众需求定作品内容，以阅读方式定表达方式。如何确定内容设计和表达

形式，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是该丛书创作的另一大难点。为此，主创团队依托重庆

市癌症中心和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丰富的学术资源，运用大数据手段分析近年来我国恶性

肿瘤发病特点，系统筛选常见恶性肿瘤病种，确定丛书编写的主要内容。在渝、川、黔等省

市基层开展大量的前期实地考察和深入调研，与市卫生健康委、市科技局、市科协、等政府

主管部门多次座谈交流。针对性地设计丛书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创作手法以及表现形式。

在丛书策划过程中特别注意换位思考，充分考虑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老

年人等不同人群的阅读习惯，知识文化水平、理解接受能力和思维方式。书稿形成后，反复

征求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社会民众的意见，并根据反馈信息队作品内容表达方式和编排方

式进行反复修改。丛书力求文字通俗易懂、图片形象直观、内容适用有效、以确保读者“看

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4.2 丛书倡导内容创新



4.2.1 涵盖常见癌种，体现丛书的系统性

创作团队全方位审视国内外肿瘤防治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通过全面系统分析，编著出

版了认识肿瘤、头颈部肿瘤、胸部肿瘤、胃肠肿瘤、乳腺肿瘤、妇科肿瘤、血液肿瘤、体表

肿瘤、骨与软组织肿瘤、消化道早癌、肝胆胰肿瘤、泌尿系统肿瘤、脑部肿瘤等 13 册科普图

书，共计 159.7 万字，涵盖 45 种恶性肿瘤相关内容，占我国癌谱的 95%以上。创作团队针对

每个系统的癌症发病特点、诊疗特色和科普需求，进行分册编写，体系了领域的代表性。

除了出版图书科普作品外，创作团队对丛书的核心知识进行科学系统全面分类，配套制

作 43 期《胖熊讲科普》原创动漫视频和 1405 条科普短视频，较大丰富科普内容供给，提升

读者接受度；延伸制作 10 类 20 万册单病种肿瘤防治科普手册，免费向重庆、四川、贵州等

地区的基层医护人员和普通民众发放；并结合区域特点发布 3 期《重庆居民常见癌症预防与

筛查指南》，共计 10 万余册，系重庆直辖以来首次向公众发布肿瘤防治科普建议，指导民众

科学预防癌症，进而形成体系完整的肿瘤防治科普知识库。根据血液肿瘤分册延伸制作的《淋

巴瘤患者康复指南》，向重庆地区淋巴肿瘤患者提供全程管理、定期随访及常见化疗副反应

处理等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指导。

4.2.2 聚焦临床难点，凸显丛书的科学性

丛书内容以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 余年科技创新成果、编著教材专著和临床实践经验

为技术支撑，融合国内外最先进预防手段与治疗理念后再次集成创新，形成了系统性和实用

性很强的技术体系。如：《乳腺肿瘤分册》针对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容易出现的上肢功能受

限的临床难题，创作团队将原创的“乳腺癌术后康复训练操”详细锻炼方式和步骤编入图书，

向广大乳腺癌患者免费提供有针对性个体化指导；《胸部肿瘤分册》创作团队针对食管癌术

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高这个世界难题，经合多年临床探索，参考国内外的吻合方法，分析问题

症结，对其吻合方法进行改进，集成了“食管癌江氏吻合术”，成功将吻合口漏发生率从 15%

降到 2%以下，并将核心内容编入到图册。丛书核心内容是经过大量实践验证和临床应用后的

成果总结，既有先进的理论知识支撑，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保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



有机结合，凸显了丛书的科学性。

4.2.3 立足肿瘤诊治全过程，彰显丛书的先进性

丛书以肿瘤诊治服务全过程理念为着力点，聚焦世界肿瘤诊治最新前沿技术和理念。在

认识肿瘤分册治疗篇，详细介绍了被誉为肿瘤治疗的第三次革命的免疫治疗，分析免疫治疗

与其他治疗手段的区别，为很多癌症患者提供新的希望。在肿瘤康复篇章，系统推介了综合

康复理念，涉及中医康复、心理康复、饮食康复、音乐康复、运动康复、养生康复和营养康

复。充分运行现代化康复手段，最大限度帮助癌症患者达到身体、社会、心理、职业等功能

的恢复。丛书紧跟肿瘤诊治最新技术和前沿进展，解决普通市民和肿瘤患者健康需求，彰显

了丛书的先进性。

4.3 丛书推行形式创新

4.3.1 “科”与“普”有机结合，突出内容的可读性

丛书深度结合普通市民常见误区，癌症患者治疗疑问设计了 2411 个对话现场，采用一问

一答形式直接解决疑问。并且将该问题最核心的知识单做标题突出，设置“医生提醒”296

个，方便大家记忆理解。如在“癌症常见误区”章节，提出不少癌症患者存在癌性疼痛可以

不用止痛药的误区，对于癌症疼痛应主张尽早、足量、定时、个体化给药，不要担心成瘾问

题；在“泌尿超声检查”章节，泌尿系统超声可检查肾脏、输尿管、膀胱、前列腺的囊肿肿

瘤结石等，医生提醒检查前 1～2 小时需饮水 400～600ml，待膀胱充盈再做检查。同时采用

大量的连环卡图还原康复或运动操作步骤演示，实现了看图说话，有效解决“科”和“普”

的关系。在“乳腺自检”章节，通过绘制多图展示“视诊”“触诊”“乳头检查”乳腺健康

自测三法，并提示常见误区“乳腺自检不是随意的抓捏”，而应坚持正确自检、详细记录、

发觉异常、及时就诊的原则。丛书将深奥难懂的医学知识通俗化、检测技术直观化，使读者

更易理解和掌握丛书所描述的医学知识，突出丛书的可读性。

4.3.2 科学与艺术有效融合，体现内容的生动性

“恰如其分”的形式设计为科普图书锦上添花，为图书的独特性与新颖性进行“助攻”。

该丛书在整体设计采用 13 个不同的颜色，呈现一种主动热情贴近读者的姿态；图书设计采取

大 32 开，全彩色印刷，封面突出胖熊主题形象，给读者给读者带来清新、亲切、温暖等愉悦

友好的感受，潜在传递医学的温度，拉近科普图书与读者的距离。为提升读者阅读吸引力，

在每个分册首页采用不同颜色设计该系统最常见的四个常见误区，提升大家的关注度。加强

与媒体融合，有机融合传统读物与新媒体，满足传统读物提供深度化阅读的基础上，结合互

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阅读趋势，提供动漫短视频、科普图文等延伸作品，满足不同读者群体多



形式阅读习惯，有效利用公众碎片时间，提升推广效果。广泛开展科普推广活动，连续多年

参加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普日等全市重要主题科普活动进行展示展览，突出参与性、趣

味性等特点，联合主流媒体共同策划，充分运用网络直播、短视频、H5 动画等形式多渠道宣

传，实现同一科普题材融媒体传播，提升科普传播的品牌效应。

4.3.3 语言与图片巧妙搭配，凸显内容的趣味性

科普图书的风格既要有特色又要适用，才能提高读者可读性和接受度。作品内容和表现

形式是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两大必要因素，内容“满足健康需求”是产生阅读兴趣的心理基

础。该丛书以解决当前普通民众对癌症恐惧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组织内容，以简驭繁，吸引

读者。文字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以通俗简洁的文字阐明复杂的医学知识，并原创设计“胖

熊讲科普”人物形象，丛书采用 786 副设计图，采用幽默风趣的卡通形象，结合拟人的手法，

用大众语言进行描述。如在“放疗常见的副反应”章节，通过拍摄科室医护人员研发的颈部

保健操现场照片为样板，邀请专业人员绘制线条图、卡通图形式，多图展示训练流程，让患

者在家里可以自行学习操作。同时延伸设计胖熊插图、表情包、钥匙扣、玩偶、雨伞等系列

文创产品，统一用于丛书知识的宣传推广活动，提升科普服务人文品牌。“胖熊讲科普”已

获得作品登记证书和 8 个类型的商标注册证。丛书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强，表现力新颖丰富，

真正使读者“喜欢看、看得懂，用得着”。

鼻咽癌张口训练操 甲亢与甲减症状比较



4.2 局限性（限 1 页）

经过共同努力，该丛书推广取得阶段成效，对于提升西南地区民众防癌意识，推动肿瘤

防治体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但项目实施过程中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从书主要围绕常见高

发癌症进行科学普及，发病率较低的病种没有纳入，对于这类患者而言缺少相应科普知识；

丛书在通俗化有待进一步提高，需丰富科普作品内容和形式，以便适应更多群体如学生群体

的阅读和使用；同时癌症防治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因推广时间有限特别受疫情影响，在科

普推广应用仍需继续开展，整体社会效果也需持续关注。相信后面修订丛书在内容上会更加

丰富和完善。



五、客观评价

5.1 相关评价

5.1.1 专家评价

中国工程院樊代明院士、潘复生院士、于金明院士、林东昕院士、程京院士，中国科学

院院士徐涛等众多院士专家共同发布丛书，给予充分肯定。【见附件 9-2】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教授：丛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通过通俗

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插图，站在患者角度介绍临床实际中的常见问题，力求将肿瘤医学

专业知识变为普通民众易懂易记的常识。【见附件 9-3】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潘复生教授：丛书是重庆市首套成体系的肿

瘤防治科普读物，汇集众家智慧，耗时两年完成，几易其稿，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取得非常好的传播推广效果。【见附件 9-4】

5.1.2 媒体评价

新华社：肿瘤防治科普图书助力乡村振兴，丛书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普及相关知识和科

学理念，引导关注癌症和癌症患者，正确认识癌症的成因、预防和治疗，消除癌症认识误区。

【见附件 9-5】

人民网：重庆市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指南可以说是《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的“简

易操作版”，高度总结和凝练每个癌症防治要点，将晦涩的医学知识转化为权威、易懂的科

普知识，成为公众识癌防癌的口袋书。【见附件 9-6】

搜狐健康：为严格把控质量关卡，要求每位专家在编写从书的时候，必须做到每个知识

点必有出处，每张插图画科学准确，逐字逐句反复交差校对。【见附件 9-6】

上游新闻：丛书能帮助普及防癌知识和科学理念，引导公众关注癌症和癌症患者，正确

认识癌症的成因、预防和治疗，消除癌症认识误区。【见附件 9-6】

华龙网：丛书几乎涵盖了全部的肿瘤种类，文字浅显易懂，一目了然，书中插入了大量

图画以及“胖熊”的表情包，生活可爱。【见附件 9-3】

重庆科技报；该书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插图，介绍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

力图将肿瘤医学专业知识变为普通民众易懂易记的常识。“十大癌症到底有哪些征兆”“细

数生活中隐藏在身边的致癌物”“肿瘤诊治如何才能精准”，一大波与肿瘤防治息息相关的

医学科普知识在从书里都能找到。【见附件 9-7】

5.2 荣誉奖励

5.2.1 科普丛书获奖



2018 年，丛书入选重庆市优秀科普图书【见附件 9-8】

2019 年，丛书入选重庆科普创作优秀作品优秀科普图书【见附件 9-9】

2019 年，丛书入选国家卫健委卫生健康主题宣传激励项目图书推荐名单【见附件 9-10】

2020 年，丛书入选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见附件 9-11】

2021 年，丛书荣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见附件 8-1】

5.2.2 胖熊作品获奖

2019 年，动漫视频荣获全国青年医师肿瘤科普能力大赛优秀作品奖【见附件 9-12】

2019 年，动漫视频荣获重庆科普创作优秀作品优秀多媒体科普作品【见附件 9-13】

2021 年，动漫视频荣获典赞科普重庆年度网络科普作品【见附件 9-14】



六、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1 推广应用情况（限 2页）

6.1.1 科普作品推广应用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依托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等实体书店进行市面发行，利用“京

东商城”“淘宝网”“当当网”“微店”等知名电商平台进行网络销售，被《余生请多指导》

电视剧点名推荐，网络评论超过 200 余万次，累计发行 9000 套 117000 册【见附件 9-1】。

丛书作为重庆市教科文卫体工会能力培训内容，赠予西南大学、重庆市第一中学等 110 家成

员单位作为职工健康素养提升科普读物；并作为重庆市癌症康复会 15 个分会 13800 名会员康

复指导手册，指导肿瘤患者正确认识病情积极治疗【见附件 3-15】。通过丛书编写原创设计

“胖熊科普”IP 人物形象，延伸设计胖熊表情包、玩偶、钥匙扣、雨伞等文创品，统一用于

科普推广活动和各种学术会议，提升科普服务人文品牌，获得国家版权注册。

6.1.2 科普作品转化应用

创作团队将丛书核心内容缩减为单病种科普手册，编印 10 种 20 万册，免费发放重庆、

四川、贵州等普通民众【见附件 9-16】；将 25 个病种内容编印成《重庆市居民常见恶性肿

瘤筛查和预防指南》10 万册，联合渝川黔等地 30 家医疗机构共同倡议发布，作为全市 38 个

区县科协做科普活动的推广内容【见附件 9-17】；依托重庆市社区科普大学、重庆市网络党

员教育等网络开放平台网络，在科普推广中整合丛书核心内容，并配套制作动漫视频 42 期【见

附件 9-18】，短视频 1405 条【见附件 9-19】，予以推广，被新华社、人民网、央视网、科

普中国、重庆日报等众多媒体转载使用；辅以网络、电视、报纸、广播、信息等现代信息技

术等传输手段，整合从书内容转化为科普图文，打造《胖熊讲科普》原创栏目，把图书内容

编辑网络图文对外发布 106 条，全网阅读量 893 万，在健康报、健康时报、生命时报、健康

人报等健康类报刊发表科普文章 500 余篇【见附件 9-20】；录制 CQTV 不健不散健康节目 100

余期，CQTV 健康才有戏健康节目 80 余期。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和机会，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科学技术部门、基层医疗机构和广大民众进行推荐，构建了“政、产、学、研、用”多层次、

多渠道、多形式的推广模式，对提升民众肿瘤防治意识，推动健康中国重庆实践，具有很强

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6.1.3 科普活动推广情况

摘取丛书核心内容做成肿瘤防治科普课件，组织专家开展科普巡讲活动，走进社区街道、

学校等开展健康课堂 60 余场，受益群众超 12000 人次，该项目荣获全国科技志愿服务项目先

进典型，获全国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优秀奖和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策划中国



肿瘤防治万人科普活动，覆盖西南六省市，3.6 万人参与，线上参与人数超过 210 万，在全

国形成良好社会反响，获中国人文风尚案例和中国医疗品牌建设最佳品牌建设实践奖。与新

华网、搜狐健康、百度健康、肿瘤资讯、名医在线等联合开展肿瘤防治云讲堂 400 场次，总

访问量超 7000 余万。胖熊新媒体传播获中国十佳医疗特色自媒体、算数健康金处方奖和中国

医院品牌金桥奖。



6.2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2.1 社会效益

6.2.1.1 科普人才培养成果显著。通过编写科普从书与开展相关科普活动，从中发掘和

培养一批临床经验丰富，能说会讲的科普人才，组建起两个层级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组建

科普专家团队，针对不同学科特点，借此契机组建起一支由高职称、高学历专家学者构成的

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向重庆地区提供技术支撑和专业指导。牵头组建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

播专家团、沙坪坝区健康科学传播专家团，联合发起西部（重庆）科学城公众科学素质促进

联合体和重庆市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盟。其中吴永忠教授、周琦教授当选全国首席科学传播

专家，周琦教授当选中国肿瘤防治健康工程学术顾问专家，47 位参编专家入选重庆市市科学

传播专家团，22 位参编专家入选首批重庆市院士专家科普团，16 位参编专家入选首批重庆市

科学传播专家团健康知识普及专家库成员。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荣获中国抗癌协

会科普突出贡献奖、典赞科普重庆年度科学传播团队、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奖先进集体和全

国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集体。建立科普宣讲队伍，在编者中遴选业务精湛、形象亲和、义

理通达的中青年科普骨于，走进社区、企业、学校、机关等开展肿瘤防治科普巡讲和健康课

堂，向公众推广普及肿瘤科普知识。张静获得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二等奖，蒋参获得全国科普

讲解大赛三等奖和中国健康科普创新大赛优秀奖，程风敏获得中国十大健康传播大使，王维

获得重庆十佳最美科普志愿者，曾晓华获得沙坪坝区十佳最美科普志愿者。

6.2.1.2 科普资源获得高效整合。通过编写科普丛书与开展相关科普活动，医院相关学

科有效整合单病种科普资源，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成功获批各类各级科普基地。乳腺肿瘤、

血液肿瘤等 2个团队获批沙坪坝区科普专家工作室，血液肿瘤、胸部肿瘤、妇科肿瘤、肝胆

胰肿瘤、肿瘤早筛、肿瘤康复等 6 个团队获批中国抗癌协会单病种肿瘤科普示范基地，有效

推动学科科普平台良性发展；医院整合专家团队和科普传播资源，获批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重庆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科普重庆共建基地、中国肿瘤防治科普工程学

术顾问单位和科普中国共建基地，形成高端健康科普资源集聚地，增加肿瘤科普优质资源供

给。

6.2.1.3 助力实现肿瘤全过程诊疗科普宣传。是肿瘤防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提升民众肿瘤防治意识，肿瘤患者科学诊治，康复患者正确康复训练的重要手段。依托丛书

推广及衍生科普作品及科普活动，重庆市构建起平台、团队、作品、活动和传播五位一体的

医患共享肿瘤防治科普体系，有效补充了肿瘤防治服务链条。助力重庆地区构建涵盖肿瘤登

记、科普宣传、早期筛查、规范诊疗、康复管理的完整肿瘤防治服务链；推行肿瘤全过程管



理模式，从癌症中心到基地医院，推广肿瘤的全过程管理理念，制定统一的全过程管理规范

与路径，实现网络任一环节的同质化服务，为全国肿瘤防治体系建设贡献“重庆方案”。2019

年 16期《半月谈》专题报道重庆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成果。防治体系建设建立起肿瘤科普体系，

通过出版科普丛书，发布预防筛查指南，开展科普巡讲活动，规范统一肿瘤防治领域科普资

源，逐步解决健康信息杂乱，科学性低等科普功能问题，项目成果在西部地区具有很强实用

价值和社会价值。项目推广期，共有 15543 名癌症高危人士主动完成临床筛查，75788 名健

康群众完成体检筛查，间接创造社会及经济效益。医院接到健康居民及患者咨询相关问题明

显增多，医院成立咨询团队提供必要帮助，每年解答健康居民及患者线上咨询 2000余人次，

节约交通费、挂号咨询等直接费用保守估计 20余万元。研究团队对肿瘤患者进行全面跟踪随

访，开展生存状况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布我市常见恶性肿瘤患者生存预后研究学术论文，

间接了解全市恶性肿瘤流行特征和趋势，为重庆与国家癌症控制规划提供基本信息和依据。



七、主要证明目录

7.1代表性论文目录（限 10篇）

序号 论文名称 刊名

年

卷

(

期

)

及

页

码

影响

因子

全部作者

（ 国 内 作

者须填写中

文姓名）
通讯作者（含

共同，国内作

者须填写中文

姓名）

检索数

据库

他 引

总 次

数

通讯作者

单位是否

含国外单

位

合计 0



7.2知识产权证明目录（限 10个）

序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

权

时

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全部发明人

7.3代表性论文（限 10篇）收录引用情况检索报告（限 1个）

序号 检索机构名称

7.4应用满 2年的佐证材料（限 1个）

序号 佐证材料名称

4-1 重庆市癌症康复会应用证明



7.5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批准文件（限 10个）

序号 批准文件名称

7.6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限 1个）

序号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文件名 备注



7.7其他附件（限 20个）

序号 证明所包含内容的简要描述

7-1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发行量证明

7-2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印装质量检验报告

7-3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编校质量检验报告

7-4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发布仪式和新闻报道

7-5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教授评价内容

7-6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潘复生教授评价材料

7-7 新华社报道：助力乡村振兴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受到居民欢迎

7-8 重庆市科技报：全方位 多领域 创肿瘤防治科普模式

7-9 创作团队将丛书内容精简为重庆市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与预防指南

7-10 创作团队将丛书内容编辑网络图文对外发布106条，全网阅读量893万

7-11 创作团队将丛书内容制作成胖熊讲科普动漫视频作品

7-12 创作团队将丛书中1405个知识问题录制成为《肿瘤防治知识问答》科普短视频进行传播

7-13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获得重庆科普创作优秀作品优秀科普图书

7-14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获得2018年重庆市优秀科普图书

7-15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入选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健康主题宣传激励项目图书推荐名

单

7-16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入选2019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7-17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获得2020年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7-18 胖熊讲科普动漫视频入选典赞科普重庆年度网络科普作品

7-19 创作团队获得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奖先进集体奖

7-20 创作团队获得“十三五”全国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集体

7.8科普作品（仅限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序号 科普作品名称

8-1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吴永忠 排名 1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汉族 籍贯 重庆市

身份证号 510212196811084652 出生年月 1968-11 职称 主任医师,教授

本科
毕业学校

重庆医科大学 最高学位 博士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重庆医科大学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3206751  肿瘤放射治疗学

手机号码 13996323337 电子邮箱 cqmdwyz@163.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党委书记

二级单位 院长办公室 办公电话 023-65310288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本人作为丛书编委会主任，负责创意、策划和组织，协调相关人员共同创作。带领编写团队收集、

整理第一手资料，针对常见恶性肿瘤诊治方案进行通俗性、创造性编著。本人长期从事本领域科

研教学和临床研究，能够掌握行业发展的发展动态，把握科普丛书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体现

丛书的创新和特色，对主要创新点 1、2、3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2017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恶性肿瘤精准放疗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第一完成人。

证 书 编 号 ： 2017-J-2-36-R01  

2020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第一完成人。证书编号：2020-J-2-42-
RO0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张维 排名 2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汉族 籍贯 重庆市

身份证号 510212197111010825 出生年月 1971-11 职称 副研究员

本科
毕业学校

重庆公共管理学院 最高学位 学士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重庆公共管理学院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3308199  卫生管理学其他学科

手机号码 13883550668 电子邮箱 cqszlyy@163.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党委副书记

二级单位 院长办公室 办公电话 023-65317203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本人作为丛书编委会副主编，主要负责丛书资料收集、整理、文字校对及出版工作，统筹指导科

普图书推广宣传工作，对主要创新点 1、2、3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2020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第二完成人。证书编号∶2020-J-2-42-
R02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程风敏 排名 3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汉族 籍贯 河北省

身份证号 130521198503183270 出生年月 2022-03 职称 其他

本科
毕业学校

重庆医科大学 最高学位 硕士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重庆医科大学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3308199  卫生管理学其他学科

手机号码 13638325896 电子邮箱 chengfengmin@163.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科普部主任

二级单位 科普部 办公电话 023-65079152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本人参与丛书的策划和组织，主要负责科普图书资料整理工作，承担科普丛书宣传推广，胖熊主

题形象设计，科普活动组织实施等相关工作，对主要创新点 2、3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2020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第三完成人。证书编号：2020-J-2-42-
R03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王颖 排名 4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汉族 籍贯 重庆市

身份证号 510212197011014546 出生年月 1970-11 职称 主任医师

本科
毕业学校

重庆医科大学 最高学位 博士 最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重庆医科大学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3206751  肿瘤放射治疗学

手机号码 13996412826 电子邮箱 13996412826@163.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院长办公室 办公电话 023-65330278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本人参与丛书的策划和组织，主要负责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针对肿痛科普系列丛书进行通俗

性、科学性、创造性编著，使该系列从书成为该领域重要科普作品。在该从书的组织、统稿、编

审工作中，对主要创新点 1、2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2017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恶性肿瘤精准放疗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第一完成人。

证书编号∶2017-J-2-36-R02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周宏 排名 5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    派 九三学社 民族 汉族 籍贯 重庆市

身份证号 42010419680202161X 出生年月 1968-02 职称 主任医师

本科
毕业学校

同济医科大学 最高学位 学士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同济医科大学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3202740  泌尿外科学

手机号码 18983077711 电子邮箱 berzou@163.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二级单位 院长办公室 办公电话 023-65344123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本人负责分册与各篇章规划设计 ，制定各分册编写大纲，组织专家完成泌尿肿瘤编写。对主要

创新点 1、2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李太杰 排名 6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汉族 籍贯 山东省

身份证号 371328198801064033 出生年月 1988-01 职称 其他

本科
毕业学校

重庆师范大学 最高学位 学士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重庆师范大学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310  基础医学(不能选择)

手机号码 15823096681 电子邮箱 601660878@qq.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科普部 办公电话 023-65079152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本人参与从书组织实施，主要负责从书版面插画设计与审校，科普活动组织实施。负责动漫和科

普短视频制作、新媒体端的宣传推广等相关工作内容，对创新点 3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安宁 排名 7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汉族 籍贯 辽宁省

身份证号 210303198509180624 出生年月 1965-09 职称 其他

本科
毕业学校

成都中医药大学 最高学位 学士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成都中医药大学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3308199  卫生管理学其他学科

手机号码 18623109182 电子邮箱 136030635@qq.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科普部 办公电话 023-65079152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主要负责丛书文字资料整理，内容交叉审校，组织开展科普丛书推广宣传工作，实施科普活动宣

传策划等工作，对创新点 3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2020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第九完成人。证书编号：2020-J-2-42-
R09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熊志翔 排名 8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民族 汉族 籍贯 重庆市

身份证号 50022619890902141X 出生年月 1989-09 职称 其他

本科
毕业学校

湖南工商大学 最高学位 学士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毕业学校

湖南工商大学
从事专业
学科代码

99013 编辑出版学

手机号码 15823809640 电子邮箱 279763761@qq.com

工作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科普部 办公电话 023-65079152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完成单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6-05-01           2018-05-01

对本项目的主要学术(技术)贡献：

主要负责图书文字整理工作，设计图书主题形象，组织开展科普活动，协协调实施图书推广宣传

等工作，对创新点 3具有创造性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及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科技奖励情况：

2020 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第十完成人。证书编号：2020-J-2-42-
R10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医学

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

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

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

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

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

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

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声明：本单位确认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

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

全的保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

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

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

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本单位在作为或不作为该项目完成单位

的情况下均同意该完成人报奖。

工作单位（盖章）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排名 1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250000045038868XM
法定
代表人

吴永忠

单位性质 医疗机构(高等院校附属) 所在地 重庆市

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邮政编码 400030

联系人 程风敏 办公电话 023-65079152 手机号码 13638325896

电子邮箱 chengfengmin@163.com

银行账户
信息

户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账号 3100024109008990203

开户行 工商银行重庆三峡广场支行

对本项目的贡献:

一是组织编者进行突出编写，负责图书出版、视频制作等，支付所有费用；二是组织开展科普推
广活动，组织参加重庆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普日主会场展览活动，获得 2019 年全国科技活动
周重大示范活动优秀奖和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走进社区街道、学
校等开展健康课堂，直接受益群众超 12000人次，策划中国肿瘤防治万人科普活动，覆盖西南六
省市，3.6 万人参与，在全国形成良好社会反响；三是整合科普资源，在项目实施与推广期间，
有效整合科普资源，组建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积极申报各类科普平台，延伸项目实施成效。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中华医学科技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

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

密内容，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提交的代表性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也不存

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如产生

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完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诚信承诺书

本项目自愿参加中华医学科技奖评审，项目第一完成人和项目第一完成单位代表所有项

目完成人及完成单位做出如下承诺：

1.本推荐书严格按照中华医学科技奖有关规定和中华医学会对推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填写，

保证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有效，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

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提交的代表性

论文不包含已经被撤稿的论文，也不存在图片误用等其他影响论文质量的情况。所涉及的科

学研究行为均符合《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国卫科教发 [2014]52号），不存在科

研不诚信的行为。

2.所提交的纸版推荐材料和电子版推荐材料内容一致。

3.本推荐书所提交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和论文，均已征得未列入项目完成人的发明人、

设计人或作者的知情同意并留存相应证明材料备查。知情同意内容包括（1）知识产权用于

推荐 202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该发明人、设计人或作者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2）中华

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所用知识产权不能再次参评该奖。因未如实告知上述情况而引起争议，

且不能提供相应存档备查的证据，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4.本推荐书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专利、论文、著作、应用证明、国家法律法规

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等）均未在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和中华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中使用

过，也未在本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其他推荐项目中使用。

5.遵守《中华医学科技奖管理办法》、《中华医学科技奖青年科技奖奖励办法（试

行）》和《中华医学科技奖评审工作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项目进入终审程序后，接受评

审结果及授奖单位数和授奖人数按照获奖等级自动截取。

                      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字）：

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公章）：



十一、附件

附件按如下顺序排列

1.代表性论文（限 10篇）

2.知识产权证明（限 10个）

3.代表性论文（限 10篇）收录引用情况检索报告（限 1个）

4.应用满 2年的佐证材料（限 1个）

5.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批准文件（限 10个）

6.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限 1个）

7.其他证明（限 20个）

8.科普作品（仅限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年份 2022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项目名称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重庆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项目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

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符合“四个面向”的科普

创作方向，契合国家需要和人民需求，以普及肿瘤预防知识、正确筛查方法、先进

治疗方式、科学康复理念为目的，旨在提升广大民众健康素养水平。

丛书创作历时两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组织233位临床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系

统搜集整理国内外癌症防治相关研究，于2018年5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公开出版

发行，包括《认识肿瘤》《头颈部肿瘤》《胸部肿瘤》《胃肠肿瘤》《乳腺肿瘤》

《妇科肿瘤》《血液肿瘤》《体表肿瘤》《骨与软组织肿瘤》《消化道早癌》《肝

胆胰肿瘤》《泌尿系统肿瘤》《脑部肿瘤》等13册，共计159.7万字，涵盖45种

恶性肿瘤相关知识，占我国癌谱的95%以上，从高危因素、早期筛查、认识误区和

康复随访等方面系统介绍常见癌症防治核心知识信息。

丛书主创团队依托重庆市癌症中心和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丰富前沿的学术资源，

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特点，系统筛选常见恶性肿瘤病种，

并反复征求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基层医疗机构意见，结合不同人群阅读需求，系

统设计了从书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创作手法以及表现形式；以20余年的科技创

新成果、临床实践经验为技术支撑，融合国内外最先进预防手段与治疗理念后再次

集成创新，形成了系统性和实用性很强的科普核心内容；在创新表现手法上，坚持

“喜欢看、看得懂，用得着”的目标追求，将“科”与“普”有机结合、科学与艺术有效

融合、语言与图片巧妙搭配，内容科学明了，语言通俗易懂，形式幽默诙谐。

丛书累计印刷 9000套 117000册，10家单位作为职工健康素养提升科普读物；重

庆市癌症康复会15个分会13800名会员康复指导手册。配套编印 20万册单病种科

普手册，3期10万册重庆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指南，作为全市38个区县

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推广内容；制作动漫视频 42期，短视频 1405条，被新华社、

人民网、央视网、科普中国、重庆日报、上游新闻等众多媒体转载使用。

通过丛书编写，获得《肿瘤防治科普丛书》13册著作权，《胖熊讲科普》8个类型

商标注册证，《胖熊讲科普》作品登记证书1个。丛书获得重庆市科普创作优秀科

普作品、重庆市优秀科普图书、国家卫生健康主题宣传激励项目图书推荐名单和全

国优秀科普作品，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发明人

无

代表性论文目录

序号 论文名称 刊名 年,卷

(期)

及页码

影响

因子

通讯作

者（含

共同）

SCI

他引

次数

他引

总次

数

通讯作者

单位是否

含国外单



位

无

主要完成人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主要完

成人情

况

姓名：吴永忠

排名：1

职称：主任医师,教授

行政职务：党委书记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作为丛书编委会主任，负责创意、策划和组织，协调相关人

员共同创作。带领编写团队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针对常见恶性肿瘤诊治方案进

行通俗性、创造性编著。本人长期从事本领域科研教学和临床研究，能够掌握行业

发展的发展动态，把握科普丛书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体现丛书的创新和特色，

对主要创新点1、2、3具有创造性贡献。

姓名：张维

排名：2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党委副书记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作为丛书编委会副主编，主要负责丛书资料收集、整理、文

字校对及出版工作，统筹指导科普图书推广宣传工作，对主要创新点1、2、3具有

创造性贡献。

姓名：程风敏

排名：3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科普部主任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丛书的策划和组织，主要负责科普图书资料整理工作，

承担科普丛书宣传推广，胖熊主题形象设计，科普活动组织实施等相关工作，对主

要创新点2、3具有创造性贡献。

姓名：王颖

排名：4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丛书的策划和组织，主要负责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

针对肿痛科普系列丛书进行通俗性、科学性、创造性编著，使该系列从书成为该领

域重要科普作品。在该从书的组织、统稿、编审工作中，对主要创新点1、2具有

创造性贡献。

姓名：周宏

排名：5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负责分册与各篇章规划设计 ，制定各分册编写大纲，组织

专家完成泌尿肿瘤编写。对主要创新点1、2具有创造性贡献。

姓名：李太杰

排名：6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本人参与从书组织实施，主要负责从书版面插画设计与审校，科

普活动组织实施。负责动漫和科普短视频制作、新媒体端的宣传推广等相关工作内

容，对创新点3具有创造性贡献。

姓名：安宁

排名：7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丛书文字资料整理，内容交叉审校，组织开展科普丛书

推广宣传工作，实施科普活动宣传策划等工作，对创新点3具有创造性贡献。

姓名：熊志翔

排名：8

职称：其他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对本项目的贡献：主要负责图书文字整理工作，设计图书主题形象，组织开展科普

活动，协协调实施图书推广宣传等工作，对创新点3具有创造性贡献。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一是组织编者进行突出编写，负责图书出版、视频制作等，支付

所有费用；二是组织开展科普推广活动，组织参加重庆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普日

主会场展览活动，获得 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优秀奖和全国科普日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走进社区街道、学校等开展健康课堂，直

接受益群众超 12000人次，策划中国肿瘤防治万人科普活动，覆盖西南六省市，

3.6万人参与，在全国形成良好社会反响；三是整合科普资源，在项目实施与推广

期间，有效整合科普资源，组建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积极申报各类科普平台，延伸

项目实施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