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09月 24日(星期六) 上午 

Saturday Morning, Sept. 24th, 2016 

 

CSCO-ESMO Joint Symposium 

Subject: Precision Medicine in CRC 

Venue: International Multifunctional Hall 2, 2nd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Hotel 

Co-chair：Rui-Hua Xu徐瑞华  Jean-Yves Douillard  Su-Zhan Zhang 张苏展 
Keynote Speech 
08:30~08:50 Maintenance treatment after 1st line: What is the contribution of targeted agents 

according to the ESMO consensus? 
Jean-Yves Douillard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  

08:50~09:10 Optimization of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target therapy for mCRC in the 
precision medicine era 

 Rui-Hua Xu徐瑞华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09:10~09:30 The best treatment in 1st line according to RAS/RAF mutational status and the 

ESMO Consensus 
 Claus-Henning Köhne  University Hospital of Oncology and Haematology, 

Oncology Center at Kilnikum Oldenburg/Germany  
09:30~09:50 The perioperative approach in CRC with resectable liver metastasis 
 Gong Chen陈  功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09:50~10:10 The challenge of immunotherapy in mCRC 
 Ying Yuan袁  瑛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 Ji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CSCO-JSMO-KACO Joint Symposium 

Subject: The ur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treatment for gastric cancer 

Venue: International Multifunctional Hall 2, 2nd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Hotel 

Co-chair：Lin Shen沈  琳  Atsushi Ohtsu 
Keynote Speech 
10:30~10:55  Immun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Atsushi Ohtsu  National Cancer Center Hospital East, Kashiwa, Japan 
10:55~11:20 The molecular typing and precision targeted therapy of gastric cancer 
 Yung-Jue Bang  Seooul 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11:20~11:45 Proteomics in gastric cancer research 
 Jun Qin秦  钧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11:45~12:00 Panel Discussion 
 Yi Ba巴  一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 Hospital  
 Ai-Ping Zhou周爱萍  Cancer Institute &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Feng Bi毕  锋  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  
 
 
 
继续教育专场——肺癌 (Educational Session：Lung Cancer)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2楼国宴厅 1 
第一部分：CSCO肺癌诊疗指南解读 
主持人：钟文昭  胡  毅 
特邀嘉宾：程  颖  张  力  刘晓晴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45  影像、分期和病理 
 杨  农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08:45~09:00 肺癌分子分型 
         胡  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00~09:15 1~ III a期肺癌治疗指南 
         杨  帆  北大人民医院  
09:15~09:30 进展期肺癌治疗指南 
         任胜祥  上海市肺科医院 
第二部分：多学科关键对话：肺癌寡转移治疗策略 
特邀嘉宾：王哲海  范  云  邬  麟 
讨论专家  
09:30~09:40  内科视角 
 王慧娟  河南省肿瘤医院  
09:40~09:50 外科视角 
 杨  林  深圳市人民医院  
09:50~10:00 放疗视角 
 朱正飞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00~10:10 综合视角 
 乔贵宾  广州军区总医院  
第三部分：肺癌个体化和规范化诊疗案例辨析 
特邀嘉宾：周彩存  陈克能  刘  喆 
病例引导  
10:10~10:20  肺癌精准全程化管理 
 刘哲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20~10:55 专家点评 
 王佳蕾  上海市肿瘤医院 
 徐  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赵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董晓荣  武汉协和医院  
 康晓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艾星浩  上海胸科医院  
病例引导  
10:55~11:05 肺部结节处理决策 
 杨学宁  广东省人民医院   
11:05~11:40 专家点评 
 储天晴  上海胸科医院   
 汤传昊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七医院  
 蒋  伟  上海中山医院  
 李鹤成  上海瑞金医院  
 段卫明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红梅  西京医院  
 樊  旼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总结(Meeting Summary)  
11:40~12:00 大数据时代肺癌精准和规范治疗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乳腺癌论坛——外科专场(Breast Cancer Symposium - Surgery)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2楼国宴厅 3 
主持人：于  丁  唐金海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0  精准医学时代的乳腺肿瘤外科学 
 吴  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8:50~09:10 预防性全乳切除的热点问题和进展 
 廖  宁  广东省人民医院  
09:10~09:30 保乳手术进展和缺损整复技术 
 苏逢锡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09:30~09:50 保乳术后同侧乳房内复发的分类和处理 
 余科达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50~10:00 讨论 
10:00~10:20  乳腺癌内乳区处理研究进展 
 王永胜  山东省肿瘤医院  
10:20~10:40 乳腺外科相关的病理热点问题 
 步  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40~11:00 乳房重建：中国实施现况和临床推广 
 尹  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1:00~11:10 讨论 
病例提供  
11:10~11:20  进展期乳腺癌的局部手术处理 
 柳光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20~12:00 讨论 
 崔树德  河南省肿瘤医院  
 张  瑾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唐金海  江苏省肿瘤医院  
 厉红元  重医大附一院  
 宋传贵  福建协和医院  
 
 
 
大肠癌多学科综合诊治（MDT）规范与推广(Colorectal cancer MDT - Standardization and 
Promot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B会议室 
主持人：丁克峰  潘志忠  邢宝才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0  浙医二院结直肠癌 MDT 团队的优化与推广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8:50~09:10 中国结直肠癌 MDT 工程的推广与实施 
 张苏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9:10~09:30 北京肿瘤医院消化道 MDT 团队的建设分享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病例讨论  
09:30~10:00  病例提供：王风华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讨论团队：上海长海医院团队   
10:00~10:30 病例提供：蔡国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讨论团队：华西医院团队   
10:30~11:00 病例提供：徐  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讨论团队：北京 301医院团队   
11:00~11:30 病例提供：李  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讨论团队：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团队    
专家点评  
11:30~12:00  点评 
 朱  远  浙江省肿瘤医院  
 戴广海  北京 301医院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潘志忠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宋  纯  辽宁省肿瘤医院 
            丁克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邢宝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分子标志物与个性化诊疗论坛 (Tumor Molecular Marker & Individualized Medicine 
Symposium)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D会议室 
主持人：谈东风  王长利  刘宝瑞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9:05  NSCLC患者 EGFR~TKIs耐药后处理措施 
 王长利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05~09:40 ctDNA研究新进展及临床应用扩展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40~10:15 肿瘤分子标志物研究新进展 
 梁智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15~10:50 What’s new in genetic testing for cancer susceptibility 
         Kevin Hughes  美国麻省总医院(MGH)  

10:50~11:25 肿瘤研究的热点趋势及科研思路分享 
 张绪超  广东省人民医院  
11:25~12:00 多技术平台在肿瘤综合诊治及研究中的应用 
 毛琳琳  金域临床基因组检测中心  
 
 
 
链接数据，关爱生命(Linked Data for Health Care)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E会议室 
大会主席：管忠震  隋雪青 
主持人：杨文琳  朱正纲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35  开场致辞  

管忠震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8:35~08:50  开场致辞+专题演讲 

卫计委领导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   
08:50~09:10  探索基于大数据先进信息技术构建“健康中国”的思考 

隋雪青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09:10~09:20  挂牌仪式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医学工程中心挂牌仪式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女性健康专业委员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零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09:20~09:35  肺癌及食管癌结构化病历模型及肺癌结构化病历模型术语集发布 
 张  逊  天津市胸科医院  
09:35~09:50 国际医学研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和标准 
 赵乐平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09:50~10:05 公卫数据与临床肿瘤数据结合的价值和展望 
 尹  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10:05~10:20 肿瘤真实世界数据与学术科研 
 李丽平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医疗大数据开发及应用专项基金  
10:20~10:30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医疗大数据开发及应用专项基金首批受资助课题招募及受

助项目发布 
         谢启麟  中国医师协会  



 

 

10:30~10:40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医疗大数据开发及应用专项基金首批受助项目颁发仪式 
 专家委员会 

徐亮 
10:40~12:00  中国及国际肿瘤大数据应用及相关案例巅峰对话 
 主持人：谢启麟  中国医师协会  
 
 
 
继续教育专场——乳腺(Educational Session：Breast Cancer)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F-1会议室 
第一部分：乳腺癌精准治疗 
主持人：殷咏梅  陆劲松  
08:30~08:40  开场致辞 

殷咏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40~09:05  乳腺癌精准病理诊断 

付  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09:05~09:30  精准时代化疗地位和精细管理 

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第二部分：乳腺癌共识指南演变及现况 
主持人：张  瑾  欧阳取长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9:30~09:55  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共识与争议 
 王晓稼  浙江省肿瘤医院  
09:55~10:20 乳腺癌放射治疗指南之演变及现状 
         陈佳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第三部分：优秀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 
主持人：刘晓安  郝春芳 
10:20~10:30  An Open~label, Randomized, Parallel, Two-arm, Multicenter Study of Eribulin 

(ERI) Versus Vinorelbine (VNR) in Female Subjects With Locally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BC) 

         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30~10:40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icroRNAs expressed in human breast 

cancer chemo-resistant MCF-7/Adr cells by Solexa deep-sequencing technology 
 付子毅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40~10:50  1139例 HER2阳性乳腺癌住院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 
 李健斌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第四部分：乳腺癌治疗进展 
主持人：王  涛  王红霞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0:50~11:15  乳腺癌治疗的生物类似物的进展和探讨 
 金  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15~11:40  乳腺癌靶向及免疫治疗年度进展 
 王树森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40~11:50 讨论 
11:50~12:00 总结 
 陆劲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抗肿瘤血管靶向治疗专场(Anti-angiogenic Therapy for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F-2会议室 
主持人：韩宝惠  李  凯  
08:35~08:40  主持人致辞 
 李  凯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书发布  
08:40~09:40 恩度专著介绍与新书发布 
 秦叔逵  南京八一医院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韩宝惠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胸科医院  
 石远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  凯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40~09:50 休  息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9:50~10:15 抗血管生成新药治疗黑色素瘤——过去、现在和将来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15~10:40 机理篇：抗血管生成治疗耐药的机制与相关研究 
 钱朝南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40~11:05 转化篇：如何有效评价患者接受抗血管生成治疗的获益 
 李  凯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05~11:30 策略篇：探索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疗效优化与耐药之应对 
 赵  琼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0~11:55 恶性浆膜腔积液的治疗新策略 
 秦叔逵  南京八一医院   
11:55~12:00 总结 
 韩宝惠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胸科医院  
 
 
 
妇科肿瘤诊治规范与进展——宫颈癌专场(Standardization and Progress in Gynecological 
Oncology - Cervical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2楼会见厅 
主持人：李  力  周  琦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5  妇科肿瘤靶向治疗进展 
 周  琦  重庆市肿瘤医院  
08:55~09:20  早期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的相关问题 
 杨佳欣  北京协和医院  



 

 

09:20~09:45  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进展 
 姚书忠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5~10:10 宫颈腺癌的诊治及研究进展 
 王  静  湖南省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  
10:10~10:20  Concurrent paclitaxel/cisplatin chemoradi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in high~risk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follow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hase III randomized Study 

 李莉莉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0:20~10:30  45例复发性宫颈癌患者手术治疗的临床分析 
 韩  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30~10:40 伊立替康联合顺铂新辅助化疗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阳志军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40~10:50 达芬奇机器人系统在宫颈癌根治术中的应用（附 40例报告） 
 刘金钰  吉林省肿瘤医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0:50~11:15  宫颈癌放射治疗及进展 
 黄曼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15~11:40 宫颈癌的化疗进展 
 娄  阁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病例讨论  
11:40~11:45 复发性宫颈癌的治疗 
 安菊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45~12:00 讨论 
 娄  阁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黄曼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  静  湖南省肿瘤医院  
 姚书忠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佳欣  北京协和医院  
 周  琦  重庆市肿瘤医院  
 王国庆   陕西省肿瘤医院  
 张云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杨宏英  云南省肿瘤医院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淋巴瘤靶向和免疫治疗专场(Targeted and Immunoloigcal Therapy for Lymphoma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2楼 2A01会议室 
主持人：马  军  朱  军 
专家点评：郭  晔  王华庆  李小秋  李志铭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0  我们参与的淋巴瘤免疫靶向治疗新药临床试验的得与失 
 朱  军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08:50~09:10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在淋巴瘤中的应用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09:10~09:30 SGN-35在霍奇金淋巴瘤中的应用 
 王华庆  天津市人民医院  
09:30~09:50 新型抗 CD20单抗在淋巴造血系统肿瘤中的应用 
 李志铭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09:50~10:10 IMIDs在淋巴瘤中的应用 
 郭  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病例引导  
10:10~10:20 西达本胺治疗移植后复发 T细胞淋巴瘤一例 
 赵东陆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10:20~10:25 点评 
10:25~10:35 复发难治霍奇金淋巴瘤——病例分享与讨论 
 刘卫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35~10:40 点评 
10:40~10:50 复发难治套细胞淋巴瘤治疗的分享 
 宋  腾  天津市人民医院  
10:50~10:55 点评 
10:55~11:05 一例多次复发并中枢侵犯 NK/T细胞淋巴瘤治疗体会 
 高  岩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05~11:10 点评 
11:10~11:20 复发/难治 PCNSL的治疗体会 
 汤唯艳  江苏省肿瘤医院  
11:20~11:25 点评 
11:25~11:35 原发胸膜淋巴瘤的病例分享 
 夏祖光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35~11:40 点评 
11:40~12:00 总结 
 
 
 
肿瘤影像学新进展——中美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报告会(Progress in Tumor Imaging -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 US Young Investigators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3楼 3A01会议室 
主持人：陈  功  张  俊 
讨论专家：蔡培强  信  涛  王东亮  韩  宇  李斌奎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9:00  免疫相关影像评估标准在肿瘤免疫疗法中的应用 

马小舟  Associate Director of Quantification and 3D Imaging Lab, ProScan 
Imaging  

09:00~09:30 量化影像分析技术在临床肿瘤评估中的应用和发展 
 蔡文立  Quantitative Image Analysis，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09:30~10:00 肿瘤非手术局部治疗的影像学疗效评估进展 
 唐  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0~10:30 胃癌术前分期：国际新进展和瑞金医院经验 
 张  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0:30~11:00 磁共振影像生物标记在肿瘤临床试验中的应用与挑战 

邓  洁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Chicago, IL, 
USA  

11:00~11:30 肝脏转移瘤化疗效果的影像评价 
 程  瑾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30~11:50 讨论 
11:50~12:00 总结 
 
 
 
头颈部肿瘤专场(Head & Neck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3楼 3B会议室 
主持人：唐平章  郎锦义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5  头颈部癌的MDT 
 唐平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8:55~09:20 头颈部鳞癌的免疫治疗 
 郭  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20~09:40 头颈部肿瘤手术后缺损的组织瓣修复 
 张  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9:40~10:00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头颈肿瘤外科医生 
 嵇庆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00~10:20 安罗替尼在头颈部癌的应用前景 
 依荷芭丽·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  
10:20~10:30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Combined with Temozolomide for 

Large Brain Metastases: A Prospective Trial 
 刘清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30~10:40 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对比 5-FU联合顺铂治疗复发性或转移性鼻咽癌的多中心、

随机对照 III期临床试验亚组分析结果 
 张  力  中山大学肿瘤中心  
10:40~10:50 Comprehensive Genomic Profiling of Different Subtype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Reveal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o guide targeted therapy 
 王  凯  上海至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0:50~11:15 头颈部肿瘤淋巴结分区的演变及应用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15~11:35  鼻咽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赵  充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11:35~11:55 头颈肿瘤的靶向治疗 
 白春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55~12:00 总结 



 

 

 
 
 
前列腺癌精准诊疗专场(Precision Medicine for Prostate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3楼 3C会议室 
主持人：叶定伟  周芳坚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5  2016前列腺癌新进展精粹分析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8:55~09:20 临床前列腺癌的精准诊断 
 李  响  华西医院  
09:20~09:45 前列腺癌病理诊断与导读及其对临床指导意义 
 甘华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45~10:10 精准内分泌治疗的管理与挑战 
 朱  耀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10~10:35 Prostate cancer in Russia——problems of 21st Century 

俄国的前列腺癌——21世纪的问题 
 Andrey Kaprin  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Radiological Centre of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MRRC)  
辩论： 
红方  
10:35~11:15 Debate: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即刻内分泌治疗还是延迟内分泌治疗  
 陈惠庆  山西省肿瘤医院  
 齐  隽  上海新华医院  
蓝方  
10:35~11:15 Debate: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即刻内分泌治疗还是延迟内分泌治疗  
 李长岭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姚  欣  天津肿瘤医院  
病例讨论  
11:15~11:55 前列腺癌多学科疑难病例讨论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何立儒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黄  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飞宇  上海华东医院  
 孙忠全  上海华东医院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王奇峰  上海市肿瘤医院  
11:55~12:00 总结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