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09月 24日(星期六) 下午 

Saturday Afternoon, Sept. 24th, 2016 

 

 

CSCO-CAHON-SITC Joint Symposium 

Subject: Educate and update the progress of immunology to Chinese medical oncolo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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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el 

Co-chair：Jin Li李  进  Zi-Hai Li李子海  Lisa Butterfield 
Keynote Speech 
14:30~14:50  Cancer immunotherapy with CAR-T cells 

 Wei-Dong Han韩为东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4:50~14:55  Q&A 
14:55~15:15  Adoptive T cell therapy for solid tumors – ready for prime time? 
 Cassian Yee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USA  
15:15~15:20  Q&A 
15:20~15:40  Primary and adaptive resistance to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Peter Hammerman  DanC-Farber Institute, Broad Institute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15:40~15:45  Q&A 
15:45~16:05  Why the immunology ice breaking always happen in Melanoma? 
 Lu Si斯  璐  Beijing Cancer Hospital  
16:05~16:10  Q&A 
16:10~16:30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bispecific antibodies 

De-Long Liu刘德龙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USA  
16:30~16:35  Q&A 
16:35~16:55  Immunologic impact of tumor antigens in vaccines for melanoma and 

hepatocellular cancer 
Lisa Butterfield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SA  

16:55~17:00  Conclusion 
 
 
 
继续教育专场——骨与软组织肉瘤(Educational Session：Bone and Soft Tissue Sarcoma)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2楼国宴厅 1 
主持人：吴  穷  张  清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0~15:10  骨与软组织肉瘤的外科治疗进展 
 张  清  北京积水潭医院  
15:10~15:50 软组织肉瘤放疗进展 



 

 

 房  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50~16:30 肉瘤的内科治疗：从化疗到靶向治疗 
 吴  穷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  
16:30~16:40 29例血管肉瘤的临床分析 
 鲁丁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40~16:50 循环肿瘤细胞计数在骨肉瘤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鲁亚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50~17:00 滑膜肉瘤临床综合治疗的疗效分析 
 池晓峰  吉林省肿瘤医院  
 
 
 
胃癌论坛——外科与辅助(Gastric Cancer Symposium - Surgical and Adjuvant Therapy)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2楼国宴厅 3 
主持人：梁  寒  沈  琳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0~14:50  局部进展期 EGJ腺癌的围手术期治疗——放疗视角 
 朱  骥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14:50~15:10 局部进展期 EGJ腺癌的围手术期治疗——内科视角 
 李宇红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15:10~15:30 局部进展期 EGJ腺癌的围手术期治疗——外科视角 
 梁  寒  天津市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  
15:30~15:40 中国胃癌根治术后复发转移模式和时间现状研究 
 刘  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40~15:50 讨论 
 王亚农  上海市肿瘤医院  
 李宇红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5:50~16:10 胃癌精准转化治疗的现状与挑战——基于分子分型 
 朱晓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10~16:30 胃癌精准辅助化疗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30~16:50 胃癌仅伴腹膜转移的防治共识与争议 
 严  超  上海瑞金医院   
16:50~17:00 讨论 
 巴  一  天津市肿瘤医院  
 薛英威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姑息与支持治疗专场(Palliative and Supportive Therapy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B会议室 



 

 

主持人：王杰军  于世英 
讨论：李萍萍  袁响林  刘  巍  张沂平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0~14:50  肿瘤支持治疗：快速缓解痛苦 维护生活质量 
 于世英  武汉同济医院  
14:50~15:10 恶性肿瘤骨转移及骨健康临床研究进展 
 张  力  中山大学肿瘤中心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  
15:10~15:20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白血病三部曲 
 刘清池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5:20~15:30 心智觉知干预对肿瘤患者癌性疼痛缓解的影响 
 华红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5:30~15:40 恶病质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FAACT在中国人群中的验证研究 
 周  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40~15:50 癌痛患者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的理念与实践——附 6091例宁养疗护临床资料

解析 
 孙建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宁养院  
15:50~16:00 肿瘤患者血栓风险评估及高凝状态下早期干预的临床意义 
 姜  达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6:00~16:20 肿瘤治疗相关肝损伤临床研究进展 
 姚  阳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6:20~16:40 肿瘤姑息治疗临床研究进展 
 李小梅  解放军总医院  
16:40~17:00 注射用重组改构人肿瘤坏死因子治疗国人恶性胸腹腔积液患者的前瞻性多中

心临床研究 
 秦叔逵  南京八一医院  
 
 
 
CSCO胃肠肿瘤青年MDT专场(CSCO GI Young Oncologist MDT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D会议室 
主持人：张小田  袁  瑛 
14:30~14:35  主持人致辞 
讨论专家  
14:35~15:10  肠癌病例——病例 1：Lynch综合征病例 
 徐  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丁培荣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贵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吴  斌  北京协和医院  
 吴  涛  北大医院  
 顾国利  空军总医院  
 张  睿  辽宁省肿瘤医院  
 薛卫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张荣欣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  明  北京肿瘤医院  
15:10~15:45 肠癌病例——病例 2： mCRC肝/肺寡转移病例 
 王自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顾艳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  
 刘红利  武汉协和医院  
 董  超  云南省肿瘤医院  
 王  崑  北京肿瘤医院  
 邱兴烽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蔡培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刘  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邱  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孙凌宇  哈医大四院  
15:45~16:20 胃癌病例——病例 1：同时性、孤立性肝转移的晚期胃癌决策 
 邱  红  武汉同济医院  
 刘  莺  河南省肿瘤医院  
 李  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人民医院  
 王风华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郭元彪  上海瑞金医院  
 李元方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邱  健  陕西省人民医院  
 沈  波  江苏省肿瘤医院  
 王  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  
 张敬东  辽宁省肿瘤医院 
 李子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20~16:55 胃癌病例——病例 2：胃癌腹膜转移的转化治疗 
 赵  刚  上海仁济医院  
 陈治宇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应杰儿  浙江省肿瘤医院  
 黄鼎智  天津市肿瘤医院  
 彭建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文亮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唐  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蒋金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振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16:55~17:00 主持人总结 
 
 
 
BRCAm相关肿瘤专场(BRCAm-associated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E会议室 



 

 

主持人：吴令英  梁  军 
14:30~14:35  主持人致辞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5~14:55  BRCAm相关肿瘤诊断治疗新进展全览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55~15:20 靶向治疗诊断先行：BRCA检测技术及全球现状 
 Maria Orr  AstraZeneca global diagnostic Team Director  
15:20~15:40 乳腺癌精准治疗新靶点：PARPi应用于乳腺癌的治疗展望 
 邵志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40~15:50 讨论 
15:50~16:10 BRCAm靶向治疗首个里程碑：PARPi 在卵巢癌治疗进展及中国卵巢癌

BRCAm流行病学研究 
 尹如铁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6:10~16:30 靶向治疗诊断先行：BRCA 检测临床意义及中国现状和实践热点话题探讨 
 应建明  医科院肿瘤医院  
16:30~16:50 前列腺癌靶向治疗突破性进展：PARPi在去势抵抗前列腺癌的治疗进展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50~17:00 讨论 
 
 
 
肺癌精准治疗专场(Precision Medicine for Lung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F-1会议室 
主持人：吴一龙  程  颖  
14:30~14:35  主持人致辞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5~14:50 CSCO肺癌规范化诊疗万里行项目 2016年阶段总结 
 杨衿记  广东省人民医院  
14:50~15:10 EGFR M+晚期 NSCLC全程管理和精准诊疗展望 
 宋  勇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15:10~15:30 EGFR-TKI耐药后治疗的现行策略和展望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30~15:50 晚期 NSCLC脑转移 TKI应用策略和展望 
 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  
 
辩论主持人：梁智勇 
专家点评：黄  诚  张绪超 
正方  
15:50~16:55  辩论：血液检测未来会取代组织检测成为肺癌 EGFR突变检测的首选吗？ 
 任胜祥  上海市肺科医院  
 方美玉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立峰  南京鼓楼医院  
 杨  农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反方  
15:50~16:55 辩论：血液检测未来会取代组织检测成为肺癌 EGFR突变检测的首选吗？ 
 王启鸣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赵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曲秀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明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55~17:00 总结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专场(Endocrine 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F-2会议室 
主持人：邵志敏  殷咏梅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0~14:35  开场致辞 
 邵志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35~14:55 晚期内分泌解救治疗的现在与将来 
 徐兵河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 
14:55~15:15 绝经后晚期乳腺癌内分泌维持治疗新视角 
 王树森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15:15~15:35 绝经前辅助内分泌治疗的临床新标准 
 胡夕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35~15:55 二孩政策下乳腺癌患者保留生育功能的新启示 
 金  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5~16:15 新辅助内分泌治疗的临床策略优化 
         廖  宁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15~16:35 精准医疗指导下的内分泌治疗 
         佟仲生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35~16:55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领域热点问题探讨 

沈镇宙  徐兵河  邵志敏  胡夕春  张  瑾  王树森  金  锋  廖  宁 
佟仲生  袁  芃  张清媛  王晓稼  唐金海  刘  红  付  丽 

16:55~17:00  总结 
            殷咏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肿瘤多学科治疗论坛(MDT Symposium)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2楼会见厅 
主持人：王  平  蔡建强  
14:30~14:40  主持人致辞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40~15:10 肿瘤医院的多学科诊疗发展 
 王  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10~15:40 肿瘤医院如何以优势专科带动多学科诊疗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40~15:50 休息 
讨论  
15:50~16:30 肿瘤医院多学科诊疗团队分享 
 蔡建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姜  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石素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业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  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孙永坤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0~17:00 讨论 
 
 
 
泌尿肿瘤论坛(Urinary Oncology Symposium)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2楼 2A01会议室 
第一部分：晚期肾癌多学科治疗的现状与未来 
主持人：马建辉  郭军 
讨论专家：谢晓冬  陈映霞  刘继彦  郭  刚  施国海 张  进  何  群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0~14:45  晚期肾癌外科治疗的再认识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45~15:00 中国晚期肾癌靶向治疗的思考 
 马建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00~15:15 晚期肾癌二线治疗的选择及其未来方向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15~15:30 肾癌多学科病例讨论(MDT)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第二部分：膀胱癌治疗难点与展望 
主持人：马建辉  郭  军  周爱萍 
讨论专家：吴晓安  董海鹰  蒋  葵  张  争  曾  浩  王维博  朱海滨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5:30~15:45  保留膀胱治疗的开展及其探索 
 周芳坚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45~16:00 晚期膀胱癌免疫治疗及其标记物的认识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00~16:15 膀胱癌多学科病例讨论(MDT) 
 刘卓炜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第三部分：晚期前列腺多学科精准治疗 
主持人：马建辉  郭  军  王秀问 
讨论专家：王秀问  刘文超  史艳侠  杜  鹏  刘跃平  刘  辰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6:15~16:30  前列腺癌多学科病例讨论(MDT) 
 毕新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0~16:45 晚期前列腺癌的精准治疗及其临床实践 
 王海涛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6:45~17:00 前列腺癌寡转移认识的演变与未来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00~17:10 总结 
 马建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科研设计与论文撰写专场(Research Design and Paper Writing)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3楼 3A01会议室 
主持人：陆嘉德  刘  谦  秦  娟  陈  碧 
讨论专家：余永平  吴一迁  贺  文  阮  继  游雪梅  宋冰冰  徐丁尧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4:30~15:00  Academic Publishing Update and publishing Ethics 
 Young Wu  Local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and Partnership Publishing 

STMJ Elsevier  
15:00~15:30 Publishing ethics- a publisher view 
 Joyce Li  Associate publisher, BloMed Central  
15:30~16:00 Find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s 
 Keith De Blanger  General Manager, KeAi  
16:00~16:30 如何发表研究方案(Study Protocol) 
 陈会丽  BMJ出版集团  
16:30~17:00 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