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09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Friday Morning, Sept. 29th, 2017 

 
CSCO-JSMO-KACO Joint Symposium 
Subject：Standardizing GI Cancer Care in East Asia  
Venue: International Multifunctional Hall 2, 2nd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Hotel 
Co-chair：Lvhua Wang王绿化  Kentaro Yamazaki   Woo Jin Hyung 
Keynote Speech: 
08:30~08:50  Colorectal cancer treatment in Japan and panASIA guideline 
              Kentaro Yamazaki  Shizuoka Cancer Center, Japan 
08:50~09:10  Standardization of gastric cancer surgery  
              Woo Jin Hyung  Yons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09:10~10:10  Case Discussion 
Gastric cancer case:  
Case presenter: Jia Wei魏  嘉 
Panel discussion: 
Surgery: Woo Jin Hyung   
Medical oncology: Xiaotian Zhang张小田 

Pathologist: Dan Huang黄  丹 

Imaging: Yi Wang 王  屹 

Radiotherapy: Weiwei Xiao肖巍魏 
Case CRCLM: 
Case presenter: Jing Liu 刘  静 

Imaging: Yi Wang 王  屹 

Pathologist: Dan Huang黄  丹 

Medical oncology: Ying Yuan 袁  瑛   Kentaro Yamazaki   

GI surgeon: Gong Chen陈  功 

Liver Surgeon: Kun Wang王  崑 

Radiotherapy: Weiwei Xiao肖巍魏 
 
CSCO-AACR Joint Symposium 
Subject: Microenvironment and Cancer Immunotherapy 
Venue: International Multifunctional Hall 2, 2nd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Hotel 
Co-chair: Jie He赫  捷   Yibin Kang   Shun Lu陆  舜 

Keynote Speech： 
10:20~10:40  Dissection of immunity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Lieping Chen  Yale University 
10:40~11:00  Communication between cancer cells and immune cells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 therapeutic implication 
              Jiuwei Cui崔久嵬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1:00~11:20  Molecular Pathway Mediating the Evasion of Breast Cancer Stem Cells 

from Immunosuppressive Interferon 
              Yibin K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11:20~11:40  Progress of immune therapeutic targets and potential clinical biomarkers 



 

 

              Xuchao Zhang张绪超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11:40~12:00  Panel Discussion  
  

抗肿瘤药物安全性管理论坛（Safety Management of Anticancer Drugs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2楼国宴厅 1 

共同主席：李  进  杨志敏  秦叔逵 

特邀嘉宾：王华庆  岳  麓  赵  翌   

第一节 

主持人：杨志敏  王华庆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9:00  抗肿瘤药物肝损伤经验分享 

              周  俊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09:00~09:40  新药评审中对药物安全性的评价体系 

              陈晓媛  CFDA药物评审中心 

09:40~10:10  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毒性的处理 

              张  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0:10~10:20  讨论 

第二节 

主持人：陈晓媛  房澍名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0:20~10:50  抗肿瘤药物心脏损伤的诊断与标记物评价 

              黄  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50~11:20  《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防治指南（2017版）》的解读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11:20~11:5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毒性风险分析 

              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50~12:00  讨论 

 

继续教育专场——肝胆胰肉瘤（ Continue Education Session —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Sarcoma）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2楼国宴厅 3 

共同主席：吴  穷  孟志强  刘秀峰   

特邀嘉宾：李  槐  刘瑞宝  王湘辉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0  胰腺癌新辅助治疗的思考与探索 

              徐  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8:50~09:10  肝细胞癌的免疫治疗研究现状  



 

 

              龚新雷  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 

09:10~09:30  肝细胞癌的靶向治疗 

              方维佳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s） 

09:30~09:40  Sorafenib monotherapy versus sorafenib combined with regional 

therapie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oligometastases 

              陈锦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09:40~09:50  麦他替尼氨丁三醇片治疗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患者的单/多剂量递增Ⅰa 期

临床研究  

              成  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50~10:00  新型放化疗联合个体化特异性免疫细胞整合治疗模式对晚期胰腺癌的疗效

研究  

              刘  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0:00~10:10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of the bile duct: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秦保东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0:10~10:20  The lymph node ratio as an indicator of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liver metastases in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宋佳鑫  大连医科大学 

10:20~10:30  K-001治疗晚期胰腺癌的探索性研究结果更新  

              杨海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10:30~10:40  Comparison of Patterns and Outcomes of Liver Resection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etween Two Large Center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杨  田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10:40~10:50  计算机导航辅助外科技术应用于恶性骨肿瘤保留关节的精确切除的长期随

访 

              张  清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50~11:00  化疗联合围手术期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恩度）治疗 IIB期骨肉瘤的前瞻

性同期对照非随机临床研究 

              徐海荣  北京积水潭医院 

11:00~11:10  Surgical Treatment for a Symptomatic Sacral Metastasis in a Case of 

Malignant Paraganglioma 

              刘书中  北京协和医院 

11:10~11:20  成人鼻腔鼻窦横纹肌肉瘤 60例临床分析 

              田  姝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1:20~11:40  肉瘤肺转移的局部治疗    

              陈克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40~12:00  晚期软组织肉瘤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 

              王佳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宫颈癌和宫内膜癌专场（Cervical and Endometrial Carcinoma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音乐厅 

共同主席：吴小华  吴令英  周  琦 

特邀嘉宾：玛依努尔·尼牙孜  李  力 

第一节 

主持人：周  琦  张云艳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0  Can we be less radical in treatment of cervical cancer? 

              颜婉嫦  Queen Mary Hospital，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08:50~09:10  交跨子宫颈与子宫内膜的侵袭腺癌 

              张廷彰  台湾林口长庚总院 

09:10~09:30  宫颈癌手术 QM分型 

              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30~09:50  局部晚期宫颈癌治疗进展 

              娄  阁  黑龙江省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s） 

09:50~09:55  年龄及脉管浸润对子宫内膜癌预后影响的回顾性研究  

              赵莎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9:55~10:00  宫颈癌容积旋转调强与固定野调强放疗的剂量学比较及临床观察  

              郭明芳  重庆市肿瘤医院 

10:00~10:05  中国西南地区某中心城市子宫颈癌相关治疗费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牛艺臻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0:05~10:10  124例ⅡB期宫颈鳞癌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后同步放化疗的疗效及预后

对比分析  

              艾毅钦  云南省肿瘤医院 

10:10~10:20  讨论 

10:20~10:30  休息 

第二节 

主持人：王纯雁  李贵玲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s） 

10:30~10:35  HPV16/18/58 三价治疗性腺病毒载体疫苗的构建及其抗 HPV58 肿瘤免疫

效果的研究  



 

 

              马伟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35~10:40  子宫内膜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范围的探讨  

              赵珊珊  辽宁省肿瘤医院 

10:40~10:45  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在早期子宫内膜癌治疗中的比较研究  

              袁光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45~10:5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eoadjuvant therapies combined surgery in 

stage Ib2/IIa2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李  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10:50~11:10  前哨淋巴结在子宫恶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王  静  湖南省肿瘤医院 

11:10~11:30   宫颈癌放化疗抗拒研究进展 

              周 琦  重庆市肿瘤医院 

11:30~11:50   宫颈癌放射治疗及进展 

              黄曼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50~12:00   讨论  

 

疑难肿瘤讨论专场（Discussion of Difficult Cancer Cases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B会议室 

共同主席：林洪生  张明智  潘宏铭  

特邀嘉宾：张  越  王晓红  王立波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5  我们是如何诊治罕见血液病的？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 

08:55~09:20  腹膜假粘液瘤 

              胡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中心 

09:20~09:45  PEOM综合征的诊治 

              周道斌  北京协和医院 

09:45~10:10  木村病的诊治研究 

              张明智  郑州大学一附院肿瘤中心 

10:10~10:40   Castleman Lymphadenopathy疾病的诊断，分型，分子机制和治疗进展 

              Ken H. Young  美国 Ander Cancer Center 

10:40~11:05  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治疗 

              易平勇  湖南省肿瘤医院 

11:05~11:30  胸腺瘤诊治进展 

              邹立群  四川华西医院 

11:30~11:55  间质瘤治疗进展 

              盛剑秋  北京军区总医院 



 

 

 

肺癌口头报告专场（Oral Session —Lung Cancer）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1楼 1C会议室 

共同主席： 赫  捷  周彩存  束永前 

特邀嘉宾： 王思愚  陈公琰  赵  琼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s） 

第一节 

主持人：赫  捷   周彩存 

08:30~08:40  Long-term Survival With Nivolumab in Previously Treated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陆  舜  上海市胸科医院 

08:40~08:50  The role of BIM Deletion Polymorphism in Gefitinib treated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EGFR mutation 

              张  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8:50~09:00  Surgery versus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resectable cⅢ

A-N2 NSCLC: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ed analysis  

              孙  鑫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第二节 

主持人：束永前  谷力加   陈智伟 

09:00~09:10  Randomized controlled phase III trial of S-1 versus docetaxel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who had received a 

platinum-based treatment (Chinese subgroup Analysis)   

              张  力  广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09:10~09:20  Afatinib in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 HER2 mutation-positive (m+) 

NSCLC previously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CT) 

              周彩存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09:20~09:30  Long-term response to first-line afatini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EGFR mutation-positive (EGFRm+) NSCLC: analysis of LUX-Lung (LL) 

3, 6 and 7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09:30~09:40  Analysis of EGFR mutation status in CSF and blood in lung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with EGFR mutation and CNS metastasis 

              Sen Yang  河南省肿瘤医院 

09:40~09:50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胸部放疗的时间安排比剂量提高更重要：对两项前瞻性研

究的平行回顾比较  

              胡  晓  浙江省肿瘤医院 

09:50~10:00  中国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EGFR TKI耐药后 T790M突变率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10:00~10:10  洛铂联合紫杉醇与卡铂联合紫杉醇一线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

癌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对照、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  

              秦叔逵  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 

 

中枢与神经系统肿瘤报告专场（Oral Session —CNS tumor）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1楼 1C会议室 

共同主席：于  丁  马碧茹  华海清  

特邀嘉宾：胡  冰  边家盛  张  俊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s） 

11:00~11:10  Optimal Prophylaxis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Associated With Moderately Emetogenic Chemotherap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张亚雄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1:10~11:20  GD2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治疗儿童神经母细胞瘤 5例临床分析  

              张朝霞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11:20~11:30  CBMS肿瘤脑转移全国多中心回顾性研究中期报告  

              黄若凡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30~11:40  晚期三阴性乳腺癌脑转移的发生率、转移特征及预后  

              金  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40~12:00  乳腺癌脑转移的基础与临床 

              Suyun Huang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GIST论坛（GIST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D会议室 

共同主席：沈  琳  梁小波  叶颖江 

特邀嘉宾：林  锋  张  波  李  健   

第一节 GIST全球最新数据速递 

主持人：梁小波  曹  晖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5~08:55  2017版 GIST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更新要点                            

              何裕隆  中山大学一附院                   

08:55~09:15  GIST危险度分级的现存问题与其它危险因素的综合评估               

              王  坚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09:15~09:35  从 pubmed文献检索看 GIST研究方向与进展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第二节原创论文汇报 

主持人：何裕隆  郑志超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s） 



 

 

09:35~09:43  局限进展期胃肠间质瘤伊马替尼术前治疗疗效分析 

              陈斯乐  中山大学一附院 

09:43~09:51  不同危险度分级标准预测高危 GIST的复发风险 

              尹  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51~09:55  点评 

第三节难治性 GIST病例观点交锋 

主持人：张  波  张洪伟 

09:55~10:20  中山大学一附院MDT团队 

10:20~10:25  点评：刘洪俊  山东省立医院 

                    周永建  福建协和医院                                       

10:25~10:50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MDT团队 

10:50~10:55  点评：刘秀峰  解放军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 

                    李  勇  广东省人民医院                                                  

10:55~11:20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MDT团队                                      

11:20~11:25  点评：王海江  新疆大学肿瘤医院 

                    伍小军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11:25~11:50  GSG战队全国大赛冠军团队                                      

11:50~11:55  点评：吴  欣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汪  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胰腺癌专场（Pancreatic Cancer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E会议室 

共同主席：王理伟  郝纯毅  毕  锋 

特邀嘉宾：盛立军  陈建华  刘  华   

第一节 

主持人：郝继辉  白永瑞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5~09:00  胰腺癌精准诊疗，路在何方？ 

              王理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09:00~09:25  晚期胰腺癌内科治疗进展 

              戴广海  解放军总医院 

09:25~09:50  胰腺癌高剂量放疗研究进展 

              夏廷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09:50~10:15  胰腺癌外科及辅助治疗进展 

              郝纯毅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15~10:40  “胰腺癌诊疗指南”更新内容解读  

              李  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0:40~11:05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Pancreatic Cancer Immunotherapy 



 

 

              谢克平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 

11:05~11:10  研讨专家：郭伟剑  陶  敏 

第二节结合病例的多学科对话和辩论：临界可切除胰腺癌治疗策略 

主持人：毕  锋  虞先濬 

11:10~11:30  临界可切除胰腺癌手术时机及策略 

              李升平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11:30~11:50  胰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现状与思考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50~11:55  研讨专家：郑磊贞  王  俭  周宇红 

 

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场（GEP-NET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F-2会议室 

共同主席：梁后杰  徐建明  白玉贤 

特邀嘉宾：楼文辉  陈佳艺  张小田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0~08:50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病理共识与争议(解读 2017 版 ENET 共识及 2017 版

WHO分级)  

              郑  杰 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教研室  

08:50~08:55  讨论 

08:55~09:15  肺和胸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徐建明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09:15~09:20  讨论 

09:20~09:40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内科治疗（观察与等待，治疗顺序） 

              白春梅  北京协和医院 

09:40~09:45  讨论 

09:45~10:05  神经内分泌肿瘤肝转移的治疗选择——外科角度 

              原春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5~10:10  讨论 

10:10~10:30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核素显像与治疗 

              颜学先  新加坡中央医院 

10:30~10:35  讨论 

如何避免过度治疗  

10:35~10:50  不适合行靶向治疗的情况  

              依荷芭丽·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50~11:05  不适合行肝脏局部治疗的情况  

              周志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05~11:15  讨论 

              引导讨论：楼文晖 



 

 

              研讨专家：周晓军  李恩孝  徐  农  殷  飞  宋丽杰  陈治宇 

临床研究速递及病例分享 

11:15~11:20  一项多中心开放索凡替尼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Ib/II期临床研究 

              贾  茹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11:20~11:25  引导讨论：李  洁 

11:25~11:55  研讨专家：谭煌英  冷家骅  蒋力明  陈玉玲  曾  姗  李婷婷 

 

乳腺癌专场——规范指导，全程管理（Breast Cancer Session —Clinical 

Management and Standardized Treatment）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G会议室 

共同主席：江泽飞  宋尔卫  张清媛   

特邀嘉宾：邓觐云  胡国清  左文述  

第一节指南和实践 

主持人：刘  健  王  翔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5~08:55  乳腺癌转化医学研究：中国实践 

              宋尔卫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8:55~09:15  乳腺癌整形外科：我们的体会 

              吴  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15~09:35  新版乳腺癌 AJCC分期对临床实践的影响  

              刘荫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35~09:55  不同阶段乳腺癌的放疗个体化治疗决策  

              陈佳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第二节观点和争鸣 

主持人：殷咏梅  段学宁 

09:55~10:10  早期辅助内分泌治疗：强度还是长度重要？ 

              刘  健  福建省肿瘤医院 

10:10~10:25  讨论  

10:25~10:40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联合还是单药？  

              廖  宁  广东省人民医院 

10:40~10:55  讨论  

10:55~11:10  三阴性乳腺癌靶向治疗的机会  

              孙  涛  辽宁省肿瘤医院 

第三节论文交流和专题报告（Oral Presentations &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冯继锋  王晓稼   

11:10~11:20  乳腺癌患者 PLR和 PD－L1的临床意义  

              陆倩仪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1:20~11:40  不同类别晚期乳腺癌化疗地位  



 

 

              王树森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40~11:50  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如何做好加减法  

              王  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50~12:00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预防乳腺癌患者化疗后中性粒细胞减少

症的 IV期临床研究  

              王  涛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12:00~12:05  2018版 CSCO BC指南更新要点  

              江泽飞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血栓专场（Thrombosis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1楼 1G-2会议室 

共同主席：王健民  宋恕平  石远凯 

特邀嘉宾：沈建箴  翟永平  崔久嵬  

第一节血栓现状与循证 

主持人：石远凯  黄慧强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40~09:10  抗凝药物的发展 

              杨  涛  山西大医院 

09:10~09:40  肿瘤相关抗凝治疗进展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第二节血栓防治与实践 

主持人：宋恕平  王健民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9:40~10:10  肿瘤相关 VTE的防治----一个病例带来的思考 

              蔡修宇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10~10:40  肿瘤患者导管相关性血栓（CRT）处理策略 

              马俊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40~11:10  妇科肿瘤与血栓 

              林  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10~11:40  讨论 

 

免疫治疗临床试验集锦专场（Clinical Trials of Immunotherapy Session）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2楼海峡厅 

共同主席：周  清  郭  军  赵  毅 

特邀嘉宾：高晨燕  张  虹     

论文交流（Oral Presentations） 

第一节黑色素瘤治疗 

主持人：郭  军  周  清 



 

 

08:30~08:38  A phase I study of JS001, a humanized IgG4 mAb against 

programmed death-1 (PD-1)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 

              唐碧霞  北大肿瘤医院 

08:38~08:46  Phase I Trial of intralesional OrienX010 oncolytic viral therapy among 

Melanoma Patients 

              崔传亮  北大肿瘤医院 

08:46~08:54  Safety and Efficacy Study of Pembrolizumab (MK-3475) in Chinese 

Participa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Melanoma 

(MK-3475-151/KEYNOTE-151) 

              斯  璐  北大肿瘤医院 

08:54~09:02  Tolerability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JS001 in Combination With 

Axitinib in Patients With Melanoma 

              盛锡楠  北大肿瘤医院 

09:02~09:07  点评：郭  军  

第二节肺癌治疗 

主持人：韩宝惠  周  清   

09:07~09:12  CheckMate 722:比较 Nivolumab(BMS-936558)联合培美曲塞／铂或

Nivolumab 联合伊匹木单抗（BMS-734016）对比培美曲塞联合铂治疗出

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突变、T790M阴性、接受 1L EGFR 酪氨

酸肌酶抑制剂治疗失败的 IV期或复发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 )受试者的开

放标签、随机试验 

              涂海燕  广东省人民医院 

09:12~09:17  IMpower133，一项 III 期随机分组、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比较卡

铂+依托泊苷联合或不联合Atezolizumab用于未经治疗的广泛期 SCLC患

者 

              辛  影  吉林省肿瘤医院 

09:17~09:22  NEPTUNE，一项比较Durvalumab联合 Tremelimumab治疗与基于铂类

化疗的标准治疗用于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随机、开放标签、

多中心、全球 III期临床研究 

              俆艳君  浙江省肿瘤医院 

09:22~09:27  一项在一线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受试者中使用卡铂-紫杉醇/蛋白结合

型紫杉醇化疗联合或不联合 pembrolizumab (MK3475）的随机、双盲、

III期研究（keynote-407） 

              褚  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09:27~09:32  PD-1抗体 SHR-1210二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开放性、单臂、多中心

的 II期临床研究 

              黄韵坚  福建省肿瘤医院 

09:32~09:37  评价抗 PD-1 单克隆抗体 BGB-A317 在中国晚期实体肿瘤患者的安全性、



 

 

耐受性、药代动力学以及初步抗肿瘤活性的 I/II期临床研究 

              徐佳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37~09:42  点评：周  清  韩宝惠 

第三节泌尿系统肿瘤 

主持人：叶定伟  郭  军 

09:42~09:50  A Phase III, Open-Label, Multicenter, Randomized Study of 

Atezolizumab (Anti-PD-L1 Antibody) versus Observation as 

Adjuvant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PD-L1-Selected, High-Risk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after Cystectomy 

              朱  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50~09:58  A Phase III, Randomized, Open-Label, Controlled, Multi-Center, 

Global Study of First-Line MEDI4736 Monotherapy and MEDI4736 in 

Combination with Tremelimumab Versus Standard of Care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Stage IV Urothelial 

Cancer 

              朱  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58~10:07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hase 2 Study of JS001(Recombinant 

Humanized Anti-PD-1 mAb)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ladder Urothelial Carcinoma 

              盛锡楠 北大肿瘤医院 

10:07~10:12  点评：叶定伟 

第四节胃肠道肿瘤 

主持人： 沈  琳  周爱萍 

10:12~10:22  Recombinant Humanized Anti-PD-1 Monoclonal Antibody (JS001) as 

salvage treatment for advanced gastric adenocarcinoma an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n 

open-label, multi-cohort, phase Ib/II clinical study 

              徐瑞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22~10:30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hase 1/2 Study of BGB-A317, an anti-PD-1 

mAb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Tumors 

              龚继芳  北大肿瘤医院 

10:30~10:37  Timely Recognition and Personalized Treatment of Early-onset 

Severe Adverse Events Induced by Checkpoint Blockade: a case 

series report 

              王正航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37~10:42  点评：沈  琳 

第五节肝癌、食管癌和鼻咽癌治疗 

主持人：张  力  焦顺昌 



 

 

10:42~10:52  Subgroup analysis of Chinese patients in a phase 3 study of 

Lenvatinib versus Sorafenib in First-lin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秦叔逵  解放军八一医院全军肿瘤中心 

10:52~11:00  SHR-1210 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加顺铂一线治疗晚期食管鳞癌的 II 期临床研

究 

              卢红阳  浙江省肿瘤医院 

11:00~11:08  鼻咽癌免疫治疗临床研究介绍 

              方文峰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08~11:16  诱导化疗在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中的地位 

              陈明远   

11:16~11:21  点评：张  力 

第六节乳腺癌 

主持人：徐兵河 江泽飞   

11:21~11:29  A Phase Ib/II trial of JS001 (an anti-PD-1 inhibitor) in combination 

with nab-palitaxel in patients with triple nega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边  莉  解放军第 307医院 

11:29~11:37  A Phase Ib/II trial of SHR-1210 (an anti-PD-1 inhibitor) in 

combination with Apatinib in patients with triple nega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刘  强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1:37~11:42  点评：徐兵河  江泽飞 

11:42~12:00  研讨专家：周  清  郭  军         

 

继 续 教 育 专 场 — — 胃 肠 肿 瘤 （ Continue Education Session —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地点(Venue)：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2楼 2A会议室 

共同主席：梁  军  刘宝瑞  

特邀嘉宾：金  风  孙宏新  裴  毅 

第一节胃癌的诊疗规范 

主持人：刘宝瑞 

专题报告（Keynote Speech）       

08:35~08:55  胃癌 TNM新版旧版分期区别及意义  

              李  勇  广东省人民医院  

08:55~09:15  进展期胃癌D2手术基础上围手术期治疗的思考   

              余  江  南方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15~09:35  晚期胃癌内科药物治疗的选择艺术  



 

 

              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09:35~09:55  放疗在胃癌治疗中的应用与思考   

              王  辛  四川华西医院  

09:55~10:15  胃癌影像分期诊断进展   

              唐  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第二节结直肠癌诊治难点问题 

主持人：巴  一  宋  纯  

10:15~10:25  病例引导：Ras或 b-raf突变转移性结直肠患者的治疗策略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25~10:50  研讨专家：邱  萌  董  超  隋  红  王  峰  方维佳  韩  宇  朱玉萍   

10:50~11:00  病例引导：超出寡转移范围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局部治疗手段的作用 

              王  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00~11:25  研讨专家：鞠海星  顾仰葵  张  睿  徐  栋  刘彦龙  彭建军 

11:25~11:35  病例引导：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策略的个体化选择 

              丁培荣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35~12:00  研讨专家：陈  功  王  屹  王贵玉  邓艳红  邱兴烽  柯传峰  张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