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办单位
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承办单位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协办单位
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                

中华肿瘤大会

会议指南

暨2019 POST-ASCO信息交流会



2

欢迎辞   01

大会组织结构   03

会议须知   04

院士简介   07

主席简介   09

大会详细日程   13

会场布局图   35

参会企业名单   38



01

欢迎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大家好！ 

热烈欢迎大家参加 2019 年中华肿瘤大会。本次大会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

会肿瘤学分会主办，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承办，中国

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协办，将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至 30 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盛大召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这体

现了我们党对人民健康重要价值和作用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中华医学会是党和国家

联系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中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学会坚持民主办会原则，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高医学科技工作者专业技术水平，

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而奋斗。恶性肿瘤已

严重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成为我国目前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经过几代肿瘤防

治工作者的努力创新，伴随着新技术、新药物的研发和实践，在大数据、精准医学

及个体化治疗的时代，我国肿瘤防治领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展及突破。但是，在

具体临床实践时，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如何通过多学科合作、根据病人个体差异

精准诊治亟待进一步规范化。 

本次大会将以“信息交流话精准，名医汇聚解疑难”为主题，邀请国际名家、

肿瘤界院士、顶级专家与全国同行相约羊城，举办多瘤种、多学科交叉专题学术论坛，

聚焦肿瘤临床前沿，强调先进知识的更新与规范化治疗推广并举，横向学科与尖端

探索共存，大力推广多学科、个体化综合治疗模式。本次大会特别增加了“中华肿

瘤 明日名医”选拔活动，以期促进年轻肿瘤医学专家的培养。希望通过全体代表、

会员的共同努力和精诚合作，成功举办一场高层次、高水平和高质量的中华肿瘤学

术盛会。 

最后，我们代表本次大会组委会，诚邀全国的肿瘤学同道和各界的朋友们，己

亥盛夏齐聚广州，共襄学术盛宴，全面推进恶性肿瘤综合诊治，同时深化友谊，共

叙发展，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属于肿瘤学界的篇章！

大会主席：徐惠绵、徐瑞华、林桐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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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组织结构
大会名誉主席：樊　嘉 管忠震 郝希山 赫　捷 林东昕 孙　燕 

 于金明 詹启敏 

大　会　主　席：徐惠绵 徐瑞华 林桐榆 

大会共同主席：顾　晋 高　明 邵志敏 周　俭 

大会执行主席：林桐榆　

大　会　秘　书　长：王振宁 代　智 黄　河 李　明 李清敏 宋永喜　

学术委员会专家：

主　任： 樊　嘉 顾　晋 高　明 

委　员： 蔡建强 陈丽佳 陈正堂 程　颖 崔书中 单保恩 

邓甬川 董　坚 樊　嘉 封国生 管忠震 高　明 高国兰 

高维实 顾　晋 郭小毛 郝希山 赫　捷 韩俊庆 焦顺昌 

郎锦义 林东昕 李　明 梁后杰 林桐榆 刘奇伦 刘勤江 

刘云鹏 卢　冰 陆　舜 罗素霞 马　洁 马胜林 南克俊 

庞　达 钱立庭 任秀宝 邵志敏 孙　燕 沈　锋 沈　赞 

宋天强 宋张骏 唐金海 王　洁 王　轩 王理伟 王喜艳 

王振宁 魏少忠 徐　钧 徐惠绵 徐瑞华 谢晓冬 徐忠法 

杨尹默 于金明 詹启敏 泽永革 张　瑾 张成武 张春芳 

张明智 张苏展 郑武平 郑雄伟 钟　军 钟殿胜 周　俭 

朱　军 曾　健

（以下名单均按专家姓氏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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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会专家：

主　任： 徐惠绵 林桐榆 邵志敏 周　俭 

委　员： 蔡建强 陈丽佳 陈正堂 程　颖 崔书中 蔡清清 

单保恩 邓甬川 董　坚 邓艳红 樊　嘉 封国生 高　明 

高国兰 高维实 顾　晋 郭小毛 韩俊庆 黄　河 焦顺昌 

金　鋒 郎锦义 李　明 梁后杰 林桐榆 李清敏 李志铭 

刘奇伦 刘勤江 刘云鹏 卢　冰 陆　舜 罗素霞 马　洁 

马胜林 南克俊 庞　达 钱立庭 任秀宝 邵志敏 沈　锋 

沈　赞 宋天强 宋张骏 宋永喜 唐金海 王　洁 王　轩 

王理伟 王喜艳 王振宁 魏少忠 徐　钧 徐惠绵 徐忠法 

杨尹默 叶　升 泽永革 张　瑾 张成武 张春芳 张明智 

张苏展 郑武平 郑雄伟 钟　军 钟殿胜 周　俭 朱　军 

曾　健 

大会秘书处：

蔡清清 蔡瑞卿 代　智 邓艳红 黄　河 黄锦芳 李　明 

李清敏 李志铭 宋永喜 邹本燕 张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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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一、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27-30 日

二、会议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酒店

地址：中国 • 广州 • 白云区  白云大道南 1039-1045 号   

电话：020-88800888

地铁：广州地铁 2 号线白云文化广场站（C 出口）

公交车站：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站

途径公交线路：127 短线、127 路、223 路、245 路、265 路、36 路、38 路、529 路、

66 路、66 石湖班车、76A 路、76A 快线、76 路、805 短线、805 路、

805 路永泰新村班车、864 路、B18 快线、B18 路、大学城 1 线、夜 52 路、夜 9 路

三、会议注册：中华医学会鼓励参会代表在 2019 年 5 月 30 日之前注册，并按优惠

的标准交费。优惠日期以在线付款成功日期为准。

2019 年 5 月 30 日及之前 2019 年 5 月 30 日之后

正式代表 1000 元 / 人 1200 元 / 人

学生（凭证件） 800 元 / 人 1000 元 / 人

* 注册费含资料费、会议期间午餐、晚餐

* 学生报到时需出示学生证件。否则按现场收费标准 1200 元缴费。

注册程序：请登录会议网站 www.cmacso.org 在线填写注册信息进行网上交费，系

统将通过邮件在 7 个工作日内向您寄发“注册确认函”，请对注册信息进行确认。

参会时请您持“注册确认函”和身份证在会议注册处签到并领取资料，办理入住手续。

您如已交费，但没有收到“注册确认函”，请携带汇款凭证和身份证到注册台签到，

领取资料和办理入住。

交费方式：会议只接受在线支付和现场支付（可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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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支付：中华医学会联合首信易支付平台，已经开通注册费网银在线支付功能。

登录大会网站征文注册系统后，点“参会注册”按钮，按照提示进行网银在线交费。

请在网上参会注册选定类型后，在“支付方式”处选择“在线支付”方式，再选择

您的发卡银行（您的银行卡需要开通网上银行功能，且交易金额应大于缴费金额），

按照网页提示进行注册费的网上支付操作。

现场交费：您如果未通过网络进行注册缴费，或只提交注册表而未支付注册费，请

直接到大会注册台现场办理缴费注册手续。

四、住宿：

组委会为参会代表以优惠价格预订了酒店，预订者需先到会议网站上注册缴费。只

有已经缴纳注册费的代表的预订才有效。没有事先缴纳注册费的代表，秘书处将不

保证提供房间。会务组将根据预订先后顺序及房源情况安排住房，尽可能考虑代表

要求，但不保证预订房型。

具体酒店价格可联络联系人：吴美娟 13602400609，邮箱：1070719282@qq.com。

会议餐饮安排：

1. 代表在注册时将直接领取会议期间的餐卷，凭卷到指定地点领取餐食。

2. 卫星会地点及时间：岭南大会堂

6 月 29 日（周六）12:30-13:50   

6 月 29 日（周六）18:20-19:50

6 月 30 日（周日）13:0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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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务组联系方式：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李清敏 010-85158149

邮箱：catherineli@cma.org.cn

网站注册技术支持：

高丽华 010-89292552 转 816

邮箱：lihuaworks@163.com

企业参展联系人：

吴天石 18610017378

邮箱：wutianshi@foxmail.com

大会学术会务联系人：

黄　河 13798032244

邮箱：huanghe@sysucc.org.cn

黄锦芳 18924283225

邮箱：huangjf@sysucc.org.cn

蔡焱祺 18316614053

邮箱：caiyq@sysucc.org.cn

任全广 15827517893

邮箱：renqg@sysucc.org.cn

交通联络：

陈秀金 13560165690

医疗组联络：

王　钊 13632427963 

任全广 15827517893

姚宇毅 15813952950

张　璋 13822133090

六、其它信息

1、会议期间，请参会代表注意自己的

人身安全和财务安全，出入会场、展厅

和会议其他相关场所请务必佩戴会议统

一制作的胸卡。无胸卡者或不佩戴者谢

绝入场。

2、会议期间如发生火灾等突发情况，

请各位代表快速、有序撤离现场。

3、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请注意个人饮

食卫生。如发生食品卫生安全等状况，

请及时向大会主办方反馈情况并配合后

续相关调查。

4、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拥有会议所

有内容的版权，未经允许严禁拍摄会议

演讲幻灯片、视频演示或展示图片。

5、会议禁止在会场、展厅内外，代表

下榻饭店内散发或摆放未经大会组委会

允许的任何学术或产品资料。



07

院士简介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上海市肝病研

究所所长、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医师协会

外科分会肝脏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FACS 等。

长期致力于肝癌临床诊疗技术的提高与转移复发机制研

究，在国际上首创“肝癌切除、门静脉取栓、化疗泵植入＋

术后门静脉肝素冲洗、持续灌注化疗＋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等综合治疗技术。作为第一完成人获 2016 教育部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2012、200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1 项。以第

一或通讯作者在《Nature》、《Lancet Oncology》等杂志发

表 SCI 论文 140 余篇。

樊　嘉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肿瘤学家，现任天津市肿瘤

研究所所长、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

第九届全国委员、中国科协国际合作与对外联络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国际乳腺疾病学会副主席、中国抗癌协会监事会监

事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医药生物技术临床应用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肿瘤临床》及《Cancer Biology & 

Medicine》主编等，兼任天津医科大学名誉校长、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名誉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郝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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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分子

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0

年 ), 至今已发表研究论文 260 余篇，其中 16 篇发表在遗传

学领域顶级期刊 Nature Genetics。研究成果先后荣获 2006

年及 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8 年及 2013 年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及一等奖、2011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林东昕

中国工程院院士

山东省肿瘤医院 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教科文卫副主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

科学院）名誉校（院）长，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中央保健

联系专家，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华放射肿瘤学专业委

员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放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委员，山东院士专家联合会会长，山东抗癌协会理事长，中

华肿瘤防治杂志等多家杂志主编或副主编。

于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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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肿瘤中心主任 , 博士生导师 , 

二级教授 ,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

十一届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

国抗癌协会理事、辽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医科大学胃肠

肿瘤首席专家。先后主持及承担“863”、“973”国家重大

研究项目、国家自然基金 7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1 项。在

《Annals of Surgery》、《Annals of Oncology》、《Oncogene》

等著名杂志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23 篇。 曾先后获 2001 年、

200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 2016 年中国抗癌协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

教授 南粤百杰 国家百千万领军人才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肿瘤医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医药卫生技术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肠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

徐惠绵

徐瑞华

主席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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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CSCO 中国淋巴瘤联盟副主席

CSCO 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CSCO 执行委员会常委

CSCO 药物安全管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 (CSWOG) 理事长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法国国家外科科学院院士（ANC）

美国外科学院院士（FACS）

美国结直肠外科学会会员（ASCRS）

亚洲外科学学会会员

国际结直肠外科学院会员（ISUCRS）

美国 NCCN 指南直肠癌中国版专家组成员

林桐榆

顾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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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教育部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乳腺癌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兼乳腺外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会  理事

国际头颈肿瘤联盟  委员

亚太甲状腺外科协会  委员

天津市抗癌协会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18 天津首批海河医学学者

邵志敏

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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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副院长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院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 主任

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国家卫计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科技部“肝癌转移复发精准医学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免疫学会移植免疫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外科委员会副主委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专科分会 候任主任委员

周　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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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详细日程

2019 年 6 月 27 日   

09:00-22:00 报到注册 

“中华肿瘤 明日名医” 复赛
各学组会场进行复赛，评审过程由各学组负责组织

13:30-17:00

1. 肝脏肿瘤专场（佛山厅）
2. 结直肠肿瘤专场（东莞厅）
3. 淋巴瘤专场（深圳厅）
4. 乳腺肿瘤专场（茂名厅）
5. 胃肠肿瘤专场（汕头厅）
6. 肿瘤内科专场（中山厅）
7. 妇科肿瘤专场（揭阳厅）
8. 肺肿瘤专场（江门厅）
9. 胰腺肿瘤专场（湛江厅）
10. 甲状腺肿瘤专场（阳江厅）
11. 肿瘤转化医学专场（梅州厅）

“中华肿瘤 明日名医” 决赛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岭南大会堂

19:00-22:00 “中华肿瘤 明日名医” 
设立一等奖 2 人，二等奖 3 人，三等奖 5 人，优秀奖 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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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上午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岭南大会堂

主会场

08:00-08:3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08:30-09:00 “中华肿瘤 明日名医”颁奖仪式 徐惠绵等

大会议程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09:00-09:35 中国肝癌诊疗进展 樊　嘉
万德森
顾　晋 

09:35-10:10 放射免疫新实践 于金明
卢泰祥
郎锦义

10:10-10:20 茶歇

10:20-10:55 乳腺癌筛查 郝希山
林桐榆
邵志敏

10:55-11:30 食管癌基因组改变与精准防治 林东昕
戎铁华
高　明

11:30-11:55 中国胃癌临床研究现状与展望 徐惠绵 周　俭
张明智

11:55-12:20 胃肠肿瘤精准医学进展与中国实践 徐瑞华 张苏展
南克俊

淋巴瘤精准诊疗专题

12:20-12:45 DLBCL 的治疗选择 张会来 林桐榆 

12:45-13:00 滤泡淋巴瘤的治疗进展 彭志刚 朱　军 

13:00-13:15 CLL 一线新治疗进展 徐　兵 罗荣城 

13:15-13:30 二代测序指导下的晚期难治性肿瘤精准
治疗探索与思考

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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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岭南大会堂

中华肿瘤大会暨 2019 POST-ASCO 大会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08:00-08:25 结直肠癌 - 微创时代的开腹手术 顾　晋 封国生 
崔书中 

08:25-08:50 中美癌症统计引发的思考 徐忠法 杨顺娥 
邓艳红 

08:50-09:15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及最新进展 周　俭 顾康生 
李爱民 

09:15-09:40 肝癌各种消融技术方法的对比研究及 
进展

梁　萍 沈　锋 
赵　明 

09:40-10:05 颅脑肿瘤治疗进展 郞锦义 钱立庭 
张宗平 

10:05-10:15 茶歇

10:15-10:40 胰腺癌药物临床研究新思路新策略 王理伟 刘奇伦 
马　冬

10:40-11:05 胰腺癌的诊治现状 王成锋 陈颖兰 
谢　忠 

11:05-11:30 鼻咽癌治疗的新进展 马　骏 陈　凡 
林丽珠 

11:30-11:55 胆管癌的治疗进展 梁后杰 刘新兰 
李卫东 

11:55-12:20 食管癌的治疗进展 林英城 张秋宁 
林大任 

默沙东公司卫星会及午餐

12:20-12:50 从 KEYNOTE 系列研究看免疫治疗的发
展和挑战

陈颖兰 
林桐榆 
陆　舜 

12:50-13:20 可瑞达联合化疗重新定义非鳞状
NSCLC 患者生产希望

唐可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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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9 日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岭南大会堂

中华肿瘤大会暨 2019 POST-ASCO 大会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4:00-14:25 胃癌淋巴结清扫：循证医学与病理学的
抉择

韩方海
张成武 
陈映波

14:25-14:50 胃癌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的新进展 胡晓桦
高维实 
谢德荣

14:50-15:15 泌尿系统肿瘤治疗新进展 叶　升
魏少忠 
张军一

15:15-15:40 头颈肿瘤的进展 卢泰祥 
折　虹 
张俊凯

15:40-15:50 茶歇

15:50-16:15 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在头颈外科中的
应用

宋　明 
刘勤江 
张　诠

16:15-16:40 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程　颖 
陈正堂 
王树滨

16:40-17:05 乳腺癌外科治疗的新进展 宋张骏 
邓甬川 
牛连夫

17:05-17:30 乳腺癌的靶向治疗进展 胡夕春
张　瑾 
江冠铭

17:30-17:55 乳腺癌的内分泌进展 周永昌
于　丁 
龙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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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18:20 乳腺癌的免疫治疗进展 王树森
张清媛 
徐　萌

默克卫星会及晚餐

18:20-18:45 优化 RAS WT 左半 mCRC 靶向治疗策略 王志强 管忠震 
林丽珠18:45-19:05 mCRC 患者转化治疗 NED 策略 邓艳红

百济免疫治疗专题

19:05-19:30 从临床疗效解读替雷利珠单抗的独特 
优势

黄　河
朱　军

黄　诚

19:30-19:50 替雷利珠单抗在 NSCLC 最新进展 林　根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岭南大会堂

中华肿瘤大会暨 2019 POST-ASCO 大会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08:00-08:25 细胞免疫治疗的进展 焦顺昌
南克俊 
廖旺军

08:25-08:50 肝癌的免疫靶向治疗进展 毕　锋
宋天强 
吴祥元

08:50-09:15 重离子、质子的治疗进展 王小虎
伍　钢 
刘国龙

09:15-09:40 卵巢癌的治疗进展 崔　恒 
高国兰 
曹小龙

09:40-10:05 宫颈癌的治疗进展 刘继红 
沈丽达 
邓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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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10:30 罕见肿瘤的诊治进展 于世英
曾　珊 
邹青峰

10:30-10:40 茶歇

10:40-11:05 肺癌早诊、易治、快康复 从策略到 
实践

何建行
陈公琰 
马国伟 

11:05-11:30 肺癌放疗治疗的进展 卢　冰
陈丽佳 
潘　燚 

11:30-11:55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陆　舜
邬　麟 
张红雨 

11:55-12:20 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进展 张　力
黄　诚 
易基群 

12:20-12:45 2019 年 ASCO 大会亮点分析 林桐榆 
李宇红 
姚和瑞

12:45-13:00 大会总结

施贵宝卫星会及午餐

13:00-13:30 NSCLC 免疫治疗从临床试验到真实 
世界

林桐榆

黄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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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分会场学术会议

时间 内容 地点

13:30-19:00

肝脏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佛山厅

结直肠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东莞厅

淋巴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深圳厅

乳腺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茂名厅

胃肠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汕头厅

肿瘤内科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中山厅

妇科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揭阳厅

肺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江门厅

胰腺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湛江厅

甲状腺肿瘤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阳江厅

肿瘤转化医学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梅州厅

青委会专场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云浮厅

14:30-17:30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早诊早治学
组专家共识审稿会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3306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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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佛山厅

肝脏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3:30-13:40 致辞 樊　嘉

樊　嘉

李　强

朱继业

戴朝六

杨连粤

13:40-14:00 探讨肝细胞癌外科治疗方法的个体化 
选择

沈　锋

14:00-14:20 ALPPS 治疗不可切除的巨大肝癌 周　俭

14:20-14:40 微波消融与手术切除治疗小于 5cm 肝
细胞肝癌长期疗效的对比研究

梁　萍

14:40-15:00 不同临床分期肝癌的多学科治疗策略 陈敏山

15:00-15:20 BCLB B 期 HCC 的治疗选择 黎乐群

15:20-15:40 知微见著，从肝癌微环境看肝癌免疫 
治疗

梁廷波

15:40-15:50 Q&A

15:50-16:20

病例讨论 1：
肝癌靶向及免疫治疗进展 宋天强

丛文铭

任正刚

刘连新

别　平

毛一雷

讨论嘉宾：黄志勇、方壮伟、郭文治、李　滨、李　涛、
刘景丰、刘　军、邵江华、孙倍成 

16:20-16:50

病例讨论 2 王　征 丁国善

陶开山

孙惠川

荚卫东

元云飞

讨论嘉宾：王顺祥、王文涛、王志明、吴　刚、吴健雄、
邢宝才、郑利民、左朝晖

16:50-17:00 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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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东莞厅

结直肠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3:30-13:40 致辞
徐惠绵
潘志忠 

李　明

13:40-14:10 遗传性肠癌诊治进展 徐　烨

14:10-14:30 讨论
于　滨
张　勇

14:30-15:00 结直肠癌免疫治疗进展 邓艳红

15:00-15:20 讨论
雷福明
丁培荣

15:20-15:50 直肠癌 Bacon 手术的再认识 江　波

15:50-16:10 讨论
贾宝庆
介建政

16:10-16:40 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后会阴伤口并
发症防治

韩加刚

16:40-17:00 讨论
刘　超
叶盛威

17:00-17:30 阿喀琉斯之踵：单孔 - 减孔 -NOSES 结
直肠癌手术实践漫谈

燕　速

17:30-17:50 讨论
陈文斌
韦　烨
张　卫

17:50 总结
顾　晋
戴广海
潘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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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深圳厅

淋巴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3:30-13:40 大会致辞 林桐榆
朱　军 

13:40-13:55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朱　军 
林桐榆

张伟京13:55-14:10 T cell or NK cell lymphoma Prof. 
Wonseog kim

14:10-14:20 讨论 折　虹、彭志刚、樊　卫

14:20-14:35 惰性淋巴瘤 马　军 伍　钢

朱宏丽14:35-14:50 滤泡性淋巴瘤 徐　兵

14:50-15:00 讨论 张智慧、杨顺娥、林汉良

15:00-15:15 EBV 相关淋巴增殖性疾病 周剑峰 克晓燕

薛宏伟15:15-15:30 淋巴瘤病理分类：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小秋 

15:30-15:40 讨论 吴秋良、邢晓静、蔡清清

15:40-15:55 套细胞淋巴瘤 顾康生 王靖华

周　辉15:55-16:10 SLL/CLL 李建勇

16:10-16:20 讨论 双跃荣、朱　远、林素暇

16:20-16:35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 张会来 张明智

杜　欣16:35-16:50 霍奇金淋巴瘤 曹军宁 

16:50-17:00 讨论 鲍慧铮、沈丽达、黄海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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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5 浆细胞肿瘤 高玉环 陈洁平 
李　娟17:15-17:30 伯基特 / 高级别 B 细胞淋巴瘤 苏丽萍 

17:30-17:40 讨论 刘　澎、贺鹏程、吴　涛

17:40-17:50 总结
石远凯
李建勇 

17:50-18:30 杨森卫星会及临床试验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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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茂名厅

乳腺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3:30-13:35 大会主席致辞
邵志敏 
王树森

13:35-13:55 乳腺癌精准诊治的发展与应用 邵志敏 
付　丽

宋尔卫

耿翠芝

唐金海

王　翔

13:55-14:20 液体活检指导乳腺癌的精准医疗 马　飞 

14:20-14:40 基于分子诊断探索乳腺癌复杂机制及治
疗新模式

盛　湲 

14:40-15:00 2019 St. Gallen 外科进展与共识 王永胜 

15:00-15:15 讨论一：邓甬川、欧江华、宋传贵、王本忠、王　颀、吴辉菁、 
钟晓捷

15:15-15:25 茶歇

15:25-15:45 CDK4/6 抑制剂在晚期乳腺癌中的应用 胡夕春  
廖　宁

宋张骏

佟仲生

张　瑾

15:45-16:05 三阴乳腺癌治疗的进展 金　锋  

16:05-16:25 早期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的进展 余科达  

16:25-16:45 晚期乳腺癌抗 HER-2 治疗的进展 刘　健

16:45-16:50 讨论二：姜大庆、李志高、孙正魁、徐莹莹、曾晓华、张　强、 
张秋宁

16:50-17:05 大会主席总结
邵志敏
王树森

17:30-19:00 CBCS 乳腺肿瘤菁英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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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汕头厅

胃肠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3:30-13:40 致辞 徐惠绵

13:40-13:55 CLASS 研究组十年工作回顾 李国新 

韩方海

李国立

张成武

梁　品

13:55-14:10 胃肠外科围手术期治疗进展 梁　寒 

14:10-14:25 胃癌癌泄露 龚建平 

14:25-14:40 胃癌腹膜转移诊治进展 崔书中

14:40-14:55 多功能锤在胃肠外科的应用 房学东 

14:55-15:10 达芬奇机器人胃癌外科现状 周岩冰 

15:10-15:25 胃下部癌腔镜辅助自然腔道取标本系统
性胃系膜切除术

蔡建春 

15:25-15:40 胃癌腹腔镜联合网膜囊切除技术路线 万　进

15:40-15:55 讨 论

16:00-16:15 腔镜胃切除术后的消化道重建 卫洪波 

周志伟 
邹小明

罗华友

毛伟征

16:15-16:30 远端胃癌根治术后消化道重建经验分享 揭志刚 

16:30-16:45 进展期胃癌腔镜淋巴结清扫技巧和消化
道重建技术体会

王　黔 

16:45-17:00 全腔镜下近端胃切除术后间置空肠双通
道吻合重建技术

赵　平 

17:00-17:15 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消化道重建技术 
要点

王　宽

17:15-17:3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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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中山厅

肿瘤内科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肿瘤内科学组 成立仪式

13:00-13:05 学组秘书介绍参会主要人员

13:05-13:10 介绍本次学组成立基本情况，并宣读分会关于同意肿瘤内科学组成
立的任命决定

13:10-13:15 介绍组长、副组长简要情况

13:15-13:25 新任组长致辞、介绍学组组员组成、颁证书

13:25-13:30 全体合影留念

学术会议日程

开场致辞
焦顺昌

林桐榆

第一部分  IO AE 心血管系统

13:30-13:40 病例 1：心肌炎及多脏器衰竭 任秀宝

黄　诚

胡夕春

13:40-13:50 病例 2：免疫性心肌炎 王　鑫

13:50-14:00 病例 3：免疫性心肌炎 沈　茜

14:00-14:10 病例 4：疑似心肌炎 任晓辉

14:10-14:20 讨论 王雅杰、王　歈、叶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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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IO AE  呼吸系统

14:20-14:30 病例 5：间质性肺炎 焦　敏

姜　达 
程　颖

14:30-14:40 病例 6：肺栓塞 王玉艳

14:40-14:50 病例 7：肺炎 唐恬恬

14:50-15:00 病例 8：间质性肺炎不良反应 艾星浩

15:00-15:10 讨论 陈公琰、刘基巍、林英城

第三部分  IO AE  消化系统

15:10-15:20 病例 9：肝炎 / 肠炎 黄振华

梁后杰

徐　农
15:20-15:30 病例 10：胆红素升高 / 出血 / 肺炎 斯晓燕

15:30-15:40 讨论 毕　锋   胡晓桦  

第四部分  IO AE  内分泌系统

15:40-15:50 病例 11：免疫治疗内分泌副作用 黄　河

陈正堂

于　丁

15:50-16:00 病例 12：出血 / 甲低 孙胜杰

16:00-16:10 病例 13：胰腺炎 王　洋

16:10-16:20 讨论 伍　钢、曾　珊

第五部分  IO AE  泌尿系统

16:20-16:30 病例 14：膀胱炎 余碧芸

刘云鹏

仓顺东
16:30-16:40 病例 15：肾炎 杨广建

16:40-16:50 讨论 谢晓冬、邬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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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IO AE  皮肤及其他

16:50-17:00 病例 16：PD-1 单抗皮肤毒性 张红雨

南克俊

朱广卿

17:00-17:10 病例 17：皮肤毒性 项　轶

17:10-17:20 病例 18：皮肤反应 / 发热 赵　敏

17:20-17:30 病例 19：手足皮肤不良反应 郑玉龙

17:30-17:40 讨论 袁响林、陈颖兰、张翠英、宋　霞

会议总结
焦顺昌

林桐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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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揭阳厅

妇科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妇科肿瘤学组委员会

13:30-13:40 致辞及学组委员改选
高国兰 
高　军 

13:40-14:10 妇科肿瘤学组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高国兰 

14:10-14:40 卵巢癌免疫治疗探索性研究 尹如铁 
高国兰

郭遂群14:40-15:10 机器人下子宫深静脉精准解剖在保留神
经的宫颈癌根治术中的意义

张　颐 

15:10-15:30 专题报告：抗血管生长药物在卵巢癌治
疗上的新进展

张彦娜

15:30-16:00 卵巢癌保留生育治疗的探讨 王沂峰 生秀杰

刘国炳16:00-16:30 上皮性卵巢癌如何选择化疗？ 高雨农

16:30-16:40 茶歇

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全体委员会

16:40-16:50 致辞 孙炳刚 

16:50-17:05 2019 上半年妇科肿瘤分会工作情况 
总结

王沂峰 

17:05-17:20 研究制定妇科肿瘤分会 2019 下半年工
作规划及任务要点

王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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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江门厅

肺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肺癌学组成立大会

13:15-13:30 签到

13:30-13:35 开场、参会人员介绍 叶翔赟

13:35-13:45 领导致辞 学会领导

13:45-13:50 学组成立任命宣读 陆　舜

13:50-14:00 组长 / 副组长介绍 陆　舜

14:00-14:15 学组工作介绍、下一步计划 陆　舜

14:15-14:25 颁发聘书 拍照
全体学组

成员

14:25-14:30 总结 陆　舜

III 期小细胞肺癌专家共识修订启动会

14:30-14:35 开场及共识修订启动仪式（背景介绍） 陆　舜

陆　舜

程　颖

14:35-14:55 免疫治疗时代 III 期 NSCLC 治疗的内科
观点—共识与争议

王　洁

14:55-15:15 免疫治疗时代 III 期 NSCLC 诊治的外科
视角

钟文昭

15:15-15:35 免疫治疗时代 III 期 NSCLC 的共识与争
议 -- 放射视角

宋启斌

15:35-17:25 共识大纲讨论与核心要点问题现场集体
决议

专家组

全体成员

17:25-17:30 总结 程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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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湛江厅

胰腺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4:00-14:10 主席开场 王理伟

14:10-14:30 胰腺癌扩大切除的争议 傅德良   

王理伟

梁后杰

李升平

14:30-14:50 胰腺 NET 药物治疗进展 陈　洁   

14:50-15:10 外泌体和胰腺肿瘤：分子机制及诊断 
治疗

张　灏   

15:10-15:30 490 例胰腺癌根治切除前瞻随机对照 
研究

陈汝福   

15:30-15:40 讨论： 李宜雄 、黄新余

15:40-15:50 茶歇

15:50-16:10 胰头供血动脉优先离断的 LPD 秦仁义

王成锋 
白　莉 
刘续宝

16:10-16:30 胰腺癌微创治疗的争议与共识 仵　正

16:30-16:50 胰腺癌放疗新策略 夏廷毅

16:50-17:10 2019 年 ASCO 胰腺癌研究进展速递 李　琦

17:10-17:20 讨论 曾　珊、陈小兵

17:20-17:30 大会总结 王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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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阳江厅

甲状腺肿瘤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4:00-14:30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甲状腺肿瘤学组
成立大会

高　明

14:30-14:45 甲状腺癌的“5G”时代 高　明

杨安奎

秦建武

刘绍严

14:45-15:00 中国及浙江甲状腺癌发病 / 死亡分析 葛明华 

15:00-15:15 有关分化型甲状腺癌碘 131 治疗中的 
争议

林岩松

15:15-15:30 甲状腺癌个体化手术 王　宇

甲状腺疾病诊断多中心临床试验启动会

15:30-16:00 项目介绍暨启动仪式
高　明

葛明华

16:00-16:15 甲状腺乳头状癌复发 / 转移的分子病理
特征的临床研究

 郑向前 

孟　斌

欧阳能太

16:15-16:30 细胞学不确定的细针穿刺标本分子标记
物的临床研究

关海霞

16:30-16:45 2017 新版 Bethesda 甲状腺细针穿刺细
胞学诊断系统概论

刘志艳

16:45-17:00 甲状腺分子病理诊断的最新进展 邵建永

17:00-17:30 讨论、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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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梅州厅

肿瘤转化医学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3:30-13:40 致  辞
张明智 
贝锦新

13:40-14:10 癌症基因组学和精准医疗 张呈生

张志谦

周剑峰
14:10-14:40 人工智能在肿瘤诊疗临床应用中的机遇

与挑战  宋启斌

14:40-15:10 DLBCL 免疫细胞治疗 - 从基础到临床
的转化医学实践 钱文斌

15:10-15:20 讨论

15:20-15:30 茶歇

15:30-16:00 免疫力评估和个体化免疫细胞治疗 张志新

邹立群

钱文斌

16:00-16:30 CD47/CD20 双靶点特异性抗体药物的
临床前研究

田文志

16:30-17:00 能否寻找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的预测 
指标？

郭　卉

17:00-17:30 提问及讨论时间

17:00-17:10 讨论

17:10-17:20 大会总结

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国际会议中心三层  3306 会议室

14:30-17:30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早诊早治学组专家共识审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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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层  云浮厅

青委会专场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13:30-13:40 致辞
徐惠绵 
林桐榆

13:40-14:00 高质量临床研究的设计及发表高质量文
章的经验分享

麦海强 蔡清清

蔡国响
14:00-14:20 肿瘤免疫治疗转化研究 朱　波 

14:20-14:50 生物类似药是否可能取代原研生物药？

正方： 
陈美婷 
杨　帏 
邓颖斐 
反方：
李美香
肖　瑜
覃　涛

徐莹莹

邓艳红

史艳侠

14:50-15:20 右半结肠癌的转化治疗是否适合使用
EGFR 单抗治疗？

张慧卿 
刘红利

讨论嘉宾： 王　巍、金永东、何　婉、梁超勇、石　敏、李　勇

15:20-15:40 现代外科在头颈肿瘤多学科治疗中的 
角色

李　超 

蔡国响

蔡清清
15:40-16:00 CT 引导经皮肺肿瘤穿刺在二次活检中

的优势
吴　巍 

16:00-16:20 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的 CART 细胞治
疗实践

李春蕊 

讨论嘉宾： 全体青委会成员

16:20-16:40 脂质体多柔比星在淋巴瘤的应用 王　亮

应志涛
16:40-17:00 总结

徐惠绵  
林桐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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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酒店

主入口

通往1号楼酒店 一楼连廊 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酒店

通往5号楼酒店

3号楼大堂

2105
 梅州厅

Meizhou Room

世纪大会堂

2103
揭阳厅

 Jieyang Room

2102
茂名厅

Maoming Room

4103 
清远厅 
Qingyuan Room

4102 
肇庆厅 
Zhaoqing Room

4101 
云浮厅 
Yunfu Room

会场布局图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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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酒店

通往1号楼酒店 二楼连廊 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酒店

通往5号楼酒店

世纪大会堂

2203
佛山厅

Foshan Room

2202
汕头厅

Shantou Room
2201

深圳厅
Shenzhen Room

4203
阳江厅 
Yangjiang Room

4202
中山厅 
Zhongshan Room

4201
东莞厅 
Dongguan Room

岭南大会堂 
Lingnan 
Convention Hall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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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会堂

2302 
湛江厅 
Zhanjiang Room

2301 
江门厅 
Jiangmen Room

岭南大会堂 
Lingnan 
Convention Hall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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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名单
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北京和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弘康和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

和元生物技术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长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日健中外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基绪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泰利福医疗器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卫材 ( 中国 ) 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艾米森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友芝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参会企业按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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