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华肿瘤大会  

会议通知 

 
 

医学术便函【2019】第 142 号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大家好！  

热烈欢迎大家参加 2019 年中华肿瘤大会暨 2019 POST-AS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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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  

（以下名单均按专家姓氏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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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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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日程（6 月 27-30 日） 
 

 

“中华肿瘤 明日名医” 

大型评选活动 

2019年 6月 27日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13:30-17:00 “中华肿瘤 明日名医”复赛（各分会场） 

乳腺肿瘤专场 茂名厅 2102 

妇科肿瘤专场 揭阳厅 2103 

肿瘤转化医学专场 梅州厅 2105 

淋巴瘤专场 深圳厅 2201 

胃肠肿瘤专场 汕头厅 2202 

肝脏肿瘤专场 佛山厅 2203 

结直肠肿瘤专场 东莞厅 4201 

肿瘤内科专场 中山厅 4202 

甲状腺肿瘤专场 阳江厅 4203 

肺肿瘤专场 江门厅 2301 

胰腺肿瘤专场 湛江厅 2302 

19:00-22:00 “中华肿瘤 明日名医”决赛 

（地点：岭南大会堂） 

  

 



 

2019年 6月 28日上午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岭南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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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等 

大会议程 

时间 内容 主讲 主持 

09:00-09:35 中国肝癌诊疗进展 樊嘉院士 
万德森教授 

顾晋教授 

09:35-10:10 放射免疫新实践 于金明院士 
卢泰祥教授 

郎锦义教授 

10:10-10:20 茶歇 

10:20-10:55 乳腺癌筛查 郝希山院士 
林桐榆教授 

邵志敏教授 

10:55-11:30 食管癌基因组改变与精准防治 林东昕院士 
戎铁华教授 

高明教授 

11:30-11:55 中国胃癌临床研究现状与展望 徐惠绵教授 
周俭教授 

张明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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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克俊教授 

 



12:20-13:30 淋巴瘤精准诊疗专题 

 

分会场学术会议   

2019 年 6 月 28 日 下午 

 

 

 

 

 

 

 

 

 

13:30-19:00 

 

分会场交流 

 

 

 

 

 

 

 

 

 

 

 

 

 

 

 

 

乳腺肿瘤专场（茂名厅 2102） 

妇科肿瘤专场（揭阳厅 2103） 

肿瘤转化医学专场（梅州厅 2105） 

青年委员会专场（云浮厅 4101） 

淋巴瘤专场（深圳厅 2201） 

结直肠肿瘤专场（东莞厅 4201） 

胃肠肿瘤专场（汕头厅 2202） 

肝脏肿瘤专场（佛山厅 2203） 

肿瘤内科专场（中山厅 4202） 

甲状腺肿瘤专场（阳江厅 4203） 

肺肿瘤专场（江门厅 2301） 

胰腺肿瘤专场（湛江厅 2302） 

14：30--17：30 早诊早治学组工作会（3号楼 3楼 3306室） 

 

 



中华肿瘤大会暨 2019 POST-ASCO 大会议程 

（  6月 29 日上午  岭南大会堂） 

（每个讲座 20分钟，讨论时间 5分钟）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 

08:00-08:25 结直肠癌-微创时代的开腹手术 顾晋教授 
封国生教授 

崔书中教授 

08:25-08:50 中美癌症统计引发的思考 徐忠法教授 
杨顺娥教授 

邓艳红教授 

08:50-09:15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及最新进展 周俭教授 
顾康生教授 

李爱民教授 

09:15-09:40 肝癌各种消融技术方法的对比研究及进展 梁萍教授 
沈锋教授 

赵明教授 

09:40-10:05 颅脑肿瘤治疗进展 郞锦义教授 
钱立庭教授 

张宗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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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理伟教授 
刘奇伦教授 

马冬教授 

10:40-11:05 胰腺癌的诊治现状 王成锋教授 
陈颖兰教授 

谢忠教授 

11:05-11:30 鼻咽癌治疗的新进展 马骏教授 
陈凡教授 

林丽珠教授 

11:30-11:55 胆管癌的治疗进展 梁后杰教授 
刘新兰教授 

李卫东教授 

11:55-12:20 食管癌的治疗进展 林英城教授 
张秋宁教授 

林大任教授 

 



12:20-13:20 默沙东公司卫星会及午餐 

 

2019 年 6 月 29 日下午 岭南大会堂 

14:00-14:25 胃癌淋巴结清扫：循证医学与病理学的抉择 韩方海教授 
张成武教授 

陈映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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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德荣教授 

14:50-15:15 泌尿系统肿瘤治疗新进展 叶升教授 
魏少忠教授 

张军一教授 

15:15-15:40 头颈肿瘤的进展 卢泰祥教授 
折虹教授 

张俊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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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教授 
刘勤江教授 

张诠教授 

16:15-16:40 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程颖教授 
陈正堂教授 

王树滨教授 

16:40-17:05 乳腺癌外科治疗的新进展 宋张骏教授 
邓甬川教授 

牛连夫教授 

17:05-17:30 乳腺癌的靶向治疗进展 胡夕春教授 
张瑾教授 

江冠铭教授 

17:30-17:55 乳腺癌的内分泌进展 周永昌教授 
于丁教授 

龙健婷教授 

17:55-18:20 乳腺癌的免疫治疗进展 王树森教授 
徐萌教授 

黄河教授 

 



18:20-19:05 默克卫星会及晚餐 

19:05-19:50 百济免疫治疗专题 

 

中华肿瘤大会暨 2019 POST-ASCO 大会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午 岭南大会堂） 

（每个讲座 20分钟，讨论时间 5分钟）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 

08:00-08:25 细胞免疫治疗的进展 焦顺昌教授 
南克俊教授 

廖旺军教授 

08:25-08:50 肝癌的免疫靶向治疗进展 毕锋教授 
宋天强教授 

吴祥元教授 

08:50-09:15 重离子、质子的治疗进展 王小虎教授 
伍钢教授 

刘国龙教授 

09:15-09:40 卵巢癌的治疗进展 崔恒教授 
高国兰教授 

曹小龙教授 

09:40-10:05 宫颈癌的治疗进展 刘继红教授 
沈丽达教授 

邓燕明教授 

10:05-10:30 罕见肿瘤的诊治进展 于世英教授 
曾珊教授 

邹青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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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行教授 
陈公琰教授 

马国伟教授 

11:05-11:30 肺癌放疗治疗的进展 卢冰教授 
陈丽佳教授 

潘燚教授 

11:30-11:55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进展 陆舜教授 
邬麟教授 

张红雨教授 

 



11:55-12:20 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进展 张力教授 
黄诚教授 

易基群教授 

12:20-12:45 2019 年 ASCO 大会亮点分析 林桐榆教授 
姚和瑞教授 

李宇红教授 

12:45-13:00 大会总结 

13:00-13:30 施贵宝公司卫星会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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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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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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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macs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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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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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2019年 0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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