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第七届肿瘤医师年会 
 

2018 年 6 月 22 日上午 
时间 题目 主持/讲者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主席：石远凯 

09:00-10:20 大会报告 主持：李利民、于晓波 

09:00-09:20 肿瘤精准放疗新实践 于金明 

09:20-09:40 优化药品申请的审评审批 何如意 

09:40-10:00 From Proteomics to the bedside: Translating 
Discoverie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Joshua LaBaer 

10:00-10:20 淋巴瘤治疗的新靶点和新药物 姜文奇 

10:20-11:20 大会报告 主持：安广宇、张海增 

10:20-10:40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的基因组学研究 冯继锋 

10:40-11:00 晚期肠癌靶向用药顺序选择 巴一 

11:00-11:20 生物类似药治疗进展 石远凯 

2018 年 6 月 23 日上午 
   701 号会议室 

09:00-10:15 淋巴造血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张伟京、秦燕 

09:00-09:25 结外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策略 张清媛 

09:25-09:50 CAR-T 治疗难治复发 B-ALL 的临床经验分享 陆佩华 

09:50-10:15 免疫化疗时代，IPI 是否依然难以超越？ 张会来 

10:15-11:38 淋巴造血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施红、克晓燕 

10:15-10:40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治疗进展 洪小南 

10:40-11:05 霍奇金淋巴瘤治疗进展 何小慧 

11:05-11:30 套细胞淋巴瘤的诊疗现状及进展 高玉环 

 优秀论文报告  

11:30-11:38 原发胃及肠道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差

异 
黄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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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3 日上午 

    多功能厅 

09:00-10:00 乳腺癌专场 主持：徐兵河、艾斌 

09:00-09:20 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探索与思考 李青 

09:20-09:40 靶向乳腺癌干细胞的诊疗进展 王红霞 

09:40-10:00 乳腺癌脑转移的诊疗规范和探索 吴世凯 

10:00-11:08 乳腺癌专场 主持：郑宏宇、樊英 

10:00-10:20 乳腺癌与 BRCA1 基因检测 杨红鹰 

10:20-10:40 肿瘤代谢研究进展和个体化治疗 刘莉 

10:40-11:00 CDK4/6 抑制剂治疗 ER 阳性晚期乳腺癌现状 张频 

 优秀论文报告  

 
11:00-11:08 影响早期舌鳞状细胞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相关 

因素研究 

 
隋馥勇 

2018 年 6 月 24 日上午 

                     701 会议室 

09:00-10:00 肺癌专场 主持：王宏羽、邢镨元 

09:00-09:20 晚期肺鳞癌的全程管理 石建华 

 
09:20-09:40 

 
肺癌免疫治疗的毒副反应及对策 

 
王彩莲 

09:40-10:00 冰火两重天〜肿瘤免疫治疗精准在何方？ 姜达 

10:00-11:28 肺癌专场 主持：聂立功、杜楠 

10:00-10:20 ALK 阳性肺癌的治疗 李峻岭 

10:20-10:40 少见突变肺癌的治疗 王燕 

10:40-11:00 小细胞肺癌脑预防照射治疗进展 周宗玫 

11:00-11:20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PD-1/PD-L1 临床研究进展 张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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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报告 
 

11:20-11:28 阿帕替尼用于多线治疗进展后晚期非小细胞 
肺癌的疗效、安全性和生存分析 

冯宇 

2018 年 6 月 24 日上午 

702 会议室 

 08:40-10:00 肺癌专场 主持：方健、宋之乙 

08:40-09:00 ALK-TKI 的耐药机制及耐药后的处理策略 郭其森 

09:00-09:20 ROS1阳性 NSCLC 研究进展与挑战 赵琼 

09:20-09:40 精准医学时代小细胞肺癌诊疗的机遇和挑战 刘基巍 

09:40-10:00 TKI 时代 CML 的治疗决择和疾病管理 宋永平 

10:00-11:16 肺癌专场 主持：宋霞、金高娃 

10:00-10:20 晚期 NSCLC：精准靶点之上的非精准治疗 王哲海 

10:20-10:40 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策略的 李醒亚 

10:40-11:00 胃癌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进展 潘宏铭 

            优秀论文报告 

 
11:00-11:08 

培美曲塞二钠鞘内化疗用于非鳞非小细胞肺 
癌脑膜转移挽救性治疗的 I期探索性临床研

   

潘振宇 

 
11:08-11:16 

The study of RET rearrangement in 
advanced primary non-small cell lung 

 d i d i  

许春伟 

2018 年 6 月 24 日上午 

多功能厅 

08:40-10:00 消化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焦顺昌、李恩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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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09:00 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新分期及治疗策略 程树群 

09:00-09:20 原发性肝癌的药物治疗策略 郑大勇 

09:20-09:40 肾癌免疫治疗进展 周爱萍 

09:40-10:00 晚期食管癌治疗进展 樊青霞 

10:00-11:20 消化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胡长路、孙永琨 

10:00-10:20 基于 PDX 的胃癌的精准治疗，离我们还有

多 远？ 
徐农 

10:20-10:40 晚期胰腺癌内科治疗现状及探索 张阳 

10:40-11:00 神经内分泌肿瘤临床研究进展 依荷芭丽.迟 

11:00-11:20 消化道肿瘤抗血管治疗及不良反应处理 张弘纲 

2018 年 6 月 25 日上午 

多功能厅 
 08:40-09:40 肿瘤治疗专场 主持：李宝兰、李方 

08:40-09:00 乳腺癌 CBCS指南药物部分更新 胡夕春 

09:00-09:20 少见和严重型 irAE 管理 马智勇 

 
09:20-09:40 

 
NSCLC 免疫治疗的抉择 

 
陈正堂 

09:40-11:12 肿瘤治疗专场 主持：宋茂民、林琳 

09:40-10:00 肿瘤个体化伴随诊断 韩晓红 

10:00-10:20 复发转移鼻咽癌的内科治疗 杨建良 

10:20-10:40 头颈部鳞癌的内科治疗 桂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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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论文报告  

10:40-10:48 难治性脑转移瘤螺旋断层放疗的 II 期临床研

究 
肖建平 

10:48-10:56 EGFR 与 KRAS 基因突变与早期肺腺癌临床病 姜达 

10:56-11:04 探索预测 IA 期肺腺癌根治术后患者复发风

险 的最佳列线图 
杨路 

2018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4:00-15:40 淋巴造血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高雅杰 

14:00-14:25 PI3K 信号转导通路抑制剂在恶性淋巴瘤中的 王华庆 

 
14:25-14:50 滤泡淋巴瘤分型、预后、治疗概述与进展 白鸥 

14:50-15:15 表观遗传学改变在淋巴瘤治疗中的应用 刘鹏 

15:15-15:40 PD-1+？可能成为霍奇金淋巴瘤的根治之路 苏航 

15:40-17:11 淋巴造血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朱宏丽、张巧花 

15:40-16:05 T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 胡建达 

16:05-16:30 淋巴瘤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 王昭 

16:30-16:55 淋巴瘤的个体化治疗——经验与指南 周生余 

 优秀论文报告  

16:55-17:03 PD-L1 和 Blimp-1在 DLBCL中的表达及对预后
意 

李彦肖 

 
17:03-17:11 

P-gp、Gst-π、P53 和 Ki-67 蛋白表达与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临床特征及化疗耐药机制相 

 

 
车禹萱 

2018 年 6 月 23 日下午 

多功能厅 
 11:30-13:50 午餐会  

14:00-15:20 分子靶点检测个体化治疗专场 主持：韩晓红 

14:00-14:20 驱动基因阴性 NSCLC 的治疗 常建华 

14:20-14:40 Kras 突变肿瘤的治疗策略 王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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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 组织形态学背后的可能故事 王征 

15:00-15:20 多个循环肿瘤 DNA 组合检测的临床应用研究 新 徐国兵 

15:20-16:36 分子靶点检测个体化治疗专场 主持：刘贵键 

15:20-15:40 肠道菌群与肿瘤的相关性 陈骏 

15:40-16:00 NGS 临床应用及数据分析解读 王涛 

16:00-16:20 高通量测序在肿瘤基因突变检测的临床应用: 李金明 

 优秀论文报告  

16:20-16:28 高通量测序分析前列腺癌遗传变异谱 梁彩霞 

 
16:28-16:36 安罗替尼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生活质量 

的影响：ALTER0303 研究数据分析 

 
斯晓燕 

2018 年 6 月 24 日下午  

                         多功能厅 

14:00-15:20 淋巴肿瘤造血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孙秀华、周道斌 

14:00-14:20 常见特殊部位淋巴瘤诊断与治疗 李晓玲 

14:20-14:40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诊断 
与治疗进展 

 
张明智 

14:40-15:00  
老年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治疗策略 

 
刘辉 

15:00-15:20 研讨 

 
优秀论文报告 

 

15:20-15:25 基因拷贝数变异预测 II-IIIA 期肺腺癌术后辅 谭巧云 

15:25-15:30 肺腺癌药物代谢酶 SNP 与培美曲塞联合顺铂疗 魏嵩 

2018 年6 月25日下午 
多功能厅 

14:00-15:20 淋巴肿瘤造血系统肿瘤专场 主持：常乃柏、吴晓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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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0 复发难治 DLBCL 治疗新尝试 马军 

14:20-14:40 全基因测序及 PDX 平台技术支持的新型靶点

选 
张亮 

14:40-15:00 
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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