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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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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主 席：	 李	 进	 秦叔逵	 马	 军

大会秘书长：	 江泽飞	 郭	 军

大会主席团：(姓氏拼音为序)

程	 颖	 曹雪涛	 管忠震	 樊	 嘉	 郭	 军	 赫	 捷	 江泽飞	 蒋国樑	 梁	 军	 陆	 舜	 廖美琳	 李	 进	 罗荣城

马	 军	 莫树锦(香港)	 秦叔逵	 孙	 燕	 唐平章	 王绿化	 吴孟超	 吴一龙	 徐瑞华	 于	 丁	 于金明

郑安理(台北)	 朱	 军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赫	 捷	 吴一龙	 徐瑞华		
秘书长：	郭	 晔	 周	 清	
委  员：(姓氏拼音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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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强	 黄	 镜	 季加孚	 江志伟	 李黎波	 李	 力	 李晔雄	 李	 印	 梁后杰	 梁小波	 林	 锋	 林桐榆	 林岩松

刘基巍	 刘晓晴	 陆	 舜	 马建辉	 毛伟敏	 牛晓辉	 沈	 锋	 沈	 琳	 石远凯	 宋尔卫	 王宝成	 王碧芸	 王洪武

王健民	 王	 洁	 王	 静	 王理伟	 王	 翔	 王秀丽	 王雅杰	 吴	 炅	 吴令英	 吴小华	 夏廷毅	 熊建萍	 徐兵河

徐国良	 徐建明	 许剑民	 杨宏英	 叶定伟	 殷咏梅	 袁	 瑛	 张	 俊	 张	 力	 张明智	 张清媛	 张苏展	 张小田

张艳桥	 张	 阳	 赵维莅	 钟文昭	 周	 琦	 周晓军	 周志伟	 朱	 波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梁	 军	 程	 颖	 王绿化
秘书长： 陈	 功	 刘秀峰	 		
委  员：(姓氏拼音为序)	

巴	 一	 步	 宏	 白春梅	 白	 莉	 毕	 锋	 边家盛	 卞修武	 蔡	 莉	 曹军宁	 车国卫	 陈宝安	 陈传本	 陈德发

陈	 虎	 陈	 嘉	 陈建华	 陈锦飞	 陈龙邦	 陈	 明	 陈	 强	 陈	 曦	 陈小冰	 陈晓品	 陈	 元	 陈振东	 陈智伟

崔	 杰	 崔久嵬	 邓觐云	 丁克峰	 董家鸿	 樊青霞	 范开席	 范丽昕	 范	 云	 方维佳	 方	 勇	 冯继锋	 冯威健

傅剑华	 傅	 深	 傅小龙	 高素君	 高献书	 耿翠芝	 耿	 刚	 谷力加	 顾	 晋	 顾康生	 郭其森	 郭	 伟	 郭伟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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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振岭	 江	 波	 姜大庆	 姜文奇	 蒋益兰	 焦顺昌	 解	 英	 金	 风	 金	 锋	 金	 洁	 金	 晶	 金向明	 郎锦义

李恩孝	 李国立	 李红梅	 李	 槐	 李	 卉	 李惠平	 李建军	 李	 凯	 李黎波	 李	 曼	 李萍萍	 李	 琦	 李苏宜

李	 薇	 李文亮	 李小梅	 李	 晓	 李晓玲	 李醒亚	 李扬秋	 李长岭	 李子庭	 廖	 宁	 林洪生	 林丽珠	 林英城

凌	 扬	 刘爱国	 刘宝瑞	 刘	 华	 刘	 健	 刘	 克(美国)	 刘	 凌	 刘启发	 刘瑞宝	 刘士新	 刘淑真	 刘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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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劲松	 罗清泉	 吕	 静	 马碧如(香港)	 马力文	 马	 锐	 马胜林	 马学真	 马智勇	 玛依努尔·尼牙孜	孟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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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儒(美国)	 宋	 鑫	 宋	 勇	 宋张骏	 孙国平	 孙宏新	 孙	 涛	 孙新臣	 谭锋维	 唐金海	 唐	 勇	 陶	 敏

滕月娥	 田	 野	 王	 东	 王	 峰(山东)	 王	 峰(河南)	 王海涛	 王华庆	 王建祥	 王杰军	 王	 静

王	 俊(北京)	 王	 俊(山东)	 王立波	 王	 琳	 王	 岭	 王	 殊	 王思愚	 王潍博	 王	 伟	 王湘辉	 王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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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密璐	 吴	 穷	 吴晓安	 伍	 钢	 谢聪颖	 谢丛华	 谢广茹	 谢瑞坤(台北)	 谢晓冬	 信	 涛	 徐海荣	 徐惠绵

徐	 萌	 徐	 农	 徐忠法	 许	 林	 许	 青	 严	 立(美国)	 颜	 敏	 阳志军	 杨衿记	 杨连粤	 杨	 农	 杨树军

杨锡贵	 杨学宁	 姚	 阳	 姚	 煜	 叶	 峰	 叶	 升	 殷东风	 尹	 路	 应杰儿	 于常华	 于国华	 于世英	 于	 壮

袁瑞荣(美国)	 袁响林	 岳	 麓	 臧爱民	 翟勇平	 湛先保	 张翠英	 张凤春	 张国君	 张和平	 张贺龙	 张洪亮

张	 华	 张军一	 张俊萍	 张俊彦(台北)	 张	 述	 张	 涛	 张伟京	 张绪超	 张沂平	 张映红	 张	 越	 章	 真

曾昭冲	 赵	 达	 赵东陆	 赵君慧	 赵	 琼	 赵文英	 赵锡江	 赵	 翌	 赵	 毅(台北)	 郑磊贞	 支修益	 钟	 军

周爱萍	 周彩存	 周芳坚	 周清华	 周永昌(香港)		 周	 云	 朱	 波	 朱广迎	 朱宏丽	 朱秀轩(美国)		 祝秀丹

宗慎平	 左文述

大会秘书处
杜	 菁	 江	 昱	 景	 莹	 李	 化	 李阿荣	 李慧芳	 梁	 敏	 刘	 佳	 刘宝印	 吕	 方	 马	 婕	 马小喆	 邱海波
屠	 薇	 王晰程	 王	 瑶	 王小宁	 谢	 韬	 徐崇锐	 燕	 翔	 殷文瑾	 俞	 烨	 张	 全	 周	 蔷	 张	 倩	 庄	 静

大会组织结构

学术活动介绍

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全力推进临床研究，谱写抗癌治疗新篇章”，将秉承CSCO的根本宗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继

续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本次大会将进一步促进国际、国内临床肿瘤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和支持临床研究与创新研

究的分享，大力推动多学科、规范化综合治疗进程和学科发展；继续举办肺癌、乳腺癌、胃癌、大肠癌、肝癌、胰腺癌、

食管癌、血液肿瘤、恶性淋巴瘤、黑色素瘤、前列腺癌、肾癌与膀胱癌、妇科肿瘤、头颈肿瘤、胃肠神经内分泌瘤、骨与

软组织肉瘤、肿瘤光诊断与光动力治疗、癌痛和姑息治疗、放射治疗、血小板减少、国际论文撰写以及抗癌新药临床研究

等一系列专题学术论坛；同时聚焦肿瘤临床前沿，增加精准医学、免疫治疗、肿瘤大数据、智慧医疗等专场的数量。大会

将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做精彩的进展报告或者讲座，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临床肿瘤学领域的新观念和新动态。

年会同期将继续举办全英语交流的国际专场(International	 Session)，与ASCO、KSMO-JSMO、ESMO、

IASLC、AACR、国际淋巴瘤联盟等知名学术组织合作，邀请国际著名专家学者前来参加研讨和学术交流，分别以胃肠道

肿瘤、乳腺癌、肺癌、免疫和淋巴瘤为主题开展学术讨论和报告。国际专场中，CSCO还将与SITC、AACR、STO联合

举办肿瘤免疫专场，与USCACA合作举办抗肿瘤药物治疗专场。另外我们还邀请了国际著名学术期刊Lancet、BMJ等的

主编参加“国际论文撰写与投稿发表专场”，面授机宜，有效提高中国肿瘤医师的专业研究报告的写作水平。

欢迎广大CSCO会员和临床肿瘤学工作者积极投稿，切磋实践经验，分享研究成果。大会将在黄金时段安排“药物临

床研究创新专场”，介绍优秀的原创性临床研究，邀请著名专家进行点评。

本次会议预计将有30000余名国内、外临床医师和各界代表踊跃参会。同期还将举办抗癌新药、仪器设备和新书刊展览。

按照惯例，学术委员会将从大会投稿中遴选优秀论文，以中国临床肿瘤学科学基金进行奖励。2018年将继续设立

“CSCO临床肿瘤学年度成就奖”，对本年度在临床肿瘤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临床肿瘤专家予以表彰奖励。

大会主题

全力推进临床研究，谱写抗癌治疗新篇章

CSCO将从本次英文投稿中遴选出100名从事与肿瘤诊断治疗有关的临床医生、40周岁以下的CSCO会员参加2018

年10月18日-20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六届FACO会议(详情请登录CSCO官网www.csco.org.cn及关注CSCO微信公众

号查询)。

CSCO资助青年医生参加FACO会议

继2017年资助40名贫困边远地区中青年医师参加2017年CSCO年会后，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基金会拟于

今年扩大资助范围，资助100名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医师参加2018年CSCO年会。资助范围包括会议注册费、往返交

通费及会议期间3星级酒店的食宿费(详情请登录CSCO官网www.csco.org.cn及关注CSCO微信公众号查询)。

资助贫困边远地区中青年医师参会



大会日程

会议地点

9月19日	 星期三	 8:00～22:00	注册报到

	 	 	(未能在工作时间抵达办理注册手续的参会代表请于9月20日8:00在注册台办理)

9月20日	 星期四	 主题和专题学术报告；口头交流；

9月21日	 星期五	 颁发“CSCO临床肿瘤学年度成就奖”和“CSCO临床研究年度协作奖”，优秀论文奖；主题和	

	 	 专题报告；专场会议；口头、壁报交流；

9月22日	 星期六	 专题报告；专场会议；壁报交流；

9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自由活动，13:00		全部撤离。

注：	 9月19日	下午和晚上均有团体会员举办卫星会议。

	 9月20日～9月22日		早晨、午间、下午和晚上均有团体会员举办早餐会和卫星会议。

	 9月20日8:30～9月22日12:00		将举办抗癌新药、新仪器设备及新技术展览。

大会信息查询

1.	 请登陆大会网站http://reg.csco.org.cn查询详细信息，并采用统一的系统按照要求进行网上注册和论文提交；

2.	 CSCO会员请务必在注册页面第1行选择“CSCO会员”栏并补充完善开票信息；非会员请先提交个人信息。注

册且缴费显示提交成功后，请于次日登录查询结果。CSCO会员可以本人会员号为登陆名，姓名全拼作为密码登陆。

秘书处联系方式

大会信息查询和秘书处联系方式

咨询注册食宿和费用等事宜 咨询学术征文

联系人 李			化 马小喆

电				话 010-67726451，67726873，67726876转689 010-67726451，67726873，67726876转669

传				真 010-67726421

地				址 100022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甲52号顺迈金钻20-C	CSCO办公室

注册要求

食宿安排

1.	 除大会特邀专家外，所有参会代表均需交纳注册费(食宿费另计)；会议注册以收到注册费为准，注册费标准如下：

为了确保大会代表的住宿和餐饮，大会组委会已经预定了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周围宾馆的双人标准间客房，将给予

与会代表一定的补贴和优惠。学会给予补贴后的食宿费用为：

9月19日~22日住宿(标间中的一个床位及会议期间用餐)	全包费用(元/人)

2.	 2018年9月1日前非CSCO会员可扫描封底“会员申请“二维码，办理入会后，即可按会员注册，享受所有会员优惠。

7月31日前 8月1日～8月31日 现场注册

CSCO会员 □	600元 □	800元 □	1600元

非会员代表 □	1200元	 □	1400元 □	2800元

三星级宾馆 四星级宾馆 五星级宾馆 会展、会议中心酒店

CSCO会员 □	1400元 □	1600元 □	2000元 □2500元

非会员代表 □	1600元 □	1800元 □	2200元 □2700元

注：	 9月19日	22:00后到达的已提前向组委会缴纳食宿费的参会代表，请直接至酒店前台先办理入住(三星酒店：	

	 万佳东方；四星酒店：华侨大厦；五星酒店：厦门宾馆)，注册手续请于9月20日8:00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注册	

	 台办理。

	 由于参会代表众多，难以全部满足个人的订房要求；必要时会务组可能会调整少数代表需要的住宿宾馆，请	

	 予谅解支持。

	 在大会闭幕后(2018年9月23日13：00以后)仍需续住的代表，务必请提前24小时自行与所住酒店前台联	

	 系，有关费用全部自理。

	 因系全国性高规格的大型学术会议，会务繁忙，恕不接待家属，敬请周知。

工作语言

中文、英文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福建省厦门市

思明区环岛东路1693号



注册缴费流程

CSCO会员 登录完善
个人信息

非
CSCO会员 网上注册

点击
“参会缴费” 缴费

费用核
对无误
后，通
过微信
支付

注：由于CSCO网站系统全面升级中，该注册缴费流程可能会有更改，具体内容敬请关注CSCO官网、官方微信及三

       轮通知。

取消与退款

征文要求

2018年8月1日是大会组委会与会务公司确定预订宾馆房间数的最后期限。如果您已经注册交费，却因故不能参加会

议，一定要及时书面通知CSCO办公室。退款将遵循以下原则：

1． 注册费

7月31日前(含)取消注册者，可获70%的退款；

7月31日后取消注册者，无法退款。

2． 食宿费

7月31日前(含)取消食宿预订者，可获全额退款；

7月31日至8月21日取消食宿预订者，可获70%退款；

8月21日后取消食宿预订者，无法退款。

我们将与广大CSCO会员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报告本届会议的筹备情况，也敬请关注CSCO网站	http://www.csco.

org.cn	发布的年会信息。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												

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

热烈欢迎广大CSCO会员和其他临床肿瘤学工作者踊跃投稿；同时，请提前注册，以便享受优惠

1.	大会截稿日期：2018年6月30日，以网上提交时间为准。

2.	请参考国家科技部统计源期刊和核心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的投稿要求，提交1000字以内的中文大摘要。论文标

题应该简明确切；作者栏应写明所在城市、单位和姓名；采用结构式摘要，即分为：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大部分。

全文采用word文件格式(不要附带脚注、尾注等其他格式)；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输入错误，要求一律采用电子版文稿

提交，恕不受理手写稿件。

3.	投稿一经录用，作者本人可登陆CSCO网站自助打印“论文录用通知”。大会组织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将邀请和组

织专家认真审稿，遴选出2018年度中国临床肿瘤学优秀论文，以中国临床肿瘤学科学基金进行奖励并颁发证书；部分高质

量论文将以壁报形式展登交流，并向有关杂志推荐发表；其他文章将摘要刊登于《临床肿瘤学杂志(CSCO年会专刊)》(不

影响向其他杂志投稿发表)。

4.	凡被选为口头报告和壁报交流的论文作者，大会秘书处将提前寄发录用通知，以便作者充分准备。

1.	投稿前，请作者仔细阅读本“论文提交操作指南”，或上网查阅。

2.	登录CSCO网站http://reg.csco.org.cn，点击“用户登录”，跳转至用户登录界面，CSCO会员请以CSCO会员

号为用户名、本人姓名全拼为密码进行登录。已注册过的非会员请以注册时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未注册的非会员请

点击“非会员注册”。

3.	注册成功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点击“网上论文提交”按钮，完善作者信息并开始投稿。投稿时，请注意在

“肿瘤系统分类选择”框中选择与您的论文最贴切的一个学科类别，具体内容参考附件(注：务请详细注明论文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的姓名、单位及科室、地址、邮编、手机及电子邮箱，以便大会联系)。

4.	请将摘要正文填入相应的“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和“关键字”方框内。总字数要求控制不超过

1000字。一般情况下文件大小应﹤5M；如果文件﹥5M，请及时与大会秘书处电话联系。

论文提交及操作指南

附件：学科分类及代码

学科 代码

头颈部肿瘤 A

呼吸系统肿瘤 B

食管癌 C

肝胆胰肿瘤 D

胃肠肿瘤 E

学科 代码

乳腺肿瘤 F

妇科肿瘤 G

泌尿生殖系统肿瘤 H

血液淋巴系统肿瘤 J

姑息治疗和中医药治疗 K

学科 代码

骨与软组织肉瘤 L

黑色素瘤及皮肤肿瘤 M

放疗 N

其他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