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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
暨 2020 年 CSCO 学术年会会议日程
9 月 19 日（星期六）
上午 08:30-12:00
中国大饭店会议大厅

北京主会场 ：全体大会
大会荣誉主席：吴孟超 孙 燕 廖美琳 管忠震
大会主席：赫 捷 李 进
大会秘书长：江泽飞 王 洁
开幕式
主持：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
08:30-08:35

开场视频

08:35-08:40

理事长致辞
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颁奖典礼
08:40-08:50

年度成就奖颁奖

08:50-09:00

优秀论文颁奖

大会报告
主持：樊
马

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09:00-09:30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健康中国发展
詹启敏 北京大学

09:30-10:00

肺癌早诊早治的现状与方向
王 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10:00-10:30

肝癌药物治疗进展中国贡献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优秀论文交流
主持：徐瑞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梁 军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0:40-10:55

RATIONALE 307: Phase III Study of Tisle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vs
Chemotherapy Alone as First-line (1L) Treatment for Advanced 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q NSCLC)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

10:55-11:05

点评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11:05-11:20

HLX04, A Bevacizumab Biosimilar, Versus Reference Bevaci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XELOX or mFOLFOX6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A Phase III Study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1:20-11:30

点评
张苏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30-11:45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重组人源化抗 PD-1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JS001）在标准治疗失
败后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开放、多中心、
单臂、II 期临床研究 ( POLARIS-03 )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45-11:55

点评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55-12:0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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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45
中国大饭店会议大厅

北京主会场：创新药物临床研究数据专场 1
Session 1

14:00-14:10

14:10-14:15
14:15-14:25

18

刘

14:25-14:30
14:30-14:40
杨衿记
14:40-14:45
14:45-14:55
杨衿记
14:55-15:00
15:00-15:10
15:10-15:15
15:15-15:25
于 杰
15:25-15:30
15:30-15:40
15:40-15:45
Ses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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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5:55

一项评价重组人 GM-CSF 单纯疱疹病毒注射液（OrienX010）联合重组人源化抗
PD-1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新辅助治疗可完全切除的 III 期及 IV
期（M1a）黑色素瘤的开放式 Ib 期临床研究
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55-16:00

讨论

16:00-16:10

全人抗 PD-L1 单克隆抗体 ZKAB001 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 II 期临床
安菊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10-16:15

讨论

16:15-16:25

氟唑帕利治疗 BRCA1/2 突变的复发性卵巢癌的单臂、多中心 Ib 期临床研究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25-16:30

讨论

16:30-16:40

索凡替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晚期实体瘤的 I 期临床研究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40-16:45

讨论

16:45-16:55

Envafolimab（KN035）单药治疗 MSI-H/dMMR 晚期实体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单臂、
多中心 II 期研究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55-17:00

讨论

17:00-17:10

特瑞普利单抗治疗晚期胃癌患者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探索 TMB 作为生存获益生物标志
物的 Ib/II 期临床试验
徐瑞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7:10-17:15

讨论

17:15-17:25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二线及后线治疗晚期原发性肝癌的 Ib/II 期临床研究报告
梅魁敏 东部战区总医院

17:25-17:30

讨论

17:30-17:40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含奥沙利铂化疗一线治疗晚期胆系肿瘤的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报告
陈歆妮 东部战区总医院

17:40-17:45

讨论

9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1: 食管癌专场
CSCO 食管癌专家委员会
14:00-14:10

主席致辞
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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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中国食管早癌内镜诊治的昨天-今天-明天
王贵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30-14:50

食管癌外科挑战与热点
李 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50-15:05

食管癌的新辅助治疗
于振涛 深圳市肿瘤医院

15:05-15:20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的外科治疗进展与挑战
陈龙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20-15:40

食管癌的放疗与免疫治疗新进展
王 鑫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40-16:00

食管癌术前新辅助放化疗的策略
李 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16:00-16:15

食管癌同步放化疗的最佳选择
赵快乐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15-16:35

食管癌免疫治疗进展与挑战
黄 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5-16:55

晚期食管癌营养代谢治疗
李苏宜 安徽省肿瘤医院

16:55-17:10

局部晚期食管癌的内科治疗策略初探
刘 莺 河南省肿瘤医院

17:10-17:20

总结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9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8:40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分会场 2: 从黑色素瘤看未来免疫治疗的发展方向
CSCO 恶性黑色素瘤专家委员会
主席致辞：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林桐榆 四川省肿瘤医院
牛晓辉 北京积水潭医院
Session 1 从黑色素瘤看免疫治疗
主持：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牛晓辉 北京积水潭医院
14:00-14:20

肿瘤免疫治疗的发展方向和新突破
周鹏辉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4:20-14:40

BRAF 突变黑色素瘤治疗的困境与未来
石虎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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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50

壁报点评
吴 荻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Immunogenomic analysis associated with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 and
survival in melanoma
刘竹青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nti-PD-1 antibody combined with Temozolomid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Malignant Melanoma
刘 巍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4:50-14:55

Q&A
全体

Session 2 脑转移专题
主持：林桐榆 四川省肿瘤医院
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5-15:15

黑色素瘤脑转移机制与药物
陈 誉 福建省肿瘤医院

15:15-15:35

黑色素瘤脑转移——局部放疗的选择艺术
陈 静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15:35-15:40

壁报点评
李永恒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黑色素瘤脑转移的临床特点及生存 / 预后因素分析
毛丽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40-15:45

Q&A
全体

Session 3 肢端 / 黏膜专题
主持：张晓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45-16:05

特殊类型基因组学—皮肤、黏膜、眼
孔 燕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05-16:25

肢端黏膜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进展
姜 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25-16:35

壁报点评
王 锋 东部战区总医院
抗 PD-1 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肢端黑色素瘤 II 期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
轩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王

抗 PD-1 单抗联合阿昔替尼一线治疗晚期黏膜黑色素瘤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莫嘉志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35-16:40

Q&A
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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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16:45

2020《CSCO 黑色素瘤诊治指南》发布仪式

发布主持：潘宏铭
发布嘉宾：郭

军、林桐榆、牛晓辉、张晓实、刘基巍

Session 4 精锐力量：恶性黑色素瘤多学科规范诊疗大赛
16:45-17:10

前沿热点青咖谈
黑色素瘤辅助与新辅助的前言探索
林 晶 福建省肿瘤医院
靶向免疫治疗时代的排兵布阵
刘 欣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黑色素瘤肝转移的新时代
文习之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粘膜黑色素瘤治疗难点之我见
叶 挺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免疫联合时代如何选择
齐忠慧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7:10-18:25

实践思维训练营

主持：张雪莹 吉林省肿瘤医院
连 斌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MDT 病例 1（15'）
福建省肿瘤医院
MDT 病例 2（15'）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MDT 病例 3（15'）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MDT 病例 4（15'）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MDT 病例 5（1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8:25-18:30

导师团：刘继彦 李

航 罗志国 张维真

评委团：刘巍峰 楼

芳 李丹丹 崔传亮 李先安 李忠武 王之龙
王丽萍 梁宪斌 吴 宇 杨 焱 李 科 徐 宇

18:30-18:35

颁奖：郭

军、林桐榆、牛晓辉

18:35-18:40

总结：郭

军、林桐榆、牛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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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30

分会场 3：血液病专场
CSCO 抗白血病联盟、CSCO 抗淋巴瘤联盟
14:00-14:05
14:05-14:10

14:10-14:35

15:25-15:50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精准治疗-在探索中前行
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 ——医科院血研所白血病诊疗中心经验与体会

奥妥珠单抗和利妥昔单抗一线治疗初治滤泡淋巴瘤有效性和安全性比较
—GALLIUM研究（NCT01332968）中国亚组分析

重组变构人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CPT）联合沙利度胺和
地塞米松治疗复发或难治多发性骨髓瘤：
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CPT-MM301试验)

Ibrutinib + Rituximab, Cyclophosphamide, Doxorubicin, Vincristine, and Prednisone in
Patients With Untreated Non-Germinal Center B-Cell–Like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a Chinese Subgroup Analysis of the Phase 3 PHOENIX Trial
宋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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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7:30

论文交流 Polatuzumab Vedotin in combination with immuno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R DLBCL: the preliminary real-life data on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Chinese multicenter cohort
吴肖志军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9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10

分会场 4 ：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新进展
CSCO 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华海清 东部战区总医院

14:05-14:35

新冠疫情对恶性肿瘤的影响及对策
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4:35-15:05

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的难点和重点
华海清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05-15:35

基于循证医学的中医药治疗肺癌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林丽珠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5-16:05

结直肠癌中西并重模式下中医药方案系列研究及探索
许 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6:05-16:35

疲乏的中医循证治疗
薛 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35-16:45

论文交流 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比常规治疗对晚期结直肠癌预后影响的队列研究及 COX 多因素分析
张 彤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6:45-16:55

论文交流 46 例产甲胎蛋白胃癌预后因素的 COX 回归分析及中医治疗
何文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16:55-17:05

论文交流 不同时点干预益气除痰中医药对 IIIB-IVB 期非小细胞肺癌生存期的影响
陈虹宇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5-17:10

会议总结
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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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08:30-12:00
中国大饭店会议大厅

北京主会场：2020 CSCO 年会 肺癌专场
Session 1
主持：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8:30-08:45

肺癌精准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现状及展望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08:45-09:00

ICI 一线治疗现状及展望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00-09:15

SCLC 的免疫治疗进展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09:15-09:30

新型免疫治疗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09:30-09:50

专家讨论
伍 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黄 诚 福建省肿瘤医院
陈公琰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广迎 中日友好医院

Session 2
主持：高树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赵路军 天津市肿瘤医院
王子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9:50-10:05

ICI 在局部晚期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宋启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0:05-10:20

ICI 在新辅助以及辅助治疗中的作用
陆 舜 上海市胸科医院

10:20-10:35

免疫治疗分子标志物研究新思考
朱 波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0:35-10:50

细胞免疫治疗在实体瘤中的应用
卢 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50-11:10

专家讨论
许亚萍 上海市肺科医院
陈克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段建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 慧 吉林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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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 青年专场
主持：杨 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朱正飞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10-11:25

胸腺及胸膜间皮瘤免疫治疗
王志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25-11:40

ICI 在驱动基因突变阳性患者中的作用
任胜祥 上海市肺科医院

11:40-11:55

SCLC 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柳菁菁 吉林省肿瘤医院

11:55-12:00

大会总结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08:30-11:50

分会场 1：甲状腺癌专场
CSCO 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
08:30-08:50

甲状腺肿瘤的分子病理学进展
刘志艳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08:50-09:10

计算机辅助诊断在甲状腺结节超声诊断中的应用
张 波 中日友好医院

09:10-09:30

腔镜辅助甲状腺手术发展现状
章德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09:30-09:50

甲状腺癌代谢组学的研究进展
武晓泓 浙江省人民医院

09:50-10:10

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甲状腺激素治疗：实践与反思
徐书杭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

10:10-10:30

青少年甲状腺癌发生发展与免疫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王卓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0:30-10:50

甲状腺癌免疫治疗进展
高再荣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0:50-11:10

RET 抑制剂在甲状腺癌治疗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郭 晔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1:10-11:30

索凡替尼治疗甲状腺癌全国多中心 II 期临床试验解读
嵇庆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30-11:50

安罗替尼治疗甲状腺癌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解读
依荷芭丽·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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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08:30-11:45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分会场 2：肾癌论坛
CSCO 肾癌专家委员会
会议主席：马建辉 周芳坚
08:30-08:35

主席致辞

08:35-08:40

CSCO 肾癌诊疗指南 2020 版 发布仪式

Session 1 肾癌治疗的规范与提高
主持：马建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周芳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08:40-09:00

肾癌全程治疗的排兵布阵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9:00-09:20

晚期肾癌治疗的“刀光剑影”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20-09:40

肾癌手术治疗的新探索
姚 欣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09:40-10:00

专家讨论
刘子玲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寿建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何立儒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Session 2 肾癌的基础研究与转化
主持：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潍博 山东省立医院
10:00-10:15

基于组学技术筛选肾癌治疗新靶点和新型生物标记物
---- 从 EU、Cell research 发文说起
慈维敏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10:15-10:30

VHL 缺失在肾癌发病中的机制“再探索”
---- 从 Cancer Discovery 发文说起
龚 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30-10:40

专家讨论
李 博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曾 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吴 松 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

Session 3 晚期肾癌治疗争鸣与探索
主持：贺大林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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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0:55

晚期肾癌骨转移的治疗
牛晓辉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55-11:10

免疫治疗人群筛选的是与非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10-11:20

专家讨论
张 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蒋 葵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刘跃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Session 4 论文交流
主持：谢晓冬 北部战区总医院
刘继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20-11:25

论文交流 阿昔替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晚期肾癌的研究
许华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25-11:30

论文交流 超声引导微波消融肾癌 15 年经验总结
姜 剑 解放军总医院

11:30-11:40

专家讨论
董 培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郭 刚 解放军总医院
叶雄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40-11:45

总结及 2020 版 CSCO 肾癌诊疗指南签赠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08:30-11:50

分会场 3：抗肿瘤血管靶向治疗专场
CSCO 血管靶向治疗专家委员会
08:30-08:35

开场致辞
韩宝惠 上海市胸科医院

08:35-08:50

抗血管靶向治疗的问题与对策
钦伦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8:50-09:05

晚期肝细胞癌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进展
冯继锋 江苏省肿瘤医院

09:05-09:20

晚期食管癌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进展
毛伟敏 浙江省肿瘤医院

09:20-09:35

抗血管生成用于脑转移的定位与展望
王启鸣 河南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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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5-09:50

抗血管生成药物分类及研究进展
于 壮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09:50-10:05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更新要点
储天晴 上海市胸科医院

10:05-10:20

抗血管生成药物助力HCC治疗的昨天和明天
隋 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20-10:35

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 NSCLC 进展
蔡修宇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0:35-10:50

抗血管药物相关临床及转化研究的设计和思考
梁文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0-11:05

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董晓荣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1:05-11:20

小细胞肺癌靶向及抗血管治疗进展
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

11:20-11:35

肿瘤血管生成调控免疫反应的机制与转化研究
黄玉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5-11:50

路虽崎岖、曙光在前—肿瘤血管靶向治疗之瓶颈、对策与期盼
李 凯 天津市肿瘤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08:30-11:09

分会场 4：临床研究专场
CSCO 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
08:30-08:36

开场致辞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08:36-09:06

单臂试验支持注册的抗肿瘤创新药申请上市 —— 问题及解决方向
唐 凌 国家药审中心

09:06-09:36

细胞免疫治疗产品支持上市的要求与国际国内范例解读
高晨燕 国家药审中心

09:36-10:06

国家人类遗传资源管理要求与误区
李萍萍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10:06-10:36

从 2019 年至今国际国内抗肿瘤新药获批情况看未来国内抗肿瘤药物研发态势
迟海东 礼来制药

10:36-11:06

中国抗肿瘤药物注册临床试验2019年年度报告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06-11:09

会议总结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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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14:00-17:30
中国大饭店会议大厅

北京主会场 ：CDE 专场——共建技术标准，加速推进抗肿瘤新药研发与上市
大会主席：马

军、秦叔逵、杨志敏

Session 1 主旨演讲
主持：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14:00-14:25

2020 年中国肿瘤创新药审评审批情况及挑战
杨志敏 CDE 化药临床一部部长

14:25-14:30

讨论

Session 2 研发热点及技术标准
主持：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4:30-14:45

抗肿瘤新药技术指导原则解读
张 虹 CDE 化药临床一部高级审评员

14:45-15:05

讨论

主持：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05-15:20

抗肿瘤免疫治疗研发审评考虑
夏 琳 CDE 化药临床一部高级审评员

15:20-15:40

讨论

主持：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
15:40-15:55

抗肿瘤药联合开发审评考量
周 明 CDE 化药临床一部高级审评员

15:55-16:15

讨论

主持：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15-16:30

突破性认定加速抗肿瘤新药研发
邹丽敏 CDE 化药临床一部高级审评员

16:30-16:50

讨论

主持：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50-17:05

适应性设计加速抗肿瘤新药研发
潘建红 CDE 统计与临床药理部高级审评员

17:05-17:25

讨论

17:25-17:30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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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14:00-17:10

分会场 1：骨与软组织肿瘤专场
CSCO 肉瘤专家委员会
14:00-14:10

肉瘤专家委员会骨与软组织肿瘤专场致辞
牛晓辉 北京积水潭医院

14:10-14:40

腱鞘巨细胞瘤的诊治现状、困境及对未来的期待
徐海荣 北京积水潭医院

14:40-15:10

《CSCO 骨巨细胞瘤诊疗指南 2020》要点解读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10-15:40

《CSCO 经典型骨肉瘤诊疗指南 2020》更新要点解读
陈 静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40-16:10

化疗在骨与软组织肉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
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6:10-16:40

骨与软组织肉瘤的靶向治疗进展
张 星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6:40-17:10

骨与软组织肉瘤的免疫治疗
周宇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14:00-17:40
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

分会场 2: 尿路上皮癌专场
CSCO 尿路上皮癌专家委员会
Session 1
主持：郭剑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00-14:15

开场致辞暨 UC logo 发布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15-14:30

CSCO 尿路上皮癌指南发布仪式
简要致辞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20-14:25

指南外科部分介绍
张崔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25-14:30

指南内科部分介绍
崔传亮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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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2
主持： 牛远杰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周芳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4:30-14:45

根治性膀胱切除术 LND：标准 vs 扩大
姚旭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4:45-15:00

输尿管下段 UC：RNU or SU+ 再植
郭宏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00-15:15

RC 术后尿流改道方式的选择及 QoL 影响
郭剑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15-15:30

UC 个体化治疗展望：多歧路，今安在？
虞 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30-15:45

专家讨论
寿建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齐 隽 上海新华医院
汪

朔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Session 3
主持：贺大林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5-16:00

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免疫联合治疗进展
刘继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00-16:15

尿路上皮癌 ADC 药物治疗进展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15-16:30

UC 分子基因病理学及靶向治疗相关进展
陈 誉 福建省肿瘤医院

16:30-16:45

专家讨论
杨 焱 吉林省肿瘤医院
王丽萍 包头市肿瘤医院
顾阳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杨 波 解放军总医院

Session 4 MIBC 围手术期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否代替化疗？
主持：姚 欣 天津市肿瘤医院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45-17:00

可以代替
内科：张雪莹 吉林省肿瘤医院
外科：曾 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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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5

不可代替
内科：董涵之 江西省肿瘤医院
外科：张 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7:15-17:25

点题总结
周芳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Session5 论文交流
主持： 李永恒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史本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7:25-17:30

论文交流 一项考察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重组人源化抗 PD-1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JS001）在标
准治疗失败后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开放、
多中心、单臂、II 期临床研究 (POLARIS-03)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7:30-17:35

论文交流 Phase 3 Trial in Progress: Tislelizumab Plus Cisplatin/Carboplatin and
Gemcitabine Versus Placebo Plus Cisplatin/Carboplatin and Gemcitabin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Urothelial Carcinoma
王弘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35-17:40

闭幕致辞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14:00-17:17

分会场 3：肿瘤放疗专场
CSCO 肿瘤放射治疗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傅小龙 上海市胸科医院

14:05-14:25

精准肿瘤学新实践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14:25-14:45

NSCLC放疗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分院

14:45-15:05

小细胞肺癌放疗与免疫治疗
王 平 天津市肿瘤医院

15:05-15:25

食管鳞癌放疗现状与展望
李宝生 山东省肿瘤医院

15:25-15:45

智能化远程放疗新模式
郎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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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6:05

现代化疗年代B细胞淋巴瘤的放疗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05-16:25

优化治疗模式下低位直肠癌疗效提高与器官保留
刘士新 吉林省肿瘤医院

16:25-16:45

重离子放疗中国设备、中国经验
王小虎 甘肃省肿瘤医院

16:45-16:53

论文交流 早期肺癌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淋巴细胞恢复预测模型的构建、验证和临床意义
赵倩倩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53-17:01

论文交流 武威重离子中心碳离子治疗膀胱癌 “Galloping Scheme”方案临床探索
张雁山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17:01-17:09

论文交流 Evaluation of Deep Learning Based CT Perfusion Imaging (DLCT-PI) for
Functional Lung Avoidance Radiation Therapy (FLART)
任 格 香港理工大学

17:09-17:17

论文交流 Combination treatment with radiotherapy and a novel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inhibitor overcomes PD-1 resistance and enhances
anti-tumor immunity
陈大卫 山东省肿瘤医院

9 月 20 日（星期日）
下午 14:00-16:40

分会场 4: 肿瘤分子标志物前沿与精准解读
CSCO 肿瘤生物标志物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张绪超 广东省人民医院

14:05-14:30

融合基因变异型肺癌的临床精准诊疗的进展
宋 勇 东部战区总医院

14:30-14:55

肺癌中 Uncommon 靶点标志物检测技术和临床应用
张绪超 广东省人民医院

14:55-15:20

基于NGS技术的标志物在癌症早检或MRD监控的应用
揣少坤 广州燃石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15:20-15:45

ctDNA在结直肠癌中的应用
邓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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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6:10

EGFR罕见突变及其耐药机制治疗策略
赵明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25

论文交流 Tepotinib in Asian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 NSCLC with MET exon 14 (MET
ex14) skipping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25-16:40

论文交流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reveals clinical candidate protein biomarkers and
prognosis-related proteins model in brain lower grade glioma
刘王睿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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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14:00-20:00
中国大饭店会议大厅

北京主会场：乳腺癌专场
CSCO 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大会主席：宋尔卫 江泽飞 吴 炅
主持：刘荫华
耿翠芝
殷咏梅
王建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14:00-14:15

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新策略
马 力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4:15-14:30

晚期乳腺癌抗 HER2 合理分层治疗
严 颖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30-14:45

乳腺癌脑转移治疗进展 --649 例临床特征和预后分析
王 涛 解放军总医院

14:45-15:00

讨论

主持：王海波
王晓稼
段学宁
余之刚
刘 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5:00-15:15

乳腺癌辅助内分泌治疗关键临床问题思考
徐 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15-15:30

晚期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新组合和新靶点
郝春芳 天津市肿瘤医院

15:30-15:40

论文交流 腋结阴性早期乳腺癌多基因检测临床价值分析
雷 蕾 浙江省肿瘤医院

15:40-15:50

论文交流 MONARCH plus 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亚组分析结果
袁 洋 解放军总医院

15:50-16:00

论文交流 IHC4 在 HR 阳性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及预后预测的临床研究
金 亮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00-16:20

讨论

主持：张清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 翔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刘运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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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35

三阴性乳腺癌（TNBC）治疗未来之路——精准检测和新的靶点
袁 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5-16:50

TNBC 新辅助免疫治疗——机遇和挑战
王 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50-17:05

修正的残余肿瘤负荷系统对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反应评估临床适用性分析
刘月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7:05-17:20

讨论

17:20-17:30

茶歇

17:30-18:20

《TRANSLATIONAL BREAST CANCER RESEARCH》（TBCR）杂志编委读者见面会

18:30-20:00

MDT 病例讨论 / CSCO AI 人工智能系统演示
主持：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
1、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 / 辅助治疗
王 宇 北京同仁医院
2、HR 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
王墨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3、TNBC 新辅助治疗
张 帆 解放军总医院

9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1：神经系统肿瘤专场
CSCO 神经系统肿瘤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牟永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4:05-14:25

Rethinking the war on Gliomas: Beyond signaling pathways and unique
targets.
Vinay K. Puduvalli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exner Medical Center

14:25-14:45

The Expanding Role of Tumor-Treating Fields
Matthew T. Ballo FACR West Cancer Center & Research Institute Memphis, TN

14:45-15:00

髓母细胞瘤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
姚茂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15

脑脊液ctDNA测序可发现GBM相关基因突变并监测肿瘤负荷
牟永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5:15-15:30

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胶质母细胞瘤 -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临床结果及研究
孔 琳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15:30-15:40

术中放疗在颅内恶性肿瘤中的应用
梁 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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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0

多模态模式下的胶质瘤放射治疗
阴 骏 四川省肿瘤医院

15:50-16:05

岛叶胶质瘤的手术治疗策略
伍 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05-16:15

侧颅底沟通性肿瘤的手术治疗
邓跃飞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15-16:30

中央区脑转移瘤的外科治疗
万经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0-16:40

NSCLC脑转移免疫治疗研究现状回顾及展望
林 根 福建省肿瘤医院

16:40-16:55

脑转移性肿瘤全程管理——神经肿瘤外科视角
王 鹏 天津市肿瘤医院

16:55-17:10

从放疗视角看肺癌脑转移的治疗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7:10-17:20

中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流程及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治疗经验
郭琤琤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9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14:00-16:40

分会场 2：胃肠间质瘤专场
CSCO 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叶颖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ssion1 CSCO 胃肠间质瘤指南共识解读
14:05-14:20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胃肠间质瘤诊疗指南2020 关键问题概述
叶颖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20-14:35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胃肠间质瘤诊疗指南2020 内科解读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35-14:50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胃肠间质瘤诊疗指南2020 外科解读
张 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50-15:05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胃肠间质瘤诊疗指南2020 影像解读
王 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05-15:20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胃肠间质瘤诊疗指南2020 病理解读
王 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20-15:35

小胃肠间质瘤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要点解读
高志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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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2 中国胃肠间质瘤原创研究论坛
15:35-15:50

论文交流 Safety, pharmacokinetics (PK) and efficacy results from an open-label,
multicenter, Phase 1/2 study of avapritinib in Chinese patients (pts) with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
齐长松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50-16:05

胃肠间质瘤腹腔镜外科治疗的研究进展和中国经验
曹 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16:05-16:20

野生型GIST少见分子遗传学及相关临床病理学特征
刘秋雨 河南省人民医院

16:20-16:35

转移性GIST行细胞减灭术联合腹腔热灌注化疗治疗的中国经验
张信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5-16:40

总结
叶颖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9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14:00-16:40

分会场 3：肿瘤核素诊治专场
CSCO 核医学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专场主席开场致辞
林岩松 北京协和医院

14:05-14:20

核医学专委会年度工作荟萃（视频）

Session 1 回顾经典
14:20-14:25

主持人开场引导
杨 辉 河南省肿瘤医院

14:25-14:45

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疾病的发展历程
曹 卫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4:45-15:05

骨转移瘤核素治疗发展历程
李林法 浙江省肿瘤医院

15:05-15:25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核素治疗历程
颜学先 新加坡中央医院

Session 2 汇聚前沿
15:25-15:30

主持人开场引导
杨爱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0-15:50

PRRT在肿瘤领域的临床应用进展
王 峰 南京市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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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10

90Y微球-选择性内放射治疗（ 90Y- SIRT）在肝肿瘤中的应用进展
林岩松 北京协和医院

16:10-16:30

基于肿瘤微环境的核医学肿瘤诊疗一体化的进展
李晓峰 深圳市人民医院

16:30-16:40

专场总结
林承赫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王任飞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9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14:00-16:50

分会场 4：肿瘤临床研究中统计学生态的培育
CSCO 生物统计学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夏结来 空军军医大学

14:05-14:45

肿瘤临床试验适用性设计与范例
陈 刚、何 崑 诺思格

14:45-15:25

肿瘤免疫联合疗法试验设计考量与范例
郭 翔、邱靖君 百济神州

15:25-16:05

临床试验的完整性维持
夏结来、王 陵 空军军医大学

16:05-16:45

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统计学设计指导原则
陈 峰、赵 杨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6:45-16:50

总结
朱 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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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7:30
康莱徳酒店康莱徳宴会厅

广州主会场：胃癌专场
CSCO 胃癌专家委员会
主席：徐瑞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00-14:05

开场致辞
徐瑞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ssion1 精准与创新背景下胃癌诊治实践与探索
主持：张艳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金 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05-14:25

胃癌临床研究如何改变临床实践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4:25-14:45

胃癌精准靶向治疗问题与研究方向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45-15:05

胃癌精准免疫治疗问题与研究方向
徐瑞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5:05-15:20

专家讨论
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巴 一 天津市肿瘤医院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Session2 多学科协作背景下胃癌综合治疗思考
主持：周志伟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张 涛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20-15:40

胃癌围手术期治疗现有证据新思考
毕 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40-16:00

IV 期胃癌转化治疗实践与探索
梁 寒 天津市肿瘤医院

16:00-16:20

分子病理检测在胃癌诊治的应用
盛伟琪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20-16:35

专家讨论
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李 勇 广东省人民医院
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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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妙泉

14:00-14:05

致辞

14:05-14:15
一一项替雷利珠单抗（ Tislelizumab）联合吉西他滨+顺铂对比安慰剂联合吉西他滨+
顺铂作为复发或转移鼻咽癌一线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3期、多中心、双盲、随机、
安慰剂对照研究
14:15-14:25

14:25-14:40

鼻咽癌靶区勾画有哪些共识与争议？
王孝深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40-14:55

早中期鼻咽癌需不需要化疗？
易俊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55-15:10

局部区域晚期的放化治疗原则是什么？
冯 梅 四川省肿瘤医院

15:10-15:25

鼻咽癌患者的营养支持管理策略
陈传本 福建省肿瘤医院

15:25-15:40

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免疫治疗展望
杨坤禹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40-15:55

免疫治疗的毒性该如何处理？
陈晓钟 浙江省肿瘤医院

15:55-16:10

大数据时代鼻咽癌诊疗策略该如何选择？
孙 颖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6:10-16:25

鼻咽癌为何会放疗抵抗？
胡广原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6:25-16:40

复发转移鼻咽癌的治疗决策？（化疗、靶向、免疫）
方文峰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6:40-16:55

儿童与青少年鼻咽癌有什么特点？
金 风 贵州省肿瘤医院

16:55-17:10

鼻咽癌未来治疗的趋势
麦海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9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2：妇科肿瘤专场
CSCO 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
14:00-14:10

开场致辞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10-14:30

卵巢上皮癌治疗进展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30-14:50

PARPi 耐药的潜在机制及临床意义
王 静 湖南省肿瘤医院

14:50-15:10

复发卵巢癌的手术治疗进展
杨宏英 云南省肿瘤医院

15:10-15:30

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与免疫治疗前景
周 琦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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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宫颈癌手术的爭议与共识
李 力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50-16:10

免疫治疗在宫颈癌中的应用
李贵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6:10-16:30

妇科肿瘤组学大数据挖掘
梁 晗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

16:30-16:50

Decision-making of PARP inhibitor for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ovarian
cancer
Thomas Herzog 美国辛辛那提癌症研究院

16:50-16:56

论文交流 一项重组全人抗PD-L1单克隆抗体ZKAB001在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中进行的
Ⅰ期临床多中心试验
安菊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56-17:04

论文交流 Niraparib 联合 Brivanib 治疗复发性卵巢癌的安全性、耐受性、开放、单臂 1 期临床
研究
陈 雪 湖南省肿瘤医院

17:04-17:12

论文交流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anti–PD-1 monoclonal antibody dostarlimab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or advanced dMMR endometrial cancer
Janet S. Rader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Milwaukee, WI, USA

17:12-17:20

论文交流 101 例宫颈神经内分泌癌的治疗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环春梦 云南省肿瘤医院

9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7:26

分会场 3：放射介入治疗专场
CSCO 放射介入治疗专家委员会
14:00-14:03

开场致辞
滕皋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4:03-14:23

门静脉癌栓的治疗：东西方差别
滕皋军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4:23-14:43

中期肝癌的多模式治疗
任正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43-15:03

肿瘤微创介入诊疗转化研究的新思路
陆骊工 珠海市人民医院

15:03-15:23

理性选择TIPS：为肝癌治疗保驾护航
李 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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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15:43

晚期结直肠癌肝转移肝动脉化疗与靶向治疗进展
朱 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43-16:03

局部动脉化疗治疗晚期胰腺癌是否还有价值？
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03-16:23

全外显子基因组测序在 HBV 源性中晚期肝细胞癌的临床应用
李家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3-16:43

纳米刀消融治疗特殊部位肿瘤的治疗与策略
王忠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6:43-17:03

恶性肿瘤冷冻消融治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范卫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7:03-17:23

伴有门静脉癌栓晚期肝癌的治疗
黎海亮 河南省肿瘤医院

17:23-17:26

总结
任正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9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7:05

分会场 4：肿瘤转化医学专场
CSCO 转化医学专家委员会
14:00-14:10

开场致辞
孙新臣 江苏省人民医院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14:10-14:35

食管癌转化医学研究进展
孙新臣 江苏省人民医院

14:35-15:00

Clinical trials from bench to bedside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15:00-15:25

乳腺癌靶向治疗的新机遇
殷咏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15:25-15:50

肺癌放疗联合免疫：理论、实践与思考
惠周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50-16:15

放射诱导外泌体介导的抗肿瘤免疫效应的研究
吴君心 福建省肿瘤医院

16:15-16:40

免疫检点抑制剂(ICIs)临床应用中的几点思考
陈炳官 合肥京东方医院

16:40-17:05

以临床痛点出发的转化医学研究案例分享及思考
王在琪 应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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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7:10

分会场 5：肿瘤微创论坛与经典示范性手术专场
CSCO 肿瘤微创外科专家委员会
14:00-14:20

肿瘤微创治疗的本质
尹 路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4:20-15:10

左半结肠系膜面解剖手术
邱辉忠 团队 北京协和医院

15:10-16:00

肝转移肿瘤的现状
嵇振岭 团队 东南大学中大医院

16:00-16:50

直肠肿瘤热点问题
陈 功 团队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6:50-17:10

专家讨论
尹 路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陈 功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邱辉忠 北京协和医院
李心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刘连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沈柏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嵇振岭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郭建昇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夏立建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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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星期三）
下午 14:00-17:35
哈尔滨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宴会厅1+大宴会厅2

哈尔滨主会场：淋巴瘤专场
CSCO 抗淋巴瘤联盟、CSCO 抗白血病联盟
14:00-14:05
主持：马

开场视频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14:05-14:10

开场致辞
朱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主持：高素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4:10-14:35

CS1001 治疗复发或难治性结外自然杀伤细胞 /T 细胞淋巴瘤患者：一项评估其安全性
和有效性的 II 期关键性临床试验更新结果
黄慧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主持：任汉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35-15:00
主持：牛

基于分子分型的 PTCL 诊治进展
赵维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0-15:25

PCNSL 诊治规范与最新进展
白 鸥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主持：张明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5-15:50

血液肿瘤的分子诊断
周剑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主持：石远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50-16:15

霍奇金淋巴瘤诊治进展
李志铭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主持：宋永平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15-16:40
主持：郭

原发纵隔大 B 细胞淋巴瘤治疗关键节点
宋玉琴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晔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6:40-17:05

滤泡淋巴瘤的诊治新进展
张会来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主持：邱录贵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17:05-17:30

结外淋巴瘤病理进展
李小秋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30-17:35

总结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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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星期三）
下午 14:00-16:30

分会场 1: 胰腺癌专场
CSCO 胰腺癌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王理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4:05-14:25

基于篮式思路的胰腺癌伞式研究新模式
王理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4:25-14:45

胰腺癌外科治疗 2020: 回顾与展望
郝纯毅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45-15:05

胰腺癌放疗技术与剂量模式的重要作用
夏廷毅 清华大学附属华信医院

15:05-15:25

胰腺癌药物治疗盘点
张 涛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25-15:45

2020ASCO胰腺癌治疗进展
傅德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45-16:05

胰腺癌辅助化疗进展和探索
戴广海 解放军总医院

16:05-16:25

2020 版 CSCO 胰腺癌诊疗指南更新解读
李 琦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6:25-16:30

会议总结
郝纯毅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9 月 23 日（星期三）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2：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Towards Precision And Individualized
Immunotherapy
The Committee of Overseas Expert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SCO COE)
14:00-14:10

Opening Remarks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Co-Chair: Zihai Li The Pelotonia Institute for Immuno-Oncology
Immediate Past Chair, CSCO COE

14:10-14:40

Novel agents and regimens for ALL therapy
Delong Liu New York Medical College, Chair, CSCO COE (2020-2022)

14:40-15:10

The Promise of Adjuvant Epigenetic Therapy
Malcolm Broc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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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40

Immunotherapy of Lung Cancer
David Carbon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5:40-16:10

Immun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Margaret Gatti-May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6:10-16:40

Biomarkers, Preclinical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Immuno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Bernard A. Fox Providence Cancer Institute

16:40-17:10

Rapid Advancements of Immunotherapeutic Combinations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rew X. Zhu Shanghai Jiahui Hospital/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17:10-17:20

Precision And Individualized Immunotherapy: A Good "Tailor" Can Make it
Fit Everyone
Co-Chair: Lei Zhe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General
secretory, CSCO COE

9 月 23 日（星期三）
下午 14:00-17:10

分会场 3：常见肿瘤多基因检测临床意义分享
CSCO 肿瘤病理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05-14:35

晚期肺癌生物标志指导下的靶向治疗进展
韩宝惠 上海市胸科医院

14:35-15:05

肿瘤病理指导下的NSCLC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应建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05-15:35

乳腺癌的多基因检测及临床意义
刘月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5:35-16:05

妇科肿瘤的多基因检测及临床意义
张智弘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05-16:35

消化道肿瘤多基因检测及临床意义
周炜洵 北京协和医院

16:35-17:05

肿瘤 NGS 检测质量控制经验分享
周晓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05-17:10

总结
步 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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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星期三）
下午 14:00-17:30

分会场 4：创新驱动，重塑患教——新时代下肿瘤患者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CSCO 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
14:00-14:30

领导致辞+平台项目启动仪式
"携手同行 一路有您"—CSCO肿瘤患者教育平台
"关爱行动"—肿瘤患者教育大型公益项目

CSCO 领导 / 专委会 领导
主持：孙建国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Session1 变革引领篇
14:30-14:50

倾听来自肿瘤患者声音
患者代表

14:50-15:10

“以患者为中心”引领的医疗领域变革
朱 波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5:10-15:30

后疫情时代肿瘤患者教育活动的实践与探讨
殷咏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15:30-15:50

CSCO 患教专委会年度调研报告
王 俊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Session2 临床实践篇
15:50-16:10

精准治疗时代肿瘤患者精准教育与全程管理
林 根 福建省肿瘤医院

16:10-16:30

肿瘤免疫治疗患者的 irAE 管理及教育
苏春霞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30-16:50

胃癌高危人群的患者教育及模式优化
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ssion3 创新探索篇
16:50-17:10

e-PRO在肿瘤患者管理中的现状及思考
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

17:10-17:30

以患者为中心，数字化技术弥合未尽需求
张天泽 零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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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14:00-17:30
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盛事堂

上海主会场：结直肠癌规范化和多学科诊治
CSCO 结直肠癌专家委员会
专场主席：张苏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徐瑞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Session 1 主题报告 1——大咖论道
主持：徐瑞华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熊 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张艳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00-14:20

基因检测在结直肠癌临床应用的要点
张苏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20-14:40

大肠肿瘤诊治中心建设与思考
蔡三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40-15:00

结直肠癌术后辅助化疗的精准之路：谁该做？做多久？
刘云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10

专家讨论
熊 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顾艳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
杨润祥 云南省肿瘤医院
王宁菊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题报告 2——聚焦热点
主持：丁克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徐忠法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15:10-15:30

直肠癌的治疗——2020 ASCO 改变了什么？
章 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30-15:50

免疫治疗时代直肠癌放疗的思考
张 涛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50-16:10

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治疗后等待观察策略的思考
张 卫 上海长海医院

16:10-16:20

专家讨论
殷先利 湖南省肿瘤医院
赵 林 北京协和医院西院
杨春康 福建省肿瘤医院
燕 速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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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 主题报告 3——精准诊治
主持：陈 功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贵英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20-16:40

HER-2 阳性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进展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40-17:00

MSI-H 结直肠癌的治疗——2020 ASCO 改变了什么？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7:00-17:20

BRAF 突变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
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7:20-17:30

专家讨论
林小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王 畅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王 峰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邱 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9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14:00-17:05

分会场 1：罕见肿瘤专场
CSCO 罕见肿瘤专家委员会
14:00-14:05

开场致辞
林桐榆 四川省肿瘤医院 /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陆 舜 上海市胸科医院

14:05-14:30

淋巴上皮样癌诊治进展
林桐榆 四川省肿瘤医院 /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4:30-14:55

头颈部腺样囊性癌的诊疗进展
郎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14:55-15:20

脐尿管肿瘤诊疗进展
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20-15:45

甲状腺未分化癌的诊治进展
冯继锋 江苏省肿瘤医院

15:45-16:10

卵巢透明细胞癌的诊疗进展
任秀宝 天津市肿瘤医院

16:10-16:35

肺肉瘤样癌诊疗进展
南克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肿瘤医院

16:35-17:00

乳腺骨肉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
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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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05

总结
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9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2：肿瘤心脏病学专场
CSCO 肿瘤心脏病学专家委员会
14:00-14:10

开场致辞
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30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防治指南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14:30-14:50

肿瘤心脏病学：关注早期筛查与预警
夏云龙 大连医科大学心血管病院

14:50-15:10

靶向药物相关心脏毒性
梁 军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5:10-15:30

肿瘤治疗心功能异常的进展
张宇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5:30-15:50

肿瘤患者导管相关血栓的危险因素分析
马 飞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50-16:10

抗肿瘤药物心脏毒性防治指南与临床实践
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30

“脂”关重要-内分泌治疗血脂管理的思考
袁 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0-16:5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毒性诊治进展
王 锋 东部战区总医院

16:50-17:10

肿瘤心脏病单元建设与运行机制
方凤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20

总结
夏云龙 大连医科大学心血管病院

9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14:00-17:10

分会场 3: 热疗专场
CSCO 肿瘤热疗专家委员会
14:00-14:10

开场致辞
马胜林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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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40

肿瘤热疗临床应用新进展
张 珂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

14:40-15:10

肿瘤热放疗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吴稚冰 浙江医院

15:10-15:40

头颈肿瘤热疗的实践与思考
肖绍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40-16:10

阑尾黏液性肿瘤与腹腔热灌注化疗
许洪斌 北京大学航天中心医院

16:10-16:40

热剂量与肿瘤生物学效应的临床应用思考
刘 珈 湖南省肿瘤医院

16:40-17:10

肿瘤热生物学临床前研究进展与初探
张仕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9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14:00-17:30

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
优秀课题汇报与科研设计专场
主 席：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主 持：梁

军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Session1 基金会优秀课题汇报专场
14:00-14:05

开场致辞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14:05-14:25

希思科基金会科研基金介绍
吕 方 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

14:25-14:45

ctDNA 动态监测在局部晚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人群中的疗效预测和预后价值研究
王雅琪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45-15:05

培美曲塞 + 铂类方案联合阿帕替尼一线治疗晚期非鳞癌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探索性研究
王 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05-15:25

基于分子影像学对碘难治性甲状腺癌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疗效的精准预测及评价
林岩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Session2 科研设计分享会
15:25-15:55

自主发起的临床研究的设计要点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5:55-16:20

临床试验与观察性临床研究在设计与实施中的应注意问题
赵耐青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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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45

真实世界临床研究设计
舒啸尘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16:45-17:05

适应性临床研究设计
夏结来 空军军医大学

17:05-17:25

研究数据整理与结果发表的要点
梁文华 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25-17:30

总结致辞
马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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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4:00-17:30
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盛事堂

上海主会场：肝癌暨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场
CSCO 肝癌专家委员会 /CSCO 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家委员会
Session 1 大咖论道
主持：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樊 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00-14:30

肝癌外科“转化切除”的未来之路
沈 锋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4:30-15:00

原发性肝癌图像引导下的放射治疗
曾昭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00-15:30

2020CSCO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更新要点解读
刘秀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30-16:0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肝功能损害的诊治进展
刘天舒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00-16:05

Q&A

16:05-16:10

总结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Session 2 原创交流
主持：沈 锋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周 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10-16:20

Safety and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PRO) with atezolizumab (atezo) +
bevacizumab (bev) vs sorafenib (sor) in Chinese patients (pts) with unresectable
HCC in IMbrave150
任正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20-16:30

多纳非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全国多中心 II/III 期临床研究及其亚组
分析报告
毕 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30-16:40

人源性肿瘤组织异种移植模型（PDTX & FastPDTX）建立指导肝癌精准治疗及预后判
断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夏永祥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40-16:50

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的医师对肝细胞癌术后辅助治疗决策因素的差异： 一项肝细胞
癌术后辅助治疗决策影响因素的调查分层分析
孙惠川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50-17:00

影像学诊断肝细胞肝癌和胆管细胞癌新进展：一项大样本、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
杨 琪 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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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7:10

中国原发性肝癌临床登记调查（CLCS）2020 年中期报告——中国肝癌临床登记调查
协作组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17:10-17:20

The efficacy of aprepitant in salvage treatment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associated with moderately emetogenic chemotherapy
for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atients
龚巧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20-17:25

总结
沈 锋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7:25-17:30

专场总结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4:00-18:00
武汉泛海费尔蒙酒店 大宴会厅

武汉主会场：武汉专场
大会主席：秦叔逵
李 进
于金明
江泽飞
执行主席：伍 钢
张 涛
杨坤禹

东部战区总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开幕式
14:00-14:05

执行主席致辞
伍 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4:05-14:10

协和医院领导致辞
胡 豫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4:10-14:15

CSCO 领导致辞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节 学科建设篇
主持：伍 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宋启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4:15-14:45

科主任如何做好学科建设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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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抗疫专场—抗疫纪实篇
主持：杨继元
易铁男
卢宏达
梁新军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襄阳市中心医院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肿瘤医院

14:45-15:00

援鄂医疗队武汉抗疫感受
王振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15

武汉协和医院抗疫纪实
张 涛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15-15:30

武汉雷神山医院抗疫纪实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第三节 抗疫专场—患者管理篇
主持：姚 峰
王钢胜
许新华
董佑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黄石市中心医院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15:30-15:50

直面疫情，CSCO 在行动
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

15:50-16:05

疫情下手术患者的管理
魏少忠 湖北省肿瘤医院

16:05-16:20

疫情下放化疗肿瘤患者的管理
杨坤禹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6:20-16:35

疫情下 GCP 临床试验的管理
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第四节 头颈肿瘤专场
主持：胡德胜 湖北省肿瘤医院
尹宜发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曹风军 十堰市人民医院
16:35-16:55

头颈肿瘤免疫治疗展望
郭 晔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6:55-17:15

鼻咽癌的靶区勾画
孙 颖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7:15-17:35

鼻咽癌的免疫治疗进展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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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17:55

专家讨论
胡广原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彭 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宁四清 襄阳市中心医院
杜 伟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 伟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17:55-18:00

总结致辞
杨坤禹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4:00-17:10

分会场 1：前列腺癌专场
CSCO 前列腺癌专家委员会
14:00-14:15

开场致辞（或开场视频）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齐 隽 上海新华医院
史本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魏 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谢晓冬 北部战区总医院
周芳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4:15-14:35

CSCO 前列腺癌指南 - 基于中国人群数据的循证指南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35-14:55

2020 ASCO EAU 新进展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55-15:15

机器人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淋巴结清扫
周芳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5:15-15:35

去势 + 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基石
史本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35-15:55

PARP 抑制剂 - 开启前列腺癌精准治疗时代
谢晓冬 北部战区总医院

15:55-16:15

局部高危和极高危前列腺癌的治疗
魏 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15-16:35

转移性前列腺癌的用药艺术
齐 隽 上海新华医院

16:35-16:55

精准影像引导下的挽救性前列腺癌手术回顾和展望
朱 耀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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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SURE研究：镭-223(Ra-223)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的
观察性研究—中期结果分析

Overall survival (OS) results of phase III ARAMIS study of darolutamide (DARO)
added to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DT) for non-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nmCRPC)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4:00-17:15

分会场 2：肺癌口头报告专场
14:00-14:05

14:05-14:14

14:14-14:23

14:23-14:32

14:32-14:41

45

14:41-14:50

14:50-14:59

14:59-15:08

15:35-15:44

15:44-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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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16:11

论文交流 HIP1-ALK posi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吴 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6:11-16:20

论文交流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 versus thoracotomy for locally
advanced lung cancer: A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based on the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PRO)
魏 星 四川省肿瘤医院

16:20-16:29

论文交流 Novel Risk Scoring System for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Treatment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李楚翎 南京金陵医院

16:29-16:38

论文交流 Analysis of aberrant methylation modifications in the chemotherapy
insensitivity of small cell lung cancer
陈培欣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38-16:47

论文交流 基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放射性肺炎临床预测模型
唐文洁 山东省肿瘤医院

16:47-16:56

论文交流 An FIH study of SAF-189s: well tolerated and efficacious in pre-treated ALK+
NSCLC patients with CNS metastases.
杨衿记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56-17:05

论文交流 Atezolizumab versus docetaxel in previously treated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STK11 or KEAP1 mutation
聂 蔚 上海市胸科医院

17:05-17:15

会议总结
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柳 影 吉林省肿瘤医院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3：肿瘤消融治疗专场
CSCO 肿瘤消融治疗专家委员会
14:00-14:03

致辞
范卫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4:03-14:23

肺部多发结节的治疗现状和挑战
叶 欣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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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14:43

mCRC肺转移的微波消融治疗
靳 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43-15:03

射频消融联合 PD-1 单抗治疗复发性小肝癌的疗效分析
马宽生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15:03-15:23

肿瘤冷冻消融的现状与思考
李家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3-15:43

射频消融联合肿瘤个体化多肽疫苗治疗晚期恶性肿瘤的探索
方 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5:43-16:03

经皮穿刺微波消融治疗甲状腺乳头状非微小癌
章建全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16:03-16:23

冷冻消融软组织肉瘤的免疫效应
杨武威 解放军总医院

16:23-16:43

荧光腹腔镜导航下肝脏肿瘤消融治疗
唐 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6:43-17:03

微波消融 MR 无创测温的研究
林征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03-17:18

恶性肿瘤氩氦冷冻消融与免疫治疗
于海鹏 天津市肿瘤医院

17:18-17:20

总结
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9 月 25 日（星期五）
下午 14:00-16:35

分会场 4：消化类肿瘤口头报告专场
14:00-14:05

开场致辞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05-14:20

论文交流 BRAF 突变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联合靶向治疗耐药机制
许 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20-14:35

论文交流 Tumor infiltrated macrophage-the fighter defends against recurrence of stage
Ⅱ colorectal cancer
杨雯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4:35-14:50

论文交流 Envafolimab（KN035）单药治疗 MSI-H/dMMR 晚期实体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单臂、
多中心 II 期研究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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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05

论文交流 贝伐珠单抗联合 mFOLFOX6 对比 mFOLFOX6 用于 RAS 突变型不可切除的结直肠癌
肝转移的一线治疗：BECOME 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汤文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05-15:20

论文交流 A randomized, open-label, multicenter trial of the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of capecitabine with or without oxaliplatin versus cisplatin with 5-FU for Chinese
squamous esophageal cancer: An interim report from CRTCOESC
贾瑞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35

论文交流 颈段食管癌不同综合治疗方案的疗效及失败模式分析
刘 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35-15:50

论文交流 The Novel Regimen of Tremelimumab (T) Plus Durvalumab (D) in Patients (P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HCC) by Viral Etiology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50-16:05

论文交流 PD-1 抗体 SHR-1210 联合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和吉西他滨一线治疗转移性胰腺癌
崔玖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6:05-16:02

论文交流 新辅助化疗联合⽴体定向放疗治疗交界可切除胰腺癌的随机对照研究初期结果
沈 硕 上海长海医院

16:20-16:35

论文交流 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替吉奥或吉西他滨联合替吉奥一线治疗局晚或转移性胰腺癌
的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初步分析
郭 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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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 08:30-12:00
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盛事堂

上海主会场 ：创新药物临床研究数据专场 2
Session 1
主持：张 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王理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刘天舒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8:30-08:40

A Phase I/IIa, Open-label, Dose Escalation, Dose Expansion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Tolerability,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TJ107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08:40-08:45

讨论

08:45-08:55

重组人 5 型腺病毒注射液 H101 联合 mFOLFOX6/FOLFIRI+ 贝伐珠单抗治疗不可切除
的结直肠腺癌肝转移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多中心、随机、开放性的平行对照试验方案
许 青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08:55-09:00

讨论

09:00-09:10

抗 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联合仑伐替尼和 Gemox 一线治疗晚期和不可切除肝内胆管
癌：一项 2 期临床研究
周 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10-09:15

讨论

09:15-09:25

抗 PD-1/LAG-3 双亲和重定位（DART®）分子 Tebotelimab （MGD013）单药治疗
或与 VEGFR/FGFR 抑制剂布立尼布联合治疗在中国晚期肝癌（HCC）患者中的 I 期、
开放性、剂量递增研究
秦叔逵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八一医院

09:25-09:30

讨论

09:30-09:40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 FOLFOX4 方案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临床研究报告
李 慧 东部战区总医院

09:40-09:45

讨论

09:45-09:55

A Phase-1b Study of Lucitanib (AL3810) in a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and Metastatic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秦叔逵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八一医院

09:55-10:00

讨论

10:00-10:15

总结

Session 2
主持：丁 健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周 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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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25

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或联合吉西他滨及顺铂治疗复发 / 转移鼻咽癌患者的前瞻性临床研究
张 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0:25-10:30

讨论

10:30-10:40

Tislelizumab + Chemotherapy Versus Placebo + Chemotherap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Nasopharyngeal Cancer: A Phase 3 Trialin-Progress
张 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0:40-10:45

讨论

10:45-10:55

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治疗伴 EGFR 敏感突变且既往 EGFR TKI 治疗失败的非鳞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一项多中心、前瞻性、单臂 II 期研究
韩宝惠 上海市胸科医院

10:55-11:00

讨论

11:00-11:10

注射用重组人源化抗 HER2 单抗 -AS269 偶联物（ARX788）在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
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胡夕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10-11:15

讨论

11:15-11:25

A Single-arm, Open-label, First-in-human Pilot Study by Autologous CD7CAR-T Cells Showed Encouraging Clinical Efficacy for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T-lymphoblastic leukemia/lymphoma
张明智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25-11:30

讨论

11:30-11:40

伊布替尼联合甲氨蝶呤、替莫唑胺方案（MIT）一线治疗中国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患者的 II 期多中心临床研究
王潇潇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1:40-11:45

讨论

11:45-12:00

总结

9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 08:30-11:50

分会场 1：头颈肿瘤专场
CSCO 头颈肿瘤专家委员会
主席：唐平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郭 晔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08:30-08:50

机器人手术在头颈部鳞癌中的应用
张 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8:50-09:10

喉癌功能性保留手术的进展
陶 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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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09:30
09:30-09:50

头颈鳞癌术后综合治疗

09:50-10:10

10:20-10:30

10:30-10:50

晚期头颈部鳞癌的胰腺免疫治疗进展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头颈部鳞癌免疫治疗的假进展和超进展

9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 08:30-11:05

分会场 2：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场
CSCO 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家委员会
08:30-08:35
08:35-09:00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基础研究进展

09:00-09:25

第5版WHO消化系统肿瘤分类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理更新

09:25-09:50

分子靶向药物在神经内分泌肿瘤上的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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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0-10:15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PRRT 治疗进展和耐药后的对策
朱朝晖 北京协和医院

10:15-10:4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神经内分泌肿瘤治疗中的价值
李 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40-11:05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外科治疗的几个问题
楼文晖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9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 08:30-11:45

分会场 3 ：智慧医疗专场
CSCO 智慧医疗专家委员会
Session 1 变革引领篇
08:30-08:40

开场视频

08:40-09:05

智慧医疗的回归与融合
梁 军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09:05-09:30

国内智慧医疗政策解读
政府领导

Session 2 临床实践篇
09:30-09:50

AI与生信分析技术对胃肠肿瘤的影响
刘云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50-10:10

AI 辅助下的肿瘤诊疗流程重塑
陈锦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10:10-10:30

智慧医疗助力呼吸疾病诊疗的探索和应用
胡 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Session 3 创新探索篇
10:30-10:45

真实世界环境下肝细胞癌术后生存预测模型研究
毕新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45-11:00

数据延伸的医疗智慧发展
张天泽 零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1:00-11:15

后疫情时代的在线化肿瘤患者服务
马 立 阿里健康

11:15-11:30

从数字化到认知时代转型——智慧医疗的展望
李 明 IBM

11:30-11:45

GENE+互联网：肿瘤精准诊疗云探索
陈蓉蓉 吉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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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 08:30-11:50

分会场 4：NSCLC/SCLC 靶向、抗血管及 ADC 等治疗进展专场
CSCO 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CSCO 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
专场主席：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08:30-08:35

开场致辞
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08:35-08:50

中国肺癌精准治疗的现状及展望
张嘉涛 广东省人民医院

08:50-09:05

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肺癌中的应用
韩宝惠 上海市胸科医院

09:05-09:20

ADC 药物在晚期肺癌中的应用进展
宋 勇 东部战区总医院

09:20-09:35

EGFR突变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

09:35-09:50

肺癌驱动基因检测新进展
胡 毅 解放军总医院

09:50-10:05

NSCLC辅助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王长利 天津市肿瘤医院

10:05-10:20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联合靶向治疗进展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20-10:35

SCLC 放疗研究进展
毕 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35-10:50

晚期 EGFR 突变肺癌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王哲海 山东省肿瘤医院

10:50-11:05

ALK阳性晚期NSCLC靶向治疗进展
刘晓晴 解放军总医院

11:05-11:20

EGFR/HER2 exon 20 突变靶向治疗进展
常建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11:20-11:35

晚期驱动基因突变阳性患者放射治疗最新进展
袁双虎 山东省肿瘤医院

11:35-11:50

专场总结
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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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30
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盛事堂

上海主会场：免疫治疗专场
CSCO 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
Session 1 方向引领
主持：王宝成 解放军第 960 医院
梁 军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4:00-14:20

肝癌免疫治疗进展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14:20-14:40

中国黑色素瘤战略与思考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40-15:00

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探索之路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5:00-15:20

从免疫微环境看 NSCLC 免疫治疗优势人群
朱 波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Session 2 临床实践
主持：张 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罗荣城 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
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20-15:40

免疫治疗疗效评估的优化策略
刘秀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

15:40-16:00

免疫治疗相关毒性管理精准化探索
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00-16:20

免疫联合治疗策略的优化
任胜祥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20-16:40

免疫治疗疗效和毒性预测标志物
张红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40-17:00

免疫治疗的反应模式
章必成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Session 3 创新探索
主持：邱文生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王 俊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0-17:10

铁蛋白在免疫治疗相关性不良反应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中的作用
任秀宝 天津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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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7:20

The role of pacemakers and methylprednisolone pulse therapy in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associated myocarditis concomitant with complete heart
block
吴 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17:20-17:30

Preliminary Safety and Pharmacokinetics (PK) of Nivolumab (NIVO) Plus
Ipilimumab (IPI) for Previously Treated Advanced or Recurrent Solid Tumors
(CheckMate 672)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9 月 26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15

分会场 1: 白血病·淋巴瘤专场
CSCO 抗白血病联盟、CSCO 抗淋巴瘤联盟
14:00-14:05

开场视频

14:05-14:15

开场致辞
沈志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建祥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14:15-14:35

精准医疗时代努力做好血液肿瘤病理诊断
高子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35-14:55

滤泡性淋巴瘤预后模型研究进展
赵东陆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14:55-15:15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巴瘤—机遇与挑战
刘卫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15-15:35

CD20阴性B细胞淋巴瘤的诊断和治疗
张清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35-15:55

初诊多发性骨髓瘤的规范治疗
贡铁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15:55-16:15

Promising BCMA targeted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Relapsed/Refractory Myeloma
陈文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6:15-16:35

MDS 诊断和治疗关注TP53 mutation（2020）
常春康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6:35-16:55

NGS 在 MDS 诊治中应用现况
肖志坚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16:55-17:15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CMV感染诊治进展
张晓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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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2：胆道肿瘤专场
CSCO 胆道肿瘤专家委员会
14:00-14:04

开场致辞
李恩孝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4-14:34

《CSCO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解读——影像诊断
陆菁菁 北京协和医院

14:34-15:04

《CSCO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解读——病理诊断
陈 骏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04-15:34

《CSCO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解读——外科治疗
殷保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34-16:04

《CSCO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解读——放射治疗
马 虹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16:04-16:34

《CSCO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解读——系统化疗
周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34-17:04

《CSCO 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解读——靶向及免疫治疗
朱陵君 江苏省人民医院

17:04-17:12

论文交流 Single cell transcriptomic architecture and intercellular crosstalk of huma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章 敏 解放军总医院

17:12-17:20

论文交流 Comparison of the prognostic values of inflammation-based prognostic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
张 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9 月 26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6:30

分会场 3：后疫情时代的肿瘤研究与治疗
CSCO 青年专家委员会
Session 1 肿瘤与肺炎的对话
14:00-14:10

开场致辞
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10-14:30

肿瘤患者新冠病毒肺炎——发病与特点
梁文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30-14:50

肿瘤患者新冠病毒肺炎——鉴别诊断与治疗
褚 倩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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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10

病毒免疫学——肿瘤与肺炎的故事
赵兴旺 清华大学

15:10-15:30

免疫细胞代谢的干预——免疫治疗新靶点
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临床研究与管理的应对
15:30-15:50

后疫情时代，肿瘤临床研究的统计学挑战
朱 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50-16:10

后疫情时代，肿瘤临床研究的管理挑战
江 旻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10-16:30

后疫情时代，肿瘤诊治的卫生经济学挑战
吕兰婷 中国人民大学

9 月 26 日（星期六）
下午 14:00-17:20

分会场 4：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场
CSCO 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
14:00-14:15

开场致辞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王杰军 上海长征医院
潘宏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4:15-14:50

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现状与展望
王杰军 上海长征医院

14:50-15:25

《中国消化道肿瘤住院患者肠外营养现状调研》数据更新
王凯峰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15:25-16:00

CRF——探索在路上
刘 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00-16:35

CSCO 抗肿瘤治疗相关恶心呕吐预防和治疗指南解读
陈映霞 东部战区总医院

16:35-17:10

难治性癌痛诊疗新进展
王 昆 天津市肿瘤医院

17:10-17:20

论文交流 - 肿瘤患者营养规范化诊疗决策支持系统建设
潘宏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6:30-16:35

总结
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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