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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 / CSCO专场 —— 研发审评并举，推进抗癌新药上市 

2层 海峡厅 
主席：秦叔逵  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杨志敏  国家新药审评中心（CDE） 

主题演讲 
08:30-09:00 2019年中国肿瘤创新药物审评、审批情况通报 杨志敏   

CDE化药临床一部 部长 
09:00-09:10 讨论  
研发热点  审评要点 
主持：韩宝惠  上海市胸科医院、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09:10-09:30 小分子创新药临床研发与审评考量 周  明   

CDE化药临床一部 高级审评员 
09:30-09:50 讨论  
主持：马  军  哈尔滨血液肿瘤研究所、李  进  上海东方医院 
09:50-10:10 抗 PD-1/PD-L1肿瘤免疫治疗临床研发与审评考

量 
张  虹   
CDE化药临床一部 高级审评员 

10:10-10:30 讨论  

主持：张  力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10:30-10:50 抗肿瘤生物类似药临床研发及审评考量 夏  琳   

CDE化药临床一部 高级审评员 
10:50-11:10 讨论 
主持：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杨志敏  CDE 
11:10-11:30 真实世界数据用于抗肿瘤新药注册的审评考量 王  骏   

CDE 统计与临床药理部 副部长 
11:30-11:50 讨论 

11:50-12:00 总结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CSCO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 
肺癌最新学术进展及肺癌诊疗推动专场 

1层  音乐厅 
Session 1 
主持：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8:30-08:50 中国肺癌精准治疗的现状及展望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08:50-09:10 NSCLC免疫治疗进展 宋  勇  东部战区总医院 
09:10-09:30 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肺癌中的应用 王书航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30-09:50 早期肺癌研究进展 王长利  天津市肿瘤医院 
09:50-10:10 局部晚期肺癌研究进展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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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晚期肺癌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王哲海  山东省肿瘤医院 
10:30-10:50 SCLC的靶向和化疗药物进展 柳  影  吉林省肿瘤医院 
Session 2  SCLC热点讨论 
主持： 黄云超  云南省肿瘤医院、方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50-11:00 SCLC的外科治疗 杨  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00-11:10 SCLC的内科治疗 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 
11:10-11:20 SCLC的放射治疗 傅小龙  上海市胸科医院 
Session 3  论文交流 
主持：常建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绪超  广东省人民医院 
11:20-11:26 论文交流— 

2-Year Follow-Up From CheckMate 078: Nivolumab 
Versus Docetaxel in a Predominantly Chinese Patient 
Population With Previously Treated Advanced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26-11:32 论文交流— 
Updated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Prior Therapy on 
Tumor Mutation Burden in NSCLC 

Sushma Jonna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11:32-11:38 论文交流— 
KEYNOTE-042 China study: 1L pembrolizumab 
(pembro) vs chemotherapy (chemo) in Chinese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 NSCLC with PD-L1 TPS 
≥1% 

张  力  北京协和医院 

11:38-11:44 论文交流— 
Tislelizumab Plus Chemotherapy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王志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44-11:50 论文交流— 
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 and T cell receptor 
(TCR) diversity analysis in East Asian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No TKI-Related Driver Gene Mutations 

何雅億  上海市肺科医院 

11:50-12:00 讨论 常建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绪超  广东省人民医院 

 
 
 

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内分泌治疗专场 

1层  1G厅 
Session 1 
主持：唐金海  江苏省人民医院、耿翠芝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8:30-08:50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前世今生 刘  健  福建省肿瘤医院 
08:50-09:10 精准检测指导下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 胡夕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10-09:30 年轻乳腺癌患者卵巢功能评估与生育选择 陈  蓉  北京协和医院 
Session 2 
主持：傅佩芬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莫雪莉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09:30-09:36 论文交流— 

1404例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一
线化疗 对比内分泌治疗的真实世界研究 

张少华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09:36-09:42 论文交流— 
Use of ARMS-PCR to detecting plasma ESR1 
mutations in Chinese ER positive Breast cancer 

陈银溪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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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09:42-09:48 论文交流— 
The taxane-based chemotherapy triplet is likely to be 
superior to the doublet in four to nine node-positive 
but not node-negative or less than four node-positive 
HR+HER2- breast cancer: results from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郭三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8-09:54 论文交流— 
Circular RNA ICA1 regulates IRS2 to enhance 
doxorubicin resistance in breast cancer by targeting 
miR-526b in the cytoplasm and interacting with cops3 
in the nucleus 

丁晓蓉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54-10:00 论文交流— 
Circular RNAs in exosomes derived from breast 
cancer: promising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 

杨苏晋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00-10:06 论文交流— 
Attitudes of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Doctors Toward 
Procreation in Young Patients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张玉柱  广东省中医院 

10:06-10:12 论文交流— 
HER2 protein expression as a possible predictor for 
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 in HR-positive/HER2-
negative early breast cancer 

徐君南  辽宁省肿瘤医院 

10:12-10:20 
 

专家讨论 
 

闫  敏  河南省肿瘤医院 
马  杰  唐山市人民医院 
刘  蜀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曹亚丽  南昌市第三医院 

Session 3 
主持：金  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孙  涛  辽宁省肿瘤医院 

10:20-10:40 HR阳性早期内分泌治疗基本策略 殷咏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40-11:00 内分泌+时代 HR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新策略 刘  强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1:00-11:20 CDK 4/6抑制剂不良反应管理 张  频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热点争鸣：晚期内分泌联合治疗的优化联合？ 
 

11:20-11:35 CDK4/6一枝独秀? 李  曼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35-11:50 多靶点百花齐放? HDAC、PAM通路抑制剂 陈占红  浙江省肿瘤医院 
11:50-12:00 
 

专家讨论 
 

薛  妍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杨  谨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何英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陈文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SCO结直肠癌专家委员会 
结直肠癌规范化和多学科诊治专场 2 

2层  国宴 1厅 
Session 1 主题报告 
主持：刘云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忠法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08:30-08:50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综合治疗 许剑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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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0-09:10 结直肠癌免疫治疗现状困境与思考 张艳桥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10-09:30 2019-ASCO肠癌进展解读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30-09:40 专家讨论 王  琳  东部战区总医院 

杨润祥  云南省肿瘤医院 
应杰儿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  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王  峰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题报告 
主持：王  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9:40-10:00 BRAF突变结直肠癌的治疗现状与对策 袁  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0-10:20 NGS在晚期肠癌临床决策中的价值及应用 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10:20-10:40 精准医疗时代的直肠癌放疗 章  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40-10:50 专家讨论 孙凌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许瑞莲  深圳市人民医院 
王  巍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任  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杨  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Session 3 论文交流 
主持：张  卫  上海长海医院、李心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50-10:59 论文交流— 

注射用雷替曲塞（赛维健）二线治疗晚期结直肠癌

的前瞻性、非干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初步报

告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59-11:08 论文交流— 
Short-term and Long-term Outcomes of Hepatectomy 
Combined with Intraoperative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Multip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study 

黄文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08-11:17 论文交流— 
Combination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imaging with 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 and 
conventional DWI in predicting the chemotherapeutic 
response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n interim 
analysis of the FDZL-MR in CLM study 

李文桦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17-11:26 论文交流— 
FRESCO 研究中手足皮肤反应的发生情况及与疗
效的关系 

白玉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26-11:35 论文交流— 
Anatomical Resections Improve Relapse-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KRAS/NRAS/BRAF-
mutated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陈伊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35-11:44 论文交流— 
探索结直肠癌患者 TMB、MSI与 PD-L1的潜在关
联 

张晓妮  深圳海普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 

11:44-12:00 专家讨论 林小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李胜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褚晓源  东部战区总医院 
杨  春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 
张  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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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 
胃肠肿瘤继续教育专场 

2层  国宴 2厅 
Session 1胃癌多学科诊疗决策与判效 

主持：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石  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8:30-08:50 D2根治术后的胃癌辅助治疗新证据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8:50-09:10 胃癌药物治疗的多维判效体系 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09:10-09:30 如何优化晚期胃癌的化疗方案 王风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30-09:50 临床新数据对胃癌免疫治疗布局的影响 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Panel Discussion 

09:50-10:00 引导发言:多学科手段在胃癌全程管理中的定位与
布局 

刘  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10:00-10:15 专家讨论 刘福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邱  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陈治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薛俊丽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Session 2  

主持：陈晓锋  江苏省人民医院、张  睿  辽宁省肿瘤医院 
10:15-10:35 直肠癌新辅助，因地制宜 朱  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35-10:55 以 NED为核心的结直肠癌肝转移综合治疗 王  崑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55-11:15 结直肠癌免疫治疗，朝霞升起 顾艳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 
11:15-11:35 晚期结直肠癌治疗，步履维艰 邱  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Session 3 
主持：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35-11:55 专家讨论 刘红利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王  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石  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王晰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徐  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CSCO肝癌专家委员会 
肝癌专场 2—免疫联合，全程管理，助力肝癌诊疗再上新台阶 

2层 国宴 3厅 

Session 1 

主持：华海清  东部战区总医院、荚卫东  安徽省立医院 
08:30-09:00 基础肝病的全程管理对肝癌系统治疗的重要价值 任正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00-09:30 免疫治疗时代肝癌的局部治疗思考 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30-10:00 肝癌免疫联合治疗的现状与未来方向 刘秀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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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10 论文交流— 
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治疗晚期肝细胞癌多中心临床试

验中引起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的临床病理研究 

王  锋  东部战区总医院 

10:10-10:15 总结 华海清  东部战区总医院 

Session 2  

主持：罗荣城  暨南大学附属复大肿瘤医院、白玉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15-10:45 肝癌辅助/新辅助治疗证据初探 荚卫东  安徽省立医院 
10:45-11:15 门静脉癌栓的综合诊治模式探索 曾昭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15-11:45 东西方肝癌指南对比解读 杨   田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 
11:45-11:55 论文交流— 

肿瘤新生抗原与肝癌免疫微环境及克隆演化的相关

性分析 

李振丽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11:55-12:00 总结 罗荣城  暨南大学附属复大肿瘤医院 
 

 
 

2019 CSCO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s  
CSCO-CAHON-SITC Joint Symposium 

Venue: 1D, 1st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Subject: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Immunotherapy 
Co-Chair: Ruihua Xu  徐瑞华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China) 
Co-Chair: Wenru Song 宋文儒 ( Kira Pharma, USA) 
Keynote Speech: 
08:30-08:50 Immunotherapeutic advances in pancreatic cancer: 

Are we finally making progress? 
Andrew H. Ko  
Helen Diller Family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SA 

08:50-09:10 Immunotherapeutic advances in Asian Melanoma Jun Guo 郭军 
Beijing Cancer Hospital, China 

09:10-09:30 Current and Emerging Standards of Immunotherapy 
in Genitourinary malignancies 

Jianqing Lin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 Health Sciences, USA 

09:30-09:50 Personalized Cancer Vaccines Targeting Neoantigens 
for Patients with Melanoma and other Solid 
Malignancies 

Patrict Ott  
Melanoma Disease Center and the Center 
for Immuno-Oncology, 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 USA 

09:50-10:10 Biomarkers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n GI 
cancers 

Feng Wang 王峰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China 

 
 
 

2019 CSCO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s 
CSCO-IASLC Joint Symposium  

Venue: 1D, 1st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Subject: Precision medicine of lung cancer, future prospective 
Co-Chair : Ying Cheng  程颖 (Jinlin Cancer Hospital, China) 
Co-Chair : Caicun Zhou  周彩存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Cancer Institute, School of Medicine,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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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air : David Carbon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USA) 

Keynote Speech: 
10:20-10:40 Advances in the systemic therapy of 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obert Pirker  
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10:40-11:00 Current and future approaches in the management of 
HER2 mutant NSCLC 

Shengxiang Ren任胜祥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Cancer 
Institute, School of Medicine,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11:00-11:20 Future prospective of precision medicine for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David Carbon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USA 

11:20-11:40 Liquid Biops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Jianchun Duan段建春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11:40-12:00 Q & A  
 
 
 

CSCO肿瘤放射治疗专家委员会 
放疗专场 2 — 多学科多精彩 

1层  1E会议室 
Session 1 放疗助燃免疫治疗 
主持：李文辉  云南省肿瘤医院、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08:30-08:45 从 Pacific研究说放疗与免疫联合应用 陈  明  浙江省肿瘤医院 
08:45-09:00 副反应是否为放疗联合免疫的瓶颈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09:00-09:10 免疫治疗时代的放疗如何做？ 蔡旭伟  上海市胸科医院 
09:10-09:20 讨论 林  勤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胜发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Session 2 食管保存的食管癌综合治疗 

主持：钱立庭  安徽省肿瘤医院、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09:20-09:30 保存食管的食管癌综合治疗 内窥镜医生视角 张轶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9:30-09:45 保存食管的食管癌综合治疗 胸外医生的视角 秦建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45-10:00 保存食管的食管癌综合治疗 放疗科医生视角 葛  红  河南省肿瘤医院 
10:00-10:10 讨论 孙新臣  江苏省人民医院 

杨坤禹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0:10-10:20 休息 10分钟 

Session 3 直肠癌新辅助治疗多学科视角 
主持：曾昭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任  骅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20-10:30 影像视角 王  屹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30-10:40 内科视角 邓艳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10:40-10:55 外科视角 陈  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55-11:10 放疗视角 章  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10-11:20 讨论 金  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高远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Session 4 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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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陈传本  福建省肿瘤医院、刘安文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1:20-11:26 论文交流— 

人参皂苷 Rg3治疗大鼠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实验
研究  

扈婷婷  甘肃省人民医院  

11:26-11:32 论文交流— 
延迟根治手术或辅助化疗后的放疗开始时间对乳

腺癌患者生存的影响  

曹  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11:32-11:38 论文交流— 
胃癌患者放化疗期间骨骼肌丢失对治疗毒性及患

者预后影响的定量分析  

杨  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38-11:44 论文交流— 
Dynamic contrast enhanced MRI texture analysis in 
prediction of complete response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韩  哲  浙江省肿瘤医院 

11:44-11:50 论文交流— 
Is High Radiation Dose Better for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underwent Definitive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肖林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1:50-12:00 专家点评 曲宝林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李金高  江西省肿瘤医院 

 
 
 

CSCO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 
妇瘤专场 2—宫颈癌专场 

1层  1F-1会议室 
Session 1  
主持：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周  琦  重庆肿瘤医院 
08:30-08:50 宫颈癌免疫治疗研究与临床 周  琦  重庆肿瘤医院 
08:50-09:10 HPV疫苗的现状、挑战和不良反应管理 尹如铁  华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10-09:30 宫颈癌诊疗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30-09:50 宫颈癌微创与开腹手术的探讨 顔婉嫦  香港大学玛丽医院 
09:50-10:10 复发宫颈癌的放射治疗 黄曼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10-10:30 精准时代复发难治宫颈癌的治疗选择 李贵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Session 2  
主持：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杨宏英  云南省肿瘤医院 

10:30-10:36 论文交流— 
Prognostic Nomogram Predicting Overall Survival in 
Previously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杨  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36-10:42 论文交流— 
Comparison of long-term oncologic outcomes 
between Laparoscopy and laparotomy for stage Ia1-
Ib3 cervical cancer: a matched cohort study 

代大年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42-10:48 论文交流— 
中心型复发宫颈癌实行调强放疗联合组织间插植

治疗重度肠道毒副反应影响因素分析 

孟凡旭  吉林省肿瘤医院  

10:48-10:55 论文交流— 冯成军  柳州市工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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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调强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

宫颈癌的临床疗效 
10:55-11:00  休息 5分钟 

Session 3 
主持：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杨宏英  云南省肿瘤医院； 
11:00-11:20 晚期子宫内膜癌的分子诊断及治疗 张廷璋  台湾长庚大学林口长庚医院 
11:20-11:40 子宫内膜癌前哨淋巴结的应用 Xun Clare Zhou   

Division of GYN Oncology, Hartford 
HealthCare Cancer Institute, USA 

11:40-12:00 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 曹冬焱  北京协和医院 
 
 
 

CSCO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家委员会 
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场 

1层  1G-2厅 
Session 1  
主持：徐建明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白玉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8:30-08:55 新版神经内分泌肿瘤病理更新及基因特点 盛伟琪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8:55-09:20 高级别神经内分泌肿瘤治疗如何选择 白春梅  北京协和医院 
09:20-09:45 神经内分泌肿瘤外科治疗进展（NET G3/NEC） 赵  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持：徐  农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恩孝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5-10:10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靶向治疗进展 李  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10-10:35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影像学进展 蒋力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35-11:00 PRRT的治疗现状及不良反应的应对策略 朱朝辉  北京协和医院 
Session 3  
主持：宋丽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0-11:30 病例讨论 贾  茹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专家讨论 殷  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曾  珊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李婷婷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CSCO头颈肿瘤专家委员会 
头颈肿瘤专场 2 
1层  1B会议室 

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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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00 HPV阳性口咽癌的诊治进展 陈晓钟  浙江省肿瘤医院 

09:00-09:30 国内下咽癌治疗研究现状和困境 易俊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30-10:00 新型靶向治疗药物在复发转移头颈部鳞癌的探索 郭  晔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0:00-10:40 焦点辩论：早期喉癌手术 or 放疗 
 

手术：陶  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 
放疗：朱国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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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嘉宾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40-11:10  诱导化疗在局晚期鼻咽癌中的地位 韩  非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10–11:40  免疫治疗在复发转移鼻咽癌中的应用 白春梅  北京协和医院 
11:40–11:50  总结 

 
 
 

CSCO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 
胃肠间质瘤专场 
2层  2A会议室 

08:30-08:40 开场致辞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ction 1 专题报告     
主持：叶颖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8:40-09:00 BLU-285 与 DCC-2618 为 GIST 未来诊疗带来的

改变 
李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9:00-09:20 真实世界研究下：GIST领域疑难问题的探讨 张  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20-09:40 手术与药物在转移性 GIST治疗中的合理选择 方  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 
09:40-10:00 野生型 GIST未来的诊疗方向 王  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Section 2 MDT疑难病例讨论     
主持：郑志超  辽宁省肿瘤医院、何裕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00-10:20 GIST疑难病例分享一 姜建武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20-10:35 讨论 张信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永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伍小军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史一楠  山西省肿瘤医院 

10:35-10:55 GIST疑难病例分享二 齐长松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55-11:10 讨论 刘秀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 
吴  欣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靖昌庆  山东省立医院 
赵  岩  辽宁省肿瘤医院 

Section 3 热点话题辩论赛    
主持：王海江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洪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辩论题目：高危 GIST辅助治疗 3年后，是否该继续用药？ 

正方：继续使用            
正方辩手：张  鹏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尹  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林国生  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                               
反方：停药 
反方辩手：王怀明  中山大学第六医院、谢建明  宁波市第一医院、王志宇  河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1:10-11:20 第一轮辩论 正方/反方(5分钟) 

11:20-11:26 第二轮辩论 正方/反方(3分钟) 

11:26-11:32 总结陈词 正方/反方(各 3分钟) 

11:32-11:50 点评 周  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邱海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 
孙小峰  江苏省肿瘤医院  
高志冬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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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2:00 总结 叶颖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CSCO胆道肿瘤专家委员会 
胆道肿瘤专场 

3层  3B会议室 

Session 1 诊断与外科治疗篇 

主持：沈  锋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毕  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30-08:55 胆道肿瘤临床病理诊断规范 陈  骏  南京鼓楼医院 
08:55-09:20 胆道肿瘤影像诊断及发展方向 陆菁菁  北京协和医院 
09:20-09:45 CSCO胆道肿瘤专家共识-外科治疗 殷保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Session 2 内科治疗篇 

主持：梁后杰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李恩孝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5-10:05 CSCO胆道肿瘤专家共识-围手术期治疗 应杰儿  浙江省肿瘤医院 
10:05-10:25  CSCO胆道肿瘤专家共识-放射治疗 马  虹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0:25-10:50  CSCO胆道肿瘤专家共识-晚期药物治疗 周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ssion 3 研究进展篇 
主持：戴广海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朱陵君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50-10:55 论文交流—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FGFR2 fusions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濮晓红  南京鼓楼医院 

10:55-11:00 论文交流—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gene 
rearrangement in 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Report of 249 cases from a Chinese population 

朱忠政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11:00-11:25 胆道肿瘤免疫特征谱研究及展望 方维佳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25-11:50 胆道肿瘤分子靶标及分子治疗进展 赵海涛  北京协和医院 
11:50-12:00 大会总结 梁后杰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沈  锋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 

 
 
 

CSCO肿瘤消融治疗专家委员会 
规范实践，探索创新 

2层  2号会议室 

专场主席：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潘宏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Session 1 
主持：黄金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韩  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8:30-08:45 肿瘤消融技术管理规范 范卫君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8:45-09:00 如何开展肿瘤消融治疗 靳  勇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00-09:15 如何提高穿刺的准确性：消融治疗的重要前提 李晓光  北京医院 
09:15-09:30 消融治疗影像引导方式的选择 林征宇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30-09:45 消融治疗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杨  坡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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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5-10:00 专家讨论 王  徽  吉林省肿瘤医院 
方  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 
黎海亮  河南省肿瘤医院 
王忠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朱  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持：翟  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徐  栋  浙江省肿瘤医院 
10:00-10:15 中晚期肺癌的联合消融治疗的优势 叶  欣  山东省立医院 
10:15-10:30 肝癌经皮消融治疗的辅助技术应用 黄  斌  杭州市西溪医院 
10:30-10:45 肿瘤冷冻消融的优势和挑战 武  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10:45-11:00 消融联合免疫治疗：提高免疫治疗疗效的机制 王  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00-11:15 骨转移的消融治疗 张开贤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11:15-11:30 专家讨论 李家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唐  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于  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郭建琴  青海省人民医院 

 
 
 

CSCO尿路上皮癌专家委员会 
尿路上皮癌专场 
2层  3号会议室 

Session 1 
主持：姚旭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08:30-08:35 开场致辞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8:35-08:45 星图计划启动仪式 
Session 2 
主持：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叶定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8:45-08:55  免疫治疗时代的尿路上皮癌治疗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8:55-09:05 基因检测为基础的尿路上皮癌精准治疗 虞  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05-09:15  难治性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治疗进展 姚旭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09:15-09:30 专家讨论 贺大林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曾  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何立儒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秀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Session 3 

主持：史本康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30-09:40 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腹膜后淋巴清扫  郭宏骞  南京鼓楼医院 
09:40-09:50 卡介苗中国 IV期临床数据分析  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50-10:00 一种改良的原位新膀胱储尿囊构建技术 张崔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10:15 专家讨论 姚旭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南克俊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谢晓冬  北部战区总医院 
张爱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Session 4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是否需要新辅助化疗 
主持：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姚  欣  天津市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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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0:30 UTUC需要新辅助化疗 刘继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30-10:45 UTUC不需要新辅助化疗 张  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45-11:00 总结 周芳坚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00-11:15 讨论 
Session5 论文交流 
主持： 李永恒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寿建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15-11:23 论文交流— 

RC48-ADC 治疗 HER2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
路上皮癌的Ⅱ期临床研究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1:23-11:31 论文交流—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新辅助化疗后联合手术+放疗
保留膀胱的前瞻性Ⅱ期初步结果报告 

寿建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1:31-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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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11:38-11:45 论文交流— 
上尿路尿路上皮癌 PD-L1表达及其预后价值研究 

李  旭  北京医院 

11:45-12:00 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