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19 日

9 月 19 日下午
创新药物临床研究数据专场 1
2 层 海峡厅
Session 1
主持：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朱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00-14:10 GEMSTONE-302: A Phase III Study of Platinum周彩存
Based Chem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CS1001, an
Anti-PD-L1 Antibody in Chemo-Naïve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 NSCLC )
14:10-14:15 讨论
14:15-14:25 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 韩宝惠
肺癌 NSCLC 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14:25-14:30 讨论
14:30-14:40 Tislelizumab (BGB-A317) for Relapsed/Refractory 朱 军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Updated Follow-Up
Efficacy and Safety Results from a Phase 2 Study
14:40-14:45 讨论
14:45-14:55 Pembrolizumab (Pembro) vs Chemotherapy in
沈 琳
Patients (pts) With Advanced/Metastatic
Adenocarcinoma (AC) or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of the Esophagus as SecondLine (2L)
Therapy: Analysis of the Asian Subgroup in
KEYNOTE-181
14:55-15:00 讨论
15:00-15:10 A Multi-Center, Open-Label, and Dose-Expansion 李 进
Phase Ib Study of CS1001, an Anti-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y (mAb):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CS1001
in Combination with Cisplatin and 5-Fluorouracil
(CF)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p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15:10-15:15 讨论
15:15-15:25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of nab-paclitaxel and
郭 军
carboplatin combined with endostatin versus
paclitaxel and carboplatin as salvage therapy after
failure from anti-PD-1 treatment in metastatic
melanoma
15:25-15:30 讨论
Session 2
主持：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15:30-15:40 JADETREE A phase 2A, single arm, multicenter,
方维佳
study of the panHER inhibitor varlitinib plus
capecitabine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or
metastatic biliary tract cancer (BTC).
15:40-15:45 讨论
15:45-15:55 评价注射用重组人源化抗 HER2 单抗-MMAE 偶 徐兵河
联剂治疗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的早期（I 期和
Ib 期）临床研究
15:55-16:00 讨论

上海市肺科医院

上海市胸科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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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0

16:10-16:20
16:20-16:25

16:25-16:35
16:35-16:40

16:40-16:45
16:45-16:55
16:55-17:00
17:00-17:10

17:10-17:15

戈舍瑞林联合氟维司群对比联合阿那曲唑用于激
素受体阳性绝经前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的多中心
临床研究（PROOF 研究）
讨论
Abemacilcib（CDK 4&6 抑制剂）联合 AI 或氟维
司群用于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的国际、多中
心、III 期临床研究（MONARCH plus）
讨论
评价注射用重组人源化抗 HER2 单抗-MMAE 偶
联剂治疗 HER2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
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单臂、开放、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
讨论
新诊断晚期 BRCAm 卵巢癌患者奥拉帕利维持治
疗：SOLO1 中国队列
讨论
Asunercept 联合标准放疗/替莫唑胺（RT/TMZ）
在亚洲新诊断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患者
中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PK）和初步
疗效：一项 I 期研究
讨论

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魏国珍

台北长庚纪念医院

CSCO 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CSCO 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
肺癌免疫治疗专场
1 层 音乐厅
Session 1
主持：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14:30-14:50 SCLC 的免疫治疗进展
程 颖
14:50-15:10 ICI 一线治疗现状及其进展
王 洁
15:10-15:30 ICI 二线治疗的现状与展望
焦顺昌
15:30-15:50 新型免疫治疗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周彩存
Session 2
主持：王长利 天津市肿瘤医院、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5:50-16:05 ICI 在局部晚期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卢 铀
16:05-16:20 免疫治疗的分子标志物研究进展
朱 波
16:20-16:35 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的处理
史美祺
Session 3
主持：朱广迎 中日友好医院、盛立军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16:35-16:45 老年及 PS 评分 2 患者免疫治疗
胡 毅
16:45-16:55 胸腺及胸膜间皮瘤免疫治疗
王志杰
16:55-17:00 讨论
朱广迎
盛立军

吉林省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上海市肺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陆军医科大学新桥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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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 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乳腺癌精准治疗专场
1 层 1G 厅
Session 1
主持：任国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

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50-15:10

中国乳腺癌临床肿瘤进展
News in systemic therapy of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15:10-15:30

精准检测指导乳腺癌早期分类治疗

14:30-14:50

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Charles Eaward Geyer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Massey Cancer Center Allegheny General
Hospital, US
王 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Session 2
主持：蒋宏传 北京朝阳医院、滕月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5:36 论文交流—
高红飞 广东省人民医院
Deleterious BRCA1/2 mu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Hematologic Toxicity Among Patients
Undergoing Carboplatin Plus Docetaxe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HER2 negative
Breast Cancer
15:36-15:42 论文交流—
廖健伟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A Nationwide Multicenter Prevalence Study of
BRCA1 and BRCA2 Germline Mutation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15:42-15:48 论文交流—
张会强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1286 例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早期
应用对一线治疗影响的真实世界研究
15:48-15:55 专家讨论
王 昕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聂建云 云南省肿瘤医院
宋玉华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郭宝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Session 3
主持：张清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永胜
15:55-16:10 HER2 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新策略

山东省肿瘤医院
王

坤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10-16:25

HER2 阳性乳腺癌辅助治疗研究进展

宋传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6:25-16:40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治疗新策略

王晓稼

浙江省肿瘤医院

16:40-17:10

热点讨论：后曲妥时代抗 HER2 二线治疗选择
1、更换 TKI

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曲妥 + 帕妥珠单抗双靶治疗

陈占红

浙江省肿瘤医院

讨论嘉宾

陈前军
徐 玲
李南林
李 薇

广东省中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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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层 国宴 1 厅
Session 1 主题演讲（一）

9 月 19 日

主持：蔡三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徐瑞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30-14:45 2019 年 CSCO 结直肠癌诊疗指南更新解读
张苏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45-15:00

结直肠癌腹膜转移治疗的现状与争议

熊

15:00-15:10

斌

专家讨论

韩方海
叶颖江
钟 鸣
万以叶
张敬东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
江西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题演讲（二）
主持：顾 晋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丁克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10-15:30 West meet East: what's new on the treatment
Graeme Poston
strategy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in 2019?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University Hospital Aintree, Liverpool,
UK
15:30-15:45 结直肠癌辅助化疗进展：时长与方案？
陈 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45-16:00 直肠癌同步放化疗的'加'与'减'
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6:00-16:10

专家讨论

李德川
吴 斌
涂水平
医院
李云峰
程 勇

浙江省肿瘤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云南省肿瘤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ession 3 论文交流
主持：王贵英
16:10-16:18

16:18-16:26

16:26-16:34

16:34-16:42

16:42-16:50

16:50-17:00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殷先利 湖南省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
Intraoperative chemotherapy with 5-FU for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urative
resection (IOCCRC): A randomized,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phase III trial
论文交流—
The impact of completeness of chemotherapy on
the efficacy of Irinotecan in the pre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of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论文交流—
基线循环肿瘤细胞计数可预测新辅助治疗模式
下局部晚期直肠癌的早期远处转移-基于 III 期
临床研究的探索性分析
论文交流—
A network-based predictive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 for recurrence risks in stage II colorectal
cancer
论文交流—
70 岁以下中国结直肠癌患者的遗传胚系突变图
谱
专家讨论

潘志忠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靖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史金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杨雯靖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

江藤佳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韩卫东
孙亚红
王 琳
王居峰
吴胤瑛

浙江大学医学院邵逸夫医院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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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 青年专家委员会
免疫治疗继续教育专场
2 层 国宴 2 厅
Session 1
主持：刘秀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褚

14:50-15:1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和放疗的机制和临
床应用
免疫治疗应答模式的临床思考

王志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10-15:20

专家讨论

任胜祥
张红梅

上海市肺科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30-14:50

倩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Session 2
主持：方维佳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段建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20-15:40 PD-L1 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预测中的价值
陈 誉 福建省肿瘤医院
15:40-16:00
16:00-16:10

如何评估细胞因子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时
代的价值
专家讨论

崔传亮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章必成
魏 嘉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Session 3
主持：王慧娟 河南省肿瘤医院、汪进良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10-16:3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毒性管理的转变
王 俊 解放军第 960 医院
16:30-16:50 少见毒性反应管理-免疫性心肌炎的处理和体会 王 锋 东部战区总医院
16:50-17:00

14:30-14:35

专家讨论

开场致辞

燕 翔
陈晓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江苏省人民医院

CSCO 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家委员会
抗肿瘤药物安全管理专场
2 层 国宴 3 厅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Session 1
主持：韩宝惠 上海市胸科医院、林桐榆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35-14:45 引导发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临床毒副反应监
王 峰
测管理
14:45-14:55 病例报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致垂体炎、脑炎
赵 林
14:55-15:05 病例报告 免疫联合治疗致严重毒副反应
林桐榆
15:05-15:10

专家讨论

15:10-15:20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北部战区总医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

引导发言：新型靶向药物毒性管理

谢晓冬
吕 静
仇金荣
院
张小田

15:20-15:30

病例报告 ALK 抑制剂致严重心动过缓

薛俊丽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5:30-15:35

专家讨论

邱 红
褚 倩
黄伟炜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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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15:45

引导发言：新型细胞毒药物安全性管理

郭

晔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5:45-15:55

病例报告：化疗药物引起的心脏毒性

李

薇

江苏省人民医院

15:55-16:00

专家讨论

周 俊
王 畅
程蕾蕾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Session 2
主持：朱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刘秀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
16:00-16:10 引导发言：
《CSCO 抗肿瘤药治疗相关恶心呕吐 张敬东 辽宁省肿瘤医院
预防和治疗指南》解读
16:10-16:20 病例报告 化疗致严重恶心呕吐病例分析
崔越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20-16:25 专家讨论
方 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院
曲秀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邱 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Session 3 论文交流
Toshio Shimizu
16:25-16:35 论文交流—
National Cancer Center Hospital, Tokyo
Phase I safety and pharmacokinetic study of
Japan
KN035, the first subcutaneously administered,
novel fusion anti-PD-L1 antibody in Japanes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
16:35-16:45 论文交流—
Stephen Xie
德琪医药 Antengen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Selinexor in Recurrent
Glioblastoma.
16:45-16:55 论文交流—
常建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fficacy of NEPA, a fixed combination of
netupitant and palonosetron, versus a 3-day
regimen of aprepitant/granisetron (APR/GRAN)
for prevention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CINV) in Chinese patients receiving
high-dose cisplatin.
16:55-17:00 提问与讨论
17:00-17:10 总结
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19 CSCO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s
International Session on Hepatobiliary and Pancreatic Cancer
Venue: 1D, 1st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Subject: Moving at Full Speed with Global view, Welcoming the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n HBP Carcinoma
Co-Chair: Shukui Qin 秦叔逵 (Jinling Hospital, China)
Co-Chair: Ghassan Abou-Alfa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 USA)
Keynote Speech:
13:30-13:55

Advent of Checkpoint Inhibitors’ Different Roles
in the Treatment of HCC

13:55-14:00

Q &A

14:00-14:25

Inflammation Regulation and Early Detection for
Liver Cancer

Ghassan Abou-Alfa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CC, USA
Hongyang Wang 王红阳
Shanghai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y
Hospital, China

9 月 19 日

14:25-14:30

Q &A

14:30-14:55

The Case for Immunotherapy in Pancreatic Cancer

14:55-15:00

Q &A

15:00-15:25

The Research Progression of Molecular
Classification and Staging for Pancreatic Cancer

Daniel Laheru
Johns Hopkins, USA
Jiujie Cui 崔玖洁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15:25-15:30

Q &A

15:30-15:55

Comparison of guidelines for pancreatic cancer in
China, US and Japan
Q &A

Adrian Murphy
Johns Hopkins Hospital, USA

16:00-16:25

Immunotherapy 3.0: precise immunotherapy for
cholangiocarcinoma

Haitao Zhao 赵海涛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a

16:25-17:00

Q &A

15:55-16:00

CSCO 抗白血病联盟、CSCO 抗淋巴瘤联盟专家委员会
国际白血病·淋巴瘤专场 1
1 层 1E 会议室
Session 1
主持：沈志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季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4:30-14:55 ALL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Richard Larso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h+/Ph- ALL, Outcom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from Transplantation
14:55-15:20 汉利康中期数据报告
朱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持：吴敏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黄慧强
15:20-15:45 Novel Treatment Options for Indolent B-cell
Lymphoma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Koji Izutsu
National Cancer Center Hospital, Tokyo,
Japan
周剑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45-16:10 Landscape of CART Treatment in R/R DLBCL
Session 3
主持：朱雄增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魏 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16:10-16:35 Measuring MRD to help determine a therapeutic
Farhad Ravandi-Kashani
course for adult ALL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USA
16:35-17:00 侵袭性淋巴瘤的放疗进展
陈 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主持：林岩松

CSCO 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
聚焦甲状腺癌诊治热点与难点
1 层 1F-1 会议室
北京协和医院、陈立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Session 1 甲状腺癌手术治疗的争议与对策
14:30-14:37 嘉宾发言
14:37-14:44 原发性甲状腺癌
14:44-14:51 残留/复发性甲状腺癌

张 彬
李小毅
王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9 月 19 日

14:51-14:58
14:58-15:05

转移性甲状腺癌
讨论

Session 2 甲状腺癌碘-131 治疗的困惑与思考
15:05-15:12 嘉宾发言
15:12-15:19 甲状腺癌碘-131 治疗的价值
15:19-15:26 甲状腺癌碘-131 治疗的问题
15:26-15:33 甲状腺癌碘-131 治疗的出路
15:33-15:40 讨论

王卓颖
李 超
张 广
孙文海
郑 颖
王建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杨爱民
李林法
黄 蕤
王任飞
张 青
林承赫
马庆杰
李少华
李雪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南京市第一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ession 3 碘-131 难治性甲状腺癌的治疗：局部与系统
15:40-15:47
15:47-15:54
15:54-16:01
16:01-16:08

嘉宾发言
外照射治疗
TSH 抑制治疗
系统治疗

林岩松
侯晓荣
徐书杭
吕 静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6:08-16:15

讨论

高云生
医院
何霞云
包建东
刘 联
杨 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陈立波
武晓泓
张 波
陆克义
程歆琦
邬宏恂
牛丽娟
赖兴建
韦智晓
林岩松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Session 4 复发/残留及转移性甲状腺癌的疗效评估
16:15-16:22 嘉宾发言
16:22-16:29 生化疗效评估
16:29-16:36 超声疗效评估
16:36-16:43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疗效评估
16:43-16:50 讨论

16:50-17:00

总结

CSCO 食管癌专家委员会
食管癌专场
1 层 1G-2 厅
主席：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傅剑华
14:30-14:35 开场致辞
毛伟敏
Session 1
主持：樊青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祝淑钗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9 月 19 日

14:35-14:55

可手术食管癌的综合治疗

李

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55-15:15
15:15-15:35

食管癌放疗治疗新进展
局部晚期食管癌治疗的优化选择

王
王

鑫
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5-15:55

晚期食管癌免疫治疗进展

黄

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专家讨论

白 威
顾艳宏
刘 莺
庞青松
邱 红

山西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陈衍行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曲金荣

河南省肿瘤医院

肖林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宋

岩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绿化
傅剑华
毛伟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15:55-16:10

Session 2
主持：张

述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山东省肿瘤医院、庄 武

福建省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
基于转录组的小细胞食道癌免疫微环境分析
论文交流—
高场强 MRI 与 CT 在可切除性食管癌术前 T 分
期中应用价值的对照研究
论文交流—
Analysis of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Brain Metastasis from
Esophageal Carcinoma
论文交流—
高血压与安罗替尼治疗二线及以上晚期食管鳞
癌的疗效相关性分析
大会总结

CSCO 肉瘤专家委员会
骨与软组织肉瘤专场
1 层 1B 会议室
Session 1 专题报告
主持：牛晓辉

北京积水潭医院、王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30-14:47

抗肿瘤血管生成 TKI 在肉瘤治疗中的应用地位

14:47-14:50

专家讨论

14:50-15:07

《CSCO 软组织肉瘤诊疗指南》解读-化疗部分

15:07-15:10

专家讨论

15:10-15:30

Denosumab Treatment For Giant Cell Tumor Of The Susan Bukata
Spine Or Sacrum
Santa Monica Hospital, CA, USA
专家讨论

15:30-15:35

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陈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静

牛晓辉

北京积水潭医院

15:52-15:55

奥拉单抗联合阿霉素治疗晚期软组织肉瘤的随
机、双盲、 III 期临床研究
专家讨论

15:55-16:12

“外科边界”在骨与软组织恶性肿瘤诊治中的地位 徐海荣

北京积水潭医院

16:12-16:15

专家讨论

15:35-15:52

讨论嘉宾

周宇红
沈 赞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9 月 19 日

刘巍峰

北京积水潭医院

Session 2 论文交流
主持：于世英
16:15-16:21

16:21-16:27

16:27-16:33

16:33-16:39
16:39-16:45

16:45-16:51

16:51-17:00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张 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
龙作尧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安罗替尼治疗晚期进展性骨与软组织肉瘤的回顾
性研究
论文交流—
李 远 北京积水潭医院
骨肉瘤脂质体多柔比星与多柔比星新辅助化疗
单中心非随机对照研究
论文交流—
谢 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甲磺酸阿帕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SHR-1210）
对化疗失败的进展期骨肉瘤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单
臂、开放、前瞻性、单中心临床研究结题报告
（clinicaltrials 注册号：NCT03359018）
论文交流—
许春伟 福建省肿瘤医院
9398 例软组织肿瘤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论文交流—
王东晓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化疗治疗骨肉瘤的真
实世界研究
Minggui Pan
论文交流—
Efficacy of pazopanib in a broad range of advanced Kaiser Permanente Northern California,USA
soft tissue and bone sarcoma with evidence of
synergistic efficacy with radiation
专家讨论
沈靖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红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蔡郑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CSCO 肾癌专家委员会
肾癌论坛
2 层 2A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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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冬 北部战区总医院
14:30-14:45 免疫治疗时代下晚期肾癌的治疗趋势
郭 军
14:45-15:00 免疫治疗时代下肾癌的外科治疗趋势
何志嵩
15:00-15:15 晚期肾癌骨转移治疗的特殊考量
周芳坚
15:15-15:20 专家讨论
王秀问
刘子玲
刘巍峰
何立儒
吴晓安
Session 2 肾癌的基础研究与转化
主持：姚 欣 天津市肿瘤医院、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20-15:28 肾癌复发转移的分子预测模型
罗俊航
15:28-15:36 临床问题导引的肾癌基础研究
曲 乐
15:36-15:44 肾癌基因组学研究及转化探索
吴 松
15:44-15:50 专家讨论
韩 辉
赵晓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东部战区总医院
深圳罗湖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9 月 19 日

施国海
郭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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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15:58 晚期肾癌减瘤术：手术为先
15:58-16:06 晚期肾癌减瘤术：药物为先
16:06-16:14
16:14-16:22

晚期肾癌：靶向时代过去
晚期肾癌：靶向时代依旧

16:22-16:30

专家讨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曾 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 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张海梁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 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叶雄俊
王 杭
蒋 葵
史艳侠
晋学飞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Session 4 论文交流
主持：姚旭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刘继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30-16:35 论文交流—
徐文浩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Optional candidates for cytoreductive
nephrectomy in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
treated by sunitinib
16:35-16:40 论文交流—
毛丽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Tislelizumab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Melanoma,
Urothelial Carcinoma (UC), and Renal Cell
Carcinoma (RCC)
16:40-16:45 论文交流—
董 培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系统性药物联合立体定向放疗治疗转移性肾癌
的临床疗效分析
16:45-16:50 论文交流—
唐碧霞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转移性非透明细胞肾癌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16:50-16:55 专家讨论
陈 鹏 新疆肿瘤医院
王潍博 山东省立医院
刘跃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55-17:00 总结及 2019 版 CSCO 肾癌诊疗指南签赠
马建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周芳坚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姚 欣 天津市肿瘤医院
周爱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贺大林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SCO 青年专家委员会
青年专家专场
3 层 3B 会议室
Session 1 Young 基金助力青年专家成长
主持：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陈 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30-14:40 CSCO Young 基金申报及审核介绍
丁培荣
14:40-14:55 青年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思路
钟文昭
14:55-15:10 Young 基金课题的统计学解析
朱 骥
Session 2 研究设计推动肿瘤学科进展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9 月 19 日

主持：钟文昭 广东省人民医院、丁培荣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10-15:25 如何做好国自然转化型研究的设计
管晓翔 江苏省人民医院
15:25-15:40 RWS 研究的现状和优势
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40-15:55 参与·协助·引领—青年研究者的思考
王 峰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55-16:10 专家讨论
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石 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王志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王晰程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陈晓锋 江苏省人民医院
Session 3 新时代，新青年
主持：张 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10-16:25 AI 与青年专家成长
李 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25-16:40 当青年遇上大数据时代
顾艳宏 江苏省人民医院
16:40-17:00 讨论及点评
方维佳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 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
王 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康晓征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葛 睿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CSCO 肿瘤光动力治疗专家委员会
肿瘤光动力治疗高峰论坛
2 层 2 号会议室
Session 1
主持：顾

瑛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罗荣城

暨南大学附属复大肿瘤医院

14:30-15:00

PDT for the bronchscopic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future is here!

15:00-15:30

The development of PDT and PCI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Photodynamic Diagnosis and Photodynamic
therapy of Malignant Brain Tumors

15:30-16:00

Ali I. Musani
University of Colorado School of
Medicine, USA
Colin Hopper
University College Hopital, UK
Mario Mischkulnig
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Session 2
主持：黄 正 福建师范大学医学光子技术研究中心、李黎波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
16:00-16:20 肿瘤光动力治疗临床试验方案设计问题及探讨
张 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CDE)
16:20-16:40

肿瘤光动力治疗新进展

16:40-17:00

肿瘤光动力治疗临床试验研究进展
专家讨论

黄 正
究中心
李黎波
中心
白玉贤
徐国良
王洪武
王秀丽
李长岭

福建师范大学医学光子技术研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煤炭总医院
上海皮肤病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9 月 19 日

“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2020中国抗肿瘤创新药的升级之路”专场
2层 3号会议室
主持：杨志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
14:30-15:00 政策解读，如何引领中国创新药研发？
杨志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CDE)
15:00-15:35 中国创新药物改变中国肿瘤的临床实践
石远凯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35-16:05 从医生角度看现阶段我国医疗资源在临床研究
殷咏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中如何分配？
16:05-16:25 医学是临床运营的质量保障—临床研究中的
姬 巍 北京春天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
QbD（Quality by Design）
司
16:25-16:45 中国抗肿瘤药物的升级路（题目待定）
朱祯平 三生制药集团首席科学官，研
发中心总裁
16:45-17:00 点评
杨志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CDE)
江泽飞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国际肺癌精准医学论坛-从基础到临床及学术出版专题会
2 层 2C 会议室
主持：王向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30-14:35 专场介绍
14:35-14:45
14:45-15:10
15:10-15:35

开场致辞
临床脂质组学在肺部疾病中的应用
肿瘤药物的精准给药

15:35-16:00
16:00-16:25
16:25-16:35

免疫治疗在 NSCLC 辅助和新辅助治疗中的作用
免疫应答基因的种系变异与肺癌的生存:一种通
路基因集分析
Aging and Cancer 创刊仪式

16:35-16:55
16:55-17:00

Wiley 健康科学研究者颁奖典礼
闭幕词

Shari Hofer
Wiley 高级副总裁
王向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向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Steve Ackland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陈 军 天津肺癌研究所
Qingyi Wei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
James DeGregori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安舒茨医学校区
Philip Kisray
Wiley 全球新兴市场

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