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1 日

9 月 21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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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FR 突变专场
1 层 音乐厅
Session 1
主持：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张 力
14:30-14:45 EGFR 靶向治疗现状、机遇与挑战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陆

舜

上海市胸科医院

14:45-15:00

EGFR 靶向联合治疗探索

束永前

江苏省人民医院

15:00-15:15

局部治疗在 EGFR 突变患者中应用

袁双虎

山东省肿瘤医院

15:15-15:30

EGFR-TKI 在可手术 NSCLC 患者中的应用

杨

湖南省肿瘤医院

15:30-15:45

EGFR-TKI 耐药机制探索

潘跃银

安徽省立医院

15:45-16:00

少见 EGFR 突变 NSCLC 靶向治疗进展

刘晓晴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农

Session 2
主持：宋启斌 湖北省人民医院、潘跃银 安徽省立医院
16:00-16:10 外科手术在晚期 EGFR 突变患者中的应用

陈克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10-16:20

免疫治疗在 EGFR 突变患者中的应用及前景

周

清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20-16:30

EGFR-TKI 在肺鳞癌中的应用

郭人花

江苏省人民医院

Session 3
主持：牟巨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毕 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0-16:35 论文交流—
薛之一 勃林格殷格翰中国
Afatinib in EGFR TKI-naïve patients (pts) with
EGFR-mutation positive (EGFRm+) NSCLC:
interim analysis from a Phase IIIb, open-label study
16:35-16:40 论文交流—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Tepotinib plus osimertinib in patients with EGFRmutant MET-amplified NSCLC having acquired
resistance to EGFR TKIs: the phase II INSIGHT 2
study
16:40-16:45 论文交流—
吴秀玲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A rapid and accurate real-time PCR approach for the
detection of variants of nine driver gene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16:45-16:50 论文交流—
陈建华 湖南省肿瘤医院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quamou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ulticentric Real-World Study in China
(CTONG1506)
16:50-17:00 讨论
牟巨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毕 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CSCO 青年专家委员会
乳腺癌继续教育专场
1 层 1G 厅
Session 1

9 月 21 日
14:30-14:35

开场致辞

14:35-14:40

致奋斗中的你---寄语青年乳腺学者

殷咏梅
王碧芸
江泽飞

江苏省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Session 2 指南思辨--高屋建瓴行规范
主持：王晓稼 浙江省肿瘤医院、 张清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40-14:55 CSCO BC2019 指南基础上的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 宋传贵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策略
14:55-15:10 CSCO BC2019 指南基础上的晚期乳腺癌全程管理 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策略
15:10-15:20 热点讨论
聂建云 云南省肿瘤医院
陈德波 福建泉州人民医院
陈文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闫 敏 河南省肿瘤医院
陈占红 浙江省肿瘤医院
Session 3 热点聚焦--精准时代求新知
主持：耿翠芝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王永胜 山东省肿瘤医院
15:20-15:35 靶向之议：HER2+乳腺癌靶向治疗的新策略
郝春芳

天津市肿瘤医院

葛

睿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15:50-16:05

加法与减法：多基因检测指导下的乳腺癌辅助治
疗优化策略
追根溯源：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新进展

袁

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05-16:20

姗姗来迟：三阴性的乳腺癌治疗的突破与展望

张

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20-16:30

热点讨论

李烦繁
傅芳萌
李 薇
陈宏亮
李 荣

15:35-15:50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南方医院

Session 4 实践笃行--抽丝剥茧齐论道
主持：张少华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欧阳取长

湖南省肿瘤医院

16:30-16:38

病例汇报：难治性 HER2 阳性晚期乳腺癌病例

杨

16:38-16:55

病例讨论

王 芳
晁腾飞
周力恒
医院
赵艳霞
徐 菲
王碧芸

16:55-17:00

总结

华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CSCO 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
肿瘤微环境与转化专场
2 层 国宴 1 厅
Session 1 微环境与免疫应答
主持：王宝成
14:30-14:45

解放军第 960 医院、任秀宝

天津市肿瘤医院

肿瘤局部微环境与 T 细胞免疫应答

黄

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9 月 21 日
14:45-15:00

肿瘤基因组与微环境：免疫应答中孰轻孰重？

朱

波

15:00-15:15

肠道微生物在肿瘤免疫中的应用

董晓荣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Session 2 微环境与创新转化
主持：朱 波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张小田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15-15:35 Neo-antigen vaccines and the potential synergistic Bruce Robinson
role in future cancer immunotherapy - translating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genomics into therapy
15:35-15:55 Lung cancer: where we were, where we are, where are Justin Stebbing
we going
Imperial College & Imperial Healthcare
NHS Trust
Session 3 微环境与抗血管生成联合治疗
主持：郭其森 山东省肿瘤医院、王永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5-16:10 血管生成对 T 细胞免疫应答的调控效应

黄玉辉

苏州大学

16:10-16:25

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最佳搭档？

任胜祥

上海市肺科医院

16:25-16:40

免疫微环境介导的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靶向治疗耐
药

杨

湖南省肿瘤医院

16:40-17:00

肿瘤免疫治疗的困境与希望

李启靖

农

Duke University

创新药物临床研究数据专场 2
2 层 国宴 2 厅
Session 1
主持：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郭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00-14:10 Gemstone-301: A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of CS1001
As Consolidation Therapy in Subjects with Locally
Advanced/Unresectable (Stage I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Who Have Not Progressed
after Prior Concurrent/Sequential Chemoradiotherapy
(CRT)
14:10-14:15 讨论
14:15-14:25 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培美曲塞、卡铂治疗 EGFR 突
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进展后的 II 期、多
中心临床研究
14:25-14:30 讨论
14:30-14:40 Tisleli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y as
Treatment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14:40-14:45 讨论
14:45-14:55 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晚期食管鳞癌的研究进展
14:55-15:00 讨论
15:00-15:10 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既往系统性治疗失败的国人晚
期肝细胞癌的全国多中心Ⅱ期临床注册试验
15:10-15:15 讨论
15:15-15:25 Atezolizumab (atezo) + Bevacizumab (bev) in Patients
(p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Updated Phase Ib Efficacy and Safety Data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徐建明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镜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秦叔逵

东部战区总医院

9 月 21 日
讨论
一项考察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重组人源化抗 PD-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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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15:25-15:30
15:30-15:40

军

15:40-15:45
Session 2
主持：徐瑞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45-15:55 伯瑞替尼治疗 c-Met 异常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I 吴一龙
期临床试验
15:55-16:00 讨论
16:00-16:10 奥卡替尼治疗 ALK 阳性或 ROS1 阳性晚期非小细 薛俊丽
胞肺癌剂量递增 I 期临床研究初步数据分析
16:10-16:15 讨论
16:15-16:25 PD-1 和 CTLA-4 双特异抗体 AK104 治疗晚期实体 季加孚
瘤及联合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一线治疗晚期或者
转移性胃腺癌或胃食管腺癌的 I/II 期临床研究
16:25-16:30 讨论
16:30-16:40 A Phase I/IIa, Open-label, Dose-Escalation and dose 郭 晔
expansion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Safety, Tolerability,
Pharmacokinetics and Pharmacodynamics of TJ107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
16:40-16:45 讨论
16:45-16:55 个性化靶向肿瘤新生抗原的自体免疫 T 细胞
徐瑞华
（TSA-CTL）治疗晚期实体瘤的 Ia 期研究
16:55-17:00 讨论
17:00-17:10 KN046 在中国晚期实体瘤受试者中的安全性、耐 张 力
受性、药代动力学以及抗肿瘤活性的初步数据总
结
17:10-17:15 讨论
17:15-17:25 A Multi-Center, Open-Label, Dose-Expansion Phase 沈 琳
Ib Study of CS1001, an Anti-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Human Monoclonal Antibody
(mAb):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CS1001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pts) with High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 or Mismatch Repair
Deficient (dMMR) Tumors
17:25-17:30 讨论

Session 1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CSCO 新药研发专家委员会
新药研发专场
1 层 1D 会议室
早期药物研发：策略与创新

主持：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30-14:35 开场致辞
14:35-14:50

Strategy of Early Stage Drug Development

14:50-15:05

源自中国的创新研究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Igor Puzanov
Ros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9 月 21 日
15:05-15:15

肿瘤早期临床研究设计的最新进展

15:15-15:25

专家讨论

Session 2

稽

元

芝加哥大学

立

BriiBio 腾盛博药

早期药物研发：行业观点及创新

主持：杨志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 、严
15:25-15:30 开场致词
15:30-15:40

行业创新案例分享 I

杨志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CDE)
百时美施贵宝

15:40-15:50

行业创新案例分享 II

安进

15:50-16:00

行业创新案例分享 III

礼来

16:00-16:10

行业创新案例分享 IV

思路迪

16:10-16:20

行业创新案例分享 V

信达

16:20-16:25

专家讨论

Session 3

CSCO 新药研发专家委员会会议

主持：李 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秦叔逵
16:25-16:30 开场致辞

东部战区总医院

16:30-16:40

CSCO 新药研发专家委员会会议

16:40-16:50

中国药物早期研发现状及 CSCO 新药研发专家
委员会的使命
Q&A, 总结

16:50-17:00

李 进
秦叔逵
梁 军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东部战区总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沈

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CSCO 肿瘤标志物专家委员会
引领未来精准肿瘤学的新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1 层 1E 会议室
主持：张绪超 广东省人民医院、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
14:30-14:50 Pathology Assessment for Precision Cancer 谈东风 美国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
Immunotherapy
14:50-15:10 基于质谱的多组学技术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陈 扬 北京大学精准医学多组学研究
中心
15:10-15:30 肿瘤免疫微环境中预测与进化相关分子标志物进 张绪超 广东省人民医院
展
15:30-15:38 讨论
15:38-15:58 脑脊液液体活检揭示肺癌脑转移分子全景与治疗 揣少坤 CTONG 液体活检项目 Co-PI
策略
15:58-16:18 Liquid biopsy in the era of immuno-oncology
张建军 美国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
16:18-16:38 新益求新：新介质+新方法助力肿瘤精准检测和分 黄 杰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型
16:38-16:46 讨论
16:46-16:54 论文交流—
陈思元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Harnes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identify HER2enriched expression pattern and detect tumors with
HER2 aberrant activity in pan-cancer
16:54-17:00 讨论

9 月 21 日
CSCO 神经系统肿瘤专家委员会
神经系统肿瘤专场
1 层 1B 会议室
Session 1 胶质瘤专场
主持：万经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陈佳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4:30-14:50 Innovative Clinical Trials in Malignant Glioma
W. K. Alfred Yung, U.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USA
14:50-15:10 Rethinking the war on Gliomas: Beyond signaling
Vinay K. Puduvalli,
pathways and unique target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exner
Medical Center, USA
15:10-15:25 胶质瘤临床实践与思考
牟永告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25-15:40 胶质瘤的放射治疗
邱晓光 北京天坛医院
Session 2 肿瘤脑转移专场暨 CNS 学院
主持：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杨云鹏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40-15:55 2019 肺癌脑转移的防控与治疗新进展
范 云
15:55-16:10 从放疗视角看肺癌脑转移的临床诊疗策略
谢丛华

浙江省肿瘤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6:10-16:25

脑转移瘤的外科治疗

秦智勇

复旦附属华山医院

16:25-16:30

主题讨论

谢聪颖
张为民
于起涛
葛 红
于 雁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Session 3 临床研究专场
主持：王 涛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董志强 华中农业大学
16:30-16:45 Tumor treatment Fields-Translating Science into
Joon Uhm,
Practice
Mayo Clinic in Rochester, Minnesota,
USA
16:45-17:00 M1 Oncolytic Virus for the Immunotherapy in
颜光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Glioma

14:30-14:40

开场致辞

CSCO罕见肿瘤专家委员会
罕见肿瘤研究进展专场
2层 2A会议室
林桐榆
焦顺昌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Session 1
主持：南克俊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林丽珠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0-15:00

罕见肿瘤的诊治进展

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05

专家讨论

王小虎
徐 农
王哲海

甘肃省肿瘤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持：陆 舜 上海胸科医院、林英城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15:05-15:25 NSCLC少见突变进展及展望
焦顺昌
15:25-15:30 专家讨论
袁响林
陈颖兰
邬 麟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江西省肿瘤医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9 月 21 日
Session 3
主持：顾康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红雨
15:30-15:50 免疫治疗在罕见肿瘤的治疗进展
15:50-15:55 专家讨论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林桐榆
任秀宝
叶 升
黄 河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Session 4
主持：徐兵河
15:55-16:15
16:15-16:2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胡晓桦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BRCA突变肿瘤的治疗进展
专家讨论

Session 5
主持：潘宏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郞锦义
16:20-16:40 BRAF基因突变实体瘤的治疗策略
16:40-16:45 专家讨论

16:45-17:00

会议总结

胡夕春
牛晓辉
王 洁
杨润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斯 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刘基巍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翠英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张为民 南部战区总医院
梁后杰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冯继锋 江苏省肿瘤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