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0 日

9 月 20 日下午
CSCO 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乳腺癌专场
2 层 海峡厅
Session 1
主持：冯继锋 江苏省肿瘤医院、王 翔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30-14:50 中国乳腺癌重建的临床实践和思考
刘荫华
14:50-15:10

乳腺肿瘤外科发展现状和未来

吴

15:10-15:30

炅

精准医学时代乳腺癌的精确放疗

陈佳艺
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Session 2
主持：段学宁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杨俊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5:30-15:36 论文交流—
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The Clinical Journey of First China-Manufactured
Trastuzumab Biosimilar HLX02: From Phase 1
Clinical Trial to Global Phase 3 Trial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15:36-14:42 论文交流—
廖玲霞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辅助化疗后程同步低分割放
疗的 I 期探索性临床研究
15:42-15:48 论文交流—
刘春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Complic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alysis in Breast
Reconstruction: Comparison between Microsurgical
Abdominal flaps Versus Tissue Expander/Implants
15:48-15:54 论文交流—
许凤锐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硫培非格司亭预防乳腺癌化疗后中性粒细胞减少
的多中心随机对照 III 期临床研究
15:54-16:00 论文交流—
徐君南 辽宁省肿瘤医院
Utidelone plus capecitabine versus capecitabine for
heavily pretreated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and
CIPN: Analysis of a single centre cohort
16:00-16:10 讨论嘉宾
宋国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王碧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炘正 山西省肿瘤医院
王 成 吉林省肿瘤医院
Session 3
主持：余之刚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潘跃银 安徽省立医院
16:10-16:30

乳腺癌免疫治疗的机遇和挑战

袁

芃

16:30-17:00

2019 CSCO 乳腺癌临床研究进展报告

江泽飞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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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 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CSCO 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
ALK 等少见突变肺癌及 MDT 专场
1 层 音乐厅
Session 1
主持：周清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陆

舜

上海市胸科医院

14:30-14:45

ALK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张

力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45-15:00

ROS1/CMET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常建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15:15

HER2/RET/BRAF/的靶向治疗

王子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15-15:30

少见驱动基因的分子诊断

杨衿记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30-15:45

肺癌寡转移的综合治疗

马智勇

河南省肿瘤医院

15:45-16:00

肺小结节的精准诊断

谭锋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Session 2
主持：王哲海 山东省肿瘤医院、伍 钢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6:00-16:10 热点讨论：NGS 用于驱动基因突变检测：基线
董晓荣
使用 vs 耐药后使用？（正方）
16:10-16:20 热点讨论：NGS 用于驱动基因突变检测：基线
胡 洁
使用 vs 耐药后使用？（反方）
16:20-16:30 专家讨论
赵 军
王立峰
马 虎
仓顺东
谢聪颖
Session 3
主持：卢
16:30-16:35

16:35-16:40

16:40-16:45

16:45-16:50

16:50-16:55

16:55-17:00

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许亚萍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论文交流—
AB-106 (DS-6051b) in ROS1 fusion positive
NSCLC –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patients
enrolled in the two phase 1 studies
论文交流—
Clinical study of Crizotinib maintenance therapy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ALK
sensitive mutation
论文交流—
沃利替尼治疗 MET 外显子 14 跳变非小细胞肺癌
患者的 II 期研究：初步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论文交流—
克唑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 ALK 突变晚期非
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
论文交流—
HER2 20 号外显子 YVMA 插入突变与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患者不良化疗疗效及高脑转移发生率相
关
专家讨论

Takashi Seto
日本国立九州癌症中心

辛

影

吉林省肿瘤医院

陆

舜

上海市胸科医院

王

莹

吉林省肿瘤医院

杨

硕

上海市肺科医院

卢 铀
许亚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上海市肺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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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 精准国际专场
多维定义、数据为王
1 层 1G 厅
开场致辞：徐瑞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Session 1 多维定义、肺比寻常
主持：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黄 诚 福建省肿瘤医院
14:30-14:50 Precision Medicine: Treating Every Pancreatic
Lei Zheng
Cancer Patient as An “Exception”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14:50-15:10 中国人群肺癌精准治疗路径
吴一龙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10-15:25 热点讨论 1
胡晓桦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何 勇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田凯华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周 清 广东省人民医院
钟文昭 广东省人民医院
Session 2 曲径通幽、柳暗花明
主持：刘天舒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陈 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25-15:45 中国人群胃肠肿瘤精准治疗 biomarker 探索
王 峰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45-16:05 中国人群肝胆真实世界研究
赵海涛 北京协和医院
Session 3 因势利导、数据为王
主持：徐兵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Charles M. Balch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
16:05-16:25 中国人群乳腺癌精准治疗多维探索
廖 宁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25-16:45 中国人群至本数据
姚 鸣 至本医疗科技
16:45-17:00 热点讨论 2
陈 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陈治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沈 朋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晓稼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育生 山西省肿瘤医院

CSCO 青年专家委员会
智肝慧胆，胰路前行 — 肝胆胰肿瘤继续教育专场
2 层 国宴 2 厅
开场主持 方维佳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ession 1
主持：龚新雷 东部战区总医院、吕 静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4:30-14:50 多纬度肝癌临床研究设计思考

刘秀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

14:50-15:10

肝脏病灶影像学评估进展与挑战

唐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5:10-15:20

专家讨论

赵 明
陈 誉
郑大勇
中心
蒋微琴

磊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ession 2
主持：杨 田 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王楠娅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5:20-15:40 胆系肿瘤在研项目梳理及真实世界临床需求的新 余松涛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思考
15:40-16:00 以数为术助推临床实践
阮耀平 零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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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0

专家讨论

王
孙
郑

锋
婧
怡

东部战区总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Session 3
主持：石 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夏
16:10-16:30 单中心胰腺癌 IIT 研究设计与思考

鹏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6:50

基于 PDX 模型的胰腺癌分子分型研究进展

16:50-17:00

赵

鹏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专家讨论

崔玖洁
医院
薛 军
朱 虹
汪进良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总结

梁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CSCO 肿瘤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肿瘤大数据专场
2 层 国宴 3 厅
14:00-14:30
14:30-14:50

会议签到
主持：惠周光

14:30-14:45

开场致辞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45-14:50 全体合影
Session 1 大数据时代的肿瘤医疗
主持：程 颖 吉林省肿瘤医院、梁 军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4:50-15:05 新时代下的医院信息化建设
张学高 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
15:05-15:20 中国胸外科真实世界研究
谭锋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20-15:30 休息
Session 2 国家抗肿瘤药物监测专家委员会筹备会
主持：马建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 平 天津市肿瘤医院
15:30-15:45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医院监测
邱亭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魏少忠 湖北省肿瘤医院
15:45-16:00 医院信息化建设和抗肿瘤药临床应用监测上报
16:00-16:50 讨论成立国家抗肿瘤药物监测专家委员会
全体与会人员
16:50-17:00 总结
赫 捷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019 CSCO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essions
CSCO-STO Joint Symposium
Venue: 1D, 1st Floor, Xiam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Subject: Cancer Immunotherapy–Fulfilling the Promise
Co-Chair: Jin Li 李进 MD, PhD (Shanghai East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China)
Co-Chair: Martin Murphy (DMedSc, PhD, FASCO, Founder & Convener, Society for Translational Oncology
(STO) , CSCO Steering Committee Member)
Keynote Speech:
13:30-14:00 Immuno-Oncology –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Evan W. Newell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sociate Member, Vaccine and Infectious
Disease Division,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USA
14:00-14:30 Immunotherapy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Shun Lu 陆舜
Opportunities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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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China
14:30-15:00

Patient Access to Cancer Immunotherapy: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 Perspective

15:00-15:30

Developing China's Cancer Immunotherap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Promise

15:30-16:00

Cell-Based Cancer Immunotherapy in Europe

16:00-16:30

Regulatory Perspectiv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Use of Imaging Data in
Immuno-Oncology Drug Development

16:30-17:00

CAR T-Cell Therapy Landsc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halleng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Regulation

Giovanni Tafuri
Senior Scientific Officer, European
Network for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EUnetHTA)
Richard Wang, 王立群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osun Kite
Biotechnology, China
Robert Hawkin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mmetacyte,
Honorary Professor of Medical Oncology,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Qi Liu 刘琦
Clinical Pharmacology Team Leader,
Division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V,
Office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CDER), FDA, USA
Jianchao Gao 高建超
Lead Reviewer, Office of Clinical
Evaluation of Biological Products,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 China

CSCO 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
妇瘤专场 1—卵巢癌专场
1 层 1E 会议室
主持：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李 力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30-14:50 Liquid Biopsy: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Ovarian
Jianyu Rao
Cancer Detection
UCLA
14:50-15:10 PARP 抑制剂在卵巢癌中的治疗进展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10-15:30 卵巢癌的维持治疗
李 力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30-15:50

复发卵巢癌的手术治疗

杨宏英

云南省肿瘤医院

15:50-16:10

耐药复发卵巢癌的治疗策略

鹿

欣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佐

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

林

重庆市肿瘤医院

16:20-16:25

16:25-16:30

16:30-16:35

16:35-16:40

16:40-17:00

16:10-16:20 休息
论文交流—
Preoper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 to Predict the
Outcome of Primary cytoreductive Surgery for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论文交流—
化疗疗程数对初治满意减瘤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
预后分析
论文交流—
Results of a phase 2 trial of selinexor, an oral
selective inhibitor of nuclear export (SINE) in 114
patients with gynaecological cancers
论文交流—
云南地区卵巢恶性肿瘤患者 BRCA1/2 基因突变
情况研究
主持

Jiao Kuang
德琪医药 Antengene

彭咏梅

云南省肿瘤医院

王丹波

辽宁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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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讨论
1.临床中如何选择基因检测及 PARP 抑制剂应用
2.CSCO 卵巢上皮癌指南解读

开场致辞

14:30-14:35

王 莉
应建明
王纯雁
高春英
陈桂林

CSCO 肿瘤血管靶向专家委员会
肿瘤血管靶向治疗专场
1 层 1F-1 会议室
韩宝惠
李 凯

河南省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福建省肿瘤医院

上海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Session 1 基础与转化研究
主持：储天晴

上海市胸科医院、方 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4:35-14:45

循环 DNA 测序指导安罗替尼精准治疗探索研究

陆

俊

上海市胸科医院

14:45-14:55

血管靶向治疗之路：方向、瓶颈与期盼”

李

凯

天津市肿瘤医院

14:55-15:03

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治疗机制探讨

刘雨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03-15:08

总结&讨论

陈建华
潘宏铭
院

湖南省肿瘤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上海市胸科医院

Session 2 抗血管药物的规范治疗及临床进展
主持：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黄 诚

福建省肿瘤医院

15:08-15:23

WCLC/ASCO（最新进展）

韩宝惠

15:23-15:38

抗血管治疗联合免疫

15:38-15:53

肺癌脑转移(待定)

David Paul Carbon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卢 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3-16:03

抗血管生成治疗联合分子靶向治疗

方文峰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03-16:13

储天晴

上海市胸科医院

16:13-16:21

《晚期 NSCLC 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中国专家共
识》
中国 EGFR 阳性晚期 NSCLC 患者联合治疗解析

褚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6:21-16:26

提问 & 讨论

常建华
楼海舟
院
赵伟新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

于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倩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Session 3 观点碰撞
主持：焦顺昌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6:42-16:50

驱动基因阴性晚期 NSCLC 病人一线治疗：化疗
+抗血管
驱动基因阴性晚期 NSCLC 病人一线治疗：免疫
治疗
晚期 NSCLC 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特殊人群

16:50-16:55

讨论

16:55-17:00

总结

16:26-16:34
16:34-16:42

壮

赵明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姜

达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赵 琼
王 晶
李 凯
韩宝惠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上海市胸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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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O 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
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临床新进展
1 层 1G-2 厅
Session 1
主持：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林丽珠
14:30-14:35 主席致辞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华海清 东部战区总医院
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基于系统生物学方法的中医药研究
李 梢 清华大学
中药新药治疗肿瘤临床指导原则解析
李 杰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人参养荣汤改善癌症生存者疲乏的随机对照临床 李萍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研究
专家讨论
程海波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贾英杰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薛 冬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姚俊涛 陕西省肿瘤医院
胡作为 武汉市第一医院

14:35-14:55
14:55-15:15
15:15-15:35
15:35-15:50

Session 2
主持： 柴可群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50-16:10 肝癌中药介入治疗：从 TACE 到 TAHE
凌昌全 上海长海医院
16:10-16:30 肝癌治疗的中西医循证之路
华海清 东部战区总医院
16:30-16:50 基于循证医学的中医药治疗肺癌的临床研究
李和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16:50-17:05 专家讨论
李恩孝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由凤鸣 成都中医药大学肿瘤研究所
刘怀民 河南省肿瘤医院
张永杰 江苏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姚庆华 浙江省肿瘤医院
17:05-17:10 会议总结
华海清 东部战区总医院
孟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CSCO 抗白血病联盟、CSCO 抗淋巴瘤联盟
国内白血病·淋巴瘤专场
1 层 1B 会议室
Session 1
主持：朱

军

14:30-14:55
14:55-15:20
15:20-15:30

15:30-15:40

Session 2
主持：张明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吕

跃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PTCL 的治疗策略
PD-1/PD-L1 单克隆抗体在恶性淋巴瘤的研究方
向和热点问题
论文交流—
Burden of lymphoma in China, 2006−16: an analysis
of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
论文交流—
西南地区双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成人 T-淋
巴母细胞的多中心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晓辉

曹军宁
张会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刘卫平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刘 耀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血液病
医学中心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9 月 20 日

15:40-16:05

BTK 抑制剂在 B 细胞淋巴瘤中的应用进展

赵东陆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16:05-16:30
16:30-16:40

无化疗时代下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
论文交流—
基于不同分类方法的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
PD-L1 的表达特征分析
论文交流—
A Phase 1b/2 Study Of Selinexor, Carfilzomib, And
Dexamethasone (Skd) In Relapsed/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RRMM)

李志铭
王先火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医院

论文交流—
淋巴瘤合并重复癌临床特征分析

刘

16:40-16:50

16:50-17:00

Aihua Wang
德琪医药 Antengene

璐

吉林省肿瘤医院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王绿化
郞锦义
刘士新
朱广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

邢

美国斯坦福大学放疗中心

CSCO 肿瘤放射治疗专家委员会
放疗专场 1 放疗新趋势新实践
2 层 2A 会议室
Session 1
主持：潘建基 福建省肿瘤医院、吴永忠
14:30-14:50 肿瘤放疗免疫新实践
14:50-15:10
15:10-15:30
15:30-15:40

恶性肿瘤放疗新趋势
AI+5G 肿瘤放疗新格局
专家讨论

15:40-15:50 休息
Session 2
主持：夏廷毅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程玉峰
15:50-16:10
16:10-16:30

重庆市肿瘤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Medicine: The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Immunotherapy and 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 (I-SABR): Overcoming IO Resistance

16:30-16:50

SABR 治疗肺癌的新机遇

16:50-17:00

专家讨论

磊

Joe Y. Chang (张玉蛟)
美国 MD Anderson 癌症中心
傅小龙 上海市胸科医院
石 梅
王小虎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甘肃省肿瘤医院

CSCO肿瘤热疗专家委员会
肿瘤热疗专场
3层 3B会议室
Session 1
主持：冯国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张凤春
14:30-14:40 肿瘤热疗临床研究进展
14:40-14:50
14:50-15:00
15:00-15:10
15:10-15:2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
马胜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
热疗在肿瘤姑息治疗中的作用
章岳山 上海利群医院
不同热疗方式对肿瘤患者HSP70的影响
肖绍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关注临床热剂量
邵汛帆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专家点评
王继英 中日友好医院
王捷忠 福建省肿瘤医院

9 月 20 日

Session 2
主持：周宇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路太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30 肿瘤热免疫-理论和实践的巨人
吴稚冰 浙江医院
15:30-15:40 涡旋磁肿瘤热免疫研究
梁兴杰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5:40-15:50 热灌注治疗恶性胸腹水及膀胱肿瘤进展
孙建海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15:50-16:00 肿瘤热生物学临床前研究进展及初探
张仕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
16:00-16:10 专家点评
朱 莉 天津市肿瘤医院
谢启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6:10-16:20 休息
Session 3
主持：熊建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赫丽杰 辽宁省人民医院
16:20-16:30 热剂量与生物学效应的关联对临床应用的思考
刘 珈 湖南省肿瘤医院
16:30-16:40 热累积法高强度聚焦超声在软组织肿瘤治疗中的应 沈 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用进展
16:40-16:50 肿瘤磁热疗-纳米热疗剂的设计与疗效
樊海明 西北大学
16:50-17:00 专家点评
姚和瑞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徐 静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4:30-14:35

开场致辞

CSCO 海峡两岸专场
2019 最新泌尿肿瘤经验分享
2 层 2 号会议室
何志嵩
蒲永孝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

Session 1
主持：黄昭渊

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南克俊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5-15:15

晚期肾脏癌的治疗新进展:中国台湾的现况与经
验
后 CARMENA 时代的减瘤性肾切除术

15:15-15:25

专家讨论

14:35-14:55

Session 2
主持：张文震

林口长庚医院、周芳坚

林子平

台北荣民总医院

周芳坚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25-15:45

上泌尿道尿路上皮癌：中国台湾现状及经验

林宜佳

台北新光医院

15:45-16:05

UTUC 的再认识，从基础到临床

盛锡楠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6:05-16:15

专家讨论

Session 3
主持：蒲永孝
16:15-16:35
16:35-16:55
16:55-17:05

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周芳坚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晚期前列腺癌的全身性治疗:中国台湾的治疗选
项与临床经验
前列腺癌的观察等待治疗：Right choice for right
patients
专家讨论

总结：何志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蒲永孝

蔡育杰

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姚

天津市肿瘤医院

欣

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

9 月 20 日

主 持：马
14:30-14:55
14:55-15:25

CSCO 肿瘤相关性贫血专家委员会
出血与凝血专场
2 层 3 号会议室
军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于世英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血栓与止血机制概述
朱铁楠 北京协和医院
肿瘤相关血栓防治：从指南到临床实践
史振宇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25-15:50

肿瘤患者导管相关性血栓的管理策略

黄

楷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5:50-16:20

妇科肿瘤与静脉血栓

林

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6:20-16:50

合理用药与出血管理

冯

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50-17:00

专家讨论

马 军
于世英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