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2021年5月14━16日  海南博鳌

会议手册





欢迎信

尊敬的各位同道：

2019年7月15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

发〔2019〕13号），明确提出“实施癌症防治行动，目标是到2022年和2030年，

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43.3%和46.6%”，肿瘤防治任务任重而道远。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方

案的出台为促进肿瘤创新药械的引进与转化开启了快进模式，中国肿瘤的创新

发展迎来了重要的机遇期。

今年恰逢“十四五”开局元年，为响应国家号召，落实文件精神，由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指导，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主办的首届“中

国肿瘤创新论坛”将于2021年5月14―16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创

新•引领•融合”，将邀请肿瘤基础和诊疗领域知名专家及相关跨学科领域专家，

相聚祖国南海之滨，创新赋能之地，共襄创新盛举，合奏变革强音，以肿瘤诊

疗的研究与进展、学科协作和成果转化为切入点，共同探讨肿瘤防治中的创新

与融合，提供“博鳌方案”，贡献“博鳌智慧”。

诚挚邀请您拨冗参加本次学术交流，您的参与将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名誉主席：丁  健  院士

大会主席：马  飞  教授

侯  炜  教授

潘景轩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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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主办单位】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

【协办单位】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

中国药师协会肿瘤专科药师分会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传播分会

海南省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院

海南省肿瘤防治中心

海南省医药卫生改革发展研究会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展研究院

博鳌乐城先进医学科技转化中心

北京恒济卫生管理发展基金会

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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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丁 健

大会主席

马 飞 侯 炜 潘景轩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克 丁　健 万冬桂 马　飞 王　成 王　琳 王明华 王高伟 

王海英 王鹏远 王翠英 王墨培 叶　峰 史艳侠 代小秋 仝伟兵 

邢德君 吕伟明 任　予 刘　飒 刘志辉 刘勤江 关小倩 孙晓莹 

苏鹏程 李　敏 李国辉 李恩孝 杨　进 杨　虹 杨　艳 肖建宏 

肖晓光 吴　涛 吴齐兵 邹立群 沙新平 沈　波 宋丽华 张　昊

张　剑 张　萌 张　翱 张小涛 张先稳 张宏伟 张国刚 张振东

张宵峰 陆永奎 陈　茹 陈闪闪 陈幼芬 陈祖武 尚丽明 周秀敏

孟令新 赵　菁 赵久达 赵明川 赵洪云 郝伟远 胡　波 胡　慧

胡晓磊 禹正杨 侯　炜 胥文华 姚　晨 姚明宏 莫红楠 贾勇圣

夏学锋 钱海利 唐　域 黄　莉 黄建宏 梅志红 章成国 彭少华

喻　娟 童建东 曾庆安 温尊北 靳艳丽 蓝　海 窦鹏挥 蔡海峰

谭诗生 谭彪彬 熊建萍 潘景轩 薛　冬

秘书处

陈闪闪 莫红楠 李 姣 纪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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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须知

一、会议信息

1. 会议时间：2021年5月14―16日

2. 会议地点：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

二、会议用餐及住宿

1. 本次大会入住酒店为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和博鳌国宾馆，办理入住

需向前台出示身份证原件、防疫健康码及行程码。

2. 住店人员请根据入住安排于5月15日或16日12:00前办理退房手续，退房时请

将房卡交还酒店前台。

3. 住店人员如需开通房间外线电话或需酒店提供其他消费服务，请自行与酒

店总台联系、费用自理。

4. VIP参会代表凭会议餐券用餐，用餐时间及地点详见餐券。

三、注意事项

1. 参会人员需佩戴胸卡，凭胸卡入会场、用餐和参加各项活动。

2. 参会人员在开会期间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震动，勿在会场大声喧哗及随意走动。

四、安全须知

1. 进出会场时注意安全、互相谦让，有序出入，避免一切不愉快事情的发生。

2. 进入会场后，请了解会场的安全须知、熟悉安全疏散示意图。

3. 正确使用会场电器等设施，请勿吸烟，喝水与倒水时应拿稳，避免开水烫人。

4. 注意检查会场桌椅是否完好、有无破损松动，如有不全或破损松动，请联

系会场服务员更换。

5. 注意贵重物品的保存，不要与陌生人提及携带的现金或贵重物品，不要把

自己的物品单独留在会场，若出现遗失后果需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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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班车和酒店信息

班车时间安排表

日期 发车地点 抵达地点 发车时间 车型

5月15日

博鳌国宾馆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

08:10

大巴

08:20

08:30

08:40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 博鳌国宾馆

18:00

19:00

19:30

20:00

20:30

21:00

5月16日 博鳌国宾馆
“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

2期

08:15

08:15

08:15

08:15

温馨提示： 会议班车准时发车，请参会老师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以免错过班车。

六、博鳌及周边景点推荐

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九曲生态公园、玉带滩、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万泉河等，可根据行程安排自行前往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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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间 内容 讲者

2021年5月14日 19:30-20:30 地址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海景会议室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主持：侯 炜 教授

19:30-19:35 主席致辞 马 飞 教授

19:35-19:40 支持方代表致辞 吕卫东 先生

19:40-19:55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要点解读 陈闪闪 教授

主持：薛 冬 教授 沈 波 教授

19:55-20:25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讨论 全 体

20:25-20:30 会议总结 马 飞 教授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主会场2021年5月15日 09:00-17:40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和声依永厅

开幕式

主持：莫红楠 教授

09:00-09:05 主席致辞 马 飞 教授

09:05-09:20 领导讲话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局领导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

中国药师协会领导

09:20-09:25 名誉主席致辞 丁 健 院士

09:25-09:30 中国肿瘤创新药物联盟成立仪式

09:30-09:35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规范化建设项目启动仪式

09:35-09:40 ADC共识全国巡讲启动仪式

5月15日  09:40-10:40  肿瘤创新研究论坛

主持：张 剑 教授 吕伟明 教授

09:40-10:00 真实世界数据用于临床研究的质量控制 姚 晨 教授

10:00-10:10 讨论环节 王鹏远 教授 陈祖武 总监

主持：赵洪云 教授 代小秋 编审

10:10-10:30 真实世界数据支持药械临床评价 姚明宏 教授

10:30-10:40 讨论环节 赵久达 教授 叶 峰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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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5月15日  10:40-11:40  肿瘤创新转化论坛

主持：沈 波 教授 夏学锋 教授

10:40-11:00 分子靶向药物研究的挑战与思考 张 翱 教授

11:00-11:10 讨论环节 肖建宏 教授 王 成 教授

主持：张宏伟 教授 任 予 教授 

11:10-11:30
基于非小细胞肺癌耐药的激酶抑制剂转化

研究
丁 克 教授

11:30-11:40 讨论环节 张小涛 教授 宋丽华 教授

5月15日  11:40-12:40  肿瘤创新药物论坛

主持：钱海利 教授 张 剑 教授

11:40-12:00 创新驱动下的中国肿瘤原创新药 马 飞 教授

12:00-12:10 讨论环节 靳艳丽 教授 肖晓光 教授

主持：侯 炜 教授 熊建萍 教授

12:10-12:30 后紫杉时代晚期乳腺癌的化疗策略 史艳侠 教授  

12:30-12:40 讨论环节
万冬桂 教授 任 予 教授

莫红楠 教授 

5月15日  12:40-13:30  午餐卫星会

12:40-12:45 主席致辞 马 飞 教授

12:45-13:05 恶性肿瘤骨转移与双膦酸盐的选择 张 剑 教授

13:05-13:20 乳腺癌骨转移病例分享 韩 晶 教授

13:20-13:30 讨论/总结
彭少华 教授 熊建萍 教授

薛 冬 教授

5月15日  13:30-17:40  肿瘤创新管理论坛—日间诊疗专题论坛

主持：李 姣 副秘书长

13:30-13:35 主席致辞 马 飞 教授

13:35-13:40 领导致辞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管理局领导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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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13:40-13:45 支持方代表致辞 宋 旭 女士

13:45-13:55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阳光行动项目介绍 陈闪闪 教授

13:55-14:0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联盟成立仪式 全 体

14:00-14:05 首批20家市县级日间诊疗试点单位授牌仪式 全 体

主持：薛 冬 教授 胡 波 教授

14:05-14:25 DRG付费改革对日间诊疗的价值与思考 章成国 教授

14:25-14:35
点评与讨论：DRG付费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肿瘤日间诊疗的价值和意义

孟令新 教授 肖建宏 教授

谭彪彬 教授

主持：熊建萍 教授 张小涛 教授

14:35-14:55 示范医院肿瘤日间诊疗经验分享一 肖晓光 教授

14:55-15:05
点评与讨论：综合性医院的日间模式、预

住院模式与预付费

王鹏远 教授 邹立群 教授

苏鹏程 教授 温尊北 教授

主持：张 剑 教授 沈 波 教授

15:05-15:25 示范医院肿瘤日间诊疗经验分享二 赵洪云 教授

15:25-15:35
点评与讨论：肿瘤专科医院的日间模式、

肿瘤日间诊疗的创新模式探索

叶 峰 教授 窦鹏挥 教授

陈幼芬 教授

主持：张宏伟 教授

15:35-15:55 示范医院肿瘤日间诊疗经验分享三 唐 域 教授

15:55-16:05
点评与讨论：化疗药物的日间管理、肿瘤

日间诊疗的管理制度优化

宋丽华 教授 禹正杨 教授

刘 飒 教授

主持：万冬桂 教授 任 予 教授

16:05-16:25
化疗药物外周神经毒性的教育、护理与院

外管理
梅志红 教授

16:25-16:35
点评与讨论：神经毒性管理、日间化疗患

者院外管理

吕伟明 教授 王 成 教授

陈 茹 教授

主持：万冬桂 教授 沈 波 教授 

16:35-16:55 肿瘤放化疗的骨髓抑制管理策略 蔡海峰 教授

16:55-17:15 长效G-CSF应用为日间诊疗保驾护航 贾勇圣 教授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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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17:15-17:35
点评与讨论：日间诊疗模式下要做好中性

粒细胞减少精准预防，应该考虑哪些因

素？长效升白预防的时机该如何选择？

黄 莉 教授 张 昊 教授

邢德君 教授 陈闪闪 教授

17:35-17:40 会议总结 马 飞 教授

分会场  5月15日  13:40-18:00  博鳌亚洲论坛东屿岛大酒店—海景会议室

5月15日  13:40-15:40  BCT科研沙龙

开场环节：霖漓尽智

13:40-13:45
霖漓尽智，大道致远-暨汉霖中国生物类抗

肿瘤药巡讲寄语
马 飞 教授 史艳侠 教授

Chapter 1 ：繁花似锦，走近生物类似药!

主持：王墨培 教授

13:45-14:05
繁花似锦，走近生物类似药 & 临床使用观

念调研项目介绍
陆永奎 教授

14:05-14:20 讨论环节
李 敏 教授  张振东 教授 
喻 娟 教授

Chapter 2 ：前沿视角，临床抗肿瘤新药可获得性

主持：关小倩 教授

14:20-14:40 前沿视角，全球生物类抗肿瘤药前沿报告 张 剑 教授

14:40-14:55 讨论环节
胡晓磊 教授 王翠英 教授 
仝伟兵 教授

Chapter 3 ：筑梦WE来，提高科研能力

主持：曾庆安 教授

14:55-15:15
中国生物类似药临床指南进展＋汉利康

RWS解析
关小倩 教授

15:15-15:30 讨论环节
胡 慧 教授 孙晓莹 教授  
王明华 教授 黄建宏 教授

结束环节：大道致远

15:30-15:40 大会总结 马 飞 教授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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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时间 内容 讲者

5月15日  15:40-18:00  肿瘤创新药—药政管理专题论坛

中国Ⅰ类新药闯三关：如何打通肿瘤创新药患者可及的最后1公里？

15:40-15:50

领导致辞、分论坛背景与主旨介绍

1. 2018―2020年，35个Ⅰ类新药，19个
进入NRDL，仍然存在患者无法通过医

院获得药品的情况

2. 调研显示：81%的患者选择在医院开

具肿瘤免疫治疗类药品并获得医生&
药师的专业监护

3. 国家与药企在完成99公里后，医疗救

治的主体——医院——作为“最后1公
里”落地困难重重，“创新”的利好无

法惠及更多肿瘤患者

马 飞 教授

李国辉 教授

孟丽华 秘书长

Chapter 1 ：研发/注册关

15:50-15:55
背景介绍

肿瘤创新药近5年全球—中国的发展，中

国政府对创新药评审加速

主持：王海英 教授

15:55-16:25

交流点：

1. 以百济为代表的中国肿瘤创新药的研

发布局、license-out的新趋势

2. 医院端 ：国内越来越多的医院拥有与

国际水准一致的Ⅰ期临床能力与人才，

病人基数大、Ⅰ期需求大

3. 博鳌乐城先行区对保障患者可及性、

满足治疗需求的探索

熊善丽 总监 马 飞 教授

薛 冬 教授 胥庆华 教授

陈 龙 教授

Chapter 2 ：政策/目录关

16:25-16:30

背景介绍

国家层面：“十四五”开局第一年的卫生

健康布局， 卫健委与保障局各级医疗管理

机构新的医疗政策、导向密集颁布

主持：章成国 教授



会议日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时间 内容 讲者

16:30-17:10

交流点：

1. 各地区代表性医院对政策的实际认知

2. 卫健委：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药学各

级指标涉及20个，如次均费用

3. 抗肿瘤药品分级管理新规

4. 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最新就19种临床需

求迫切、可替代性不强的医保谈判药

品在医疗机构配置数据的管理，DRG/
DIP的结算支付全国实行

张宵峰 教授 王海英 教授 
王高伟 教授 孟令新 教授

胡 波 教授 

Chapter 3 ：医院准入关

17:10-17:15
背景介绍

配合患者对院内获得医保药品调研数据引

出本环节

主持：薛 冬 教授

17:15-17:55

交流点：

1. 引入新药/新技术对医院的必要性/获益：

医疗质量、服务患者、肿瘤学科建

设……

2. 医院现状存在的挑战/困难：

财务压力（次均费用、药事服务费、DRG
结算）

品归数限制-药品目录回归合理用药的管理

对肿瘤新药/新的诊疗方案知识与技能

的欠缺

3. 优化与解决探讨：分享各医院经验

政府配套行政干预措施，各医疗机构回

归“患者为中心”的本质，在价值医疗

的视角中优化医院管理模式（精细化）、

DRG（规范诊疗路径、为价值买单而非

价格）、药事管理创新、科研增值……

继续支持和鼓励医疗机构有效配置国

家谈判药品，让中国自主研发的肿瘤

创新药能突破“最后1公里”助力医疗

进步、惠及更多患者

章成国 教授 沙新平 教授

吴 涛 教授 杨 进 教授

尚丽明 教授 邓 晟 教授

肖建宏 教授

17:55-18:00 分论坛总结 孟丽华 秘书长

2021年5月16日  09:00-11:30

参观“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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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简介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Boao Can cer 

Innovation Institute，BCI） 于2020年9月

22日经琼海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是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

务主管单位是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管理局。

研究院将本着为肿瘤科技工作者服

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增进群众

健康福祉、共建共享健康的初心，全面

提升我国肿瘤防治水平，为保障人民健

康做出积极贡献。

◆ 简介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

社会道德风尚。通过整合政府、学术组织、医学专家、出版机构等各界资源，

搭建产、学、研、用的学术交流平台，全方位推动肿瘤防治的规范化、标准化、

专业化和个体化进程，全面提升我国肿瘤的防治水平，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积

极贡献。

◆ 宗旨

通过推进“全方位、全周期”肿瘤健康管理理念，让肿瘤成为慢性病，让

肿瘤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实现“大病不出县”的国家医改战略目标。

◆ 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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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主管单位指导下开展肿瘤临床研究、肿瘤相关创新药械引进与转化、

肿瘤相关技术开发与应用、肿瘤相关学术研讨、肿瘤相关会议会展、培训、健

康咨询、患者教育、科普宣传、肿瘤相关公益活动、肿瘤相关交流与合作、肿

瘤相关出版物零售、肿瘤相关广告发布、肿瘤相关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奖励肿

瘤创新科技成果及科普成果，承办政府委托的其他工作。

◆ 业务范围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成立大会合影 2020.11.13 博鳌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全媒体矩阵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官方网站

官方抖音官方视频号官方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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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
马 飞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副理事长
张宏权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侯 炜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孙晓光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

理 事
史业辉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 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崔久嵬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宁 力 西北大学医学院

刘泽林 健康报社海南记者站

监事长
钱海利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监 事
王树森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张维敏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秘书长
孙晓光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

副秘书长
莫红楠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易宗毕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贾春实 嘉会医学研究和教育集团《NEJM医学前沿》

李 姣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

办公室：张 瑜

事业发展部：蔡 熙 刘小丽 李佳玉 狄 瑶

行政部：刘斯曼

财务部：刘斯曼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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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创新药物联盟简介

一、联盟概况

中国肿瘤创新药物联盟于2021年5月15日在博鳌召开的首届“中国肿瘤创

新论坛”上正式成立。联盟由数十位肿瘤临床专家、肿瘤药学专家、临床研究

者及机构负责人、生物统计学家、基础医学家、工业界科学家等行业知名专家

联合发起。

联盟功能：通过整合政府机构、学术组织、医疗单位、出版机构、医药企

业及相关行业专家等各界资源，搭建产、学、研、用的创新药物研发与学术交

流平台，全方位推动我国肿瘤创新药物研发的全链条协作，提升我国肿瘤防治

水平，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积极贡献。

联盟愿景：通过开展肿瘤创新药物的发明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

学科建设，举办学术会议，编写指南/共识，设立肿瘤创新基金/奖项等举措，

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联盟功能以及研究院优势，加速新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和

推广应用进程，促进肿瘤创新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提高肿瘤诊疗水平，改善

患者预后，提升中国创新药物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助力全人类肿瘤精准防控事

业，共同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规划。

二、联合发起人

丁 健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院长

 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

 浙江大学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院长

马 飞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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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景轩 中山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药理学会肿瘤药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 翱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副会长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靶向药物研发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丁 克 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耿美玉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所长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柳 红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药学会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杨 波 浙江大学科研院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宏斌 中国药科大学创新研究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药学会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钱海利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因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侯 炜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张宏权 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王树森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癌单病种首席专家、内科乳腺病区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质控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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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业辉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Ⅰ期试验病房科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张 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Ⅰ期病房医疗主任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崔久嵬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肿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靳艳丽 暨南大学药学院肿瘤药理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姚 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统计室主任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副所长

孙 鑫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主任

 国家药监局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

赵卫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学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红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肿瘤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沈 波 江苏省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委兼学术秘书

史艳侠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青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杨 弘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青年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蔡清清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唐 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GCP中心办公室负责人

赵洪云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Ⅰ期试验病房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委会主任委员

曹 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GCP中心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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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临床试验中心主任

陈晓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GCP中心主任

魏霞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

巢 晖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王红霞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赵久达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饶 燏 清华大学药学院研究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林 坚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研究员

朱 棣 复旦大学药学院研究员

吴 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药剂科研究员

夏学锋 北京吉因加基因研究院院长

陈祖武 药研社首席医学官

秘 书

莫红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张维敏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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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肿瘤日间诊疗规范化建设项目简介

一、项目背景

参考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盟（CASA）对于日间手术的定义，可将日间诊

疗定义为：患者在一日（24小时）内入院、出院完成的诊断或治疗，除外在医

师诊所或医院门诊开展的诊断或治疗。

肿瘤日间诊疗病房是对“以病人为中心”所作的一项有益尝试，是一种方

便、快捷、安全的诊疗模式，是对住院模式的完善补充，在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提高床位使用率、降低总体医疗费用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国内的政策也越来越加大推行日间医疗服务的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医院设

置日间病房、日间治疗中心等。

二、项目简介

该项目由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指导，博鳌肿瘤创新研究

院发起。通过建立肿瘤日间诊疗示范基地，由示范基地带动单家医院肿瘤日间

诊疗病房的建立，有效带动各地区肿瘤诊疗的全面发展，达到日间诊疗的规范

化、标准化、合理化发展。

三、项目实施

该项目将在本次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上正式启动，项目包括《中国

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制定、肿瘤日间诊疗阳光行动、中国肿瘤日间诊疗旭

日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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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共识全国巡讲项目简介

中国首部《抗体药物偶联物治疗恶性肿瘤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0版）》（以

下简称为《共识》）由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国家肿瘤质

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北京

市肿瘤治疗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肿瘤化疗质控专家委员会组织编写，近60位国

内知名肿瘤及跨学科临床专家历经8个月共同编写，已全文发表在《中华肿瘤

杂志》和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21年第1期。

为使共识内容真正落到实处，由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发起的ADC共识全国

巡讲项目应运而生，项目将以线下结合线上的形式，自2021年5月起，在北京、

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南京、武汉、郑州、长沙、济南、苏

州等城市开展，计划培训5000 ～ 6000名肿瘤及相关医师、药师，旨在为临床

实践中更好地应用和管理ADC药物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和参考，最大化地提升

ADC药物在临床上规范化、合理化的应用，提高国内肿瘤诊疗水平，造福更多

的肿瘤患者。

引用格式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

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等．抗体药物偶

联物治疗恶性肿瘤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0版）[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

版），2021，13（1）：1-15．

扫码下载共识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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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席

马  飞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规范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会议主持

侯  炜 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副理事长

会议主持

薛  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医务处处长

中西医结合暨老年肿瘤科副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医务学组委员

北京医院协会医院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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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会议讲者

陈闪闪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委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委会委员

讨论嘉宾

赵久达 教授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乳腺疾病诊疗中心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免疫学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分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神经内分泌肿瘤分会委员

会议主持

沈  波 教授  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肿瘤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学术秘书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 22  •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唐  域 教授  辽宁省肿瘤医院

李恩孝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日间病房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科普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液体活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感染相关肿瘤防控学组委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胆道肿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肿瘤分子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精准医学与肿瘤MDT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讨论嘉宾

陆海波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诊化疗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精准医学与肿瘤MDT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精准微创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医学会肿瘤微创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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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张小涛 教授  青岛市中心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兼立体定向

放疗科主任兼日间诊疗中心主任

青岛市肿瘤防治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放射治疗协作组执行委员会委员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肺癌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脑转移瘤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

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胡  波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吴齐兵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务部副主任/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

河南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理分会 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医院协会DRG管理分会 常务委员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安徽省抗癌协会宫颈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安徽省药学会精准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安徽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和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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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周秀敏   教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先稳   教授  苏北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

苏州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合理用药学组副组长

苏北人民医院病区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食管癌学组委员

江苏省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放射治疗分会委员

江苏省免疫学会转化医学分会遗传与免疫学组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青年委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讨论嘉宾

史艳侠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常务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青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学分会秘书长兼青委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胸部肿瘤防治研究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乳腺癌分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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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童建东 教授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赵  菁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郝伟远   教授  浙江省肿瘤医院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

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分会委员

扬州市医学会肿瘤化疗与生物治疗分会主任委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肿瘤内科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浙江分会委员

浙江省肿瘤医院医务部副主任

浙江省抗癌协会放射性粒子治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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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峰 教授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明川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临床肿瘤学诊疗分会主任委员

福建省肿瘤防治联盟结直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讨论嘉宾

熊建萍 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主任

南昌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教研室主任

江西省恶性肿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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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谭诗生 教授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贵州省人民医院肿瘤学教研室主任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热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盆腔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执行主席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肖晓光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讨论嘉宾

邹立群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转化医学学组副组长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女医师协会乳腺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川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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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辉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王  琳 教授  海南省人民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日间病房主任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副主任（兼）

中国抗癌协会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分会委员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肝胆胰MDT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西抗癌协会理事

广西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医学会肿瘤化疗学分会常务委员

海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一区科主任

海南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讨论嘉宾

杨  艳 教授  赤峰市医院 

赤峰市医院日间化疗病房主任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肺癌医学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内蒙古自治区医师协会肿瘤内科医师分会委员

内蒙古自治区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内蒙古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乳腺病防治分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会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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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讨论嘉宾

张  萌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医务部副主任

河南省抗癌协会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医院协会学科建设管理分会委员

讨论嘉宾

孟令新 教授  日照市人民医院

日照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肿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抗癌协会理事

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精准医疗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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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讨论嘉宾

陈幼芬 教授  余姚市人民医院

余姚市人民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肿瘤内科副主任

宁波市中西结合学会肿瘤分会委员

宁波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委员

宁波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委员

讨论嘉宾

肖建宏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副院长

宁德市闽东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呼吸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癌AI诊断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基层学组委员

福建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医院协会呼吸病学研究分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海峡肿瘤防治科技交流协会肿瘤临床研究协作分会常务委员

讨论嘉宾

王鹏远 教授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理事

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中西医结合诊疗创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5月14日  19:30-20:30  《中国肿瘤日间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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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09:00-09:40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开幕式

名誉主席

丁  健 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院长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肿瘤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2004-2013）

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

浦东新区科协主席

会议主持

莫红楠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分会转化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青年分会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SCI论文数篇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副秘书长

会议主席

马  飞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规范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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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09:40-10:40  肿瘤创新研究论坛

会议主持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行政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主持

吕伟明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行政主任

广东省普通外科质控中心甲乳外科学组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乳甲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实用技术分会常委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分会乳房精准整复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外科医学装备分会甲状腺外科装备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主持

赵洪云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临床研究部副主任/Ⅰ期病区区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胸部肿瘤学组副组长

广东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  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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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09:40-10:40  肿瘤创新研究论坛

会议主持

代小秋 编审  《中华肿瘤杂志》

《中华肿瘤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中国控烟协会理事

中国期刊协会理事

会议讲者

姚  晨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统计室主任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副所长

海南省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卫生信息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统计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肿瘤医学部副主任委员

会议讲者

姚明宏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

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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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09:40-10:40  肿瘤创新研究论坛

讨论嘉宾

王鹏远 教授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理事

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中西医结合诊疗创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赵久达 教授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乳腺疾病诊疗中心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免疫学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分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神经内分泌肿瘤分会委员

讨论嘉宾

叶  峰 教授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临床肿瘤学诊疗分会主任委员

福建省肿瘤防治联盟结直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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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09:40-10:40  肿瘤创新研究论坛

讨论嘉宾

陈祖武 总监
药研社首席医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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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0:40-11:40  肿瘤创新转化论坛

会议主持

沈  波 教授  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肿瘤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学术秘书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会议主持

夏学锋 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

北京吉因加基因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休士顿医学中心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休士顿卫理公会研究所基因组医学中心PI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会员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员

会议主持

张宏伟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乳腺疾病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甲状腺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乳腺病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乳腺癌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肿瘤学组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海西乳腺微创美容外科专家委员会顾问

上海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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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0:40-11:40  肿瘤创新转化论坛

会议主持

任  予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陕西省保健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妇女健康促进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讲者

丁  克 教授  暨南大学药学院

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国药学会药物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讲者

张  翱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副会长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靶向药物研发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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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0:40-11:40  肿瘤创新转化论坛

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肖建宏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王  成 教授  吉林省肿瘤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副院长

宁德市闽东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呼吸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癌AI诊断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基层学组委员

福建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医院协会呼吸病学研究分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海峡肿瘤防治科技交流协会肿瘤临床研究协作分会常务委员

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四科主任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健康服务适宜技术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吉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及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张小涛 教授  青岛市中心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兼立体定向

放疗科主任兼日间诊疗中心主任

青岛市肿瘤防治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放射治疗协作组执行委员会委员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肺癌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脑转移瘤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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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0:40-11:40  肿瘤创新转化论坛

讨论嘉宾

宋丽华 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分会主任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乳腺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姑息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预防医学会肿瘤风险评估与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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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1:40-12:40  肿瘤创新药物论坛

会议主持

张  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行政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主持

钱海利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肿瘤与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因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监事长

会议主持

侯  炜 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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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1:40-12:40  肿瘤创新药物论坛

会议讲者

史艳侠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常务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青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学分会秘书长兼青委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胸部肿瘤防治研究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乳腺癌分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讲者

马  飞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规范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会议主持

熊建萍 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主任

南昌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教研室主任

江西省恶性肿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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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1:40-12:40  肿瘤创新药物论坛

讨论嘉宾

靳艳丽 教授  暨南大学药学院

暨南大学药学院研究员

中国抗癌协会抗癌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肿瘤细胞生物学分会青年委员

广东省药理学会肿瘤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肖晓光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万冬桂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中西医乳腺癌防治全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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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1:40-12:40  肿瘤创新药物论坛

讨论嘉宾

任  予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陕西省保健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妇女健康促进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讨论嘉宾

莫红楠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分会转化医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青年分会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SCI论文数篇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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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2:40-13:30  午餐卫星会

会议讲者

张  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行政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讲者

韩  晶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乳腺外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乳腺学组副组长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主席

马  飞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规范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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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2:40-13:30  午餐卫星会

讨论嘉宾

彭少华 教授  海南省肿瘤医院

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放疗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委员

海南省医学会放射肿瘤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肿瘤放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海南省医学会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中部肿瘤放疗联盟常务委员

讨论嘉宾

薛  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医务处处长

中西医结合暨老年肿瘤科副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医务学组委员

北京医院协会医院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熊建萍 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主任

南昌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教研室主任

江西省恶性肿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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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3:30-17:40  肿瘤创新管理论坛—日间诊疗专题论坛

会议主持

薛  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医务处处长

中西医结合暨老年肿瘤科副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医务学组委员

北京医院协会医院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主持

胡  波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务部副主任/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

河南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理分会 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医院协会DRG管理分会 常务委员

会议主席

马  飞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规范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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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3:30-17:40  肿瘤创新管理论坛—日间诊疗专题论坛

会议主持

张小涛 教授  青岛市中心医院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兼立体定向

放疗科主任兼日间诊疗中心主任

青岛市肿瘤防治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放射治疗协作组执行委员会委员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肺癌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脑转移瘤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主持

张  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行政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主持

熊建萍 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学中心主任

南昌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肿瘤教研室主任

江西省恶性肿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江西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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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首届中国肿瘤创新论坛

5月15日  13:30-17:40  肿瘤创新管理论坛—日间诊疗专题论坛

会议主持

沈  波 教授  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肿瘤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肺癌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学术秘书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精准医疗分会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会议主持

张宏伟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乳腺疾病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甲状腺疾病诊疗中心副主任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乳腺病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临床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乳腺癌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肿瘤学组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海西乳腺微创美容外科专家委员会顾问

上海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主持

万冬桂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中西医乳腺癌防治全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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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

任  予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陕西省保健学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陕西省妇女健康促进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讲者

章成国 教授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精准心血管病学学组委员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医学会医院质量管理与评价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副组长

佛山市医学会副理事长

会议讲者

陈闪闪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委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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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讲者

肖晓光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讲者

唐  域 教授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日间病房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科普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液体活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感染相关肿瘤防控学组委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

会议讲者

赵洪云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临床研究部副主任/Ⅰ期病区区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胸部肿瘤学组副组长

广东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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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讲者

梅志红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护士长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癌个案管理学组副主任委员

北京市乳腺病防治学会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市乳腺病防治学会群众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康复学组委员

北京市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讲者

蔡海峰 教授  唐山市人民医院

唐山市人民医院乳腺外二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北省急救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北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北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委员

会议讲者

贾勇圣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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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谭彪彬 教授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医院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医院肿瘤血液二区主任/内科党支部书记

湖南省健康管理协会理事

讨论嘉宾

孟令新 教授  日照市人民医院

副院长/肿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抗癌协会理事

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精准医疗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讨论嘉宾

肖建宏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副院长

宁德市闽东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呼吸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癌AI诊断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基层学组委员

福建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医院协会呼吸病学研究分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海峡肿瘤防治科技交流协会肿瘤临床研究协作分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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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王鹏远 教授  许昌市中心医院

邹立群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理事

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中西医结合诊疗创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疼痛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南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转化医学学组副组长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女医师协会乳腺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川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讨论嘉宾

苏鹏程 教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超声介入专委会乳腺介入学组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乳腺疾病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新疆抗癌协会乳腺癌和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新疆医学会普外科专业委员会乳腺及甲状腺学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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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温尊北 教授  高州市人民医院

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放射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学分会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放射治疗医师分会委员

广东省胸部肿瘤防治研究会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鼻咽癌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粤西分会常务委员

茂名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讨论嘉宾

叶  峰 教授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福建省海峡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临床肿瘤学诊疗分会主任委员

福建省肿瘤防治联盟结直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讨论嘉宾

窦鹏挥 教授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化疗科主任

中华全科医学继续教育学院委员

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肿瘤热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抗癌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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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陈幼芬 教授  余姚市人民医院

余姚市人民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肿瘤内科副主任

宁波市中西结合学会肿瘤分会委员

宁波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委员

宁波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委员

讨论嘉宾

宋丽华 教授  山东省肿瘤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分会主任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乳腺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医学会姑息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预防医学会肿瘤风险评估与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讨论嘉宾

禹正杨 教授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日间手术中心主任/肿瘤中心副主任/乳甲外科副主任

湖南省医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肠外肠内营养学组委员

湖南省医学会外科专业委员会腹腔镜与内镜外科学组委员

衡阳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衡阳市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

衡阳市医学会普外专业委员会乳甲学组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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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刘  飒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第二肿瘤内科科主任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分会委员

讨论嘉宾

吕伟明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行政主任

广东省普通外科质控中心甲乳外科学组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乳甲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实用技术分会常委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精准与数字分会乳房精准整复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外科医学装备分会甲状腺外科装备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王  成 教授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四科主任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健康服务适宜技术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吉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及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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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讨论嘉宾

陈  茹 教授  海南省人民医院

黄  莉 教授  山西省肿瘤医院

海南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

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乳房整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海南省肿瘤防治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海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委会主任委员

海南省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副秘书长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乳房精准整复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山西省肿瘤医院乳腺三科

山西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山西省医师协会乳腺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青年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讨论嘉宾

张  昊 教授  辽宁省肿瘤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三病区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肿瘤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分会理事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肿瘤微无创治疗与组织重建专业委员会理事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乳房整形修复重建与美容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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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13:30-17:40  肿瘤创新管理论坛—日间诊疗专题论坛

讨论嘉宾

邢德君 教授  吉林省肿瘤医院

吉林省肿瘤医院内三科主任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肿瘤靶向治疗技术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亚太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及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吉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讨论嘉宾

陈闪闪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肿瘤免疫治疗专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协会肿瘤化学治疗专委会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健康管理专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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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13:40-15:40  BCT科研沙龙

会议主席

史艳侠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常务理事

中国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青委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学分会秘书长兼青委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胸部肿瘤防治研究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乳腺癌分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主持

王墨培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与放射病科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乳腺癌多学科诊疗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乳腺癌标志物协作组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瘤学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

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分会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青年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主席

马  飞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规范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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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13:40-15:40  BCT科研沙龙

会议主持

关小倩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质量管理与评价科主任，医务部主任

中华医学生物免疫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

广州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肿瘤学专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肿瘤内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消化道肿瘤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放化疗学组委员

会议主持

曾庆安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科主任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实用技术分会委员

广东省医师协会乳腺专科医师分会常委

珠海市抗癌协会常务理事

珠海市抗癌协会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珠海市医师协会乳腺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会议讲者

陆永奎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南方肿瘤协作组（CSWOG）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委

广西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西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医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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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李  敏 教授  粤北人民医院

粤北人民医院头颈乳腺外科带组组长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组青年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韶关市乳腺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韶关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

讨论嘉宾

张振东 教授  天津市人民医院

天津市人民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医学会外科分会内分泌外科学组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甲状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讲者

张  剑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行政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青年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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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喻  娟 教授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湖南省抗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  

湖南省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胡晓磊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乳腺中心

广州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王翠英 教授  三亚中心医院

三亚中心医院肿瘤治疗中心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粒子治疗分会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学会肿瘤防治专家委员会

海南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介入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三亚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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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胡  慧 教授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  

广东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学组委员

广东省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

广东省中医药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医学会甲状腺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理事

深圳市中医药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深圳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深圳市医师协会乳腺专科医师会委员

讨论嘉宾

孙晓莹 教授  北京桓兴肿瘤医院

北京桓兴肿瘤医院乳腺内科负责人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青年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青年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老年肿瘤分会肿瘤心脏病专家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仝伟兵 教授  内蒙古肿瘤医院

内蒙古肿瘤医院乳腺中心B区

中国乳腺微创与乳腔镜手术联盟常务理事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内蒙古乳腺疾病防治学会副理事长兼副秘书长

内蒙古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乳腺病防治分会秘书长兼委员

内蒙古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国际医疗与合作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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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王明华 教授  十堰市太和医院

十堰市太和医院普外三科副主任

湖北医药学院第一临床学院副院长

湖北省乳腺甲状腺学会常务理事

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常委

湖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乳腺甲状腺生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十堰市抗癌协会副会长

十堰市医学会普外专业委员会委员

讨论嘉宾

黄建宏 教授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宜昌市肿瘤医院甲状腺乳腺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兼肿瘤

院区甲乳外科主任

湖北省抗癌协会理事

湖北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湖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宜昌市乳腺癌防治中心负责人

宜昌市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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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领导

李国辉 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药剂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药师协会肿瘤药师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药学会药学服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药学会肿瘤药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邀嘉宾

孟丽华 秘书长  中国药师协会

中国药师协会秘书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会议主席

马  飞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治疗中心主任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规范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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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

王海英 教授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皮肤性病学组委员

北京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

会议主持

薛  冬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医务处处长

中西医结合暨老年肿瘤科副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肿瘤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医务学组委员

北京医院协会医院日间手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会议主持

章成国 教授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精准心血管病学学组委员

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医学会医院质量管理与评价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副组长

佛山市医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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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胡  波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务部副主任/日间医疗中心负责人

河南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医院协会DRG管理分会常务委员

讨论嘉宾

胥庆华 教授  聊城市人民医院

聊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医院协会医疗康复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养结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聊城市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讨论嘉宾

陈  龙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医务一处副处长/心脏外科监护室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仿真模拟学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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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15:40-18:00  肿瘤创新药-药政管理专题论坛

讨论嘉宾

王高伟 教授  云南省肿瘤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社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委员

云南省医院协会肿瘤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云南省医院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与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云南省社会工作联合会医务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云南省肿瘤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医院协会医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讨论嘉宾

沙新平 教授  湘雅常德医院

湘雅常德医院医疗副院长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

中国医院协会患者安全核心专家会

湖南省医院协会患者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卫生信息统计与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肝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湖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讨论嘉宾

孟令新 教授  日照市人民医院

日照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肿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

山东省抗癌协会理事

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肿瘤精准医疗医师分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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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嘉宾

吴  涛 教授  贵州省肿瘤医院

贵州省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副主任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委员

贵州省抗癌协会理事

贵州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常务委员

讨论嘉宾

杨  进 教授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学术技术带头人

四川省重点学科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

四川省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系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四川省医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欧洲泌尿外科协会会员

讨论嘉宾

尚丽明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部部长

广西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广西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委员

广西抗癌协会青年理事

广西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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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15:40-18:00  肿瘤创新药-药政管理专题论坛

讨论嘉宾

肖建宏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副院长

宁德市闽东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呼吸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肺癌AI诊断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基层学组委员

福建省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医院协会呼吸病学研究分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海峡肿瘤防治科技交流协会肿瘤临床研究协作分会常务委员



支持企业



联系方式

博鳌肿瘤创新研究院

秘书处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人卫大厦B座306室		

邮	 	 	 编 ：	100021

会务联系人：	王凤丽	 15120030829	 	 	 曹丽丽	 18910091525

	 蒋云巍	 13718628777	 	 	 戚予然	 13426303549

	 胡海铭	 13522960707

学术联系人：	李	 姣	 13810327763

邮	 	 	 箱：	bci2020@sina.com

官 方 网 站：	www.bci20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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