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抒胸臆 众筹创新”华人中青年胸部肿瘤专家论坛 

暨 CRTOG 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 

邀 请 函 
尊敬的         教授： 

为了加强胸部肿瘤学术交流，由华人肿瘤放疗协作组（CRTOG)和山东省抗癌协会共

同主办的2016“直抒胸臆 众筹创新”华人中青年胸部肿瘤专家多学科交流论坛定于2016

年 11 月 25 至 27 日在济南召开，分食管癌、肺癌、脑转移瘤和临床科研专题，众多国

内大咖、中青年专家和海外华人肿瘤专家、统计师、著名编辑将就当前学术热点和临床

病例展开讨论。同时， CRTOG 执行委员会将首先成立肺癌、食管癌和脑转移瘤工作委

员会，诚邀有建树的华人中青年专家加入。要求委员具备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青

年委员具备中级职称或研究生学历。原则上每位专家只能加入一个委员会，对于多个领

域均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目前最多可申请加入两个工作委员会，但只能在一个委员会中

担任领导职务。各委员会将全面推进临床协作、数据采集、课题申请、专著出版、翻译

引进和国际交流等工作。为实际工作需要，除放疗专家外，我们也热烈欢迎内科、外科、

影像、病理、检验、流调、统计、翻译、出版等各方面的专家加入各工作委员会。除以

上三个工作委员会外，其他瘤种的工作委员会正在筹备中，有意加入者也可现在提出申

请。请您填写委员申请表后发送至邮箱 office@crtog.org，同时打印纸质版并盖单位公

章或提供具备基础资质的证明（职称或学历证书复印件），开会时现场提交或快递至“济

南市济兖路 440 号山东省肿瘤医院放疗八病区，于清溪 收，邮编 250117，手机：

15269121169 ”，原 CRTOG 委员和海外专家不需要提供纸质材料。 

请当前成立的三个工作委员会的委员申请人和参会代表务必在 2016 年 11 月 18 日

前发送电子回执，中国大陆委员若确有事由不能出席会议，需派代表参加并注册，600

元/人，含资料费、餐费、国家级继续教育 I类学分 10 分。住宿费另付，480 元/间。 

欢迎所有 CRTOG 指导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常委莅临指导，会务组提供食宿，但请填写回执。 

我们诚挚的邀请从事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盛会，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此致 

敬礼！                                                大会主席  于金明  院士 

执行主席  袁双虎  教授 

华人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 

山东省抗癌协会 

二 0 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直抒胸臆 众筹创新” 

华人中青年胸部肿瘤专家论坛 

会议日程 

11 月 25 日    

14:00-20:00 报到      济南绿地美利亚酒店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齐州路 2477 号-济南西站东广场 

18:00-22:00   自助晚餐 

11 月 26 日    

08:15-08:20  开幕式                              主持人  袁双虎 教授 

08:20-09:25  食管癌专题 上半场  

 主席：李建成教授 张利民教授  张建东教授 

08:20-08:45  美国食管癌放疗现状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Zhongxing Liao 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08:45-09:10  食管癌腔镜治疗进展  

                          山东省立医院 张林 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09:10-09:35  食管癌新辅助放化疗的实践    

                                  浙江省肿瘤医院 许亚萍 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09:35-10:35  MDT 病例讨论              主席：杨文锋 教授 杨福俊 教授 

09:35-10:05   病例 1  黄伟 教授 

10:05-10:35   病例 2  董印军 博士 

讨论嘉宾  朱正飞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军教授  山东省立医院   

          仓顺东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韩云炜教授  西南西科大学附属医院    

          郭依廷教授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姚伟荣教授 江西省人民医院 

                             （每例汇报 10 分钟，讨论 20 分钟） 

10:35-10:45  茶歇 

10:45-12:00 食管癌专题 下半场            

主席：汪延明 教授 马红兵教授 孟琦教授 

10:45-11:10 食管癌放疗靶区勾画与质量保证    

                                         山东省肿瘤医院 李宝生 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1:10-11:35 不同入路食管癌根治术的临床评价 

山东省立医院 刘相燕 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1:35-12:00  食管癌预后因素研究进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程玉峰 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2:15-13:15  卫星会 （午餐） 

13:30-18:00 肺癌专场 

13:30-15:45 上半场    主席： 张百江 教授  吴永忠 教授 王彩霞 教授 

13:30-13:55 肺癌异质性对治疗耐药性的影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向东教授 

13:55-14:20 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展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赵路军 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4:20-14:45  ctDNA 在肺癌分子分型和伴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臻和科技 张恒辉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4:45-15:10  肺癌影像精准诊断新实践 

                                   山东省肿瘤医院 黄勇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5:10-15:40  精准医学背景下的肺癌放疗进展     

                                         山东省肿瘤医院 于金明院士 

15:40-15:45  CRTOG 网站启动仪式                    主持 胡旭东 教授 

15:45-15:55  茶歇  

17:10-18:00   MDT 病例讨论          主席：郭洪波 教授  宋轶鹏 教授 

15:55-16:05   病例 1 早期肺癌的诊治   刘希斌 教授 

16:05-16:15   病例 2 晚期肺癌的综合治疗  王素贞 医生 

16:15-16:45   MDT 讨论 

讨论嘉宾： 宋启斌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张永明教授山东省肿瘤医院   

           毕楠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军教授   山东省立医院                 

           王彩霞教授 山东省立医院          童波 教授  江西省人民医院 

  

16:45-18:00  下半场  主席  马学真教授  郭依廷教授  盛延兴教授 



 

16:45-17:10  非小细胞肺癌内科治疗新进展  

河南省人民医院 仓顺东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7:10-17:35 肺癌微创外科治疗的理念和实践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院肿瘤医院 牟巨伟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7:35-18:00 早期肺癌治疗的放疗视角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袁智勇教授 

（报告 20 分钟， 问答 5分钟） 

18:30-20:30  自助晚餐 

11 月 27 日    

08:00-08:15  CRTOG 工作委员会选举与成立仪式  主持人：王向东 秘书长 

08:15-10:00  脑转移瘤专场   主席  潘绵顺教授  王军教授  谢聪颖 教授  

8:15-08:35   脑转移瘤的放射治疗进展   

重庆市肿瘤医院 吴永忠 教授 

08:35-09:00   脑转移瘤的内科治疗进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梁晓华 教授 

09:00-09:25   脑放射损伤与保护研究进展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董晓荣教授 

09:25-09:50    脑转移瘤海马保护放疗临床病例分享与讨论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陆海军教授 

             讨论嘉宾 （汇报 10 分钟，讨论 20 分钟） 

            李晓敏教授 山西省肿瘤医院  杨秋安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孙鹏飞教授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杨哲教授    山东省立医院 

             李平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50-10:00  茶歇 

10:00-12:00  科研专场     宋启斌教授  毕楠教授  赵敏教授   

10:00-10:25 Clinical Trial Design and Quality Assurance.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Feng-Ming Spring Kong 教授 

10:25-10:50 学术专著的筹划与出版  

湖北科技出版社   冯友仁 教授 

10:50-11:15 The Role of the Statistician in Oncology Clinical Research Teams 

美国 RTOG 高级统计师  Chen Hu 



 

11:15-11:40  SCI 期刊选刊与投稿-编辑的视角     

《中国肺癌杂志》编辑部   刘谦 教授 

11:40-12:05  How to write successful grant applications?  

美国 NIH 基金评审专家，国自然二审专家，Min Li 教授 

12:05-12:15   CRTOG 网站及临床科研数据库介绍    

山东省肿瘤医院 袁双虎 教授 

12:15-13:30  自助午餐 

13:30        撤离 

 

 

 

 

 

 

 

 

 

 

 

 

 

 

 

 

 

 

 

 

 

 

 

 

 



 

CRTOG 工作委员会申请表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晋职时间   职务
*
   

工作 

单位 
  工作部门

*
   

单位 

地址 
  

工作 

电话
*
 

  
邮

编
*
 

  

手机   e-mail
*
   

最后 

学历 
院校名称 毕业时间 学位

*
 学历

*
 

国内 
 

      

国外 
 

      

在申请

加入的

工作委

员会前

填写

“是" 

 
肺癌工作委员会，  拟申请_______________职务（委员/青年委员） 

 
食管癌工作委员会，拟申请_______________职务（委员/青年委员） 

 
脑转移瘤工作委员会，拟申请_______________职务（委员/青年委员） 

 
其他委员会，请填写：                 ，拟申请_______________职务 

个
人
工
作
学
术
背
景
、
成
果
介
绍 

  

 

 

 

 

 

个
人
意
见 

     我申请加入 CRTOG工作委员会，接受选举任命，为华人肿瘤

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海外委员可以用 CV 代替，需注明申请加入的工作委员会。



 

“直抒胸臆 众筹创新”华人中青年胸部肿瘤专家论坛 

暨 CRTOG 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 

参会回执 

姓      名 性别 单位名称 
职    务 职    称 联   系   电  话 房间要求 

       

是否 

需要接站 

接站 

地点 

航班/车次 到达济南 

日期时间 

是否 

需要送站 

航班号/车次 

（送站终点） 

离开酒店 

日期时间 

       

房间要求 1 大床房 2 标准间 3 可合住  4 不需要 

在济南西站出口有接站人员，举牌“CRTOG”，导引代表步行到达济南绿

地美利亚酒店（5 分钟)。 

收到您的回执后会务组代为预留房间，办理会议登记注册后入住，协议价为

480 元/房/天（含早餐)，撤离时请代表自行和酒店结账并开具发票。 

不要求但欢迎提前注册，转账 600 元至山东省抗癌协会，请注明“华人”。 

转账单位名称：山东省抗癌协会 
开户行：农行济南市槐荫区支行济兖公路分理处 

账号：151 264 010 400 002 90 

纳税人识别号：513700000MJD60136XL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济兖路 440 号 

电话：0531-67626900 

会务联系邮箱：office@crtog.org 

联系人：李莉  18853125315 齐艺强 18560751885 于清溪 15269121169 

总协调：袁双虎 13853106916 

注：所有委员和代表都需要填写回执，请务必在 2016 年 11 月 21 日前将参会

回执发回联系邮箱，否则可能无法安排房间及产生其他不便。感谢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