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众筹创新”精准肿瘤学华人论坛 

华人放疗协作组 2017 年会 暨放疗质控与靶区勾画学习班 

邀 请 函（第二轮） 
尊敬的      教授： 

 为促进学科发展，由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华人放疗协作组（CRTOG)和山

东省抗癌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众筹创新”精准肿瘤学论坛暨华人放疗协作组

2017 年会定于 7 月 7 至 9 日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美国、欧洲、澳洲、港台和

中国大陆的华人肿瘤专家将就当前学术热点和临床工作展开讨论。 

华人放疗协作组将召开全委会，开放委员/青年委员的增补申请，并筹建国

际交流和放疗质控及各常见单癌种的工作委员会，专项负责推进国际交流和放疗

质控及相应病种 MDT、临床试验和规范诊疗，诚邀相关专业的华人专家加入。其

中，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邀请外语好（≥6级）、有国际交流工作热情的学者加

入，将在国际专家指导下开展工作，要求研究生学历、职称、年龄不限。放疗质

控委员会邀请放疗医生、物理师、技师、影像专家、设备专家等共同参与；各单

癌种工作委员会在邀请放疗专家的同时，也欢迎内、外、影像、病理等领域专家

代表加入，以方便 MDT 和临床试验的开展；要求委员具备副高以上职称，青年委

员具备中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同时，CRTOG 将启动《肿瘤

精准诊断与治疗》丛书编写，诚邀有影响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加入编委会。 

请委员申请人和参会代表务必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发送电子回执至

office@crtog.org，CRTOG 执行委员会和各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若确有事由不能出

席会议，需派代表参加并注册，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I类学分 10分。 

我们诚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盛会，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大会主席  于金明  李宝生 

   

                                           Co-chair  孔凤鸣  甄维宁  

  金见悦  岳  宁  

 

执行主席  袁双虎  尹  勇 

 

2017 年 6 月 21 日 



 

第二届“众筹创新”精准肿瘤学论坛 

华人放疗协作组 2017 年会暨放疗质控与靶区勾画学习班 

会议日程 

7 月 7 日    

09:00-13:00 报到            济南鲁能希尔顿酒店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2888 号 

11:30-13:00 自助午餐 

 

第一会场 精准肿瘤学论坛     

地点：鲁能大宴会厅 1厅 

7 月 7 日 下午 

13:00-13:30 开幕式  主持：王向东教授 袁双虎教授 

CRTOG 指导主委、山东抗癌协会理事长于金明院士致欢迎辞       

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兼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教授致辞 

世界华人肿瘤医师协会夏景林主委致辞 

《肿瘤精准诊断与治疗》丛书编篡启动仪式 

13:30-15:35 上半场  主持：宋启斌 尹勇 马学真 

13:30-13:55 Adaptive radiation therapy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Feng-Ming Spring Kong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13:55-14:20 精准放射肿瘤学新实践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14:20-14:45 惰性淋巴瘤的放疗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45-15:10 小细胞肺癌的治疗进展   

傅小龙 上海市胸科医院 

15:10-15:35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 markers detection based on    

            liquid biopsy in precision managment of NSCLC            

王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35-15:45 茶歇 

15:45-18:00 下半场  主持：程玉峰 孙新臣 张述  

15:45-16:10 Biophysics models and bio markers to predict patient radio     

             sensitivity and survival 

Jian-Yue Jin  Indian University  USA 



 

16:10-16:35 细胞周期与放疗抵抗   

  叶棋浓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    

16:35-17:00 抗肿瘤分子靶点鉴定与靶向治疗  

贾立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00-17:25 胰腺癌个体化精准治疗—离我们有多远？ 

虞先濬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25-17:50 乳腺癌精准靶向治疗进展 

陈策实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18:00-20:00 晚餐  

20:30-21:30 CRTOG 全委会和各工作委员会筹备会议 

7 月 8 日 上午 

08:00-08:30 CRTOG 各工作委员会成立仪式   主持：胡旭东 

08:30-10:20 上半场  主持：王旬果 刘相燕 杨哲 

08:30-08:55 肺癌放射外科和免疫治疗结合研究进展 

Joe Chang 美国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08:55-09:15 肺癌精准微创外科与快速康复  

牟巨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09:15-09:35 晚期肺癌精准医学临床转化性实践   

洪专 江苏省肿瘤医院  

09:35-10:00 Radiotherapy of brain metastasis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eining Zhen  Nebrask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USA 

10:00-10:20 ALK 阳性肺癌的全程管理 

方健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下半场  主持：陈嘉 许孝新 孙昌进 

10:30-10:55 食管癌之放疗优化 

李宝生 山东省肿瘤医院 

10:55-11:20 食管癌的精准外科治疗进展 

刘家全 台湾和信治癌中心医院 

11:20-11:40 食管癌的靶向治疗进展 

袁双虎 山东省肿瘤医院 

11:40-12:00 液态活检技术 ctDNA 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汪笑男 世和基因公司 

https://www.baidu.com/link?url=bLOFocKqVUbejmJ0O-mMGhlE0KCR-v_H1jsxMW65QobXvSd2S5czmmB1W-eGI3D04VjPxP1UWSeLx1sS3RnQO_&wd=&eqid=820c4e2300029a420000000259108676


 

12:15-13:15 卫星会（午餐） 

     阿帕替尼在胃癌中的应用  王潍博   山东省立医院 

阿帕替尼的多肿瘤应用研究进展  王启鸣 河南省肿瘤医院 

7 月 8 日下午 

13:30-15:30 上半场  主持：胡钦勇 陈绍水 潘绵顺 

13:30-13:55 Recent progress in radiotherapy of head and neck cancers: 

French experience of Institute Gustave-Roussy & GORTEC. 

 陶运淦 法国巴黎 Gustave Roussy 肿瘤研究院 

13:55-14:15 恶性胶质瘤的综合治疗进展 

邱晓光 北京天坛医院 

14:15-14:35 脑转移瘤的综合治疗进展 

伍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4:35-14:55 NGS 与神经肿瘤精准治疗                        

阎海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 

14:55-15:20 Biomedical data computing and visual analytics 

       王秀英 悉尼大学（澳大利亚） 

15:20-15:30 点评与讨论 

15:30-15:40 休息 

15:40-17:50 下半场  主持：刘波 张开贤 孟令军 

15:40-16:00 低度恶性胶质瘤的靶区勾画 

宋轶鹏 烟台毓璜顶医院 

16:00-16:20 高度恶性胶质瘤的靶区勾画  

孙鹏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16:20-16:40 脑转移瘤的放疗靶区勾画 

李祥攀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6:40-17:00 松果体生殖细胞瘤 

邱素芳 福建省肿瘤医院 

17:00-17:20 髓母细胞瘤的靶区勾画 

王若铮 新疆自治区肿瘤医院 

17:20-17:40 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精准放疗靶区勾画 

马红兵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7:40-17:50 点评与讨论 



 

第二会场：放疗质控与靶区勾画专场     

地点：鲁能大宴会厅 3厅 

7 月 8 日 上午 

08:30-10:30 上半场  主持：汪延明  钱明  盛延兴 

08:30-08:50 放疗质量控制基本标准 

吴永忠 重庆市肿瘤医院 

08:50-09:10 头颈部肿瘤的放疗质控要点 

闫静 南京医科大学鼓楼医院 

09:10-09:40 质子和重离子在放疗应用中的物理和生物原理及不确定性        

Ning Yue  Rutgers University  USA 

09:40-10:00 头颈部解剖结构和放疗危及器官精确勾画 

王孝深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10:00-10:20 鼻咽癌放疗靶区精准勾画   

易俊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20-10:30 点评与讨论 

10:30-12:20 下半场  主持：金风 贾中耀 孟令新 

10:30-10:50 鼻腔和鼻窦癌放疗靶区勾画 

申良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0:50-11:10 腮腺癌靶区勾画         

冯梅 四川省肿瘤医院 

11:10-11:30 口咽癌精准放疗靶区勾画图谱 

孙颖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1:30-11:50 下咽癌精准放疗靶区勾画 

乔俏 中国医科大学 

11:50-12:10 口腔癌精准放疗靶区勾画 

王颖 重庆市肿瘤医院 

12:10-12:20 点评与讨论 

12:30-13:15 卫星会（午餐） 主持：张强 

NGS 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赵伟新         讨论嘉宾：  孟雪 杨福俊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rutgers.edu%2F&q=%E7%BD%97%E6%A0%BC%E6%96%AF%E5%A4%A7%E5%AD%A6&ts=1497451663&t=a525fb01c60beb93182ba1868865983&src=haosou


 

7 月 8 日下午 

13:30-16:00 上半场  主持：袁智勇 朱正飞 张盛  

13:30-13:50 肺癌术后放疗靶区勾画             

李建成 福建省肿瘤医院 

13:50-14:10 早期肺癌靶区勾画          

葛红 河南省肿瘤医院 

14:10-14:30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区勾画   

朱广迎 中日友好医院 

14:30-14:50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靶区勾画 

梁世雄 上海市肺科医院 

14:50-15:10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靶区勾画 

徐向英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10-15:30 DIBH 技术在胸部放疗中的应用 

严森祥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0-15:50 进展期肺腺癌精准影像诊断 

黄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15:50-16:05 茶歇 

16:05-18:25 下半场  主持：  赵路军 傅深  汪步海  

16:05-16:25 胸腺肿瘤放疗靶区勾画 

许亚萍 浙江省肿瘤医院 

16:25-16:45 食管癌放疗靶区勾画 

王军 河北省肿瘤医院 

16:45-17:05 食管癌术后放疗靶区勾画 

蔡旭伟 上海市胸科医院 

17:05-17:25 直肠癌放疗靶区勾画         

蔡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7:25-17:45 骨肿瘤的靶区勾画  

谢聪颖 温州医科大学   

17:45-18:05 横纹肌软组织肿瘤靶区勾画 

陆海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8:05-18:25 腹膜后软组织肿瘤靶区勾画 

汪浩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30-20:00 晚餐 



 

7 月 9 日上午 

08:10-10:10 上半场  主持：金晶 张建东 张小涛 

08:10-8:30  肝癌放疗靶区勾画 

王维虎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08:30-08:50 胃癌放疗靶区勾画   

郁志龙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8:50-09:10 肛管癌放疗靶区勾画         

王雅棣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 

09:10-09:20 点评与讨论  

09:20-09:40 前列腺癌靶区勾画 

傅深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09:40-10:00 肾盂/输尿管癌靶区勾画 

高鸿 北京医院 

10:00-10:10 点评与讨论 

10:10-10:20  茶歇 

10:20-12:10 下半场  主持：李建彬  林勤 张延可 

10:20-10:40 乳腺癌放疗靶区勾画  

吴君心 福建省肿瘤医院 

10:40-11:00 宫颈癌放疗靶区勾画 

胡克 北京协和医院 

11:00-11:20 子宫内膜癌放疗靶区勾画 

贾晓晶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1:20-11:40 阴道癌放疗靶区勾画 

 王青 陕西省人民医院 

11:40-12:00 外阴癌放疗靶区勾画 

 孙宝胜 吉林省肿瘤医院 

12:00-12:10 点评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 

7 月 9 日下午 撤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