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胆胰肿瘤前沿学术研讨会
第二届广州胆胰肿瘤高峰论坛
暨 2018 年广东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委会年会

第二轮会议通知

广东·广州
2018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

主办单位：广东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道：
近年来胆胰肿瘤的临床、基础研究方兴未艾，在 2017 年由广东
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承办
的第一届广州胆胰肿瘤高峰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引起了同行们的
强烈反响。在总结了 2017 年第一届办会经验的基础上，第二届广州
胆胰肿瘤高峰论坛暨 2018 年广东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委会年会将
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在美丽的羊城广州再次举行。另外，随
着粤港澳三地医学专家在胆胰肿瘤方面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进
一步促进粤港澳三地以及全国范围内胆胰肿瘤研究同道的合作与交
流，本次会议将同时举办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胆道、胰腺肿瘤前沿学
术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多位国内胆道、胰腺肿
瘤领域的院士、知名学者做特邀报告，同时会议将设胆道、胰腺肿
瘤分会场，就目前热门的胆胰肿瘤的微创治疗、综合治疗、临床及
基础研究进展等展开交流，涵盖胆胰肿瘤的外科微创手术、内镜介
入、化疗、放疗及基础研究、临床转化等内容，我们衷心欢迎各位
专家、同道参加本次大会，美丽的羊城欢迎您的到来！

广东省抗癌协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大会执行主席 李升平
2018 年 07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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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 梁伟雄 梁永任 廖锦岐 廖文鹏 林嘉瑜 林世永 林唯栋 林叶 刘丹
刘国华 刘慧军 刘嘉林 刘清波 刘为民 刘赞伟 龙志祥 卢海武 卢鸣剑 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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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永敬
大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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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
7 月 13 日（周五）09:00-13:00

大会报到

7 月 13 日（周五）13:15-17:30
第一分会场 菁英论坛及胆胰肿瘤 ERAS 论坛
会议主席：倪泉兴；开场致辞：李升平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第一节：大咖菁英论坛（主持：倪泉兴、李升平、李爱民、李宇红、范卫君）
13:30-13:50
13:50-14:05

BACH1 基因及其遗传变异在胰腺癌发生

林东昕

发展中的机制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张永杰

肝门部胆管癌的分型及应用进展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
东方肝胆医院

2018 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临床热点

虞先濬、

问题解读

刘亮

14:20-14:35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热点问题

原春辉

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35-14:50

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术前转化和术后辅

陈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5-14:20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助治疗之思考
14:50-15:05

胰腺癌相关致病因素的功能研究

郑健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5-15:20

复杂疾病的贝斯网络构建与推理

张屹

河北科技大学

15:20-15:30

茶歇

第二节：ERAS 指南解读与实践（主持：方驰华、殷晓煜、徐世元）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

15:30-15:45

ERAS 多学科团队建设

荚卫东

15:45-16:00

ERAS 麻醉医生能做什么？

舒海华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6:00-16:15

胆道外科术后加速康复专家共识解读

汤朝晖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16:15-16:30

ERAS 理念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围术期

杨尹默/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管理中的应用与思考

孝东

16:30-16:40

院

茶歇

第三节：经验分享及病例讨论（主持：荚卫东、李伟、林小军）
16:40-16:50

病例 1

16:50-17:00

病例 2

17:00-17:10

病例 3

17:15-17:40

嘉宾点评

17:40-17:45

总结：李升平

田孝东（杨尹
默教授团队）
崔伯康（李升
平教授团队）
翁杰锋（古维
立教授团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点评嘉宾（按姓氏拼音）
：
曹明溶、陈焕伟、崔伯康、邓美海、方驰华、古维立、荚卫东、赖仁纯、李升平、李伟、 李
文滨、 林小军、 刘斌、 舒海华、 汤朝晖、 田孝东、古维立、唐云强、徐波、徐世元、
万云乐、叶文锋

第二分会场

泛中南地区肿瘤专科联盟胆胰肿瘤病例讨论—聚焦胆胰肿瘤手术并发症的
防治

会议主席：刘允怡；开场致辞：李升平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何敏（王坚教授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队）

仁济医院

劳向明（李升平教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第一节：引导性发言 （主持：李敬东、巩鹏、许瑞云）
14:30-14:50
14:50-15:10

胰瘘及胃瘫的防治
术后晚期出血的防治

授团队）
15:10-15:30
15:30-15:50
15:50-16:00

胆道肿瘤术后并发症的诊治
胆道肿瘤术后出血的诊治

邱应和（张永杰教

海军军医大学 东方

授团队）

肝胆外科医院

待定（刘超教授团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

队）

仙纪念医院

茶歇

第二节：经验分享及病例讨论（主持：刘超、邱应和、侯宝华）
16:00-16:15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16:15-16:30

重庆市肿瘤医院

16:30-16:45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5-17:00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

17:00-17:15

梅州市人民医院

17:15-17:30

嘉宾点评

17:30-17:40

总结：刘允怡

点评嘉宾（按姓氏拼音）
：
车旭、巩鹏、何宇、侯宝华、劳向明、李敬东、李升平、林小军、刘超、刘吉奎、吕军、
邱应和、沈艾、唐启彬、王百林、王小忠、王在国、许瑞云、杨定华、张耀明、
周臻涛

7月14日（周六）
08:00-8:15

开幕式及领导致辞

名师论坛：
第一节

主持：倪泉兴、全志伟、梁力建、区金锐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15-08:45

外科医生如何开展临床科研及论文书写

刘允怡

香港中文大学

08:45-09:15

外科学新进展—30 年万例肝癌切除经验

王学浩

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09:15-09:35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在消化道系统肿

徐瑞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彭淑牖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瘤应用的挑战
09:35-9:55

外科学新进展-从对 ALPPS 改进演化到肝
癌治疗新模式的出现

09:55-10:15

待定

王春友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10:15-10:35

胰腺外科技术改良

苗毅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0:35-10:45

合影及茶歇

第二节

主持：王捷、金政锡、陈新石、葛春林

10:45-11:05

慢性胰腺炎的临床研究进展

李兆申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
医院 R

11:05-11:25

Inter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Pedro

adiation Oncology in

C. Lara

the University of Las
Palmas （Spain）

11:25-11:45

肝移植与肝胆胰外科

王伟林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45-12:05

胰腺癌的综合治疗进展

李升平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2:05-12:30

讨论及会议午餐

讨论嘉宾

王成锋、杨扬、霍枫、
方驰华、张玉晶

分会场一
第一节

主持：刘颖斌、霍枫、宋伟、钱叶本

12:30-12:45

ERAS 与胰腺外科

刘荣

解放军 301 医院

12:45-13:00

胰腺癌的放射治疗新进展

王成锋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3:00-13:15

胆囊癌的外科治疗

刘颖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
医院

13:15-13:30

胰腺癌的新辅助化疗

梁廷波

浙江大学附属二院

13:30-13:45

肠系膜下静脉入路的根治性胰十二指肠

刘续宝（柯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

切除术

能文）

13:45-14:00

讨论及提问

讨论嘉宾

林小军、李君、潘明新、
车旭

第二节

主持：郝纯毅、刘斌、殷晓煜、 仵正

14:00-14:15

再谈 LPD 的现状与展望

牟一平

浙江省人民医院

14:15-14:30

腹腔镜与机器人胰腺手术特点对比

黄鹤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

14:30-14:45

学习曲线期如何做好腹腔镜胰十二指肠

洪德飞

切除术
14:45-15:00

腹腔镜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华西路径和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
院

彭兵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

探索
15:00-15:15

胰头癌的腹腔镜手术治疗合理路径探讨

王磊

山东大学附属齐鲁医院

15:15-15:30

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流程的规范化

陈汝福

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
纪念医院

15:30-15:45

胰腺癌微创手术中转开腹原因分析与术

王巍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讨论嘉宾

侯宝华、崔伯康、赵之

中应对处理
15:45-16:00

讨论及提问

明、杨定华

第三节

主持：许瑞云、王小忠、巩鹏、 何宇

16:00-16:15

可能切除胰腺癌：争论与共识

郝纯毅

北京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15-16:30

新辅助化疗在胰腺癌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邵成浩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

及再认识
16:30-16:45
16:45-17:00

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治疗体会
2018 胆胰肿瘤 ASCO 进展

长征医院
吴河水/勾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

善淼

医院

李宇红（邱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妙珍）
17:00-17:15

讨论及提问

讨论嘉宾

贺德、陈斌、 蔡云峰、
李海军、郭桂芳

分会场二
第一节

主持：甄作均、陈德、余小舫、曹杰、宋天强

12:30-12:45

术前数字成像技术在胰腺癌根治中的应用

方驰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2:45-13:00

交界可切除胰腺癌的最新认识与诊治策略

孙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3:00-13:15

胰腺内分泌肿瘤外科治疗

李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
医院

13:15-13:30

胰腺癌围手术期并发症的防治

傅德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30-13:45

如何降低 whipple 手术的并发症-浅谈围

王槐志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西南

手术期的标准化管理
13:45-14:00

3-D 可视化技术联合动脉入路在可能切除

医院
谭广

胰腺癌中的应用
14:00-14:15

讨论及提问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讨论嘉宾

王在国、彭和平、李志
花、高毅、王百林

第二节

主持：刘超、陈敏山、崔书中、龚伟、林小军

14:15-14:30

胆道肿瘤精准治疗的进展

宋天强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4:30-14:45

肝胆胰肿瘤的营养治疗

韦军民

北京医院

14:45-15:00

从 NCCN 指南更新看胆囊癌诊治进展

耿智敏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一院

15:00-15:15

腹腔镜在肝门部胆管癌中的应用

李敬东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5:15-15:30

中央型肝癌分型及精准肝切除

荚卫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
一院

15:30-15:45

胆囊癌的外科治疗-从数据到临床

王剑明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

15:45-16:00

讨论及提问

讨论嘉宾

陈焕伟、唐云强、鲍世
韵、叶文锋

第三节

主持：薛平、刘吉奎、郭荣平、鲍世韵

16:00-16:15

HPD 手术在胆道恶性肿瘤中的价值

李江涛

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15-16:30

肝门部胆管癌的外科治疗

彭宝岗

中山大学附属一院

16:30-16:45

胆管癌肝移植

杨扬

中山大学附属三院

16:45-17:00

肝门部胆管癌术前影像学的精准评估

张嵘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00-17:15

讨论及提问

讨论嘉宾

方万强、曹明溶、万云
乐、沈静娴

7 月 15（周日）09：00-13：00
手术直播：胰腺肿瘤微创手术
主

持：王巍、赵之明

1、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 Whipple 术：刘
2、全腹腔镜下 whipple 术
3、开腹下 whipple 术：

荣 教授

：牟一平 教授
苗

毅 教授

直播地点：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6 楼会议室

会议信息：
会议酒店：广州阳光酒店
会议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199 号
报到地点：广州阳光酒店一楼大厅

酒店信息：
入住酒店：广州阳光酒店
入住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199 号
酒店总机：020-38018888

注册信息：
学分授予：国家级Ⅰ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4 分，请携带本人继续教育
学分 IC 卡现场办理，恕不后补。
会议费用：会议免收注册费。

联系方式：
劳向明：email: laoxm@sysucc.org.cn,

联系电话：13078834608

王 俊：email: wangjun@sysucc.org.cn, 联系电话：13580538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