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 福建 甘肃 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苏 江西 辽宁 山西 陕西 四川 浙江

网上注册优惠时间延长至：2018年9月6日



欢  迎  辞

尊敬的各位同道：
         2017年千人共聚西安，畅谈肿瘤标志物研究及转化应用的新成就和
新进展。一年来肿瘤标志物领域又涌现出大量的新突破、新技术、新产
品，基于肿瘤标志物的个体化诊疗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了进一步推进技
术创新及临床转化应用，促进基础、临床及产业合作，中国抗癌协会肿
瘤标志专业委员会、郑州大学、河南省抗癌协会定于2018年9月13-16日在
河南省郑州市联合主办“2018年中国肿瘤标志物学术大会暨第十二届肿
瘤标志物青年科学家论坛”。大会主题：创新、转化、合作、共享。大
会将邀请肿瘤标志物领域国内外久负盛名的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
青”、“千人计划”科学家等共计150余位专家学者及产业领军人物，介
绍最新国际动态，分享最新科研和技术突破，发布最新产品及临床研究
成果，解读产业政策及临床规范，以期全面、准确的反映2018年肿瘤标
志物研究及转化应用的新成就和新进展。大会特设青年科学家论坛及医
研企专家联合主办的十二个专题论坛，并特别设立科普论坛，预计参会
规模2000人左右。大会同时设立“TBM青年优秀论文奖”，举办肿瘤标
志物相关技术、产品和仪器的大型展览。大会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Ⅰ类学分【2018-04-08-170 (国) 】。期待相聚中原古都郑州，感受国家级
中心城市的勃勃生机，共享学术交流盛会。

                                                

1
陈志南院士 邢金良教授  屈凌波教授  王留兴教授 陈奎生教授

大会荣誉主席： 大会主席： 执行主席：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         郑州大学            河南省抗癌协会 



大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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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军医大学
陈志南 院士

大会荣誉主席

大会主席

空军军医大学
邢金良 教授

河南省抗癌协会
王留兴 理事长

郑州大学
屈凌波 教授



大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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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共同主席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单保恩 教授

沈阳军区总医院
谢晓冬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曾木圣 教授

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
汪  栋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水军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邵凤民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张建功 教授

新乡医学院
王  辉 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
徐江雁  教授



大会组织机构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奎生 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

共同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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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学基础医学院
高社干 教授

河南大学医学院
任学群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明智 教授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张建营 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
李东阳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郭永军 教授

河南大学基础医学院
马远方 教授



大会组织机构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王书奎 教授

青年科学家论坛执行主席

青年科学家论坛共同执行主席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陈勇彬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李荣 教授

南华大学转化医学研究所
罗迪贤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
包国强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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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姜国忠 教授

河南大学医学院
万绍贵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郑华川 教授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代丽萍 教授



鲍登克 别良玉 陈    恩 陈贝贝 陈熹铭 程    洋 崔    静 杜诗友 谷丽娜 韩亚迪  滑世轩 黄    伟

李冰洁 刘   凯 刘    玥 刘兆喆 邱   森 沈   勇 田翔宇 王江瑞 王晓宇 王永霞 韦   娜 魏   冰 

谢   丽 徐晓琴 薛    宁 袁莹莹 张星南 张艳慧 赵九州 赵志华 朱好芸

安徽：孙永梅 福建：崔兆磊 甘肃：王   涛 河北：邓会岩 河南：赵志华 湖北：庄   亮 湖南：罗伟濠

江苏：俞   杨 江西：王春阳 辽宁：郭翔宇 山西：杜丽莉 陕西：李俊强 四川：邵继春 浙江：张   敏

大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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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秘书处
总负责人：周    峰
省级抗癌协会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秘书：

秘书处：（按拼音排序）

大会共同秘书长

大会秘书长

空军军医大学
李  玲 教授

河南省抗癌协会
买  玲 教授

新乡医学院
千新来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陈小兵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马杰 教授

河南省肿瘤医院
盛家和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许泼实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周建炜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秦东春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沈   燕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仓顺东 教授

河南科技大学一附院
王新帅 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
余海滨  教授

河南大学医学院
姬新颖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秦艳茹 教授



大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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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专家委员会

主  席：

罗荣城 教授 沈洪兵 教授 寿成超 教授 田亚平 教授 王自正 教授 仲人前 教授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付    丽 谷俊朝 胡    汛 纪小龙 贾继辉 康熙雄 李红霞 刘锦程 刘文超

吕时铭 沈关心 宋张骏 王熙才 魏    军 向    荣 张青云 张    伟 张祥宏

张晓东 朱景德

临床专家委员会

主  席：

谢晓冬 教授 汪  栋 教授

陈锦飞 陈奎生 陈    燕 高社干 刘月平 马远方 娄加陶 任    涛 宋    鑫

苏海川 苏海翔 孙    涛 徐笑红 袁响林 张艳桥 张明智 邹学森

副主席：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志军 邓    芳 高红军 郭广宏 哈小琴 韩存芝 黄建国 黄小义 黄艳春 贾   军

贾军梅 姜金兰 荆结线 李   林 李    莉 李晓武 梁新军 刘   昌 柳   影 卢彦达

马   莉 裴    毅 彭士云 秦东春 邱   红 曲秀娟 任   丽 沈   燕 盛家和 苏    颖

孙   昕 陶志华 王   峰 王   红 王红霞 王利新 王祥卫 魏  辉 吴锦昌 谢    可

徐蓉生 许泼实 杨家印 杨怡卓 姚   煜 叶韵斌 郁志龙 张   莉 张   庆 张   义

张  军 张春燕 张建伟 张俊萍 张明生 张鹏宇 张艳梅 张召辉 张晓菊 赵   征

赵先文 朱铁年 邹征云



曹   江 陈小兵 崔红娟 崔永萍 樊   红 冯玉梅 傅俊江 郭   政 韩   梅 胡志远 蒋永新

金在顺 雷海新 李  郁 李智立 凌志强 刘   泳 刘培军 柳素玲 陆元志 米坚强 牛瑞芳

彭   勇 千新来 任精华 桑梅香 孙桂荣 孙志伟 王新帅 向延秀 谢鑫友 熊   炜 杨   辰

杨   明 殷   刚 张恒辉 张明智 赵传科 赵建华 周建炜 邹检平

郭永军 胡志斌 黄灿华 贾永峰 荆结线 李    慧 李    玲 聂勇战 宋    韦 宋现让

汤   华 肖志强 叶丽虹 张    灏 张建营

大会组织机构

青年专家委员会

主  席：

王书奎 教授 李  荣 教授

陈勇彬 包国强 罗迪贤 郑华川 万绍贵副主席：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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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   瑞 蔡修宇 陈   岱 陈   影 陈  军 陈  明 崔宇杰 崔兆磊 丁   劲 董洪梅 董兴丽 方唯意 封   敏 冯  强

高冬梅 管彦芳 韩丕华 何  朗 何帮顺 胡荣宽 胡   欣 黄启超 蒋析文 景   娜 雷云龙 李   剑 李   梅 李   圃

李   斌 李伟阳 李晓青 李永红 李志伟 梁晓飞 廖前进 林   劼 林树海 刘  毅 刘继斌 刘艳坤 刘兆喆 娄柏松

卢仁泉 卢瑗瑗 吕卫东 马永超 辇伟奇 宁婵娟 潘志文 秦   楠 秦绪珍 曲   凯 任俊丽 山长亮 尚慧峰 邵继春

佘   彬 申   鹏 宋   翔 苏   静 苏广宇 孙丽萍 孙淼淼 谭   潭 唐琦山 万绍贵 汪付兵 王   芳 王   峰 王   浩

王   利 王   琳 王  涛 王宏伟 王   科 王   鹏 王巍炜 魏树梅 伍   建 夏    晴 向旭东 肖   莉 谢   丽 徐   智

徐君南 徐  玮 徐晓琴 薛   洋 阎瑾琦 颜宏利 晏光荣 杨炜华 叶   丰 叶   菁 俞   杨 张   飞 张   靖 张   瑞

张   涛 张   欣 张海元 张红梅 张思河 张伟英 张媛媛 赵志华 郑振东 钟   茜 周   峰 周   玮 周立江 周庆华

周圣涛 周晓辉 朱少君 朱向莹 朱宇熹 庄   亮 邹炳文 左建宏

学术专家委员会

单保恩 教授 曾木圣 教授 

主  席：

副主席：（以姓氏拼音为序）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2018年9月14日 8:30-9:00

名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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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开幕式及颁奖仪式

2018年9月14日 9:00-12:00

中国科学院

陈润生 院士

空军军医大学

陈志南 院士

山东省肿瘤医院

于金明 院士

生物芯片上海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

郜恒骏教授

复旦大学

樊嘉 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

石远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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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 肿瘤标志物与分子靶向治疗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二 循环肿瘤细胞（CTC）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三 非编码RNA与肿瘤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四 肿瘤标志物前沿技术论坛

专题论坛五 新型肿瘤蛋白标志物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六 肿瘤外泌体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七 肿瘤微生态-青年科学家论坛

专题论坛八 新型肿瘤甲基化标志物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九 肿瘤ctDNA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十 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前沿论坛

专题论坛十一 肿瘤分子诊断实验室发展论坛

专题论坛十二 肿瘤标志物产学研合作论坛

专题论坛十三 肿瘤标志物科普论坛

专题论坛十四 肿瘤标志物学术大会开封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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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其它会议安排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肿瘤标志专业委员会全委会/青委会 9月13日
19:40-21:00

中油花园4楼
花园一厅

产学研论坛-安图现场交流会 9月13日
15:30-17:30

郑州安图
生物公司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卫星会 9月14日
12:30-13:20

会展中心5楼
太室厅

莱尔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卫星会 9月14日
12:30-13:20

会展中心5楼
大河厅

上海桐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卫星会 9月14日
12:30-13:20

会展中心5楼
如意厅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卫星会 9月14日
12:30-13:20

会展中心2楼
C202会议室

广州燃石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卫星会 9月15日
12:30-13:20

会展中心5楼
太室厅

《肿瘤标志物》编委会 9月15日
12:30-13:20

会展中心5楼
大河厅

杭州厚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卫星会 9月15日
12:30-13:20

会展中心5楼
如意厅

TBM伙伴计划合作交流沙龙 9月15日
12:30-14:20

会展中心2楼
C202会议室



13:30-13:35 开幕式致辞

13:35-14:10 于金明院士
单位  山东省肿瘤医院

题目  待定

14:10-14:40 周彩存教授
单位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题目  液态活检在肺癌靶向治疗中的应用

14:40-15:10 胡夕春教授
单位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题目 铂类药物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标记物

15:10-15:40 刘   杰教授
单位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题目 基于表观的液体活检新进展

15:40-15:55  茶歇

15:55-16:25 袁响林教授
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题目 肺癌脑转移的分子标记及预测模型建立

16:25-16:55 张建营教授
单位  河南省医药科学研究院

题目  肿瘤标志物和肿瘤早期免疫诊断

16:55-17:25 孙淼淼教授
单位  河南省肿瘤医院

题目  循环肿瘤细胞计数及分子分型在分子靶向治疗中的应用

17:25-17:55 讨论环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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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4日下午 大河厅

论坛二：循环肿瘤细胞（CTC）前沿论坛

论坛主席：陈   燕教授、胡志远教授

共同主席：李   慧教授、马远方教授
13:30-13:35 开幕式致辞

13:35-14:00 单保恩教授
单位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题目  待定

14:00-14:25 张开山博士
单位  杭州华得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题目  CytoSoter CTC检测分析伴随诊断一体化平台临床应用

14:25-14:50 张春阳教授
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

题目 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研究进展

14:50-15:15 邓亚光教授
单位  美光硅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题目  由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和应用看单细胞基因分析的现状 
 和未来

15:15-15:30 讨论环节

15:30-15:45  茶歇

15:45-16:10 杨   明教授
单位 山东省肿瘤医院

题目 三模板测序在肺癌诊疗中的应用

16:10-16:35 王树涛教授
单位 中科院理化所

题目 基于仿生细胞识别粘附界面的CTC检测

16:35-17:00 韩   超教授
单位  广州安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题目  基于新一代滤膜的循环肿瘤细胞全自动解决方案

17:00-17:25 杨延莲教授
单位  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

题目  基于纳米多肽材料的液体活检技术

17:25-17:40 讨论环节

18:00-18:30 CTC技术专家委员会成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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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4日下午 如意厅

论坛三：非编码RNA与肿瘤前沿论坛

论坛主席：汤   华教授、陈奎生教授

共同主席：吴   缅教授、胡   海教授

13:30-13:35 开幕式致辞

13:35-14:00 吴   缅教授
单位  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题目  A p53-inducible lncRNA GUARDINg genome  
 integrity

14:00-14:25 庄诗美教授
单位  中山大学

题目  分泌型miRNA：新型肝癌诊断标志物及细胞间通讯分子

14:25-14:50 郭明洲教授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题目 长链非编码RNA LncR54 在结肠癌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14:50-15:15 叶棋浓教授
单位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题目  FHL家族在肿瘤中的作用及其临床意义

15:15-15:30 茶歇

15:30-15:55 张志谦教授
单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题目 非编码RNA与肿瘤干细胞干性调控

15:55-16:20 刘善荣教授
单位 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题目 循环microRNA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16:20-16:45 陈策实教授
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题目  miRNA 153抑制乳腺癌干细胞和血管增生的研究

16:45-17:10 郭俊明教授
单位  宁波大学医学院

题目  环状RNA与胃癌诊断

17:10-17:35 汪   辉教授
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题目  HPV整合与宫颈癌筛查

17:35-18:00 讨论环节

18:00-18:30 非编码RNA与肿瘤研究专家委员会成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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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4日下午 C202会议室
论坛四：肿瘤标志物前沿技术论坛

论坛主席：胡志斌教授、陈锦飞教授
共同主席：郑华川教授、沈   燕教授

13:30-13:35 开幕式致辞

13:35-14:00 陈勇彬教授
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题目  低氧适应新分子RBP在NSCLC中的功能研究

14:00-14:25 郭   政教授
单位  福建医科大学生物信息学系

题目  肿瘤大数据—在高变异的测序数据中识别稳健的肿瘤早
 期诊断、分型与预警标志

14:25-14:50 陈   挺教授
单位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题目 单细胞转录组测序与分析

14:50-15:15 赵   屹教授
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题目  人类非编码基因和肿瘤标记物初探

15:15-15:35 讨论环节

15:35-15:50  茶歇

15:50-16:15 陆豪杰教授
单位 复旦大学化学系和生物医学研究院

题目 蛋白质组学手段用于肿瘤标志物的研究

16:15-16:40 白   凡教授
单位 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

题目 单细胞测序技术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

16:40-17:05 张晓菊教授
单位  河南省人民医院

题目  肺结节风险评估新方法— 中国肺癌早期诊断生物标志物
 谱（LCBP）

17:05-17:30 罗   杰教授
单位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题目  高通量、超灵敏代谢组技术+基因组技术在肿瘤分子
 分型上的应用

17:30-17:50 讨论环节

18:00-18:30  肿瘤测序及大数据分析协作组成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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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上午 太室厅

论坛五：新型肿瘤蛋白标志物前沿论坛

论坛主席：肖志强教授、任   涛教授

共同主席：荆结线教授、秦东春教授

08:30-08:35 开幕式致辞

08:35-09:00 曾木圣教授
单位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题目  鼻咽癌新分子标志及其临床意义

09:00-09:25 秦   钧教授
单位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题目  蛋白组驱动的精准医疗

09:25-09:50 江秉华教授
单位 University of Iowa

题目 表观遗传和氧化应激在肿瘤形成和耐药中的研究

09:50-10:15 罗素霞教授
单位  河南省肿瘤医院

题目  CA125和HE4在卵巢癌管理的应用价值

10:15-10:25  茶歇

10:25-10:50 黄灿华教授
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题目 氧化应激相关肿瘤标记物筛选

10:50-11:15 柳素玲教授
单位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题目 CCL20预测和调控三阴性乳腺肿瘤干细胞的化疗耐药

11:15-11:40 彭    勇教授
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重实验室

题目  蛋白翻译后修饰对miRNA生物合成调控及化学干预

11:40-12:05 张青云教授
单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题目  VEGF在肿瘤广谱筛查和临床诊疗中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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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上午 大河厅
论坛六：肿瘤外泌体前沿论坛

论坛主席：张   灏教授、邹学森教授
共同主席：李晓武教授、代丽萍教授

08:30-08:35 开幕式致辞

08:35-08:55 宋立兵教授
单位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题目  食管鳞癌外泌体携带lncRNA调控肿瘤淋巴结转移

08:55-09:15 Yong    Li
单位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题目 Isolation and analysis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s as 
circulating biomarkers for cancer diagnosis

09:15-09:35 张   龙教授
单位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题目 Function of the TEX in tumor innate immune 
enviroment

09:35-09:55 王    瑜博士
单位  凯杰（苏州）转化医学公司

题目  Exosome application in precision medicine

09:55-10:10  茶歇

10:10-10:30 张冬梅教授
单位  暨南大学药学院

题目  周细胞外泌体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重塑

10:30-10:50 尹海芳教授
单位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题目 外泌体在疾病诊治中的应用

10:50-11:10 赵立波博士
单位 北京恩泽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题目 基于细胞外囊泡RNA的伴随诊断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10:10-11:30

访谈讨论环节

张必良博士 单位 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庆华博士 单位 上海华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黄小义教授 单位 哈尔滨医科大学

王   通教授 单位 暨南大学

刘婷娇教授 单位 大连医科大学

陈茂立博士 单位 厦门生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11:30-12:00 外泌体技术专家委员会成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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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上午 如意厅

论坛七：肿瘤微生态-青年科学家论坛

论坛主席：王书奎教授、聂勇战教授

  共同主席：万绍贵教授  
08:30-08:35 开幕式致辞

08:35-09:05 聂勇战教授
单位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题目  肠道微生态与肿瘤免疫

09:05-09:35 方维佳教授
单位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题目  PD1单抗疗效与肠道微生物群动态改变的关联性研究

09:35-09:50  茶歇

09:50-12:00

访谈讨论环节

王书奎教授 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

聂勇战教授 单位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方维佳教授 单位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高社干教授 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

秦   楠教授 单位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冯   强教授 单位 山东大学

靳光付教授 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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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上午 C202会议室

论坛八：新型肿瘤甲基化标志物前沿论坛

论坛主席：朱景德教授
08:30-08:35 开幕式致辞

08:35-09:00 陶    谦教授

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

题目
 Cancer epigenome study discovers epigenetically 
 disrupted cell signaling and novel methylation 
 biomarkers

09:00-09:25 汤富酬教授

单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题目

 Genome-scale detection of hypermethylated CpG 
 islands in circulating cell-free DNA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and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09:25-09:50 刘   蕊博士

单位 上海鹍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题目
Screening and detection of early-stage cancers 
using methylation haplotypes in plasma cell-free 
DNA

09:50-10:15 陆星宇博士

单位  上海易毕恩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题目
 5-Hydroxymethylcytosines in Cell-free DNA as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Markers for Human 
 Cancers

10:15-10:30  茶歇

10:30-10:55 胡应和教授

单位 北京莱盟君泰国际医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题目
Applications of ctdna methylation liquid biopsy 
in early cancer screening and adjunctive 
diagnostics

10:55-11:20 韩晓亮博士
单位 博尔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题目 Septin9基因甲基化检测结直肠癌和进展

11:20-11:40 朱景德教授
单位  安徽省肿瘤医院

题目  DNA甲基化敏感酶切/偶联五重定量PCR方案为基础肿
 瘤诊断：膀胱癌范例

11:40-12:00 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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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下午 太室厅

论坛九：肿瘤ctDNA前沿论坛

论坛主席：娄加陶教授、宋现让教授

共同主席：王树滨教授、盛家和教授
13:30-13:35 开幕式致辞

13:35-14:00 郭   永教授
单位 清华大学

题目 微液滴数字PCR技术研究及在肿瘤检测中的应用

14:00-14:25 郭永军教授
单位 河南省医学科学院

题目 非小细胞肺癌ctDNA的超敏检测

14:25-14:50 宋现让教授
单位  山东省肿瘤医院

题目  肿瘤免疫治疗预测标志物的研究

14:50-15:15 Jee   Hian
单位  illumina肿瘤产品发展经理

题目  Circulating Tumor DNA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15:15-15:30 讨论环节

15:30-15:45  茶歇

15:45-16:10 杨虎山教授
单位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题目  基于人工智能的全基因组液体活检分析在早期肿瘤筛查
 诊断中的应用

16:10-16:35 赵   征教授
单位 陕西省肿瘤医院

题目 ctDNA动态检测在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应用思考

16:35-17:00 伍   建博士
单位  北京迈基诺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题目  高通量测序在液体活检及肿瘤早筛方面的应用

17:00-17:25 贺建奎博士
单位  深圳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题目  将癌症扼杀在萌芽-ctDNA超高深度测序在癌症早期检
 测中的应用   

17:25-17:40 讨论环节

17:40-18:10 ctDNA技术专家委员会成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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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下午 大河厅

论坛十：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前沿论坛

论坛主席：苏海川教授、李   荣教授

共同主席：姜金兰教授、千新来教授
13:30-13:35 开幕式致辞

13:35-13:55 韩为东教授
单位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

题目  细胞治疗实体瘤的难点与挑战

13:55-14:15 蒋敬庭教授
单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题目  CAR-T细胞治疗实体肿瘤新策略

14:15-14:35 谢晓冬教授
单位 沈阳军区总医院全军肿瘤中心

题目 新一代肿瘤免疫治疗毒性反应诊疗策略2018年NCCN
免疫治疗不良反应指南解读

14:35-14:55 郑骏年教授
单位  徐州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

题目  CAR-T cell Therapy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14:55-15:35 讨论环节

15:35-15:50  茶歇

15:50-16:10 张晓实教授
单位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题目 关于PD1抗体疗效预测标志物的思考

16:10-16:30 张   毅教授
单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题目 精准肿瘤免疫治疗的思考

16:30-16:50 胡志远教授
单位  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

题目  循环肿瘤细胞PD-L1动态监测用于PD-1疗效预测监测

16:50-17:20 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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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下午 如意厅

论坛十一：肿瘤分子诊断实验室发展论坛

论坛主席：苏海翔教授、贾永峰教授

共同主席：刘月平教授、许泼实教授

13:30-13:35 开幕式致辞

13:35-14:00 崔    巍教授
单位  北京协和医院

题目  关注肿瘤基因序列变异的解读

14:00-14:25 苏海翔教授
单位  甘肃省肿瘤医院

题目  肿瘤分子检测实验室建设的一些思考

14:25-14:50 娄加陶教授
单位 上海市胸科医院

题目 肺癌ct-DNA个体化诊断的平台选择及性能评估

14:50-15:15 张晓平博士
单位  华大基因

题目  BRCA1/2检测平台应用及标准建立思考

15:15-15:35 讨论环节

15:35-15:50  茶歇

15:50-16:15 罗迪贤教授
单位 南华大学转化医学研究所

题目 湖南省分子诊断学科群建设

16:15-16:40 辇伟奇教授
单位 重庆市肿瘤医院

题目 肿瘤标志物精准分析平台建设实践与思考

16:40-17:05 姜国忠教授
单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题目  肿瘤免疫治疗分子标记检测新进展

17:05-17:30 马    杰教授
单位  河南省肿瘤医院

题目  分子病理检测标准化应用及质量控制

17:30-17:50 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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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下午 C202会议室

论坛十二：肿瘤标志物产学研合作论坛

论坛主席：汪栋教授、任学群教授、辇伟奇教授

14:30-14:35 论坛开幕式致辞

14:35-14:55 David 
Cheishvili

单位  Hebrew University

题目  Next generation DNA methylation biomarkers:  
 molecular endoscopy for disease and healthy aging

14:55-15:15 葛东亮教授
单位  南方科技大学

题目  高敏液体活检技术的转化医学新策略

15:15-15:35 蒋士卿教授
单位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题目  精元康胶囊治疗化疗药物血液毒性的研究

15:35-15:50  茶歇

15:50-16:10 申    鹏教授 
单位  南方医科大学

题目  转化医学研究的临床视角

16:10-16:30 田    力教授
单位  北京莱尔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题目  循环肿瘤细胞全产业链分析

16:30-16:50 韦玉军教授
单位  安龙基因CTO

题目  结直肠癌早期诊断标志物筛选及产业化研究

16:50-17:10 周   俊博士
单位 火石创造创新产品总监

题目 数字化技术加速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协同效率

17:10-17:40 讨论环节



2018年9月14日下午 

河南省肿瘤医院行政楼四楼礼堂

论坛十三：科普论坛

论坛主席：陈小兵教授、石智勇教授

14:30-14:40 论坛开幕式致辞

名家论道肿瘤科普

14:40-15:05 刘端祺教授
单位  中国抗癌协会监事

题目  让癌症患者无痛

15:05-15:30 师建国教授
单位  中国抗癌协会康复会副主任委员

题目  肿瘤起源与差异变化

15:30-15:50 石智勇教授
单位  河南省抗癌协会癌症康复部部长

题目  癌症是这样康复的

15:50-16:10 陈小兵教授
单位  河南省抗癌协会科普部部长

 河南省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题目  肿瘤诊治：相信专业的力量

抗癌明星大讲堂

16:10-16:30 抗癌明星
杨晓柏

单位 河南抗癌协会康复部副部长

题目 33年前，我得了肺癌晚期，我是这样战胜癌症的

16:30-16:50 抗癌明星
刘翔

单位 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题目 要想战胜癌症，首先要战胜自己

医患互动（16:5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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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6日上午  河南大学

论坛十四：肿瘤标志物学术大会开封分论坛

论坛主席：任学群教授、杨虎山教授

共同主席：姬新颖教授、万绍贵教授、郭向前教授

08:30-08:35 论坛开幕式致辞

08:35-09:05 曾木圣教授 单位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09:05-09:35 聂勇战教授 单位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35-10:05 叶棋浓教授 单位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10:05-10:20 茶歇

10:20-10:50 陈勇彬教授 单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10:50-11:20 江秉华教授 单位  University of Iowa

11:20-11:50 王彦明教授 单位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院

11:50-12:10 讨论环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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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中午 C202会议室

TBM伙伴计划合作交流沙龙第一站暨启动仪式

论坛主席：李荣教授、陈勇彬教授

12:30-12:45 开幕式及启动仪式

12:45-12:55 蔡修宇教授
单位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题目  临床医生的困境

12:55-13:10 陈维之博士
单位 上海臻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医学官

题目 肿瘤精准免疫治疗的多维化评估

13:10-13:25 山长亮教授
单位 暨南大学

题目 肿瘤代谢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研究思路

13:25-13:40 戴俊程教授
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题目  TCGA数据库挖掘和应用

13:40-13:55 宁婵娟博士
单位  中科新生命

题目  基础研究联合临床数据-如何发表高分SCI论文

13:55-14:20 讨论环节



2018年9月14日中午 太室厅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卫星会

主席：石远凯教授、谢晓冬教授

12:30-12:40 石远凯教授 致辞

12:40-13:05 仓顺东教授 安罗替尼ALTER0303研究数据解读

13:05-13:15 赵艳秋教授
王慧娟教授

讨论环节

13:15-13:20 谢晓冬教授 总结致辞

12:30-12:35 致辞

12:35-12:50 杨   军教授  扩增型CTC检测技术及应用

12:50-13:05 姚   煜教授 扩增型CTC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13:05-13:20 杨大伟博士 扩增型CTC应用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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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2:35 致辞

12:35-12:50 姜国忠教授 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分子靶标—肿瘤分子检测助
力临床治疗决策

12:50-13:05 叶   峰教授 如何让您的分子检测数据焕发生机—肿瘤分子检
测助力转化性研究的新思路

13:05-13:20 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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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2:40 致辞

12:40-13:20 孙   冉教授 肝癌血清标志物PIVKA II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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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5日中午 如意厅

杭州厚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卫星会

主席：辇伟奇教授

12:30-12:40 致辞

12:40-13:00 朱咪咪博士 Qsep系列全自动核酸片段分析仪在高通量测序
质控、液态活检、基因编辑检测中的应用

13:00-13:20 余   斌博士 双V捕获技术平台助力临床遗传性肿瘤检测

12:30-12:40 致辞

12:40-13:00 张   哲博士 NGS验证之路

13:00-13:20 焦晓栋教授 肿瘤标志物之-TMB在免疫治疗应用的新进展



注  册

会务组电话

029-84772334（西安）

0371-65587251（郑州）

VIP 组联系人：周   峰 15529096587    韦    娜 15938765831
酒店组联系人：王梦兰 19939135182    田翔宇 13939079716
厂商组联系人：程   洋 17792273303    赵志华 13598868878
宣传组联系人：薛   宁 13592512022    王江瑞 13659294870
交通组联系人：别良玉 �13838395292    刘   玥 13152110523
注册组联系人：张艳慧 15609293717    魏   冰 15903606076�
                        程青青 18629266973
餐饮组联系人：刘    凯 18838065871   刘   玥 13152110523
                        程青青 18629266973

注册缴费：http://tumorbiomarker.medmeeting.org/cn

注册费用默认提供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会议注册

注册类型

2018年9月6日（含）前 2018年9月7日以后及现场注册 注册费含

正式代表 会员代表 学生代表 正式代表 会员代表 学生代表 会议用包、资料
费、会议期间餐
费及参加全部会
议及展览的权益费用（RMB） 1000 800 600 1500 1200 900

扫二维码注册、缴费

大会官方网站

大会地址：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郑州市金水区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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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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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会代表提前自行预定酒店，大会推荐酒店为中州国际酒店
群，订房电话：037165950055，王梦兰 19939135182，
致电时请说明参加“2018年肿瘤标志物学术大会”预定房间
即可享受以下协议价：
1、郑州中州智选假日酒店

Ø 协议价：大床房/标准房 380/晚

Ø 协议价：高级套房双早558/晚

2、郑州中州假日酒店

Ø 协议价：东翼高级房单早450/晚；双早550/晚

Ø 协议价：东翼套房双早898/晚

Ø 协议价：西翼豪华房单早450/晚

Ø 协议价：西翼复式套房双早698/晚

3、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Ø 协议价：高级房单早550元/晚；双早650元/晚

Ø 协议价：高级套房双早998/晚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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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不安排集中接送站，请参会代表自行抵达入住酒店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至中州酒店群
驾车需57分钟，全程约37公里。或换乘城郊线（南四环方向，新
郑机场站上车，南四环站下车）→ 乘地铁2号线（南四环站上车，
紫荆山站下车E口出）→步行480米紫荆山金水路东站上车 乘916
路/115路/43路（国际饭店站下车）步行230米至中州酒店 

郑州东站至中州酒店群
驾车需39分钟，全程11公里。或换乘地铁1号线 （河南工业大学方
向，郑州东站上车，民航路站下车F1口出）→ 步行110米至金水路
民航路站上车，乘26路(或 916路 43路 115路 122路 ) 到国际饭店
站下车，步行440米至中州酒店 

郑州站至中州酒店群
驾车需17分钟，全程7.7公里。或换乘26路公交车（火车站上车，
国际饭店站下车）步行270米至中州酒店 

中州酒店群至会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循环大巴：会议期间将在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皇冠一号楼前面）
设乘车点
驾车需15分钟，全程5.4公里。或换乘26路公交车（国际饭店站上
车，商务内环路九如路站下车）步行270米至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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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首 批 支 持 媒 体 及 网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