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届现代妇科肿瘤临床诊疗规范与进展研讨班
暨第二届遗传性妇科肿瘤诊治及精准医学论坛
（第三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仁：
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抗癌协会、上海市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举办
的《第二十一届现代妇科肿瘤临床诊疗规范与进展研讨班暨第二届遗传性妇科肿瘤诊治及精
准医学论坛》，将于 2019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在上海举行。
光阴荏苒，不忘初心，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肿瘤专科医院以及最早的设立的妇瘤专科，
以推广妇癌诊治规范，分享多学科综合治疗经验为己任。自 1997 年至今，在国内外同行的
关心和支持下，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二十届现代妇科肿瘤临床诊疗规范与进展研讨班，为提高
我国妇科恶性肿瘤规范化治疗的整体水平，更好地促进妇科恶性肿瘤个体化、多学科治疗的
发展，传达精准治疗理念做出了应有贡献。
癌症的发生是环境、遗传以及复制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不同癌种中，不同因素所起
的作用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宫颈癌的发病主要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这一环境因素有
关，而相当一部分卵巢癌及一小部分子宫内膜癌发病的主导因素则为抑癌基因的胚系突变。
通过遗传咨询及基因检测，我们能够识别出遗传性妇科肿瘤患者及其家族中的高危个体，并
为其提供有效的肿瘤筛查及预防手段。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遗传性妇科肿瘤诊治方面起步
较晚。2016 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牵头完成了国内第一个卵巢癌 BRCA1/2 突变率的多
中心研究，填补了我国在遗传性卵巢癌研究方面的空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单位及检测
机构参与到遗传性妇科肿瘤的诊治工作中，并已有数个涉及遗传基因检测及数据解读的协会
指南或专家共识相继出台。随着卵巢癌及子宫内膜癌“普遍检测”（Universal testing）策略

的推广，妇科肿瘤医生亟需掌握遗传性妇科肿瘤诊治的相关知识。
此外，伴随着近年来分子分型以及生物靶向与免疫治疗研究的深入，妇科肿瘤的治疗决
策已逐步迈入精准治疗的新时代。与依据最佳临床试验证据制定治疗方案的传统循证医学不
同，精准医学更加注重每个患者的个体特征，依据患者的基因和蛋白信息，结合病理、影像
和临床等资料，综合使用这套信息“量体裁衣”地制定治疗方案。在我国精准医疗方针逐步
深化落实的大环境下，精准用药及基因测序产业标准化即将开始，基于分子标志物检测指导
下的个体化用药时代已经来临。
本次大会将以多学科、多角度形式讲解和探讨常见妇科恶性肿瘤的诊疗规范及最新研究
进展，同时，针对遗传性妇科肿瘤的诊治及妇科肿瘤的精准治疗，还特别设立遗传性妇科肿
瘤诊治及精准医学论坛。此外，参会者还将通过现场手术直播观摩到世界顶级专家的手术演
示。
大会组委会盛情邀请您参加本次会议，大会将竭尽全力为各位参会者和专家提供优质服务，
您的参与将为大会增光添彩。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 0 一九年八月

课程安排

大会主议程
第一部分：第二届复旦-华大基因学院遗传性妇科肿瘤诊治及精准医学论坛
2019 年 9 月 5 日（周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 号楼 3 楼大报告厅
时间
13:00-13:15

讲

题

讲

遗传性妇科肿瘤诊治及精准医学论坛开幕式

者

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主持：李清丽 康 玉
13:15-13:40

遗传性妇科肿瘤分子检测技术及应用

邵建永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3:40-14:05

临床样本基因检测中 VUS 变异判读进展与报告解读

朱师达
华大基因学院

14:05-14:50

The Frontiers of BRCA and HRR Gene Testing in
Ovarian and Related Cancers

Noah Kauff
Northwell Health Cancer Institute

14:50-15:15

林奇综合征相关妇科肿瘤的诊治及家系预防

冯炜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15-15:40

中国北方人群卵巢癌遗传易感基因突变特征研究

吴 鸣
北京协和医院

15:40-16:05

遗传性肿瘤综合征的生殖评估及干预

金 丽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16:05-16:15

茶歇

主持：冯炜炜 温 灏
16:15-16:45

Clinical sequenc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gynecologic cancers

张丽英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16:45-17:10

妇科肿瘤靶向治疗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程 玺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10-17:35

妇科肿瘤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陈 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

17:35-18:00

讨论

全体嘉宾

18:00

晚餐

第二部分：手术演示

2019 年 9 月 6 日（周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 号楼 3 楼大报告厅
08:00-12:00

晚期卵巢癌腔镜探查&瘤体减灭术（腹腔镜&开腹）

吴小华

12:00-13:00

宫颈癌根治术（开腹）

李子庭/程 玺

13:00-14:00

子宫内膜癌根治术及前哨淋巴结手术（开腹）

王华英

14:00-15:30

子宫内膜癌根治术（腹腔镜）

杨慧娟

15:30-16:30

保留生育功能的根治性宫颈切除术（开腹）

吴小华

16:30-17:30

外阴癌根治术+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

吴小华

17:30

晚餐

第三部分: 妇科肿瘤临床诊疗规范与进展研讨班
2019 年 9 月 7 日（周六）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 号楼 3 楼大报告厅
08:00-08:10

妇科肿瘤临床诊疗规范与进展研讨班开幕式

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主持：李子庭 汪希鹏 程文俊
上皮性卵巢癌的个体化初始治疗

崔 恒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8:10-08:35
（初次减瘤 vs 新辅助化疗）
08:35-09:00

复发性卵巢癌的手术治疗

吴 鸣
北京协和医院

09:00-09:25

上皮性卵巢癌的生物靶向治疗

周 琦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09:25-09:50

妇科肿瘤的免疫治疗进展

鹿 欣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09:50-10:15

放射治疗在上皮性卵巢癌中的应用

柯桂好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15-10:30

点评/讨论

李子庭 汪希鹏 程文俊
崔 恒 吴 鸣 周 琦
鹿 欣 柯桂好

10:30-10:40

茶歇

主持：徐明娟 崔满华 滕银成
10:40-11:25

The Japanese Gynecologic Oncology group:
Founding history, present and perspective of JGOG

Takayuki Enomoto
Niigata University

11:25-11:50

卵巢交界性肿瘤的诊断与临床意义

涂小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1:50-12:15

卵巢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

杨佳欣
北京协和医院

12:15-12:30

点评/讨论

吴 强 崔满华 滕银成
Takayuki Enomoto
涂小予 杨佳欣

12:30-13:30

午餐

主持：刘建华 胡元晶 席晓薇
13:30-14:15

Recent Trends in Surgical Treatment for
Gynecologic Cancer Patients in Real World

Yong Man Kim
Asan Medical Center

14:15-14:40

从 Q-M 分型浅谈宫颈癌根治术的关键技术

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4:40-15:05

盆腔脏器廓清术在复发性宫颈癌治疗中的应用

刘继红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5:05-15:30

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研究进展

李 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点评/讨论

刘建华 胡元晶 席晓薇
Yong Man Kim
吴小华 刘继红 李 琎

15:30-15:45
15:45-15:55

茶歇

主持：冯炜炜 吴 强 程静新
15:55-16:20

子宫肉瘤的治疗进展

吕卫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6:20-16:45

卵巢癌淋巴结清扫的意义

林仲秋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6:45-17:10

子宫内膜癌病理新进展

杨文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10-17:35

子宫内膜癌的术后辅助治疗

王华英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7:35-18:00

外阴癌的诊治规范

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点评/讨论

冯炜炜 徐明娟 程静新
吕卫国 林仲秋 杨文涛
王华英 吴小华

18:00-18:15
18:15

撤离

大会主议程主持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名）
：

徐明娟（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冯炜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席晓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刘建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崔满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李子庭（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康

玉（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清丽（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程文俊（江苏省人民医院）

吴

程静新（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强（江苏省肿瘤医院）

汪希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滕银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胡元晶（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温

灏（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复旦肿瘤青年医师学术沙龙
2019 年 9 月 6 日（周五）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 号楼 3 楼大报告厅
主席： 程 玺 居杏珠
18:00-18:15

早期子宫内膜癌保留生育功能治疗

单波儿

18:15-18:30

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治疗探索

任玉兰

18:30-18:45

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治疗进展

黄

妍

18:45-19:00

子宫平滑肌肉瘤基础到临床

郑

重

19:00-19:15

老年卵巢癌患者的术后化疗

温

灏

19:15-19:30

女性生殖道恶性黑色素瘤的诊疗

夏玲芳

19:30-19:45

全盆腔腹膜切除术

向礼兵

19:45-20:00

腔镜下经腹膜外淋巴结清扫在宫颈癌中的应用

陈小军

卫星会及会后会
9月6日

“济语”妇瘤青年科学家成长学院

周五晚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0 号楼 2 楼示教室

9月8日
卓越之声---卵巢癌精准治疗病例演讲挑战赛
周日上午

大会主席

主席：吴小华 王丹波

吴小华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妇科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组首席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CGCS）候任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邀讲者

Noah Kauff
美国犹太保健集团癌症研究所（Northwell Health Cancer Institute ） 肿瘤遗传科主任
NRG/GOG 预防、行为及流行病工作组共同主任
NCCN 遗传性/家族性高风险评估-乳腺癌和卵巢癌指南编委

张丽英
美国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SKCC) 临床分⼦遗传学诊断实验室主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基因组(NIH-ClinGen)临床肿瘤遗传学核心专家
联合国教科⽂组织 （UNESCO）BRCA1 和 BRCA2 基因专家组核⼼分⼦遗传学专家

Yong Man Kim
韩国峨山医学中心（Asan Medical Center）妇产科主任、峨山癌症研究所妇癌中心主任
韩国妇科肿瘤协会（KGOG）主席
韩国妇科肿瘤学会（KSGO）理事、韩国妇产科协会（KAOG）理事

Takayuki Enomoto
日本新泻大学医齿科医院（Niigata University Medical&Dental Hospital）产妇人科主任
日本妇科肿瘤协会（JGOG）主席
日本妇产科协会(JSOG)执委会委员、日本妇科肿瘤学会（JSGO）执委会委员

会议相关信息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协会
上海市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大会秘书处：


学术负责人：温 灏

E-mail ：wenhao_fdc@163.com



会务联系人：宋春燕 13916490415 E-mail ：zlfk@163.com

会议时间： 2019 年 09 月 05 日-07 日
会议地点：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东安路 270 号）
授予学分： 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10 分
项目编号： 2019-05-03-008（国）
报名方式： 识别/扫描右侧报名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完成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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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时间：09 月 05 日 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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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现代妇科肿瘤临床诊疗规范与进展研讨班
暨第二届遗传性妇科肿瘤诊治及精准医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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