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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2022年学术年会

暨第二届肿瘤精准诊疗新进展暨合理用药学习班

暨2022年广西青年医师肿瘤论坛的通知（第三轮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广西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医学事业的发展，推进全区肿瘤临床

诊疗及防治整体水平的提高，广西医学会定于2022年9月16-17日在南宁市

举办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2022年学术年会暨第二届肿瘤精准诊疗

新进展暨合理用药学习班暨2022年广西青年医师肿瘤论坛。届时，大会将邀

请同济大学周彩存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剑教授、中山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李宇红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李健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教授作专题

讲座，针对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等恶性肿瘤生物靶向治疗的国内外研究

新进展及恶性肿瘤支持治疗等相关疑难问题进行学术交流，我们诚挚地欢迎

各位同道踊跃参会。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青年医师论坛；

（二）学术专题讲座；

（三）学术交流。

二、参会人员：

（一）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对

于累计三次无故缺席专科分会委员会议或常委会议的成员，经常委会讨论通

过，作自动离职处理）；

（二）全区各级机构从事肿瘤防治事业的医务人员;

（三）自愿支持会议的单位、机构。

三、会议报到时间、地点及费用：



（一）报到时间：2022年9月16日（周五）10：00-14:00;

（二）会议时间：16日下午、17日全天开会，18日12:00前撤离;

（三）报到及会议地点：南宁市裕达国际大酒店（地址：南宁市凯旋路

16号）；

（四）会议费用：

1.现场交费：600元/人，报到时在报到处交费；

2.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费用回单位报销。

（五）本次会议会务组不统一预订住宿，房源有限，敬请参会代表尽快

预订。

酒店名称 房型 价格 预订电话

南宁市

裕达国际大酒店

豪华单/双 330 元/间/晚（含早） 唐经理

15296528414行政单/双 350 元/间/晚（含早）

预订时请说明参加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年会方可享受协议价，

如有其他需求，可直接联系酒店或自行联系会议周边酒店。

四、其他：

（一）报名方式：2022年9月15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二）联系人及电话:

1.专科分会联系人：高珊 15878779960

2.广西医学会学术交流部：覃超勇、黄龙 0771-2803986、2803063。

（三）学分授予：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I 类学分[项目编号：

20220310046]。参会者自行在手机上下载“掌上华医 APP”，会议期间完成

现场扫码考勤、参加考试、项目评价等三个步骤后，经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

委员会审批后授予相应学分。

（四）疫情防控须知：

1.请参会人员会前做好自我健康监测，会前 14 天内如有新冠肺炎

疑似症状、与疫情严重风险国家或地区人员或境外输入病例（含确诊、

疑似、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有国内中高风险区旅居史，或其他任何

疑似情况的，谢绝参会。参会人员要严格落实责任，并做好有关核查、

防护措施。



2.参会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讲者、主持在发言期间除外)。为

避免人群聚集，参会人员实行分散就座，座位保持 1米以上间隔。参加

活动期间，自行做好体温监测，如出现体温异常，第一时间报告会议联

系人。

3.请参加会议人员报到时提交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和健

康承诺书（附件）。

4.其他未尽事宜参照自治区防疫要求执行。

五、注意事项：

（一）会议期间，不组织与会专家或代表参加大会日程以外的活动。

（二）支持会议单位、机构不得进行与收费挂钩的品牌推介、成果发布、

论文发表等活动。

六、通知查询及下载方式：

（一）广西医学会网站www.gxma.org.cn。

（二）广西医学会微信公众号（guangxiyxh）。

广西医学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附件：

健康承诺书

姓名： 性别： ；年龄： 岁；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本人已了解本次会议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现承诺以下事项：

一、在参会前已接受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日期: 年 月

日;报告日期: 年 月 日)，检测结果为阴性。

二、本人是（）／否（）接种疫苗，已接种第 剂次。

三、参会前 14日内本人及家属未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已知无症状感染者。

四、参会前 14日内本人及家属无发热、乏力、干咳、气促等症状。

五、参会前 14日内本人及家属未到过境外及国内新冠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六、参会期间将做好自我防护，自觉配合体温测量。在会议期间如出现

发热(≥37.3℃)、干咳等身体不适情况，自觉接受流行病学调查，并主动配

合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

七、在会议期间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广西有关法律及传染病防控

各项规定。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有承诺不实、隐瞒病史和

接触史、故意压制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逃避防疫措施的，愿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人签名：

承诺日期：2022 年 月 日

0



会议日程
202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 下午

会议地点：南宁市裕达国际酒店 7 楼多功能厅

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 2022 年学术年会

时间 议题 主讲人 主持人

10:00-14:00 会议报到

14:30-14:50 开幕式、领导致辞 蒿艳蓉 教授

金牌讲台

14:50-15:15

如何准备一套学术幻灯

—CDK4/6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及临床

决策优化

张 剑 教授（线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钟进才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15:15-15:25 讨论：谭爱花 高 珊 黄凌凌

15:25-15:50

如何讲好一套学术幻灯

—追求治愈，HER2+高复发风险患者

辅助治疗方案的强化选择

葛 睿 教授（线上）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陆永奎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15:50-16:00 讨论：覃庆洪 潘音桦 王慧玲

演讲大比拼

16:00-16:12
析 PHILA 研究，探继发耐药晚期乳

腺癌的治疗佳选

唐 静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

谢嫣嫣 教授

广西医学科学

院

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医院

16:12-16:24
说 PERMEATE 研究，觅 HER2 阳晚期

乳腺癌脑转移治疗新突破

覃金莲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16:24-16:36
读 MUKDEN 01 研究：眺三阳型早期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新风向

廖春淮

桂林市中医院

16:36-16:41 点评及打分 许群英、刘 燕、凌雪君

16:41-16:53
纲举目张，瞰几种 CDK4/6 抑制剂的

异和同

赵爱峡

百色市人民医院

16:53-17:05
阐 DAWNA-1 研究，看内分泌治疗进

展的“中国达案”

谢微微

广西医学科学院·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医院

17:05-17:17
述 DAWNA-2 研究，望初始内分泌治

疗的优化选择

刘艳萍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17:17-17:22 点评及打分 陆 颖、李 扬、林 展

17:22-17:34
剖 PHEDRA 研究，瞻 HER2 阳早期乳

腺癌新辅助新格局

敖燕飞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

医院

17:34-17:46
解 PHOEBE 研究，观原发耐药晚期乳

腺癌的治疗首选

潘梅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17:46-17:58
描 LORDSHIPS 研究：窥三阳型乳腺

癌晚期治疗新选择

江 舟

柳州市工人医院

17:58-18:03 点评及打分 卓 睿、罗 敏、兰海燕



18:03-18:13 颁奖仪式

18:13-18:18 会议总结 蒿艳蓉 教授

18:18-21:00 晚餐

2022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 上午

会议地点：南宁市裕达国际酒店 7楼多功能厅

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 2022 年学术年会

时间 议题 主讲人 主持人

08:30-08:40 开幕式、领导致辞 蒿艳蓉 教授

08:40-09:00 晚期 NSCLC 免疫治疗进展
周彩存 教授（线上）

同济大学上海市肺科医院

于起涛 教授

广西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

医院09:00-09:10 讨论嘉宾：陈昕妤 袁贤彬

09:10-09:30
晚期NSCLC EGFR-TKI耐药后治

疗对策思考

周 清 教授（线上）

广东省人民医院
冯国生 教授

前海人寿南

宁医院
09:30-09:40 讨论嘉宾：赵 昀 林 静（线上）

09:40-10:00 晚期 ALK 阳性 NSCLC 治疗进展
邬 麟 教授（线上）

湖南省肿瘤医院
覃 莉 教授

柳州市工人

医院10:00-10:10 讨论嘉宾：罗展雄 王湘萍

10:10-10:30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治疗进展

谢嫣嫣 教授

广西医学科学院·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倪秉强 教授

南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
10:30-10:40 讨论嘉宾：陈明明（线上） 黄广优

10:40-10:50 休息

10:50-11:10 晚期胃癌治疗进展
李宇红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黄世庆 教授

右江民族医

学院附属医

院11:10-11:20 讨论嘉宾：陈振祥 甘廷庆

11:20-11:40 晚期食管癌免疫治疗进展
梁 嵘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黄昌杰 教授

前海人寿南

宁医院11:40-11:50 讨论嘉宾：李 涛 张发恩

11:50-12:10 晚期结直肠癌靶向治疗进展
李 健 教授（线上）

北京肿瘤医院

陈海辉 教授

柳州市中医



医院12:10-12:20 讨论嘉宾 蓝 东 黄显实

12:20-12:30 大会总结

12:30—— 午餐、休息

2022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

会议地点：南宁市裕达国际酒店 7楼多功能厅

广西医学会肿瘤生物靶向治疗学 2022 年学术年会

时间 议题 主讲人 主持人

14:40-15:00 领导致辞

15:00-15:25 免疫营养与肿瘤微环境正常化

蒿艳蓉 教授

广西医学科学院 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陆新岸 教授

横州市人民医

院
15:25-15:35 讨论嘉宾:潘 宇 马福超

15:35-16:05
将心理社会支持融入肿瘤临床

的日常照护中

唐丽丽 教授（线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陆永奎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
16:05-16:15 讨论嘉宾：莫艳芳 方 芳

16:15-16:40

CSCO 肿瘤放化疗相关中性粒

细胞减少症规范化管理指南解

读

石 玮教授

广西中医院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熊 春 教授

广西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16:40-16:50 讨论嘉宾：杨保庆 施国庆（线上）

16:50-17:15 2022 CTIT 诊疗指南解读

马 劼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谢有科 教授

广西中医药大

学附属瑞康医

院17:15-17:25 讨论嘉宾：龙建新（线上） 蓝必全

17:25-17:50 乳腺癌靶向治疗的心脏保护

方凤奇 教授（线上）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韦 燕 教授

贵港市人民医

院
17:50-18:00 讨论嘉宾：刘云安 王 涵

18:00-18:10 大会总结

18:10-20:00 晚餐


	健康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