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癌症日启动活动
在南昌举行

1月21日上午，“2016年世界癌症日”启动活动在江西南昌八一广

场隆重举行。活动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江西省抗癌协会、江西省肿瘤

医院、江西省肿瘤研究所、江西省癌症中心承办，江西省广播电视台经

济生活频道协办。

每年的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国际抗癌联盟推出的2016年世界癌

症日主题为“我们能，我能战胜癌症（WE CAN，I CAN）”，旨在通过

全球范围的宣传活动，帮助公众消除对癌症的错误认知，引导公众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癌症早诊水平，降低癌症发病率；呼吁全社会建

立癌症心理社会支持网络，对癌症患者加强康复指导、心理关怀，帮助

患者重找社会角色，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唐步坚

教授、张岂凡教授，秘书长王瑛教授，江西省卫生计生委曾传美副主

任，江西省科协孙卫民副主席，江西省抗癌协会理事长、江西省肿瘤医

院钭方芳院长，江西省肿瘤医院温晓明书记等领导专家出席了启动仪

式。此外，肿瘤医护人员、癌症患者和家属以及来自央视、光明日报、

健康报等40余家媒体代表600余人参加了启动活动。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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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由中国抗癌协会秘

书长王瑛教授主持，郝希山院士、

钭方芳理事长、曾传美副主任、

WHO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视

频）等分别致辞。郝希山院士在致

辞中指出，癌症不仅仅是一个单纯

的卫生问题，它对国家乃至世界

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我国目前癌症诊治上还存

在着肿瘤专科机构分布不均衡以及

医疗设施、人员水平发展不均等问

题。因此，较世界其他国家而言，

我国的癌症防治工作面临着更加严

峻的挑战，我国的癌症防治组织和

抗癌工作者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

力。中国抗癌协会作为国际抗癌联

盟（UICC）中国联络处所在地，

今后将加强与医疗机构、学术团

体、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界力量开

展广泛合作，积极向政府部门建言

献策，加强传播科学的癌症防治方

法，造福公众，服务癌症患者，为

癌症防治的未来奋斗。

启动仪式后，大型医患歌舞表

演在八一广场盛装上演。舞蹈“欢

聚一堂”、“生命密码”，情景剧

“爱在人间”，以及时装秀等精彩

表演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道美轮美

奂的视觉盛宴，昭显着医患携手、

共抗癌症的决心与力量。节目空档

穿插防癌抗癌科普知识竞答，在普

及抗癌常识的同时，为活动增添了

互动的快乐。启动现场同时开展了

大型义诊咨询和公益普查活动。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郝希山院士在启动仪
式上致辞

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王瑛
教授主持启动仪式

江西省卫生计生委
曾传美副主任讲话

江西省抗癌协会理事长、江西
省肿瘤医院钭方芳院长致辞

启动仪式后大型医患歌舞表演

启动仪式上 WHO 驻华代表
施贺德博士视频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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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得到央视、健康报、光明日报等四十余家媒体的追踪报道，获

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启动仪式之后，全国范围的“世界癌症日”科普宣

传活动将陆续开展。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启动仪式后，郝希山院士（左四）、樊代明院士（左一）、唐步坚教授（右三）、张

岂凡教授（左三）、周清华教授（右二）、钭方芳教授（左二）、李隆玉教授（右一）参加

了媒体见面会，就癌症防控政策、医学发展路径、肿瘤心理社会支持、防癌体检、癌症早诊

早治等公众关心的癌症相关话题深入而精彩地回答媒体提问，为实现“我们能、我能战胜癌

症”的目标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开展了专家科普讲座，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刘端祺教授和肿

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汉平教授分别进行了题为

《肿瘤防治：变“枣核”为“哑铃”》和《肿瘤患者家庭营养与科

普指导》的精彩讲座，得到了广大患者听众的热烈欢迎。

媒体见面会现场

媒体见面会现场

科普讲座现场

世界癌症日启动活动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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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是什么？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

也不是单纯的哲学，医学充满了科学和哲

学，但还涵盖有社会学、人学、艺术、心

理学等。因而，我们不可以笼统地用科学

的范律来解释医学，也不可以简单地用科

学的标准来要求医生。医学不仅重视事物

高度的普遍性，而且重视人体结构、功能

及疾病的异质性或称独特性。医学是通过

长期大量不间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

最终形成最大可能适合人体保健、康复和

各种疾病诊疗的知识体系。因此，医学要

远比科学复杂。表现在人群的异体性，人

体的异质性和疾病的异现性。就以疾病为

例，据经典医学书籍记载，现有病种已达

40000种之多，加之不同疾病有不同的分期

和分型，而且又发生在不同人群或不同个

体身上，这就构成了医学的更为复杂性。

西医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

之上的，所以常有医学科学的提法。中医

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归纳分析

和总结之上的，所以不常有中医科学的提

法。二者各自都有优势和局限性，西医和

中医辨争的焦点就在这里。双方对科学和

经验的重要性都无异议，可对经验之科学

或科学之经验，则认识迥异，这恰恰说明

据世卫组织癌症研究机构(IARC)

预测，到2025年，亚洲占全球新增癌

症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比例将超过半

数，而1/4发生在中国。恶性肿瘤已

经成为威胁我国公民健康的第一大疾

病。目前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

市居民死亡原因中，25%-28%为恶性

肿瘤。

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的上升趋势

主要可以归因于两方面。一是人口老

龄化的影响，由于期望寿命的增长，

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

“老年型”急剧转变，伴随而来的

是，与老年人相关疾病的死亡率上

升。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引发

出生率的下降，也加速了人口老龄化

的进程。另外，吸烟、缺乏锻炼、空

气污染等也是导致肿瘤发病率上升的

重要原因。

面对日益增长的癌症发病率和

死亡率，联合国及世界各癌症组织

群策群力，积极为全球癌症防控探

索应对战略。2016年，国际抗癌联

盟制定了未来三年的世界癌症日活

动主题，即“我们能，我能战胜癌症

专家观点

世界癌症日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你我携手、共抗癌症
郝希山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了医学和科学的区别。中医从整体辩证去

看，用经验解决了医学的一些问题，但解

决不了医学的全部问题。西医从分析还原

去看，用科学解决了医学的一些问题，但

解决不了医学的全部问题。

如果说科学是无所不能的，但医学

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不是万能的，医生是

人不是神。所以，人类对医学和科学的要

求应该是不一样的。医学与科学，在个体

与群体、体外与体内、外环境与内环境、

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

静态与动态、瞬间与长期、直接与间接、

必然性与偶然性、生理与心理、客观与主

观、数据与事实、证据与经验、因果与相

关、科学与伦理、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存在

诸多的异同。

既然医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它

既不像纯粹的科学，但它又离不开科学。

我们一直在提倡整合医学，整合医学就是

把以上17种关系，与至今科学发现的浩如

烟海的数据和知识，从整体出发，为整体

需要，有选择、有机地整合成新的医学知

识体系，并用之医学实践，最终使人类的

健康能真正得到保证和保障，进而真正地

“认识我们自己”。

(We Can, I Can)”。结合《世界癌症

宣言》的具体目标，列举了十条“我

们能，我能战胜癌症”所做的举措，

从“我”的角度提出了树立早诊早治

观念、主动寻求社会关爱的建议；

从“我们”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多方合

作，共创健康环境，提升国际社会对

癌症防控的重视程度，以及提高癌症

防控投入等举措。

在世界癌症发展的严峻形势

下，中国的癌症防治工作任重而道

远。我国目前癌症诊治上还存在着

肿瘤专科机构分布不均衡以及医疗设

施、人员水平发展不均等问题。因

此，较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癌

症防治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国的癌症防治组织和抗癌工作者需

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中国抗癌协

会作为国际抗癌联盟(UICC)中国联络

处所在地，今后将继续加强传播科学

的癌症防治方法，积极向政府部门建

言献策，向各医疗机构、相关学会以

及社会公众征集意见，团结多方力量

为癌症患者造福，为改变癌症防治的

未来共同奋斗！

整合医学：
新的医学实践路径
樊代明院士(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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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九成以上的癌

症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恐惧等心理问题，

社会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地将癌症列为一种与生

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属于心身疾病范畴。随着社会经济文

化的发展和进步，癌症患者的心理社会支持倍受社会和广

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癌症患者对心理社会支持的

需求也日益凸显。心理社会肿瘤学是一门于上世纪80年代

防癌体检：
贵在“量体裁衣”
张岂凡(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每年新发肺癌病人超过60万，死亡超过50万，究其原

因，包括人口老龄化、吸烟、汽车尾气、工业污染

等，PM2.5也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一类致癌物。

肺癌的死亡占所有癌症死亡病例的25%-28%。

肺癌是可预防、可控制、可治疗的疾病。肺癌

的治疗包括外科治疗、内科治疗、放射治疗等几大

手段。我国肺癌外科治疗处于国际同等水平，某些

方面处于领先水平。这体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分

子生物学进展，对病人进行分子分期和分型，根据

癌症患者需要心理社会支持
唐步坚(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肺癌治疗新进展：分子分期和
分型，推动个体化治疗
周清华（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委会主任委员）

不同的分期分型结果，选取个体化治疗方案。比如，通过

对患者进行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将其应用于肺癌

“个体化”分子分期，并指导外科手术治疗的医生。如果

说病人血液中已经查见循环肿瘤细胞，不管原发肿瘤大小

期“个体化”分子分期为IV 期，我们不会选择先为病人做

手术，而是先做化疗，然后再复查 CTC 后再考虑病人是否

适合手术治疗；如果化疗后血液中没有发现癌细胞我才会

选择手术治疗；手术后再根据术后的病理分期，补充术后

辅助化疗或放化疗。另外，以分子靶向治疗为代表的生物

治疗，分子显像放疗技术的发展等也为肺癌的临床治疗提

供了新的发展方向，给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由于癌症本身具有多因素致

病、异质性等特点，具有极大的复杂

性，现代医学目前还没有能够彻底攻

克癌症。目前也没有一种绝对可靠的

防癌体检方案，能够绝对精确地实现

癌症的早期诊断。但是，有针对性的

防癌体检通过对受检者进行全身检

查、综合评估，还是有助于发现早期

肿瘤。

防癌体检是由肿瘤专科医师利

用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针对癌症

高危人群、健康人群的全面肿瘤筛

查，和普通体检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

针对性强，可发现常规体检检查不到

的或疏漏的鼻咽、肺、食道、胃、

肠、肝、宫颈、卵巢、前列腺、乳腺

等器官常见肿瘤的“蛛丝马迹”。

目前市场上防癌体检五花八

门，公众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建

议，首先应该咨询专业人士，选择不

同的防癌体检套餐。防癌检查并不是

项目越多越好。关键要有针对性，尤

其对于高危人群，比如长期吸烟者、

乙肝病毒携带者等，由专业人士帮助

设计体检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根据

个体情况量体裁衣，是杜绝漏诊的最

有效方式，同时也是最符合卫生经济

学的原则。

确立的新兴的临床学科。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肿瘤

心理问题的干预和研究工作。2006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

理学专业委员会 (CPOS)成立，为我国肿瘤心理学的实践和

研究工作者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在癌症综合治疗中，心理社会学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

在对癌症病人的治疗中，除医护人员、社会心理学家等外，

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搭建心理社会支持网络，以促进

癌症病人的心身全面康复，提高癌症病人的生存质量。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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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规律和

患者就医的顺序，可以将肿瘤的防

治分为三个阶段：能够实现“三

早”（早期预防、早期发现、早期

治疗）的为第一阶段；肿瘤进入

中晚期后进入综合治疗的为第二阶

段；抗肿瘤无效后进行晚期缓和姑

息治疗的为第三阶段。

我国目前对肿瘤的防治现状

是：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无论从政

府投入、医务人员的理念、百姓的

认知，都有明显欠缺；对处于第二

阶段的中晚期肿瘤治疗尽管还有种

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总起来看，尤

其是在大城市、大医院还是占用了

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和卫生资源；而

晚期肿瘤患者，不少仍然处于“失

医状态”，常常被视为是一个“无

治疗价值”的群体，得不到应有的

医学照护，甚至成为事关民生影响

广泛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我国

肿瘤的防治处于一种两头小中间大

的“枣核儿”形。显然，这种枣核

儿形架构极不合理，亟需改变。

只有做到将大多数肿瘤患者的

疾病发展终止在早期阶段，使早期

发现的恶性肿瘤和相当一部分癌前

病灶彻底治愈，肿瘤彻底治愈的可

能性才能大大提高，从而改变这种

不合理的现状。

目前，世界先进国家恶性肿瘤

的临床治愈率已经达到60%-70%，

其“秘诀”就在于，这些病例绝大

多数都在早期得以发现，很早就得

到了有效治疗，进入中晚期的仅仅

限于一些目前医学还不能施加有效

影响的少数患者。

肿瘤一旦失去了早期发现的机

会，就只能寄希望于存活时间有限

的“带瘤生存”，对患者而言，这

将是一个极为漫长而又纠结的心理

历程。对于这部分患者，国外和海

外华人地区的经验是：让充满人文

关怀精神的姑息缓和理念深入人

心，使姑息缓和治疗走上前台，得

到社会广泛接受，成为主要治疗手

段。使晚期患者同样得到有效的医

学照护和人文关爱，无痛苦有尊严

地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就

将肿瘤防治的现有的枣核儿形架构

变成了比较合理的哑铃形。

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靠政

府，更要靠广大群众努力掌握防癌

知识，提高对癌症的警惕，同时付

之于行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提高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率，真正

实现“世界抗癌日”的目标。

PM2.5虽然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

为一类致癌物，但我国启动将PM 2.5作为

空气质量检测指标是从2015年才开始的，

北京市是在2014年才开始试点工作。因

此，我国目前尚没有PM2.5与肺癌发病率直

接证据的研究数据。目前的结论都是推测

出来的。

北京大学《危险的呼吸》一书中提

到：“污染严重城市，患肺癌风险比清洁

城市高10%-15%。”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已

经证实，肺癌发病率城市高于农村，空气

污染重的城市高于污染轻的城市。近期国

家癌症中心发布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

点。今年全国30多个省市人大政府工作报

告中把“整治空气污染”作为首要政府任

务。我们也呼吁各个城市在推动城市发展

的过程中重视空气污染的治理。

衡量吸烟对肺癌的影响，我们有个

提法叫“吸烟指数”，每天吸烟数量（支

数）乘以连续吸烟的时间（年数），如果

每天平均吸20支烟，已有20年的吸烟史，

那么吸烟指数就是400。医学家把吸烟指数

超过400的人列为发生肺癌的“高危险人

群”。雾霾致癌的研究也应该建立科学的

“雾霾指数”的概念，平均雾霾水平乘以

暴露时间（年数），以反映导致肺癌高发

病率的量化指标。

PM2.5被吸到肺里去，肯定会对肺泡

造成破坏。即使不提致癌性，颗粒物本身

停留在肺泡细胞，就会造成肺泡吞噬功能

的减弱、丧失，影响肺泡细胞换气。“80

个PM2.5微粒就能堵死一个肺泡，一年堵死

3000万个肺泡!”的说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PM2.5进入肺部后，可以通过气氧交

换进入血液，影响心脑血管、肾血管等，

对COPD、哮喘等多种疾病产生影响。具体

影响还取决于PM2.5携带的具体有害物质种

类，比如汽车尾气产生的PM2.5携带二氧化

硫、一氧化氮，石化产品产生的PM2.5携带

致癌物质，钢铁产生的PM2.5携带重金属，

煤炭产生的PM2.5携带尘埃物质等，都将

在人体产生不同的病理生理改变，出现相

应病症。同时，原有呼吸系统疾病（肺气

肿、肺心病、哮喘）的患者在雾霾天气会

加重原有症状。

2013年中国大规模雾霾爆发，广东

省首席气象专家多年跟踪研究空气污染的

健康效应，并得出结论，灰霾与肺癌有着

浅谈恶性肿瘤的防治策略
刘端祺（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

PM2.5与肺癌
支修益（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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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痒”，即出现灰霾严重的年份

后，相隔七年就会出现肺癌高发期。但实

际上，七年之痒只是推测。科学的态度应

该是跟踪本地区各个疾病的发病率情况，

进行长期流行病学研究。另外，这个数据

即使在在曾经的污染城市伦敦、洛杉矶也

没有得到，因为一个政府不允许这样的污

染持续存在。我国也通过加大治理力度改

善环境污染状况，目前整体不合格天数、

重度污染指数都在改善。我们相信，在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随着工业结构的调整、

污染企业的关停并转、汽车尾气的治理，

未来3-5年我国（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空

研究发现，肿瘤是一种代谢相关性及生活

方式相关性疾病，三分之一的肿瘤与日常饮食

治疗、放射治疗、生物治疗、支持治疗、姑息

治疗等手段以外的一项专门治疗手段，应该成

为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核心部分，应该成为

肿瘤患者最基本、最必需的治疗措施。肿瘤患

者的营养包括家庭日常饮食及医院的专业营养

治疗两个部分。肿瘤患者要从下列几个方面去

改善自己的营养状况：

（1）维持健康体重：维持健康体重既是

有效的肿瘤一级预防（即减少肿瘤发生）措

施，也是有效的三级预防（延长肿瘤患者生

命）措施。

（2）减少热卡摄入：流行病学调查发

现，限制热量摄入可以使人们更长寿。减少热

卡摄入目的在于防止过度营养，应该以维持机

体正常营养，正常体重为前提。

（3）减少红肉摄入：红肉可以增加多种

肿瘤的发病率，而白肉没有这种作用。加工肉

制品如香肠、腌肉、火腿等统称为加工肉，加

工肉与红肉的作用相似，也会提高多种肿瘤的

发病率。所以，我们要少吃红肉及加工肉。

（4）减少脂肪摄入：脂肪占饮食中能量

应该<20%-35%，饱和脂肪酸<10%，反式脂肪酸

<3%。N-3脂肪酸可以改善恶液质，提高生活质

量，增强放疗、化疗疗效，从而有益于肿瘤患

者。富含N-3脂肪酸的鱼、胡桃等食品可以降

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与发病率，从而整体上降

低肿瘤患者的死亡风险。

（5）增加果蔬摄入：水果、蔬菜含有丰

气质量是有望大幅改善，甚至是恢复到以

前的。

我们一直呼吁关注肺癌：一个气出来

的病。这里的“气”不仅仅包括大气污染，

还包括烟草、厨房油烟、装修污染、生气等

其他四气。随着老龄化的发展，2050年以前

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不会下降。但我们要努力

降低肺癌的死亡率，不仅要降低空气污染、

还要努力控制烟草、改善厨房油烟污染及装

修污染、改善癌症性格，尤其倡导通过胸部

低剂量螺旋CT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肺癌”，

配合微创手术、分子靶向药物等治疗手段，

实现对肺癌对有效控制。

及营养有关，消化道肿瘤与饮食的关系更加密

切。营养支持应该成为独立于手术治疗、化学

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对正常人群

具有良好的肿瘤预防作用，对肿瘤患者则可减

少并存病如心血管疾病，进而延长肿瘤生存时

间。美国癌症学院推荐每日5份果蔬。十字花科

蔬菜，姜，绿茶，草莓等均具有良好的抗肿瘤

生化特性。深绿色及黄色果蔬植物化学物含量

最为丰富。

（6）增加谷物摄入：全谷物具有良好的

抗肿瘤生成作用。由于全谷物的微量营养素在

加工过程中会遭到严重破坏，如粗粮中维生素E

在精加工过程中会减少92%，所以谷物不宜精加

工，提倡食不厌粗，粮不厌杂。纯素食不利于

肿瘤患者，提倡荤素搭配；日常生活中，素食

与荤食的比例建议维持在7:3~8:2。

（7）注意食品安全：防止食品细菌污染

是肿瘤患者的第一食品安全要求。在放疗，

化疗引起的医源性免疫抑制期间尤为重要。

食品安全准则包括：吃饭前及食品准备前认

真洗手；认真清洗各种物品；生熟食分开；

将剩余食品低温（<4 C）保存；保证家庭饮

用水的清洁；以合理的温度进食，避免高温

热食，防止消化道黏膜的烫伤；食品加工方

式推荐微波炉及气蒸，不推荐水煮、烧烤、

煎及炒等。

（8）专业营养治疗：肿瘤患者由于任何

原因，导致摄食量下降，不能维持正常营养需

求及健康体重时，必须接受专业的营养支持，

包括口服营养补充及肠外营养支持。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与肿瘤患者谈营养
石汉平（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
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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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靖安县曾是我国子宫颈癌

的高死亡现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

们率先在农村落后地区开展子宫颈癌的

早诊早治现场工作并坚持采用“低成

本”的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坚持

40年子宫颈癌早诊早治工作，适时地

结合我国子宫颈癌防治地区的特点和实

际，加强对农村地区子宫颈癌防治并作

为第一现场。通过多年在靖安等多个县

区开展子宫颈癌筛查工作，做到早诊早

治、即查即治，并与临床科研相结合，

建立了三级防治网络，使得江西省农村

地区特别是靖安县子宫颈癌高死亡率、

子宫颈癌检出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1.率先在农村落后地区开展子宫

颈癌的早诊早治现场工作并坚持采用

“低成本”的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经过6轮（每两年一轮）不间断

的早诊早治工作，子宫颈癌的检出率

也从90年代的396/10万降至2012年的

24.4/10万，且3例为镜下早期（IA期）

子宫颈癌。降低了中、晚期子宫颈癌的

发生，基本上消灭了子宫颈癌的死亡。

2.建立我国第一个农村子宫颈癌防

治研究现场，也是现存唯一一个子宫颈

癌单病种研究基地，并为基层培养了一

批长期扎根于农村地区开展子宫颈癌筛

查的技术人员，进一步确保农村地区子

宫颈癌筛查得以持续发展。2008年靖安

县被授予"国家子宫颈癌早诊早治示范

基地"。逐步形成了“靖安防治模式”

的独特的特色：①政府支持是基层子宫

颈癌防治的必要性；②培养一支“留得

住、不会走”的技术队伍是子宫颈癌防

治的基础；③建立流行病学队列和适宜

的随访方案；④坚持开展农村地区健康

教育；⑤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是项目可持

续性发展的保证。靖安防治现场在国

家财力尚不能够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的情况下，经过40年的努力确立了适

合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子宫颈癌

筛查方案。

3.在防治的同时在筛查现场进行了

大量的科学研究：在我国首先发现HPV 

58亚型；首次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运用多

种方法评价宫颈癌的筛查方案；2014

年靖安县成为国家“两癌”筛查HPV项

目试点县，采用高危亚型病毒载量和分

型两种方法进行子宫颈癌的初筛并进行

了横断面和队列研究；进行了宫颈上皮

内瘤变I级自然发展过程的研究等。

4.江西省农村地区子宫颈癌防治

基地是上世纪70年代初在周总理的关怀

下，在卫生部肿瘤防办和江西省妇幼保

健院的领导下建立了起来的，成立了全

国第一个研究子宫颈癌单病种的防治现

场。坚持40年的工作有效地降低该地

区的子宫颈癌死亡率，为我国农村地区

子宫颈癌防治策略提供了参考，研究成

果先后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

国抗癌协会科技奖、首届中国妇幼保健

科技奖、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研

究团队从70年代开始在全国举办了多次

学习班和培训班，并在全国30余家医疗

机构进行了推广应用，提高了基层子宫

颈癌早诊早治的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基

层医疗技术队伍。2014年研究成果在

第23届世界抗癌大会（UICC）上进行了

大会交流发言，在国内外会议作专题报

告60余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有力

地推动了我国农村地区子宫颈癌早诊早

治的工作。

靖安模式的思考
李隆玉（江西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虽然我国不同区域的癌症常见病种和防控策

略不尽相同，但还是有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各

地交流借鉴。

据 统 计 ， 江 西 省 恶 性 肿 瘤 粗 发 病 率

182.08/10万，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

城市和农村男性前五位均是肺癌、肝癌、胃癌、

结直肠癌和食管癌，城市女性前五位分别是乳腺

癌、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农村女性

前五位分别是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

管癌。2013年1月始，省卫生厅要求全省县级以

上医疗机构建立医院肿瘤报告登记制度。该年5

月，我院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将HIS系统和电

子病历有机融合，委托专门软件公司制作肿瘤登

记报告系统软件。数据显示，江西癌症的发病趋

势正处在由发展中到发达国家易发病的过渡时

期，“富癌”与“穷癌”的发病率，处于均同时

上升，没有骤然下降的趋势。

经省机构编制办公室批准，2015年9月，我

省成立江西省癌症中心并挂靠江西省肿瘤医院，

主要职责为协助省卫计委制定和组织实施全省癌

症防治规划；协助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健全

全省癌症防治协作网络；组织开展肿瘤登记等信

息收集工作；制定全省肿瘤诊治诊疗技术规范和

有关标准；推广适宜有效的防治技术，探索癌症

防治服务模式；开展癌症防控科学研究、相关专

业的业务培训、国内外学术交流；承担国家和省

卫计委交办的其他任务等。

为切实加强我省癌症防治工作，提高癌症

防治水平，根据《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

了江西省癌症防治2016-2018年行动计划。具体

目标包括：加强省癌症中心机构能力建设。规范

全省肿瘤登记制度。在建立HIS和电子病历的县区

级以上医院，推广省肿瘤医院研发的信息化肿瘤

登记报告系统；绘制全省癌症地图，描述全省癌

症流行病学趋势。开展城市癌症早诊早治。以肺

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乳腺癌、宫

颈癌、鼻咽癌等常见恶性肿瘤为重点，开展高危

人群肿瘤筛查，并对早期患者得到100%规范化诊

治。承担对全省肿瘤防治工作指导义务。推广肿

瘤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加强筛查、诊疗等新

技术的推广以及个体化规范治疗方案的应用。开

展癌症康复、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机构建设，建

立与肿瘤专科机构的双向转诊、急慢分治制度。

加强癌症患者的康复指导、疼痛管理和心理支

持，对晚期患者开展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加强

防癌抗癌科普知识宣传。充分利用乳腺普查专用

车优势，依托“百县千乡健康行”活动，利用五年

时间走进全省100县1000个乡镇，普及癌症防治知

识，提高农民朋友癌症早防早诊早治意识。

江西省癌症防控的现状与措施
钭方芳（江西省抗癌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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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活动集锦

世界癌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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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抗癌协会 
2月2日，北京癌症康复会、北京抗癌协会在北京红塔礼堂举办2016世界癌症日暨北

京癌症康复会新春联欢会，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紫凝女士主持了联欢会，会上颁发了《健

康大使》荣誉证书、康复会员手工艺品捐赠、《癌症压不垮的人》诗朗诵，以及会员们

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

福建省抗癌协会 
2月3日上午，福建省抗癌协会、省肿瘤医院及省肿瘤防治办公室等单位开展2016年

世界癌症日肿瘤防治专家大型义诊咨询活动，免费发放癌症防治科普宣传资料，并制作

科普展架及标语进行张贴宣传。

河北省抗癌协会
2月3日下午，河北省抗癌协会、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以及河北省文联、河北省志

愿服务联合会联合举办2016年迎新春联欢会。各专委会举办世界癌症日主题活动暨承办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患者关爱项目、启动患者家属培训学校、开展肿瘤疼痛知识讲座、举

行《我心坚强 迎新春联欢会》，免费发放《癌可防可治》及《感悟人生》等书籍。

湖北省抗癌协会
1月14日下午，由湖北省抗癌协会主办，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承办的2016世界

癌症日湖北启动仪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隆重举行。

湖南省抗癌协会
为迎接世界癌症日，湖南省抗癌协会在湖南省肿瘤医院举行“湖畔春风暖人心·麓

山放歌迎新春”医患新年心灵音乐会。来自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的专业演员成为义

演志愿者，在新年之际为患者献上一台传统与现代、民俗与潮流的音乐盛宴，让患者们

零距离地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

北京抗癌协会

福建省抗癌协会

河北省抗癌协会

湖北省抗癌协会

湖南省抗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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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抗癌协会
吉林省抗癌协会组织专家，在吉林省肿瘤医院面向癌症患者及家属举办了主题为

“我们能，我能战胜癌症”的医患共聚、为抗癌加油的健康教育讲座活动，赢得了广大

患者及家属的热烈欢迎。

江西省抗癌协会 
江西省抗癌协会于1月21日在南昌市八一广场顺利承办了2016年“世界癌症日”启

动仪式。江西省抗癌协会康复俱乐部、护理部和江西省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组织了

抗癌明星联谊会，联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西省人民医

院、江西省妇幼保健院等开展大型咨询义诊活动。

南通市肿瘤医院
2月5日上午，南通市肿瘤医院院长强福林等来到乳腺肿瘤病区看望病员，给病员送

来鲜花、水果和慰问金，鼓励她们乐观对待，积极治疗享受生活，并在南通市肿瘤医院

开展科普宣传、义诊咨询活动。

内蒙古抗癌协会
内蒙古抗癌协会组织妇科、中医科、头颈外科、乳腺外科和超声科的专家们深入周

边旗县区义诊、送医送药、为当地居民进行“两癌”及其他疾病的检查。同时抗癌协会

与当地的妇幼保健所建立协作关系，并将这里设置为“两癌”筛查基地，希望能够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肿瘤诊断治疗的首诊能力。

山东省抗癌协会 
山东省抗癌协会联合山东省肿瘤医院在门诊大厅循环播放世界癌症日科普知识和

宣传画，协会网站专门设立了“世界癌症日”专栏，报道防癌抗癌宣传知识；举办抗

癌日捐款救助活动，组织关爱肿瘤患者春节送温暖活动；举办科普专题讲座和大型义

诊活动。

陕西省抗癌协会 
1月27日，由陕西省抗癌协会主办的2016年世界癌症日主题讲座活动在北京大学西

安分院进行。1月31日，陕西省抗癌协会在西安华东万和城大剧院隆重举办世界癌症日

主题活动暨西安抗癌俱乐部2016年新春联欢会，癌症患者及亲友、志愿者、医务工作

者、新闻记者等6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2月4日，举办“世界癌症日”肺癌早筛早诊

早治公益活动及大型义诊咨询活动。

重庆抗癌协会
2月4日，在重庆市肿瘤医院举办 “规范癌痛治疗，提高生活质量”爱心义诊与科

普宣教活动，与重庆癌症康复会联合举办医患新春联欢会，评选抗癌明星并颁发证书和

就诊卡，为贫困癌症患者举行捐款仪式；走进病房开展新春送福袋主题活动；利用《人

民网·重庆视窗》等公共媒体平台向市民普及肿瘤防治科普知识，联合印制发放《鼻咽

癌》科普资料1万册。在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涪陵区中心

医院等组织大型科普宣教及义诊咨询活动。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吉林省抗癌协会 江西省抗癌协会 南通市抗癌协会 内蒙古抗癌协会 山东省抗癌协会 陕西省抗癌协会 重庆抗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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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抗癌宣言》解读

 《世界抗癌宣言》由国际抗癌联盟2008年制定， 目的是呼吁各国领导人及卫生政策制定者

共同努力以大幅降低全球癌症负担，促进全球癌症防控的平等性，并将癌症防控提上世界健康与

发展议程。2013年进行重新修订。国际抗癌联盟以世界癌症日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宣传《宣言》

制定的癌症防控目标。

修订内容如下：
总体目标：实现大幅减少癌症导致的过早死亡，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率。

目标3 全球范围内显著遏制癌症

危险因素，包括吸烟、超

重及肥胖、不健康饮食、

酗酒、缺乏体育锻炼和其

他公认的危险因素。

目标4 将具有致癌性的传染病病

原体人乳头瘤病毒(HPV)和

乙型肝炎病毒(HBV)纳入各

国基础疫苗接种计划。

目标1 加强各国癌症防控体系建

设，确保全面有效、以病

人为中心的终身癌症防控

政策得以顺利推进。

目标2 在各国建立和完善癌症患

者登记及监测体系，以评

估全球癌症负担和各国癌

症防控政策所达到的实际

效果。

目标5 消除人们对癌症的错误认

知，消除癌症的耻辱感和

误解。

目标6 癌症筛查和早期诊断项目得

以普遍推广，公众和医务人

员对于癌症早期预警的认识

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目标7 癌症患者能获得及时准确

的诊断、多种模式的优质

治疗、康复保健、支持和

姑息治疗，包括获得必要

的药物和医疗技术服务。

目标8 有效的癌痛控制和心理支

持服务将得到广泛实现。

目标9 让癌症防控各领域的医务

人员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培

训的机会，特别是针对中

低收入国家。

具体实施目标：
到2025年，实现：

1.在制定全球、地区和国家的卫生政策和国际公认的发展目标时，癌症防控要置于最优先的位置。

2.提高各国癌症防控的能力。

3.减少可控的癌症危险因素。　

4.加强和改进国家卫生体系以增强对癌症的防控能力。

5.支持和促进国家对于癌症防控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6.掌握癌症的发展趋势和决定因素，并且及时评估癌症控领域的进展。

全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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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七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在南昌召开

中国抗癌协会七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于2016年1月22日在江西南昌召开。中国

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樊代明院士、于金明院士、唐步坚教授、蒋国梁教

授、高国兰教授、张岂凡教授，秘书长王瑛教授出席了会议，协会常务理事和各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省市抗癌协会理事长(秘书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共130余人参加

了会议。本次会议由江西省抗癌协会、江西省肿瘤医院、江西省肿瘤研究所、江西省癌症

中心承办。樊代明副理事长主持了会议。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中国抗癌协会2015

年工作总结的短片。2015年我会紧紧围绕

“三服务一加强”的宗旨，全面提升综合能

力，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学术交

流持续繁荣，二是科普宣传日益深入，三

是国际交流不断扩大，四是人才培养扎实推

进，五是社会服务逐步拓展，六是自身建设

再上台阶。2015年我会获得了中国科协学会

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优秀科技社团奖、

全国学会科普工作优秀单位、全国学会财务

决算工作先进单位、中国科协会员日活动优

秀组织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年鉴》优秀组

织单位等荣誉称号。

郝希山理事长在热烈掌声中做工作报

告。他在报告中简要回顾了协会2015年的主

要工作，他指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各专业

委员会、省市抗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的共

同努力下取得的，并向各所属团体和广大肿

瘤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2016年，协

会将着重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提升学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郝希山院士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樊代明院士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唐步坚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张岂凡教授

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
王瑛教授

湖北省抗癌协会理事长
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魏少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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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的质量和水平，引领肿瘤学科创新

发展；二、打造科普宣传精品，提升公民

防癌意识；三、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升

国际影响力；四、完成科技奖评审，打造

科技奖励品牌；五、实施能力提升专项，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

唐步坚副理事长做了2015年组织工

作汇报。2015年新建了老年肿瘤、肿瘤护

理、肿瘤核医学3个专业委员会；按照组

织程序完成了淋巴瘤、肿瘤微创治疗等12

个专业委员会的换届工作。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国抗癌协会专业委员会印章管理办

法》，同意“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工

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国抗癌协会康复

会”，为协会分支机构，并进行重组。同

意接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赣

州市肿瘤医院(赣南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为团体会员单位。同意增补吴永忠、崔

书中、李韶今为协会理事。2016年是换届

年，经七届十次理事长办公会讨论，提议

成立中国抗癌协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筹备委员会，下设筹备工作组，启动换

届准备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筹备委员会

和筹备工作组名单。

张岂凡副理事长做了财务工作报告。

包括2015年财务收支情况，2015年主要完成

工作及存在的问题，以及2016年财务重点

工作阐述。2015年我会财务状况良好，保

证了协会各项工作的开展。各专业委员会

财务工作均纳入协会统一管理。2016年将

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流程、优化财务管理

制度，为各分支机构提供全面的、专业化

的服务。

王 瑛 秘 书 长 做 了 外 事 工 作 汇 报 。

2016年协会将组团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学会

学术年会和2016世界抗癌大会，选拔世界

抗癌大会中国专场学术报告讲者，希望各

单位踊跃报名，并鼓励各单位积极加入国

际抗癌联盟(UICC)组织。会议审议通过

了《中国抗癌协会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

的管理办法》。

会议还听取了湖北省抗癌协会理事

长、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魏少忠关于第九届

中国肿瘤学术大会筹备工作的汇报。大会将

于10月13日-16日在湖北武汉举办。会议设

立肿瘤内科、肿瘤外科、肿瘤基础、青年

优秀论文演讲四个主会场，目前已有31个

专委会申请了28个分会场。大会各项筹备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会上，我会副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做

了《医学与科学》的精彩报告。

中国抗癌协会
七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分组汇报与讨论

2016年1月22日下午，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各专业委员会、省市抗癌协会分组汇报了2015年主要工作和2016年

工作计划。根据各单位工作业绩，经民主投票评选，大肠癌、肿瘤临床化疗、肿瘤病因学、淋巴瘤、肿瘤病理、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乳腺癌、肝癌9个专业委员会被评为2015年度先进专业委员会；山

东、广州、上海、江西、河北、浙江6个抗癌协会被评为2015年度先进省市抗癌协会。会议承办单位江西省抗癌协

会获得优秀组织奖。

省市抗癌协会一组

省市抗癌协会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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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七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分组汇报与讨论

关于表彰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的决定

2015年，我会各专业委员会，省市自治区抗癌协会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的精神，努力为肿瘤防治事业服务，为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服务，为肿

瘤科技工作者服务。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涌现了

一批先进集体。经各专业委员会、省市自治区抗癌协会推荐，评优委员会审议

通过决定：

授予大肠癌专业委员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肿瘤病因学专业委

员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

员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为中国抗癌协会2015年度先进专业委员会称号；

授予山东省抗癌协会、广州抗癌协会、上海市抗癌协会、江西省抗癌协

会、河北省抗癌协会、浙江省抗癌协会为中国抗癌协会2015年度先进省市抗癌

协会称号。

　　

                                                                                           中国抗癌协会

                                                                                           2016年1月22日

专业委员会一组

专业委员会二组

专业委员会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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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介绍

大肠癌专业委员会本年度工作着

重于2个方面，一是继续推广大肠癌

多学科综合治疗理念和大肠癌规范化

诊疗；以东部地区为示范教学基地，

邀请中西部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面对

面的病例讨论，学习如何在开展和落

实MDT；另一方面是委派MDT专家

或以MDT专家组的形式，到中西部

地区做MDT讨论示范，使更多的中

西部地区医生能够体会MDT的工作

内涵和实践方法。2015年在全国累计

举办各种会议和学习班500余期，累

计受众3万余人，已在北京、上海、

广州、杭州、哈尔滨建立了5个大肠

癌多学科综合诊治示范基地，接受全

国各医疗单位人员学习和进修，极大

的推动了我国大肠癌规范化诊治和多

学科综合治疗的发展。

专委会本年度在南京举办了第

十三届全国大肠癌学术会议，参会人

数千余人，会议安排中特别注重充分

发挥大肠癌专委会青年委员会思想活

跃、乐于探索的精神，开展MDT辩

论大赛、设立青年会专场，让青年委

员有更多的展示风采。

考虑到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专委

会除了在世界抗癌日、抗癌宣传周在

全国各地开展社区宣传活动外，利用

大肠癌专业委员会网站，宣传大肠癌

的预防、诊断、治疗理念，并积极通

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远程教学或医

疗等互联网手段，扩大影响力。

过去一年，大肠癌专委会成绩斐

然，2016年度，专委会将进一步注重

专委会委员、会员的组织管理，设立

VIP会员制度，激励更多的医生加入

抗击大肠癌的队伍中。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表彰会

先进专业委员会颁奖现场

先进省市抗癌协会颁奖现场

优秀组织奖颁奖现场 第十三届全国大肠癌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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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

2015年共实施52场关于淋巴瘤规

范化诊治的巡讲工作。专家巡讲团的

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城市，特别是远

赴乌鲁木齐、兰州及银川，为当地淋

巴瘤科医生推广规范化治疗观念，给

予专业指导，提高了治疗水平。制

定了《弥漫大B淋巴瘤》《滤泡淋巴

瘤》《化疗所致血小板下降》《阿霉

素脂质体治疗淋巴瘤》四项专家共

识，发表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和

《中国肿瘤临床》杂志，极大地推广

了恶性淋巴瘤患者的规范治疗。开通

官方微信群网，团结全国专业同道，

利用信息化平台为肿瘤科医生服务，

起到了很好地效果。

专 委 会 组 织 专 家 参 加 瑞 士

Lugano世界淋巴瘤大会，全美血液

学年会（ASH）和欧洲血液学年会

（EHA）。我会黄慧强教授作了大会

发言，介绍了NK/T细胞淋巴瘤的治疗

经验，赢得国际同道的重视和好评。

另外，专委会组织15个淋巴瘤分

会在全国开展大型义诊，免费为当地

淋巴瘤患者提供专业咨询治疗，对普

及战胜淋巴瘤起到了很好地主力军作

用。由姜文奇教授发起，王华庆教授

和黄慧强教授组织协调，开展了全国

多中心临床协作攻关，全年入组病例

210 余例，目前正在进行中。

姜文奇教授、王华庆教授和高

子芬教授联合主编的《淋巴瘤诊治

学》，作为CACA的专业著作，已由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共计110万字。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

委员会是我国肿瘤内科同道的学术

团体，具有光荣的历史。2015年在中

国抗癌协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工作和活动。我们成功

举办了“第九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

（CSMO）”、“第五届中国肺癌个

体化治疗大会”和“第二届肿瘤分子

靶向治疗培训班”。 发起召开“肿

瘤转化医学沙龙”、 “肿瘤营养教

育培训”等一系列学术会议。

专家组组长，组织制订了《中国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敏感突变和间变淋巴

瘤激酶融合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诊

断治疗指南（2015版）》、《中国埃

克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共识 

（2015版）》、《 中国重组人粒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因子在肿瘤化疗中的

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2015年版）》

和《中国晚期原发性肺癌诊治专家共

识 （2016年版） 》。 

肿瘤病因学专业委员会主要是以

肿瘤病因学研究为主的一个委员会,一

直以来秉承科学至上的原则，探讨肿

瘤发生发展的病因，为大众普及科学

知识。汇聚了一批来自全国各个省市

地区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两院

院士、杰青、长江学者等带头的、老

中青相结合的一个专业的学术团体。

2015年顺利完成了肿瘤病因学第

六届委员的选举，目前有75名委员，

来自全国27个省市。第六届肿瘤病因

坛，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

七名优秀的青年演讲者，鼓励年轻人

投身肿瘤病因学研究。

肿瘤病因学专业委员会一致注

重科普工作，在各种媒体上

进行科普宣传，引导大众相

信科学，健康生活，不被网

络上流传的一些不实信息迷

惑，健康防癌。

2016年肿瘤病因专业委

员会的工作计划主要是继续

为了加强肿瘤医师分会的组织建

设，更好地发展培养、选拔青年人

才，2014年建立了青年委员会。2015

年青年委员会在专业委员会的领导下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青年肿瘤医师论

坛”等多次活动。

2015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

专业委员会硕果累累，在以后的工作中

我们会继续在抗癌协会组织领导下为我

国肿瘤内科的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刘芝华教授

担任，邓大君教授担任候任主任委

员，林东昕院士担任荣誉主任委员。

2015年8月19-22日，全国肿瘤流行

病学和肿瘤病因学学术会议在四川成都

召开，来自27个省的代表共计500余人

参会。邀请51位专家和研究生做了精彩

的会议报告，会场气氛热烈，大家就肿

瘤病因学的国际国内发展进行了充分的

交流。此外，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在本

次会议上单独开辟了一个青年科学家论

加强本专业委员会的凝聚力，促进大

家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积极

发挥青年委员会的作用，并着力进行

科普宣传工作。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因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介绍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在总会的领导

下，团结全体委员，在恶性淋巴瘤的

规范化治疗、专委会信息化建设、积

极组团参加国际会议和9.15淋巴瘤日

第九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

委员会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委托组织编写诊疗规范《中国原发性

肺癌诊疗规范（2015年版）》和《中

国恶性淋巴瘤诊疗规范中国 （2015

年版）》。主任委员石远凯教授作为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
常委会扩大会议

全国肿瘤流行病学和肿瘤病因学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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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

委会秉承着“加强临床病理沟通，推

主任联席交流会，分子病理技术前沿

沙龙等一些高质量学术活动，促进肿

瘤病理工作者学术经验交流。还邀请

了10多名海外专家作为各大会议的讲

者前来中国授课及交流。

肿瘤病理专委会还承接了政府职

2015年是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

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CRPC）迅

速发展的一年，在主任委员王杰军教

授及各位专家的共同努力下，CRPC

在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在过去的

一年，CRPC举办了第十一届全国癌

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肿瘤姑息治

疗培训学院（CPAI）、CRPC中国

行等20多场大型医师继续教育项目，

培训了4000多名医师。针对患者，开

设了患者疼痛筛查、患者疼痛热线、

慈善无痛过年等项目，让5万多名肿

瘤患者获益。同时，CRPC加强与国

2012年3月16日中国抗癌协会肿瘤

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在广州成

立，她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肿瘤营养学

术组织；2015年11月27日学会顺利完成

换届工作。学会成立以来，先后主编并

出版了《肿瘤营养学》、《营养筛查与

评估》、《PG-SGA--肿瘤患者营养状

况评估操作手册》、《肿瘤恶液质》、

《中国肿瘤营养治疗指南》、《蛋白质

临床应用》等重要学术著作，全部为我

国首创。连续举办了中国国际肿瘤营养

学论坛、全国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学术

会议、海峡两岸肿瘤营养高峰论坛、肿

进专科病理发展，突出肿瘤病理特

点，走差异化发展之路”的工作方

针，在主任委员步宏教授以及各位专

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进步。

在过去的一年，专委会召开了多次工

作会议，加强协会发展建设，并举办

能转移，受国家卫计委委托主持编写中

国常见肿瘤病理诊断系列指南，受卫计

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委托主持编写《肿瘤

病理规范化诊断标准》，已在重庆、昆

明开展培训，参与了“乳腺癌、胃癌

HER2免疫组化质控”评价项目。还开

际姑息医学界的交流，共组织了400

多名国内专家分别参加了费卡国际营

养大会、欧洲姑息年会、亚太姑息年

会，并在亚太姑息年会上开设姑息专

场。还邀请了20多名国外专家作为各

大会议的讲者前来中国授课及交流。

CRPC还与多家学会及政府机构保

持良好合作关系。包括与美国IPOS、

国家卫计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中

国医促会等合作在全国开展相关调研

工作；承担了国家卫计委《中国癌痛

治疗指南》及麻精药物管理办法的修

订工作等，均取得非常卓越的成绩。

瘤营养城市巡讲会、肿瘤营养学术直通

车、目标营养疗法（GNT）培训班、

全国肿瘤营养青年辩论赛、全国肿瘤营

养青年演讲比赛、全国肿瘤营养优秀论

文评比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先后提出

肿瘤营养疗法、肿瘤代谢调节治疗、营

养不良三级诊断、营养不良四维度分

析、营养不良五阶梯治疗、营养管理的

HCH模式、肿瘤患者分类营养干预等新

概念。创办了《医学参考报—营养学频

道》及《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

开展了“常见恶性肿瘤营养状况与临床

结局相关性研究（INSCOC）”，收集

了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委会2015

年学术年会，第七届乳腺疾病病理诊

断研修班，陈国璋教授专题讲座--

101个病理诊断线索等医学继续教育

项目，均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同时，

组织筹办了全国省级肿瘤医院病理科

展了HER2检测培训国际合作计划，每

年进行的两次通信肿瘤病理读片，科

普活动， 指南及教材编写均取得卓

越成绩。专委会网站和订阅号建设进

展顺利。2016年专委会将继续努力为

肿瘤病理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此外，CRPC还联合多家学会、全国

政协、人大申报成立肿瘤姑息治疗亚

学科，目前进展非常顺利 。2016年

CRPC还将继续努力，为中国肿瘤姑

息规范化治疗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介绍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病例2万余例，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肿瘤

患者营养状况数据库。学会一系列卓有

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肿瘤营养

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肿瘤患者的合理营

养干预，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主任委员石汉平教授被评为“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学会连续两年被评为

“先进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换届合影

肿瘤姑息治疗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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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在CACA总会的

领导下，2015年又是硕果累累的一年。

1.学术交流  成功举办了多项国

内国际学术会议，扩大了专委会的学

术影响力。其中第十届上海国际乳腺

癌论坛、第18届全球乳癌患者支持大

会、国际乳腺癌患者大会3项国际会

议参加人数达3600人次，参会境外专

家学者达60人次。还举办了乳腺癌专

委会学术会议、乳房重建学习班、肿

瘤新进展学习班、第三届全国乳腺癌

中青年专家论坛暨首届天津乳腺癌多

学科综合诊疗国际论坛等国内学术会

议，参加人数800人次。2015圣安东

尼奥乳腺癌会议精粹（BOS） 共覆盖

1283人，参与调研的参会者中90.9%

的人对会议总体印象“很好”。邀请

国外专家来华交流14人次。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抗癌协会肝

癌专业委员会在总会的领导下，围

绕总会的工作要求，在学术推广、

科学普及、继续教育、组织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学术推广是

学会的主要工作，中国抗癌协会肝

癌专业委员会在名誉主任委员樊嘉

教授、现任主任委员李强教授、候

任主任委员周俭领导下，成功组织

并召开了第十五届全国肝癌学术会

议，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至31日在

郑州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汤钊

猷院士、王红阳院士和来自美国哈

2.制订和推广指南  制订和出

版《中国晚期乳腺癌诊治专家共识

（2015版）》、《中国抗癌协会乳腺

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15版)》、总印

数达到25000册。专委会开展了《St 

Gallen指南》巡讲3场，《中国晚期

乳腺癌专家共识》巡讲7场，中国抗

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巡讲37

场，受众7500人。主办了《乳腺癌多

学科综合治疗疑难病例讨论精选》、

《乳房重建学习班》，出版了《乳腺

癌靶向治疗原则与实践》和《肿瘤科

常见诊疗问题问答》。主任委员徐兵

河教授参与制定2015年《局部晚期和

转移性乳腺癌治疗国际共识》，徐兵

河、邵志敏和江泽飞教授参与制定

2015年《早期乳腺癌治疗St.Gallen国

际专家共识》，提高了我国学者在国

际上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

3.科普宣传  参加各级学会、媒

体组织的科普宣传、义诊活动；主

办科技宣传网站1个，网站浏览次数

22000次。

4.临床科研  2015年审批和启动

了科研项目16项。胡夕春教授牵头的

佛大学的王济平Jiping Wang教授，

以及25位来自国内主要肝癌研究中

心的专家应邀做精彩的大会报告和

主题发言，来自全国各地800余名专

家参与大会交流。此外，肝癌专业

委员会的委员也积极组织各种形式

的学术活动，如中国医科大学盛京

医院组织召开了“盛京肝胆高峰论

坛”等。在科学普及方面，各地委

员利用一年一度的全国肿瘤防治宣

传周，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

如中山医院利用传统媒体（解放日

报）和新媒体（网医在线），宣传

肝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康复等。一

些委员也组织规模不同的新技术培

训班及学习班，推广新技术，规范

肝癌的治疗等。

CBCSG006项目研究结果在《Lancet 

Oncology》（IF24.69）上发表。2016

年我们将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肝癌专业委员会

2015年山东省抗癌协会在中国抗癌协会的指导下，经过全体理事的不

懈努力在各方面均取得了的成绩：

“山东省抗癌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于6月7日召开，应到145

人，实到124人，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于金明院士连任第五届理事

会理事长，秘书长由盛修贵副理事长兼任；成立了3个新分会、5个分会完

成换届、5个分会成立了青年委员会；新增会员746名。

6月5-7日，“山东省第四届肿瘤学术大会”在济南召开。会议邀请了

国内外专家做学术报告，近1200余名代表参会，山东省电视台等媒体做了

专题报道；共承办了3场学术会议，参会人员近1500人；2015年累计召开学

术会议77场，参会人员约5000人。开展国家级、省级继续教育项目5项；组

织专项技术培训9次，累计500余人。4月19日的“第21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

周活动”，现场共张贴海报14张，免费发放宣传材料500份，接受咨询服务

500余人；开展“防治肿瘤 呵护生命”公益活动，受益群众近1000人。

积 极 开 展 全 省 肿 瘤 预 防 与 筛 查 工 作 。 我 省 今 年 任 务 完 成 率 为

102.78%。协会自建网站以来，实时发布各种通知信息并连接了相关工作

网站。

2015年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希望今后的各项工作越来

越好。

山东省抗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介绍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2015 St Gallen 早期乳腺癌治疗
国际专家共识会议

第十五届全国肝癌学术会议

山东省抗癌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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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抗癌协会及省市有关部

门的关怀指导下，在广州抗癌协会

（GACA）理事会全体成员及广大会

员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GACA以组

织建设、学术交流和科普教育等工作

为重点，在内涵建设中取得了较大成

绩，使协会在学术界和社会的影响力

得到明显提升。

1.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定期召开

理事会会议：年内4次召开理事会会

议，通过理事会会议的沟通交流形

式，进一步完善了学会组织建设工

作，推动了协会工作的逐步发展,保

证了学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和管理：加

强协会办公室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

按章程和制度秉公办事，竭诚为广大

会员和专委会服务，保证协会工作的

承上启下和高效能运作。

3.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科学研究和

临床协作研究：由GACA主办的“全国

肿瘤生物治疗与分子靶向治疗论坛”

年会已成为肿瘤学术界的品牌会议；

GACA各专委会年内也先后组织了30余

次多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举办

2015年，江西省抗癌协会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宣

传科普知识，为江西省肿瘤防治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一、组织建设

2015年12月11日，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第五届理事会，理事159名，江西省肿瘤医院钭方芳

院长当选理事长。现有专业委员会21个，会员1746人。

二、学术交流

2015年12月11-13日，举办江西省第九届肿瘤学

术大会，参会代表553人。相继开展继教项目13项，

其中国家级8项，专题报告150余项，邀请院士2名，国

内外著名专家140余名，参会代表3000余人。组织参加

ASCO、ICCN、海峡两岸肿瘤学术大会、两岸护理学

术大会等国际会议。

三、科普宣传

开展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科技活动周暨科技服

务站挂牌、科技扶贫“三送”、“百县千乡健康行”

等大型科普活动，包括咨询义诊、科普讲座、癌症筛

查、贫困救助、志愿服务等项目，共发放药品6500余

2015年度本会顺利通过上海市科

学技术协会“三星级”学会复审及科

技评价机构资质三年一次的复审，并

被评为AAA等级中国社会组织；龙

江秘书长获评上海市科协“优秀秘

总会与各专委会之间的学术交流，加

强了委员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开拓

了思路和视野。广大会员积极开展肿

瘤基础研究，积极主持和参与国际国

内临床试验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课

题、平台建设经费和科技成果，扩大

了GACA的学术辐射力和社会影响力。

书长”称号及第五届“上海公益伙伴

日”公益领军人物。

组织建设：①2015年协会新成立

大肠癌、鼻咽癌、肿瘤呼吸内镜、甲

状腺癌、检验医学、肺癌分子靶向与

4.积极开展义诊咨询、科普教育

等公益活动:协会积极组织理事单位

开展防癌宣传周、科技下乡、对口帮

扶等活动，接受媒体多方式的邀约和

采访，传授科普资讯。通过开展义诊

咨询和各类健康科普宣传，极大地扩

大了协会的社会影响力。

免疫治疗、神经肿瘤等7家专委会；②5月，协会肿瘤

影像专委会顺利召开换届会议：③11月，肿瘤微创专

业委员会成立腔镜微创治疗学组。

学术活动：①2015年协会共开展各类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70次，参加人数17801人，其中外籍专家达到

281人，交流论文812篇；②协会自2014年4月起为会

员提供出国参会义务服务，提供咨询及经费管理，

2015年共服务出国参会人员111名。

继续教育：2015年协会共举办各类学习班18个，

参加人员3678名。

期刊网站：①协会主办《抗癌》杂志于1988年创

刊， 2015年共出版四期；②协会内部期刊《抗癌动

态》2015年共出版四期；③协会网站（上海抗癌在

线——www. shac.org.cn）2014年重新改版，2015年浏

览人数与去年持平。

科普公益：2015年协会共举办各类科普活动 26 

次，包括义诊咨询、患者沙龙、电台节目、微信微访

谈等形式。

广州抗癌协会 江西省抗癌协会

上海抗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介绍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肿瘤生物治疗与分子靶向治疗论坛”年会

2015 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义诊活动

第九届全省肿瘤学术大会暨肿瘤学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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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总计举办国家级、地区级

及省级大型学术活动38次，讲课专题 

760个，参会人数10500 人。其中来

自省外、境外的参会人数近1200余人

次。完成国家级、省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25项，参加人数4850人。共计开

展肺癌、消化道肿瘤、耳鼻咽喉、甲

状腺肿瘤、癌痛等多个病种的规范化

治疗巡讲、指南解读和肿瘤内科病例

大查房17场。启动了“浙江省肺癌多

学科综合诊疗支持平台项目”和“浙

江省乳腺癌多学科综合诊疗网络支持

平台项目”等多个基层医疗对接和帮

扶项目。

在群众性科普活动方面，全年共

开展“2月4日世界癌症日”、肿瘤防

治宣传周活动、“防癌抗癌博爱讲

2015年，河北省抗癌协会第七届

理事会在总会的指导和支持下，踏实

工作、求实创新，积极发展会员、扩

大影响，促进抗癌知识和技术的普及

和推广，取得了可喜成绩。

   1.组织建设扎扎实实  本年度

召开了七届一次常务理事会和七届二

次理事   会，新设6个工作部；成立2

个市级抗癌协会；新增2个专业委员

会；主持8个专委会换届，新增会员

837人，现有会员3002人。

堂”和“防癌抗癌慈爱大篷车”的公

益宣讲活动等科普宣传活动45次，受

益人数总计达5万余人。

癌症康复工作方面，全年召开两

次全省癌症康复工作会议，举办2期

“抗癌康复路上我们一起走”全省癌

症康复骨干培训班，促进基层癌症患

者的科学康复。

2015年我会接轨政府职能转变，

顺利承接并完成“癌痛规范化治疗

示范病房创建项目”、“贫困癌症

患者群体开展援助和科学康复”等

政府转移职能。其中“癌痛规范化

治疗示范病房创建项目”被省卫计

委医政处领导评价为是政府委托部

门、学（协）会和专家承担政府职

能转移的一个典范。

2.学术活动如火如荼  承办省级

以上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31项；举办

地市级以上学术活动80余次，参加人

员达21500人次。2015年8月15日，第

十一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在保定召

开，参会代表1756人，提交论文1216

篇，会议交流140篇，58篇获优秀论

文奖。邀请院士及国外专家做大会报

告。 

3.科普宣传成效显著  2月4日举

办世界癌症日主题心灵音乐会；抗

癌宣传周期间组织义诊16场，咨询

人数达5300余人。发放科普资料5600

份；举办科普公益讲座18场；专题

学术讲座7场，实现地区全覆盖，方

式多样化。

4.对外交流逐年提高  2015年出

版4期河北抗癌通讯，主编学术专著

14部，国际合作课题2项，7个国家的

学者来省访问交流，140余名会员参

加国际和国内顶级学术会议和高层学

术论坛。

河北省抗癌协会

浙江省抗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
2015年度先进集体介绍

专题报道
Special Report

元，救助款5万，宣传册30000余份，

受益人群达20000人次。

四、其它工作

①申报UICC-CACA联合培养

项目，获批1人；②申报中国抗癌

协会科技奖2项，通过1项；③申报

中国科协引领地方协会能力提升项

目，获批2项；④申报省科协“远航

工程”5人，获批2人；⑤申报省科

协重点活动项目2项，通过1项；⑥

批准建立院士工作站和江西“海智

计划”研究工作站；⑦推行肿瘤多

学科综合诊疗模式（MDT）；⑧开

展肿瘤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工作；

⑨ 开 展 肿 瘤 登 记 随 访 工 作 ； ⑩ 参

加2015年度科普微信公众号评选活

动，组建协会微信群。

2015年，我会认真结合我省防癌

抗癌的实际，深入开展肿瘤防治研究

与交流、继续教育培训、群众性科普

活动、癌症康复、接轨政府职能转

变、为会员服务，各方面有了长足的

进步。

第十一届河北省肿瘤学术大会

浙江省抗癌协会癌痛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癌痛规范化治疗与临床实践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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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水

平，引领肿瘤学科创新发展

2016年，中国抗癌协会将紧

紧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

拓进取，着力搭建不同形式、不同

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开创学会创

新发展的新局面。努力创新学术交

流形式，积极开展综合交叉类、高

端前沿类、学术服务类学术交流活

动，引导鼓励利用新媒体开展在线

学术交流，加强国内学术活动的备

案管理和国际学术活动的报批管理

制度，积极参与承办国内外学术交

流示范活动，引领学术热点。通过

瘤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专场做学

术报告，以世界抗癌大会为契机，

努力搭建我国中青年肿瘤专业技术

人员的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国内外

科技资源的整合和交流。

办好全国性地区性学术会议。

2016年，由协会所属各省市抗癌

协会和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全国肿瘤

专业学术会议预计200多个，将在

学术年历上发布。其中规模较大的

有：第10届中国肿瘤内科大会、

第11届全国胃癌学术会议、第12

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医学

大会、第13届全国大肠癌学术会

议、第14届全国乳腺癌大会、第

15届全国肿瘤药理与化疗学术会议

等。各地区学术活动也将蓬蓬勃勃

开展，湖北、河北、辽宁、贵州等

省抗癌协会将召开全省肿瘤学术大

会。要进一步筛选科技成果，演示

精彩手术，提炼本专业领域的新观

点新技术，把会议办成引领学科发

展的引擎。各类学术活动都要注重

活动成效，倡导学术民主，坚持勤

俭办会，保持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创

新文化氛围。

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巩固我会

在肿瘤领域继续医学教育品牌，拓

宽和提高继教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手

多种措施，打造学术交流精品，引

领肿瘤医学的创新发展。

举办第九届中国肿瘤学术大

会。大会将于10月13-16日在武汉

召开，同期举办第15届海峡两岸肿

瘤学术大会，由湖北省抗癌协会、

湖北省肿瘤医院主办。届时将邀请

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作专题报告，

介绍肿瘤防治的前沿技术和最有价

值的科研成果；围绕主题开展肿瘤

基础研究、预防、诊断、治疗、康

复等各专业的研讨，演示最佳手术

短片，解析专业诊疗指南，发布本

专业学科发展报告。会议特设院士

段，为构建肿瘤科技工作者“终身

教育体系”服务。2016年我会共申

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5项、

教育学分179分。要保证人员、时

间、内容三落实，提高继续教育的

质量和水平。各所属团体要积极申

报国家继教项目，为广大会员继续

教育创造条件。继续举办规范化诊治

培训班，加强本专业新理论新技术的

培训，经常深入基层和西部贫困地区

开展巡讲，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综合素

质和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

推进科技期刊快速发展。落

实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

目”和“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

提升计划”，进一步提高《中国肿

瘤临床》《中国癌症研究》《癌

症》等期刊水平，带动系列期刊整

体水平的提高。落实中国科协“在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

行为守则”，严把论文评审关口。

提升期刊从业者的业务能力和水

平，评选优秀编辑部主任。召开第

六次系列期刊编辑部主任会议，总

结工作，规划今后发展方向。

二、打造科普宣传精品，提

升公民防癌意识

积极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

论坛和中国肿瘤治疗共识会。承办

单位要落实筹备方案，广泛征集论

文，开展招商工作，做好会务准

备。各专业委员会要确定分会场议

程，组织会员撰写论文，共同努

力，把大会办成又一届极具影响力

的学术盛会。

打造品牌国际学术会议。协会

组团参加2016年世界抗癌大会，并

承办中国专场。中国专场至今已举

办三届，受到了国际抗癌联盟和肿

瘤专家的高度认可，已成为我会打

造国际品牌学术会议的一面旗帜。

协会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中青年肿

行动计划纲要》，创新学会科普工

作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品牌科普

活动，创作一批防癌抗癌精品科普

宣传作品。在夯实传统媒体宣传优

势的同时，着力打造官方网站、微

信、微博有机联动的“三位一体”

新媒体宣传平台。注重以社会化工

作方式，吸纳社会资源，共同开展

科普工作；健全科普工作激励机

制，积极探索将学术交流与科普活

动紧密结合的新途径，鼓励和引导

协会会员投身科普活动。

继续开展品牌科普活动。

“2016世界癌症日”主题是：“我

们能，我能战胜癌症！”启动仪式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由江

西省抗癌协会、江西省肿瘤医院承

办。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形式

新颖多样。“第22届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由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承办。各所属团

体都要积极参与两大活动，注重宣

传科学抗癌理念，消除公众对癌症

的误区，推广科学的生活方式，创

新抗癌知识的传播形式。要发挥新

闻媒体和网络的作用，让社会更加

关注癌症，关注癌症患者，增强活

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推动科学普及信息化。目前我

会已构建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

中国抗癌协会
2016年工作要点

2016年是深化改革之年、依法治国之年、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抗癌协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全面加强协会能力建设，着力提升服务

创新能力、服务社会与政府能力、服务科技工作者能力和服务自身发展的能力，依法治会，照章办会，努力成

为社会信誉好、发展能力强、学术水平高、服务成效显著、内部管理规范的先进性学会，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科技社团。

协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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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微信三大新媒体平台。各所属团

体要组织专家撰写文章，形成充沛

的稿源；结合消除可控致癌因素、

早诊早治、重视癌前病变、诊断治

疗、康复治疗等各阶段需求，精心

策划科普栏目；把握及时性、广泛

性、碎片化特点，提高语言的精炼

性、生动性和魅力；与健康报、搜

狐健康等媒体台作，利用第三方的

传播资源，扩大我会媒体影响；动

员广大会员和康复会员推广本会微

信，提高公众关注度。

三、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

升国际影响力

开展青年高端人才国际培训。

继续开展协会与国际抗癌联盟肿瘤

专业人员联合培训第二期项目。启

动与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联

合开展青年高端人才培训，包括选

派中国的青年医生赴美国的癌症研

究机构学习；邀请美国的肿瘤专家

来华，举办肿瘤专业学习班等。

加强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管理。

为贯彻和落实中央对在华举办国际

会议的有关规定，认真执行中国科

协关于《中国科协在华举办国际会

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我会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中国抗癌协

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争取个人会

员每年增长5%。推进办事机构职业

化建设，打造运转高效、规范有序

的专职办事机构，建立高水平、专

业化的工作人员队伍，提高办事机

构履职能力。

开展肿瘤专科医院合理布局和

准入标准研究。依托各省市抗癌协

会，通过全国范围的调研，梳理我

国肿瘤防控资源的基础设施、学科

建设、人才梯队等情况，提出我国

肿瘤专科医院在肿瘤防控体系中的

合理布局；借鉴国外肿瘤专科医院建

设的经验，结合我国肿瘤专科医院建

设的实践，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肿瘤

专科医院准入标准，为国家卫生主管

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评选中国抗癌协会终身贡献

奖。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激励肿瘤科技工作者科技

创新，推动肿瘤防控事业的发展，

今年起开展“中国抗癌协会终身贡

献奖”评选活动，表彰奖励为肿瘤

防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肿瘤科技

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次，在中国

肿瘤学术大会上颁奖，并作为楷模

通过各类媒体广为宣传先进事迹。

加强组织建设。筹备成立肿

瘤分子学、肿瘤核医学、肿瘤靶向

会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

法》。规范协会专业委员会举办、

承办国际组织学术会议的管理，明

确专业年会、讨论会、研讨会、报

告会和交流会等形式的国际会议须

报中国抗癌协会审批后，申报单位

方可组织实施。

四、完成科技奖评审，打造

科技奖励品牌

2016年，协会将继续加强拓

展在科技奖励、科技评价领域的服

务内容，提升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促进肿瘤学科

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成果转化和学科

发展。完成2015年度科技奖评审工

作，将在第9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

开幕式上举行颁奖仪式。做好国家

奖推荐工作，强化科技奖励推荐单

位的主体责任，做好项目的技术评

价。着手设立青年科技奖项，奖励

肿瘤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

骨干。努力提高办奖水平和质量，

把科技奖打造成为我国肿瘤学科最

重要的科技奖励品牌。

协会还将召开中国抗癌协会

系列期刊第六次工作会议，颁发系

列期刊证牌，共同签署中国抗癌协

会系列期刊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倡议

治疗、肿瘤药物试验专业委员会。

按程序规范完成17个专业委员会换

届。在一批专业委员会中成立青年

委员会。完成会员管理系统专业会

员数据导入工作，系统内会员数据

达100%。继续开展专业委员会新任

主委培训，召开省市抗癌协会秘书

长会议，评选先进集体，促进二级

机构健康成长。

加强党组织建设。深入学习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

同志系列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严格执行党的各项纪律。积极

发展党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紧密结合协会主体工作，开展“党建

强会”特色活动，增强党支部活力，

促进协会综合能力的提升。

启动中国抗癌协会换届筹备工

作。在中国科协指导下，履行民主

程序，成立筹备机构，制定筹备方

案，扎实平稳推进换届工作。各所

属团体要动员广大会员，增强主人

公责任感，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以

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抗癌协会八大

的召开。

书，倡导论文作者、编者、审稿专

家树立科学严谨的科研伦理和出版

道德观念，对学术生态环境进行优

化。加强肿瘤科技期刊刊群建设的发

展，培养打造国内外优秀品牌期刊。 

 五、实施能力提升专项，加

强协会自身建设

实施第二期学会能力提升专

项。在第一期能力提升专项建设的

基础上，我会再次获得2015-2017

年度中国科协第二期能力提升专项

的支持。2016年，将重点开展协

会结构治理和职业化建设、我国肿

瘤专科医院合理布局和准入标准研

究、中国抗癌协会终身贡献奖评

选、出版《中国常见癌症诊治指

南》、青年高端人才国际培训等工

作，聚焦改革创新，提升协会自身

能力，加快协会向现代科技社团转

型的步伐。

深化协会结构治理和职业化建

设。贯彻《科协系统全面深化改革

实施方案》，探索协会机构改革，

建立健全协会决策机构、执行机构

和监督机构。科学设置分支机构，

完善专业委员会考核评优机制和退

出机制，实施“分支机构能力提升

专项”。优化会员结构，积极发展

协会动态
Latest Events of CACA

中国抗癌协会

2016年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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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

工作办公室赵文华主任主持了评审

会启动仪式。

郝希山院士首先致辞，他对中

国抗癌协会科技奖所取得的成绩进行

了总结，感谢与会专家对科技奖工作

的支持，并介绍了本届新实施的对11

2015年12月25日，2015年度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专业组评审会

议在天津召开。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詹启敏院

士、于金明院士、唐步坚教授，理

事长助理刘端祺教授，秘书长王瑛

教授及评审专家、工作人员近50人

个特定地区项目采取扶植政策，增加

获奖名额的意义。詹启敏院士做了

《2015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专

业组评审工作报告》，对评审项目、

评审要求和要点进行了介绍。

本次专业组评审会议分为基础

医学、临床内科学、临床外科学三

个专业评审组进行评审。经过形式

审查合格的66项推荐项目进行了评

审。全体评审委员根据《中国抗癌

协会科技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对推荐项目进行认真审阅、评议的

基础上，按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打

分、投票，有45项推荐项目通过了

专业组评审(含特定地区项目4项)，

将进入评委会评审出最终获奖项

目。入选项目将在中国抗癌协会网

站上进行公示，以向社会各界征求

异议(公示期30天)。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
工作办公室公告

(专业组评审项目)

第8号

根据《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办法》的规定，为体现中国抗

癌协会科技奖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社会对中国抗癌协

会科技奖励项目的监督，现将2015年度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专业

组评审项目结果在“中国抗癌协会网站”(http：//www.caca.org.

cn)上进行公布，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自公布之日起30日(一个月)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布的

项目及其内容持有异议的，应以真实身份书面向我办提出。我

办将按有关规定，对异议所涉及人员进行核实、查证，实事求

是、公正地处理异议，对提出异议者予以保护。凡匿名异议一

律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

                                                         2016年1月26日    

通讯地址：(300384)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兰苑路5号A座10楼

联系电话：022-23359958-802

传真：022-23526512

协会动态
Latest Events of CACA

2015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专业组评审会议在津召开

会议合影 会议现场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郝希山院士致辞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詹启敏院士做工作报告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
赵文华主任主持评审会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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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胞周期调控异常在肿
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和
分子机制研究

詹启敏,宋咏梅,童彤,付明,
刘雪锋,欧云尉,邵淑娟,李丹,
董立佳,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
学院

2
常见恶性肿瘤分子流行
病学研究

陈可欣,郑红,宋丰举,宋方方,
李莲,李海欣,张丽娜,戴弘季,
刘奔,赵妍蕊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
医院

3
利用组学策略筛选和鉴
定结直肠癌转移分子标
志物及临床病理研究

梁莉,李建明,赵亮,丁彦青,
廖雯婷,邓永键,王爽,李祖国,
周军,王晓燕

南方医科大学
肿瘤病理专
业委员会

4
病毒相关肿瘤遗传易感
性与生物标志物研究

胡志斌,刘继斌,翟祥军,强福林,
张一心,代敏,杭栋

南京医科大学,南通市肿瘤医院,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

5
基于综合病理诊断技术
的恶性肿瘤个体化病理
诊断规范化应用及推广

杜祥,杨文涛,周晓燕,危平,
盛伟琪,王丽莎,倪淑娟,王坚,
王朝夫,戚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6 肿瘤免疫相关基因的研究
杨荣存,张园,苏小敏,曹水松,
张苗苗,曾彬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7
肿瘤表观遗传学的基础
和转化研究

王娴,金洪传,冯利锋,陆海琦,
孙杰,许文侠,隋新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

浙江省抗癌
协会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 完成单位 推荐单位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 完成单位 推荐单位

8
间充质干细胞在肿瘤微
环境中异常生物学性状
和机制研究

徐嵩,陈军,武毅,徐婷婷,刘仁旺,
郭丽丽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市抗癌
协会

9
河北省上消化道肿瘤高
发的分子病因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

董稚明,郭艳丽,何宏涛,郭炜,
沈素朋,郭鑫,梁佳,邝钢,杨植彬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抗癌
协会

10
胃肠道恶性肿瘤分子标
志物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陈锦飞,强福林,王美林,德伟,
沈康,顾冬英,徐智,汤翠菊,杨磊

南京市第一医院,南通市肿瘤医
院,南京医科大学

南通市肿瘤
医院

11
口腔鳞癌潜在恶性疾患
的病因排序和综合序列
治疗基础与临床研究

何虹,黄剑奇,胡济安,平飞云,
陈关福,孙钢,施洁珺,徐文鸿,
范艳,杨海萍

浙江大学口腔医学院
浙江省抗癌
协会

12
叶酸对DNA甲基化的调
控及其在宫颈癌变进展
中的作用

王金桃,丁玲,郝敏,RuiMao,
白丽霞,樊金荣

山西医科大学
山西省抗癌
协会

13
肺癌干细胞耐药、转移
和线粒体能量代谢特性
的系列研究

叶小群,余时沧,钱桂生,孙芬芬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第三军
医大学西南医院

江西省抗癌
协会

14
两种胸部恶性肿瘤综合
治疗及分子生物新靶点
探索

任宏,秦思达,杨怡萍,刘大鹏,
张云锋,孙欣,许崇文,李刚,
张伯翔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省抗癌
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专业组评审通过项目目录

2015
协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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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15
汉族及维吾尔族遗传性
乳腺癌BRCA基因检测及
临床相关研究

欧江华,杨顺娥,李涌涛,蒋威华,
王晓梅,张晨光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肿瘤
医院

16
Th17细胞调控非小细胞
肺癌进展的机制及临床
意义

张国庆,韩峰,房新志,马晓梅,
张园,郭文佳,贾慧民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肿瘤
医院

17
局部晚期与转移性乳腺
癌治疗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徐兵河,乔友林,马飞,袁芃,
王佳玉,樊英,代敏,郭会芹,
张保宁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
院

18
肿瘤血清生物标记物的
基础与临床

巴一,陈熹,王霞,刘锐,邓婷,
葛少华,黄鼎智,李鸿立,周礼鲲,
韩如冰

天津市肿瘤医院,南京大学
天津市肿瘤
医院

1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中相关并发症防治系列
研究

刘启发,宣丽,项鹏,孙竞,范志平,
彭延文,张钰,陈小湧,林韧,黄芬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山大学

广东省抗癌
协会

20
不同分化程度B细胞肿瘤
的预后判断和治疗策略
研究

张翼鷟,陶建国,赵晓鸿,王晓芳,
夏冰,赵海丰,王亚非,于泳,田晨,
袁田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
医院

21
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整体
治疗策略优化与个体化
的建立推广

胡夕春,张剑,王碧芸,王中华,
张盛,王磊苹,曹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22
胃肠道间质瘤的良恶性、
分期分级和临床应用

侯英勇,朱雄增,谭云山,秦新裕,
孙益红,卢韶华,许建芳,樊嘉,
秦净,沈坤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23
重离子放射治疗肿瘤的
应用基础研究

王小虎,张红,张秋宁,刘阳,
肖国青,谢漪,周鑫,高力英,
冉俊涛,刘锐锋

甘肃省肿瘤医院,中国科学院近
代物理研究所

甘肃省抗癌
协会

24
乳腺癌基因多态性和表
观遗传学改变致化疗耐
药基础与临床相关研究

唐金海,赵建华,盛国林,李玫,
吴建中,季明华,李建,李秀娟,
恽文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抗癌
协会

25
人体非血管腔道内支架
的设计与临床应用

韩新巍,吴刚,张黎,任克伟,
任建庄,李臻,路慧彬,水少锋,
王艳丽,李腾飞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

河南省抗癌
协会

26
食管癌生物治疗（中药
和免疫）的基础和临床
研究及应用推广

单保恩,赵连梅,桑梅香,刘丽华,
王玲,张正茂,孙国贵,张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河北省抗癌
协会

27
磁共振功能成像评价肝癌
非手术治疗疗效的研究

李文涛,彭卫军,袁正,刘士远,
何新红,顾雅佳,吴斌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第二军医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28
鼻咽癌淋巴结转移的影
像学规律以及在精确放
疗中的临床应用

胡超苏,王孝深,何霞云,应红梅,
沈春英,许婷婷,孔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29
放射性125I粒子在恶性
实体肿瘤中的应用

张福君,高飞,黄金华,吴沛宏,
范卫君,李传行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广东省抗癌
协会

30
非编码RNA作为新标记
物在恶性肿瘤疗效和预
后评判中的临床应用

束永前,郭人花,高雯,刘凌翔,
许佳丽,王同杉,徐静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省抗癌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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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

专业组评审通过项目目录

协会动态
Latest Events of CACA

Bulletin of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 5049 | Bulletin of 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



31
肿瘤超声造影的临床创
新体系建立和推广

徐辉雄,吴蓉,郭乐杭,马方,
刘琳娜,姚明华,孙丽萍,徐军妹,
伯小皖,刘畅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肿瘤影像专
业委员会

32
癌性疼痛核心镇痛理念和
技术的推广与临床研究

李小梅,李方,肖文华,焦顺昌,
李慧莉,孙红,吴晓明

北京军区总医院
北京市抗癌
协会

33
软坚散结中药治疗肿瘤
研究

吴雄志,陈丹,周晶,曹蕊,刘晓慧,
朱翠红,刘唱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
医院

34
生命质量量表在维吾尔
族恶性肿瘤患者中的应
用研究

陈鹏,朱琳,王岩,王海江,艾克热
木·玉苏甫,甫拉提·吐尼牙孜,
阿米娜·曲海,简红云,蔡静,贾蕊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新疆医科大
学附属肿瘤
医院

35
胃癌转移规律及亚临床
诊治的系列研究与临床
应用

徐惠绵,李丰,孙哲,苗智峰,朱志,
黄宝俊,郭澎涛,姜成钢,刘福囝,
那迪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辽宁省抗癌
协会

36
颌骨缺损功能性重建模
式的建立与推广应用

张陈平,孙坚,张志愿,徐立群,
范新东,吴轶群,季彤,胡永杰,
曲行舟,李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

头颈肿瘤专
业委员会

37
头颈部恶性肿瘤超声热
疗系统的临床应用及产
业化

郭伟,任国欣,沈国峰,孟箭,
白景峰,陈亚珠,邱蔚六,叶冬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学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38
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防
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黎乐群,向邦德,李航,钟鉴宏,
吴飞翔,游雪梅,马良,齐鲁楠,
彭宁福,赵新华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西抗癌协会

39
阴茎癌个体化诊疗体系
的建立及关键治疗措施
的创新与应用

叶定伟,朱耀,戴波,朱一平,
施国海,秦晓健,瞿元元,万方宁,
顾伟杰,常坤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40
胃癌淋巴结转移分期更新
对患者预后评估的意义

邓靖宇,梁寒,张汝鹏,张李,
蔡明志

天津市肿瘤医院
天津市肿瘤
医院

41
脑胶质瘤早期诊疗和预
后预测因素的研究及临
床应用

姚瑜,毛颖,周良辅,秦智勇,
张振宇,陈灵朝,丁骁杰,吴劲松,
蔡加君,徐铭,熊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42
骨巨细胞瘤的外科治疗
及临床研究

牛晓辉,张清,郝林,鱼锋,李远 北京积水潭医院
肉瘤专业委
员会

43
浸润性膀胱癌临床治疗
研究及应用

邢念增,牛亦农,高振利,康宁,谭朝晖,
师宏斌,周正东,王明帅,云志忠,
宋黎明,平浩,田溪泉,王建文,张建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烟台毓
璜顶医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医院,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京朝阳医
院

44
以ART手术为核心的年
轻宫颈癌保育治疗多学
科诊疗模式的建立应用

吴小华,李璡,居杏珠,柯桂好,
唐嘉,韩啸天,李晓琦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抗癌
协会

45
新型微创治疗早期宫颈
鳞癌及复杂性癌前病变
术式的创新和临床应用

李凌,曾四元,于晓红,李隆玉,
郑子雯,肖芸,梁美蓉,江维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江西省肿瘤
医院

江西省妇幼
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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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1日，中国抗癌协会系列期刊第六次工作会议暨优秀编辑部主

任表彰会议在天津赛象酒店召开。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刘兴平副部长、中国抗

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高国兰教授、秘书长王瑛教授、来自期刊

届的知名专家及肿瘤领域各系列期刊编辑部主任近50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抗

癌协会期刊出版部部长赵文华研究员主持此次会议。

郝希山院士首先向参会的专家

与代表致欢迎辞，指出中国抗癌协会

系列期刊是我国肿瘤研究与防治领域

专家学者学术交流的平台，是中国抗

癌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抗癌协

会承担的中国科协学会能力提升项目

中，期刊建设也被纳入其中。系列期

列期刊编辑人员对肿瘤学术交流与学

科发展的默默奉献。

高国兰副理事长对2014-2015年

度中国抗癌协会期刊出版工作做了总

结与报告，回顾了系列期刊的历史与

发展概况，介绍了近两年系列期刊在

学术质量与影响力提升、人才建设、

期刊TOP50项目”，《中国肿瘤生物

治疗杂志》获得“精品期刊学术质量

提升项目”，《癌症康复》获得“期

刊数字出版建设项目”。2015年同时

评选出5名优秀编辑部主任，3名原编

辑部主任获得系列期刊贡献奖。2016

年将重点推进系列期刊规范化管理、

刊要以获得2015年中国科协期刊联盟

建设项目为契机，积极探索集群化发

展路径，增强凝聚力，多组织学术交

流与办刊经验探讨，提高办刊质量与

影响力，争创精品期刊群。最后郝希

山院士代表中国抗癌协会感谢中国科

协对系列期刊的大力支持，感谢各系

学风建设等方面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与

取得的成绩。2015年中国抗癌协会开

展了系列期刊重新注册登记工作，形

成了由26本期刊组成的新方阵，在申

报中国科协精品期刊项目方面成绩显

著，期刊部获得“期刊联盟建设项

目”，《中国肿瘤临床》获得“精品

数字化集群平台建设等工作；继续开

展专业培训，期刊出版部将在第九届

中国肿瘤大会上设立“论文写作与投

稿”分会场；进一步提高《中国抗癌

协会通讯》的学术性与专业性。

刘兴平副部长从2015年《哲学

汇刊》创刊150周年纪念活动谈起，

会议合影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郝希山院士

在会议上致辞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高国兰教授

做期刊工作报告

中国科协
学会学术部

刘兴平副部长讲话

中国抗癌协会
期刊出版部

赵文华部长主持会议

科技导报社
史永超副社长
做学术报告

协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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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会人员共同探讨了学术交流的本

质；同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国家或中

国科协有关科技创新与科技期刊的一

系列文件如《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

导意见》、《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的“五不”行为守则》、《关于

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的

作用》的背景及其重要性。指出在

十三五期间中国科协将加大对科技期

刊建设与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

与机制调整激发期刊活力，同时强化

管理，进一步规范我国科技期刊的编

辑出版行为。

随后，赵文华主任宣读了《关于

批准26种期刊重新注册为中国抗癌协

会系列期刊的通知》与《中国抗癌协

会系列期刊表彰决定》，与会领导和

专家为26本系列期刊颁发了证牌，为

获奖的编辑部主任颁发了奖杯与荣誉

证书；全体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中

国抗癌协会系列期刊共同抵制学术不

端行为联合声明》。

本次工作会议特邀科技导报社史

永超副社长做《办好中国科技期刊，

提高管理能力和自身修养》的学术报

告。史社长首先分析了我国中英文期

刊发展面临的一些困境，如国外同行

期刊对优秀稿源的竞争，现行学术评

价体系对期刊发展的限制、中文刊办

刊经费普遍紧张等。与参会代表分享

了他的观点和理念，并结合其多年办

刊与管理经验提出了诸多可行和实

用的思路。3月11日下午，与会代表

针对《中国抗癌协会系列期刊管理办

法》(讨论稿)、中国抗癌协会系列期

刊数字化集群平台建设方案及系列期

刊未来工作重点展开热烈研讨，提出

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本次工作会议促进了中国抗癌

协会系列期刊间的交流，增强了凝聚

力，为2016年期刊联盟建设项目的纵

深开展及系列期刊探索集群化发展模

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学术不端行为联合
声明签字板

签字仪式现场

系列期刊证牌颁发仪式上
部分期刊与领导合影

优秀编辑部主任与领导合影 获得贡献奖的专家与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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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举行2015年度专业委员会
新任主委培训

培训中，王瑛秘书长、宣栋生助理、赵文华主任等就

学术、科普宣传、对外交流、继续教育、科技奖、组织和

财务等管理制度进行了解读。各位主委汇报和交流了任期

内工作计划和设想，并签署了责任书。

郝希山理事长在总结中指出，党的“十八大”后，国

家民政部和中国科协对学术组织有新的要求，在放开登记

的同时更加规范了对学会的管理。这次培训对于提升专业

委员会能力，巩固协会的组织基础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希

望各位主任委员增强责任感，认真遵守组织、财务和各项

管理规定，积极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科普宣传，人才

培养等工作，使专业委员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2016年1月21日，中国抗癌协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了

2015年度专业委员会新任主任委员培训会。郝希山理事长，

唐步坚、张岂凡副理事长、王瑛秘书长出席了会议。14名专

业委员会新任主任委员参加了培训。培训会由协会组织部长

张静主持。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左起：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副理事长唐步坚教授、理事长助理宣栋生、
 秘书长王瑛教授、组织部张静部长、办公室赵文华主任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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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2015年12月18日下午，中国抗

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在万丽天津宾

馆召开。

会议由中国抗癌协会组织部张

静部长主持，张静部长首先宣读了

《关于中国抗癌协会批准成立肿瘤

核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批复》并简要

介绍了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审

批过程。

在民主、公平、公正的氛围

中，参会的第一届全体委员们通过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

的第一届领导成员。天津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的徐文贵教授当选中国抗

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第一届

主任委员，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樊

卫教授当选候任主委，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于丽娟教授、

河南大学肿瘤医院的杨辉教授、复

旦大学肿瘤医院的章英剑教授分别

当选副主委；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

杨志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的郑蓉教授等16名教授当选第一

届常务委员。

新当选的主任委员徐文贵教授

作为代表在会上发言，他表示今后

在中国抗癌协会支持和关怀下，肿

瘤核医学学专业委员会将促进全国

肿瘤核医学方面的同仁们之间的交

流合作，携手共进，努力开创我国

肿瘤核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抗癌协会王瑛秘书长出

席会议并致辞，她对于中国抗癌协

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表

示了热烈祝贺，并对肿瘤核医学今

后的工作和发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和

要求。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徐文贵，男，放射医学博士，临床医

学(内科学)博士后，临床医学(肿瘤学)博士

后，现任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分子

影像及核医学诊疗科主任、教授，肿瘤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1989年毕

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1996年获白求恩医

科大学核医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吉林大

学放射医学(核医学)专业博士学位，后分别

于2004年在吉林大学临床医学(内科学)博

士后流动站、2007年在天津医科大学临床

医学(肿瘤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临床医学

研究深造，于200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瑞

士苏黎世大学研修分子影像医学，取得了

丰硕的临床科研成果。现任天津市医学会

核医学专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

影像技术学会天津分会常务委员、核医学

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国医师学会、中国

抗癌协会影像学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协

会。中国肿瘤临床编委、肿瘤影像学常务

编委、国际放射学核医学杂志编委等。

主要学术成绩：主要从事核医学及肿

瘤分子影像学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具有很

强的工作基础与科研能力，主持和参与国

家和省部级等各级科研课题多项，其中10

余项科研成果获省级成果鉴定，6项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参加编写教材和专著多部。目前

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分子影像学研究，主

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参与多项。

多年来一直从事核医学诊疗工作，具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和很高的诊疗水平。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主任委员

徐文贵  教授

主 任 委 员： 徐文贵

候任主任委员： 樊　卫

副 主 任 委 员： 章英剑　杨　辉

 于丽娟

常 务 委 员： 魏　龙　赵新明

 郑　蓉　莫　逸

 肖国有　程祝忠

 杨国仁　李林法

 王新华　杨　志

 杜　进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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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2016年3月5日，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在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抗癌

协会秘书长王瑛、理事长助理刘端

祺、组织部部长张静，北京协和医

院临床药理中心江骥教授及北京、

上海、天津、广州等40余名临床专

家出席大会。

张静部长宣读了《中国抗癌协

会关于建立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

员会》的决定，介绍了专委会的筹备

历程，以及民主选举程序。会上经公

开投票选举，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

教授当选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

研究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医科

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当选候任主

委，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张力教授、上

海市肺科医院周彩存教授、天津肿瘤

医院巴一教授、中国国家药物食品监

督局药审中心杨志敏教授当选为副主

任委员。同时，共选举出18名专委会

常委。王瑛秘书长为当选的主委、副

主委颁发了证书。

王瑛秘书长讲到，中国抗癌

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委员涵盖消化道肿瘤、呼吸道肿

瘤、乳腺肿瘤、神经系统肿瘤等几

乎全部实体瘤临床专业，同时包括

放射治疗学、影像诊断学、病理诊

断学、医学统计学、新药研发、新

药审批等与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相关

的各个领域。该专业委员会主要的

任务包括依据国情，科学制定我国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指导意见、质量

控制标准，指导我国肿瘤药物临床

研究规范、有序、高质量的开展与

进行；培养一批肿瘤药物临床研究

方面的专业人员，推动提高国内抗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的整体水平；与

CFDA药审中心、研究机构、制药

企业等积极交流合作，推动我国抗

肿瘤新药的研发。

新当选的主任委员沈琳教授表

示，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将在中国抗癌协会的领导下，与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各学术

专业委员会、各大医疗单位、国内

外制药企业积极合作，为推动提高

国内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的整体水

平做出贡献。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沈琳，女，教授，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消化系统肿瘤的诊断与治

疗，以及药物临床试验与转化研究。先后

牵头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子课

题、863子课题、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

(联合攻关)、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重点项

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

横向课题30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论文100余篇，包括SCI论文60余篇，

累计影响因子>150分。作为副主编编写专

著《消化道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共参与

编写专著9部。多次主持并参加国际及国内

多中心临床研究80余项，特别是牵头组织

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多项研究结果成为

我国制定消化道肿瘤临床诊疗规范的循证

医学依据。

学术任职包括历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

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MDT专委会主任委

员，中国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消化

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下属结直肠癌肝转移

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女医师

协会临床肿瘤学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执

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胃

肠道肿瘤临床试验协作组(CGOG)执行

主 席 等 。 担 任 《 中 国 医 学 前 沿 杂 志 》

副主编，《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临床肿瘤学

杂志》、《肿瘤研究与临床》、《中国

药物警戒》、《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

志》等杂志编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第一届主任委员

沈琳  教授

主 任 委 员： 沈　琳

候任主任委员： 徐兵河

副 主 任 委 员： 张　力　巴　一　周彩存　杨志敏

常 务 委 员： 阎　昭　胡夕春　王哲海　刘云鹏　刘天舒　张东生

 张艳桥　殷咏梅 潘宏铭　李　健　胡　蓓　李文斌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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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
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召开换届选举会议

2016年2月27日中国抗癌协会

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在上海新华医

院召开了第七届专业委员会全体委

员换届选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

国抗癌协会组织部相关领导及小儿

肿瘤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全体委员。

在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第六位

常委会推荐的基础上，推举出小儿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赵强，1986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

从事儿童肿瘤的临床治疗和研究近30年，具

有较强的儿童肿瘤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诊疗经

验。现任天津市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儿童肿瘤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学位，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抗癌协会理事，中国

抗癌协会儿童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

津市抗癌协会秘书长，天津市抗癌协会儿童

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小儿血液

与肿瘤杂志》副主编，《中国肿瘤临床》编

委，央视网肿瘤频道专家委员会专家，天津

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天津市医院管理

质量控制中心委员，天津市肿瘤性疾病质量

控制中心委员兼秘书。作为CCCG协作组主

要成员，牵头制订儿童神经母细胞瘤全国协

作方案，并参与恶性淋巴瘤、肾母细胞瘤、

肝母细胞瘤协作方案的制定。参与《现代儿

童癌症治疗》和《神经母细胞瘤》、《肿瘤

手术学》等专著的编写。

擅长儿童恶性肿瘤以手术为主的个体化

综合治疗，尤其在神经母细胞瘤手术和术后

化疗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一些晚期恶

性肿瘤应用新辅助化疗使得原本无法切除的

恶性肿瘤减量后延期完全切除，提高了治愈

率和生存期。并且将HLA半相合淋巴细胞、

DC细胞及CIK细胞等生物免疫治疗与常规化

疗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应用于复发及难治性儿

童恶性肿瘤，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临床工作

中作为儿童肿瘤科学科带头人，在国内率先

采用在高危、难治及复发儿童恶性实体瘤中

开展了序贯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建立起干

细胞采集及自体干细胞支持下大剂量化疗的

相关流程，并完成多例序贯性自体干细胞移

植治疗，无严重并发症发生。紧跟世界前沿

领域，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治疗技术应用

于临床，在儿童恶性实体瘤的治疗方面开展

了大量的临床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形成了有特色的治疗策略。

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
第七届主任委员

赵强  教授

主 任 委 员： 赵　强

候任主任委员： 汤永民

副 主 任 委 员： 吴晔明　王　珊　王焕民　马志贵　李志光

常 务 委 员： 高怡瑾　闫　杰　张可仞　孙晓非　郑　莹　唐锁勤

 金润铭　董岿然　罗学群　蒋　慧　倪　鑫　高　亚

 竺晓凡　刘　潜　鞠秀丽　陈志峰

肿瘤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委员77名。

换届选举工作由组织部主持，采用

现场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民主、

公正、公平的的氛围中投票选举产

生第七届委员会领导成员。赵强教

授当选为第七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汤静燕教授为前任主任委员。

选举汤永民教授为候任主任委员，

吴晔明、王珊、王焕民、马志贵教

授为副主任委员，李志光教授(香

港)为特邀副主委。孙晓非教授等15

人当选常务委员，陈志峰教授(香

港)为特邀常委。

汤静燕教授代表第六届委员

会作了工作报告，就第六届委员会

在过去3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

结，新任主委赵强教授代表新一届

委员会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展望和

部署。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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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肿瘤医院（赣南医学院

附属肿瘤医院、赣州市肿瘤防治研

究所）是赣南及周边地区唯一一所

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

的临床研究型三级肿瘤专科医院。

医院位于赣州市章贡区水东

镇万松山下，占地面积80000平方

米，医疗用房面积33000多平方

米，现有床位约600张。现有职工

500余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42人、中级职称77人，兼职教授17

人，1人享受国务院津贴，1人享受

市政府津贴。

医院是赣州市抗癌协会理事长

单位、赣州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

十多项技术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几

十项技术填补了省内空白，全院发

表省级以上期刊论文236篇，其中

SCI论文4篇，核心期刊32篇，国家

级期刊34篇。形成了以外科手术、

放射治疗、内科化疗、微创治疗、

介入治疗、干细胞移植治疗、中西

医结合治疗、生物治疗、射频消融

治疗和热疗等为特色的肿瘤综合治

疗体系。如今，我院的肝癌手术治

疗和生物介入治疗，肺癌的微创手

术治疗、胸腹腔镜联合食管癌切除

术、单操作孔胸腔镜肺癌根治术、

头颈部肿瘤缺损整形修复、新型肽

网喉支架重建术、腹腔镜下盆腹腔

淋巴清扫术、腹腔镜胃肠肿瘤的手

委单位、赣州市抗癌协会肿瘤放射

治疗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中国

宫颈癌防治工程”定点医院，江西

省及赣州市首批妇女“两癌”免费

手术治疗定点医院，江西省肿瘤专

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赣州

市120医疗急救中心第九急救站。

医院学科建设完善。现有24个

临床医技科室，目前，肿瘤内科、

肿瘤放疗科、头颈肿瘤外科为赣州

市医学领先学科，放疗科为2014年

度江西省医学学科省市共建计划项

目，肿瘤内科获得了“江西省首批

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称号。

医院设备先进。拥有当代世界

术治疗、鼻咽癌图像引导下的调强

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靶向药物

治疗等十多项技术已达国内先进水

平。与此同时，医院建立了赣州一

流的生物细胞治疗中心、肿瘤微创

治疗中心、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医院突出抓好多学科综合治

疗体系建设。医院高度重视学科的

建设与发展，强调肿瘤综合治疗和

技术创新，建立了以多学科联合门

诊、多学科联合查房、多学科联合

会诊、疑难病例多学科综合讨论为

基础的“四综合”肿瘤多学科诊疗

体系。与此同时，医院不断创新管

理理念，建立了PACS系统、院感

上最先进的IGRT直线加速器、核磁

共振、核通模拟定位机、GE全数字

化多用途可变角ECT等高精尖设备，

全数字化乳腺钼靶机，拥有10万元上

的设备78台(套)。目前，医院开展肿

瘤防治的设备达到全省一流。

医院技术力量雄厚。率先在

赣州区域开展直线加速器放射治

疗，最先引进进口直线加速器和后

装放射治疗，放疗计量技术已达国

际先进标准，成为江西首家。近

年来，我院共开展新技术128项，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项，省（部）

级科研项目9项，市（厅）级项目

119项。其中5项获市科技进步奖，

系统、病人回访系统，积极开展单

病种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实现了优

质护理服务全院全覆盖。积极开展

单病种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实现了

优质护理服务全院全覆盖。

医院先后获得“赣州市文明单

位”、“群众满意医院” 、“全省

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市直机关

党建红旗单位”、“全市卫生系统

行风建设先进单位”、“全市卫生

系统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全市

卫生科技先进单位”、“三好一满

意先进单位”、“医疗质量万里行

活动先进单位”、“综合目标管理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中国抗癌协会新团体会员单位介绍

赣州市肿瘤医院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赣州市肿瘤医院

多学科联合会诊
引进江西省首台 IGRT 直线
加速器的直线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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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医 科 大 学 附 属 肿 瘤 医

院，前身为广州市肿瘤医院，筹建

于1985年，1987年9月正式开业。

2006年1月20日成为广州医学院直

属附属医院，2015年12月通过医院

等级评审，成为三级甲等专科医

院。主要承担广州及周边地区的肿

瘤防治和研究工作，同时承担着广

州市肿瘤研究所、广州医科大学肿

瘤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任务。医院

现已实现医保广东省全省覆盖，并

成为湖南郴州、衡阳、山东青岛等

地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医教研

队伍人才济济

医院坐落于广州市风景秀丽的

白云山下，交通方便，环境优美，

分子检测，细胞制备、质量鉴定

等，充分实现了科研与临床的结合

和相互促进。医院不断加强国际学

术合作与交流，与美国俄亥俄州立

大学詹姆森癌症中心等机构建立了

合作关系，并特聘来自美国哈佛医

学院、安德森癌症中心、科罗拉多

大学等知名机构的5名专家组成指

导团队。

医院历年来共获科研立项515

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27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79项；总计获科

研经费3302.1万元。发表科研论文

1734篇，SCI收录96篇。获国家专

利1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5项。

广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一 等 奖 1

项、解放军后勤总部医疗成果奖

三等奖1项。医院在肿瘤疾病的治

空气清新。目前占地总面积为3.3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6.1万平方米，绿

化率43%。

医院核定编制床位800张，现

有职工1040人，拥有一批由国内知

名专家、留学归国人员组成的技术

精湛的医疗骨干队伍，其中博士60

人，硕士202人，医师队伍中硕士

以上学历比例达到75%。医院设有

博士后流动站，目前在站博士后有

5人。

学科完善实力雄厚 ，科研教

学成果累累

医院学科完善、实力雄厚。

现有肿瘤外科、放疗科、内科、中

西医结合科等25个临床科室，并配

有放疗中心等13个医技科室。肿瘤

疗和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高水

平研究成果，以科技创新和科技

进步为动力带动医院的整体学术

和医疗水平。

作为广州医科大学临床教学

基地，医院设有6个教研室，拥有

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共29人，

建立了系统化和层级化的教学管理

体系。承担专科、本科、硕士、博

士、博士后流动站等多层次的教学

任务。

设备先进技术一流 “以人为

本”厚德至善

医院配备当今最先进的医疗

设备，拥有５台高能直线加速器、

１台PET-CT、3台CT、２台MR

（核磁共振）、SPET-CT、DSA血

科和医学影像科为广东省临床重点

专科，肿瘤学为广州市重点扶持学

科，“肿瘤耐受治疗”实验室为广

州市重点实验室和广州医科大学重

点实验室。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为

国家综合医院中医药示范基地、广

州市“十二五”中医重点专科。放

射肿瘤科为广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专业基地。

医院擅长各类肿瘤疾病诊断

和治疗，在肺癌、肠癌、肝癌、胃

癌、鼻咽癌、乳腺癌、神经肿瘤、

肿瘤放疗、化疗方面尤其突出。肿

瘤微创治疗技术、肿瘤热灌注治疗

技术、肿瘤生物治疗技术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肿瘤研究所负责肿瘤生

物治疗实验室的运行，开展生物治

疗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已开展各项

管造影机、数字化X光机、超声内

镜、国内最先进的腔镜系统和神经

外科手术系统等一大批先进医疗设

备，为临床精确诊断和治疗提供了

高质的保障。

全院职工秉承“博识求精、厚

德至善”的院训，爱岗敬业，开拓

进取，处处呈现出朝气蓬勃的精神

风貌。医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宗旨，积极开展优质服务，

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以精湛的

医术、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人民

群众的信任，病人遍及省内外、港

澳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乘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正朝着高水

平的教学研究型肿瘤医院的目标努

力奋进。

中国抗癌协会新团体会员单位介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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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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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
2016世界抗癌大会的通知

关于征集2016世界抗癌大会

中国专场论文的通知

由国际抗癌联盟(UICC)主办，法国癌症协会

(ALIAM)承办的2016世界抗癌大会将于2016年10月

31日—11月3日在法国巴黎隆重召开。会议主题是

“引领行动，激发变革(Mobilising Action, Inspiring 

Change)”。

　 　 中 国 抗 癌 协 会 在 会 议 期 间 将 举 办 中 国 专

场、设立展台，展示中国肿瘤学科的发展水平。目

前会议正面向全球征集论文，遴选出的优秀论文将

被推荐作自由发言或电子壁报交流。为彰显我国肿

瘤学术水平，扩大国际影响，我会希望各单位能够

积极组织人员投稿参会。论文投稿截止时间为2016

年4月24日，论文提交请直接登陆会议网站：www.

worldcancercongress.org。

　  目前大会注册费是620欧元/人。中国抗癌协

会已在早期以价格300欧元/人+20%税，共计360欧元/

人（折合人民币2600元/人）的优惠价格注册了一些名

额，因名额有限，我会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

注册。会议期间，协会将为参会代表安排食宿、交通

等事宜，费用自理。请报名人员认真填写《2016世界

抗癌大会报名表》(见附件)，并于2016年6月15日前将

报名表及注册费汇至中国抗癌协会，我会将统一向大

会会务组缴纳中国代表团注册费。

2016世界抗癌大会将于2016年10月31日—11月3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主题是“引领行动，激发变

革（Mobilising Action, Inspiring Change）”。为彰显

我国肿瘤科学技术的发展实力，推进肿瘤学术进步，

我会将在2016年世界抗癌大会期间承办中国专场。

本届中国专场将重点为我国中青年肿瘤科技工作

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展示他们在肿瘤临床、基础研

究、预防等领域取得的科技成果和诊疗经验。中国抗

癌协会将给予减免发言人大会注册费的优惠政策，大

会注册费由我会支付。

中国专场现面向各专业委员会、省市抗癌协会、

团体会员单位征集论文，投稿截止时间为2016年4月

30日。中国专场投稿不视为大会投稿，仅由中国抗癌

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名额有限，请各单位推荐1名人

员参加。请投稿人按照投稿要求提交论文摘要并将相

关资料报送至中国抗癌协会国际交流部（推荐单位意

见表请在中国抗癌协会网站通知公告中下载）。

汇款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中国抗癌协会

开户银行：天津银行金汇支行

银行账号：104501201090034868

注：请在汇款时备注“2016WCC+代表姓名”

联系人： 徐婷婷

电　话： 022-23359958转803

传　真： 022-23526512

邮　箱： xutt@caca.org.cn

地　址：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兰苑路

 5号A座10楼，300384

联系人：徐婷婷

电话：022-23359958转803    传真: 022-23526512

邮箱: xutt@caca.org.cn

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兰苑路5号A座10楼，300384

各专业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抗癌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各专业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抗癌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

1. 投稿人年龄不超过45周岁；

2. 从事肿瘤临床、基础研究至少5年，具有副高

及以上职称；

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4. 具有一定的英语口语能力，能流畅的用英语演讲；

5. 论文摘要须是未发表过的，英文1500个单词及

以上；

6. 填写并提交《推荐单位意见表》

7. 提交个人中英文简历；

8. 提交两封正高级职称人员出具的推荐信；

9. 请按正式发表论文的要求，撰写论文摘要，并

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单位、通讯地址、邮

编、身份证号。摘要采取结构式，即分为研究

背景和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

10. SCI文章检索报告及文章首页（篇数不限）；

11. 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获奖证书（有个人证书）；

注： 除推荐信需要提交原件，其他材料均为复印

件。所有申报材料分别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

投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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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olleagues,
It is our pleasure to invite you to join us for the 2016 SIOG Annual Conference which will take place in Milan, Italy from 
November 17-19, 2016.

The mission of the SIOG meeting is to bring together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geriatric oncology to present the latest evidence 
based research in the care of older adults with cancer. Every year, the members of various Committees of SIOG work hard 
to provide an outstanding and attractive program to enhance and expand the 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sessions for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geriatric oncology.

The worldwide population is aging, and cancer is a disease of aging. Thus, there is an anticipated rise in the number of older 
adults with cancer. In order to provide high-quality, evidence-based care for this growing group of individuals, it is essential 
to meld the principles of Geriatrics and Oncology.

The theme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SIOG 2016 Annual Conference is "Geriatric onc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a global environment" and it will include multidisciplinary sessions on solid tumours, ha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new 
therapies, geriatric assessment and supportive care needs. 

The SIOG Annual Conference also includes special sess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dustry to present the latest therapeutic 
data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older adults. SIOG is also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junior faculty with the attribution of the SIOG Nursing & Allied Health and the SIOG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your active participation, support, enthusiasm and your willingness to share your best and newest research results 
with the participants will make this 16th Annual Conference a memorable meeting.

Milan was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wns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home of most spectacular Italian court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It has played a considerable role in Italian cultural history, and is one of the country’s major art cities; not 
only is there the magnificent gothic Duomo, but many fine buildings, churches, and museums, without forgetting the lively 
contemporary art scene, and some eye-catching modern architecture. Countless works of art are housed in Milan, most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central Piazza del Duomo. A city to explore and love, full of treasures, fashion and a lively night life.

So join us in Milan for the 16th SIOG Annual Conference.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re!

Key dates
Delegate registration opens March 9, 2016  Abstract submission opens March 9, 2016 
Abstract submission closes June 14, 2016 Early registration deadline June 29, 2016 
Late registration deadline September 28, 2016 SIOG Annual Conference November 17-19, 2016 

SIOG 2016 Annu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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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老年肿瘤协会首席执行官

访问中国抗癌协会
哈佛大学医学院Kucherlapati教授

访问中国抗癌协会

2016年3月15日，国际老年肿瘤协会首席执行官

Laurence Verhaegen教授来华访问中国抗癌协会。我

会秘书长王瑛教授等出席接待。

国际老年肿瘤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Geriatric Oncology,简称“SIOG”）2000年在法国成

立，2012年10月在瑞士注册登记为非盈利组织，总部

设在瑞士日内瓦。目前，该组织会员遍布全世界40

个国家，数量超过1000人。国际老年肿瘤协会的宗旨

是促进老年肿瘤专业发展，优化老年肿瘤治疗。主

要工作有教育、临床试验和研究。

会上，我会介绍了协会的基本情况，包括协

会的历史、领导班子、学术活动、期刊出版、继

续教育、国际交流、科普宣传，以及社会服务。

Verhaegen女士也介绍了国际老年肿瘤协会的基本情

况，特别介绍了老年肿瘤学杂志和国际老年肿瘤学

会学术年会。老年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Geriatric 

Oncology,简称“JGO”）是国际老年肿瘤协会唯一

的一本学术期刊，创刊5年来，已经被Pubmed收录，

并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因子。该期刊内容涉及老年肿

瘤的临床、基础、教育、政策研究等各个方面。

2015年12月，老年肿瘤学杂志与中国抗癌协会系列

期刊《Cancer Biology & Medicine》合作出版了一期

《Cancer Biology & Medicine—老年学肿瘤特刊》，

2016年2月29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Raju Kucherlapati教授等一行人来华访问中

国抗癌协会。我会秘书长王瑛教授出席接

待。我会介绍了协会的发展历史、组织机

构、主要工作和特色活动，特别是我会近

年来开展的癌症康复活动、贫困地区救助

等社会服务工作，以及展示了协会长期与

国际癌症组织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

的成绩。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Raju Kucherlapati

教授表示，希望今后可以在精准医学学

术交流、肿瘤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与中

国抗癌协会建立合作关系。与此同时，

Kucherlapati教授对我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各项癌症防控工作表示赞赏，并希望今

后与中国抗癌协会能够建立学术交流的平

台，让更多的美国肿瘤专家参加中国举办

的高端学术会议，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肿

瘤科学的合作和发展。

颇受业界好评。Verhaegen女士表示，希望今后能够

有更多的中国肿瘤专业人员通过老年肿瘤学杂志了

解国际上最新的学科发展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与

中国的合作，推进并提升老年肿瘤学杂志的国际化

水平。

另外，Verhaegen女士介绍了国际老年肿瘤学

会学术年会是品牌会议，每年都会在欧洲的不同国

家举行，会议受到老年肿瘤专业人员的欢迎。她希

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肿瘤专业人员可以参加年

会，促进中国老年肿瘤专业的学科发展。我会王瑛

秘书长表示，中国抗癌协会将积极配合国际老年肿

瘤协会组织的学术年会，在中国宣传推广。

国际资讯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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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中miRNA调控
网络控制着上皮间质转
变（EMT），细胞衰老
以及化疗反应
张微，美国德克萨斯州休士顿，德克萨
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

高级别卵巢浆乳癌（HGSOC）是

一种在一线化疗后的极易复发的高转

移性疾病。HGSOC是癌症基因组阿特拉

斯（TCGA）项目首批获得综合基因组

和表观遗传学测序的两个主要癌种之

一。TCGA卵巢癌数据库涵盖了489例浆

性囊腺癌有关基因拷贝数目、基因突

变、DNA甲基化，以及蛋白编码基因和

microRNA转录组的信息。肿瘤转移的

重要原因之一是上皮间质细胞的转换

（EMT）。我们发现miRNAs作为重要的

EMT调控者，可通过高度系统性的跨平

台的方式用于临床应用，并指出miRNAs

是起到主导作用的调控者。我们通过对

TCGA HGSOC基因组数据的整体分析发

现了一个可抑制EMT的miRNAs的核心网

络，特别是miR-506在抑制EMT中起到关

键作用。另一个对HGSOC构成威胁的是

对铂类抗癌药的耐药性的产生。由于肿

瘤的扩散性，肿瘤的完全切除几乎是不

可能的，因此，基于铂类抗癌药的化疗

成为术后必要的肿瘤控制手段。虽然化

疗刚开始时的效果非常显著，但大部分

卵巢癌会产生化疗耐药性，引起复发性

疾病，并最终导致死亡。肿瘤复发的主

要机制是重新激活衰老的细胞。具有抑

制衰老作用的CDK4/6-FOXM1信号通路在

大部分HGSOC中被激活。我们最近发表

的文章显示miR-506可通过靶向CDK4/6-

FOXM1有道细胞衰老。此外，功能研究

表明在卵巢癌细胞系中，miR-506能通

过靶向RAD51增强肿瘤细胞对顺铂和奥拉

帕尼的敏感性，并抑制同源重组。在原

位移植的卵巢癌小鼠模型中，系统性的

传递miR-506能显著的增强小鼠对顺铂的

反应，从而重现临床观察。所以，miR-

506在同源重组中扮演着重要的功能性角

色，尤其对于那些低表达miR-506的化疗

耐药性患者来说增加肿瘤细胞化疗敏感

性上具有重要的治疗价值。  

（刘新颖 福建省肿瘤医院 译）

食管鳞状细胞癌基因
变化检测
宋咏梅  詹启敏，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食管癌为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之一。全球统计恶性肿瘤死

因中食管癌排名第六位，而在中国食管癌死亡率排在第四位。

全球70%的食管癌发生在中国，而90%的病理类型为食管鳞状细胞

癌（ESCC）。目前，对于食管鳞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手段有限，

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10%。为了研究食管鳞癌的发病的遗传学因

素，我们对ESCC患者进行了全基因组分析，包括全基因组测序，

全外显子测序，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以及生物学实验。在本

次基因组学分析中，我们鉴定了8个显著突变的基因，其中6个为

已经报道较多的肿瘤相关基因（TP53， RB1， CDKN2A, PIK2CA, 

NOTHC1， NFE2L2），另外两个基因在食管鳞癌研究中从未见报

道（ADAM29及FAM135B）。重要的是，FAM135B是一个新的肿瘤相

关基因。在生物学实验中，FAM135B可以增强ESCC细胞的恶性程

度。FAM135B在食管鳞癌组织中过表达，同时也与患者预后差显

著相关。我们同时发现了许多携带基因拷贝数改变的染色体区

域，其中6个与肿瘤临床转移有关。我们在染色体11q13.3-13.4

国际资讯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5
癌症新视野

学术会议
论文精选

2015年11月12—15日，2015

癌症研究新视野肿瘤学术会议在上

海召开。本届会议由美国癌症研究

学会(AACR)主办，在中国抗癌协

会的支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资助下取得了圆满成功。大会涉

及肿瘤耐药性、分子预防机制、基

因组及超越、肿瘤代谢、荷尔蒙激

素依赖型癌症、转化肿瘤医学、临

床试验新方法等内容。中美专家就

目前肿瘤科学的最新进展，做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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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调控环路及其对淋巴肿瘤的影响
Ari M, Meinick，康奈尔大学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纽约

走近癌症治疗的
个体化医学
Patricia M.LoRusso.   
耶鲁癌症中心，康涅狄格州
纽黑文，耶鲁大学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 a r g e  B - c e l l  l y m p h o m a s , 

DLBCLs)是一组起源于生发中心

(germinal center, GC) B细胞的

具有生物学异质性的疾病。GC B

细胞是一种独特的细胞，专门可

以耐受细胞快速增殖和生理性的

基因组不稳定， 以便产生多种

多样的编码高亲和力抗体的细胞

克隆。 这种加速的微进化过程

需要转录和表观遗传因素协同作

用，共同促进B细胞重编程以至克

服许多正常细胞周期的关卡限制

（checkpoint restraints），并

区域发现一个由miRNA编码的新的

MIR548K基因，其被我们定义为一个

新的癌基因，并且生物学实验显示

其可以增强ESCC细胞的恶性表型。

我们同时也发现在食管鳞癌中一些

异质的胞嘧啶甲基化分布的中断，

而且不同的淋巴瘤临床亚型表现出

特异的不同于其他亚型的DNA 甲基

化谱。表观遗传异质性与B细胞淋

巴瘤的不良结果相关，表明表观遗

传多样性可能赋予淋巴瘤细胞群生

存优势。DNA 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可

以重编程淋巴瘤细胞，使其形成一

种不完全衰老的形式。如此以来，

使得淋巴瘤细胞更容易对化疗有反

应。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可以安

全地结合淋巴瘤的标准治疗来预先

治疗高危淋巴瘤患者。

（朱锦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译）

且耐受各样亲和力成熟相关的压

力。GC表型赋予B细胞恶性转化的

重大风险，必须在抑制细胞周期关

卡（checkpoint）和抑制原癌基

因间取得平衡。

表观遗传调控复合物在淋巴

瘤生成中发挥关键作用。EZH2在

表观遗传方面通过组蛋白3赖氨酸

27甲基化来沉默基因。EZH2在正

常和恶性GC B细胞中的表达都增

加。在淋巴瘤中，EZH2经常受到

功能获得性突变的影响，改变其

酶的特异性。EZH通过形成二价

染色质域来瞬时抑制关卡基因和

重要的组蛋白调节基因发生了变化

（MLL2， ASH1L, MLL3， SETD1B和

CREBBP/EP300）。常见的体细胞突

变大多集中于Wnt、细胞周期以及

NOTCH信号通路。有趣的是，基因

不断增加设备进行大规模平

行基因组测序，使恶性肿瘤突变领

域研究成果迅速积累。大量涌现可

供使用的针对不同异常驱动分子的

靶向药物，促使肿瘤学界思考如何

利用这些新型药物来提高癌症治

疗效果。传统临床试验方法无法

利用这个包含潜在个性化药物治

疗信息的巨大数据组，对肿瘤进行

靶向治疗，另外，所有亚组病人一

般治疗方法无法从新型靶向治疗方

案和新一代测序技术获益。因此，

新一代临床试验设计方案已经开始

实施，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从肿瘤

和病人基因组获得的特征描述性数

据。目前，精准个体化临床试验可

以分为两大类：篮状试验和伞状

试验，篮状试验通常与组织学无

关，治疗组是由分子畸变决定，

其主要构成包括有义突变以及针

对畸变的选择性靶向治疗药物；

伞状试验更倾向于组织学的选择

性，治疗组的归类取决于选择的

组织类型中特定分子畸变。我们

将要讨论个体化医学试验及其主

要分类，并阐述推进这些临床试验

方案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徐萌 胡鹏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译）

终末分化基因，从而调控GC的形

成。EZH2基因的体细胞突变诱导

生发中心增生和恶性转化，并与

其他癌基因如bcl-2协同作用。 

EZH2特异性抑制剂能在体外和体

内抑制GC源性淋巴瘤细胞生长。

目前正在用这些抑制剂进行早期

阶段的临床试验。

DNA 甲基转移酶 1 (DNA 

methyltransferase 1, DNMT1) 是

B 细胞形成 GCs的一个必需酶。与

静息或幼稚B细胞相比， GC B细

胞表现出胞嘧啶甲基化的重新分

布。DLBCLs 依次表现出显著的或

组学改变发现：饮酒可以增加患食

管癌的风险，也可以提示更差的预

后。上述发现为基因组图及治疗靶

点提供了更加深入的证据。

（李大鹏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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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作用，代谢和癌症
Eileen White，新泽西罗格斯癌症研究所

自噬可以循环利用胞内成分来

维持线粒体代谢，从而促进肺癌细

胞的生长、应激耐受和各种恶性表

型。这提示抑制自噬作用可能具有

抗肿瘤的作用。为了评估自噬在正

常和肿瘤组织中的重要功能，我们

特异的敲除了成年小鼠的自噬相关

基因-Atg7。系统性的Atg7敲除可

以引起选择性的组织损伤，对链球

菌感染和神经元降解敏感性增加，

从而限制了小鼠的生存期仅在2-3

个月。此外，在空腹状态下，自噬

作用缺陷的小鼠容易发生致命性的

低血糖。预先自噬作用敲除，并不

能改变由原癌基因KrasG12D激活以

及肿瘤抑制基因Trp53去除所引起

的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生。然而，对

本身就患有NSCLC的小鼠进行急性

的自噬体敲除，却可以抑制肿瘤的

生长，促进肿瘤细胞的死亡，并可

以促使癌变向着良性的、以缺陷性

线粒体聚集为特点的嗜酸细胞瘤转

变。这种抗肿瘤作用发生于正常组

织破坏之前，提示急性自噬抑制具

有治疗肿瘤的作用。这些发现也同

样提示：自噬缺乏可能是人嗜酸细

胞瘤的潜在发生基础，而且不能去

除有缺陷的线粒体可能会限制肿瘤

不能向良性疾病转变。为了明确明

确自噬缺乏抑制肿瘤生长的机制，

我们利用同位素追踪剂和LC-MS比

较野生型和有自噬缺陷的肿瘤细胞

的代谢状况。我们发现自噬为TCA

循环的中间产物产生提供了补充底

物，从而维持线粒体呼吸，能量稳

定和氧化还原平衡。通过这些作

用，自噬促进应激耐受，肿瘤生长

和存活。

（董云龙 徐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译）

阿司匹林药物预防的
分子风险分层研究
Andrew T Chan，麻省总医院，
波士顿，麻省

实验研究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惊人的一致提示，服用

阿司匹林能有效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五项关于结肠肿

物病史的患者中开展的安慰剂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阿司匹

林有效降低了结直肠癌主要的癌前病变，复发性结肠腺瘤

的风险。另外，在 lycnch遗传性结直肠癌综合征患者中服

用阿司匹林的长期随访数据和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女性心血

管及癌症的实验研究提示阿司匹林可以有效降低结直肠癌

的发病率。和制定预防策略一致，本项研究团队分几个小

组开展了阿司匹林抗癌机制研究并发现了肿瘤内部、生殖

系统、循环系统与预后相关的分子。这些分子能对阿司匹

林化学预防进行有效的分层，提供更好的风险-收益资料。

在这次报告中我们将回顾阿司匹林预防并治疗肿瘤的有关

证据，并重点探讨分子风险分层策略。

（周旋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译）

高通量研究方法在药物转化的应用
William R. Sellers.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癌症仍然是最复杂的人类疾

病之一，几乎每一种不同类型的细

胞都能因体细胞突变，转变产生肿

瘤，在谱系背景下肿瘤细胞会发生

遗传学改变，并影响其信号网络及

谱系特异性间质的相互作用。随

着癌症的演化，会不断发生遗传分

化，并产生不同的亚克隆种群，这

些种群在肿瘤转移过程中越来越突

出。在过去10年中，研究系统已经

促使我们接近并探索其复杂性。在

100种细胞系中进行新一代测序和

基因失活，使得运用的模型系统具

有较好深度和多样性，系统包含

100种原发肿瘤异种移植物和数以

百万计的独特编码细胞。本文将重

点阐述这些新技术的使用以及在癌

症药物研发的运用。

（徐萌 胡鹏辉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译）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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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批准：palbociclib 治疗转移性乳腺癌的扩大适应证

FDA批准首个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DK4/6）抑制剂治疗转移性乳腺癌的扩大适应证。基于

一项名为 PALOMA-3 的 III 期临床研究的结果（用于治疗 HR+/HER2-，绝经前、围绝经期、绝经后，

既往经辅助或晚期内分泌治疗中或后进展女性乳腺癌患者），现在爱搏新（IBRANCE，palbociclib）可

以与氟维司群联合应用于既往内分泌治疗进展的 HR+/HER2- 进展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治疗。

曲妥珠单抗联合非蒽环类药物：不必担心心脏毒性

曲妥珠单抗是目前疗效最为显著的靶向药，但伴有或不伴有症状性的左室射血分数（LVEF）降低是

其一副作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肿瘤中心Dang博士等通过研究无淋巴结转移、HER2阳性的早期乳腺癌

患者使用紫杉醇联合曲妥珠单抗方案化疗期间新功能变化，该研究旨在更好的监测和管理LEVF改变。该

研究发表于近期刊登在JAMA Oncology上。该研究表明紫杉醇联合曲妥珠单抗方案出现心功能不全比例

较低，提示大多数曲妥珠单抗联合非蒽环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可简化LVEF监测。

妊娠期放化疗不会影响胎儿发育

一项发表在2015年欧洲癌症大会（ECC）的多中心、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INCIP 研究）结果显示，

妊娠期女性确诊为恶性肿瘤可立即开始治疗，无需终止妊娠，相关研究结果同步发布在 NEJM 上。

前列腺癌：进展风险与瘤体增大正相关

前列腺癌80%的患者并非死于前列腺癌，而是其他疾病，故对于低风险的前列腺癌患者，是及时行

根治性手术治疗还是积极监测，也成为了泌尿外科接下来关注的焦点。多伦多大学Komisarenko教授等

近期发表在Journal of Urology的文章表明，该类患者肿瘤进展风险与前列腺瘤体增大呈正相关。低

风险的前列腺癌Gleason3+3=6分患者，在积极监测期间，肿瘤体积增大得越早，进展风险越大。鉴于

Gleason 7分的预后与6分截然不同，随访过程中一旦发现肿瘤体积有增大之势，不仅应提高随访频率，

告知其肿瘤进展风险，还需及时安排穿刺活检，根据病理报告提供相应的干预建议。

立体定向放疗控制前列腺癌转移灶较好

美国梅奥诊所肿瘤放疗科KennethR.Olivier等报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为转移性前列腺癌

（PCA）患者提供了最优的转移灶控制率，单次分割≥18Gy放疗时患者可以耐受不良反应。16个月的生

化无进展生存期率为54%。SBRT应被考虑纳入去势难治性PCA患者的治疗，因为PCA患者目前全身治疗方

法有限。

新指南将改进肿瘤的个体化精准医疗

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的研究员所领导的国立专家委员会在肿瘤预测方面制定了首个更加精准和个体化

的前沿指南，为患者提供更精确的治疗方案并可改善生存及预后。

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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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浸润性乳腺癌:ASCO 推荐应用生物标志物指导辅助治疗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专家组推荐，除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外，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生物标志物OncotypeDX、EndoPredict、PAM50、乳腺癌指数、尿激酶型纤溶酶原

激活物和Ⅰ型纤溶酶原活化抑制物的检测对特定种类乳腺癌的处理也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然而，只有雌

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能够指导选择特定的治疗方案。同时，在确定治疗方

案时也应考虑疾病的分期，有无合并症和患者个人的偏好。

晚期 NSCLC 患者基因突变检测结果影响获益情况

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国胸部肿瘤科协作组（IFCT）的FabriceBarlesi等报告，在全国范围内

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进行常规基因突变检测是可行的。从基因突变频率、获得基因分析

结果的检验结果回报时间及基因检测带来的临床优势等综合来看，该政策临床获益明显。

用病毒对付癌症：溶瘤病毒 + 化疗用于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迈阿密癌症研究所的Villalona-Calero博士近期在Cancer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联合溶瘤病毒与化疗治

疗KRAS通路激活的转移或复发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研究。溶瘤病毒Reolysin是自然界普遍存在

的一种没有外套膜的人呼肠弧病毒，其基因组包括10段双链RNA，研究显示其能够诱导机体免疫和细胞

周期停滞，并与化疗具有协同作用。联用Reolysin和化疗的RECIST应答率（31%）较单独化疗（20%）显

著升高。Reolysin联合紫杉醇和卡波铂治疗耐受性良好且能有效控制病情。

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这些年在抗击癌症的路上我们所取
得的成就

2011年FDA批准了第一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用于治疗黑色素瘤，该药物出现前这种癌症的患

者通常只能活几个月，新的免疫疗法可使患者的

生命延长几年，而黑色素瘤仅是冰山一角，免疫

疗法在其他肿瘤中也大放溢彩，包括晚期肺癌、

肾癌、膀胱癌、头颈部肿瘤和霍奇金淋巴瘤。

这段时间内，FDA新批准了10个抗癌药物，

其中2个是全新创造的：

奥拉帕尼（Lynparza）：用于治疗BRCA突

变的晚期浆液性卵巢癌，这是这一领域30年来最

重要的进展。

帕博西尼(Ibrance)：用于治疗晚期乳腺癌，

凭借其全新的作用机制，帕博西尼为雌激素受体

阳性乳腺癌提供了一种“全新治疗选择”。

胶质母细胞瘤的全新治疗手段

该报告重点强调的是一种实验性癌症疫苗

Rindopepimut (CDX-110) 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

ASCO癌症研究进展
2016年度报告

2月4日美国临床肿瘤学学会（ASCO）发布了《2016年ASCO癌症研究进展年报》，免疫治疗被评

为2015年癌症研究的最大进展。

免疫治疗是癌症领域最具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疗法不仅改善了患者的生活，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

了方向。”ASCO主席Julie M. Vose医生说道，与过去相比，今天所取得的成交是不可想象的。精准医学

时代，我们不再简单的根据癌症的种类和分期进行治疗，而是基于每个患者和肿瘤的基因组谱。

免疫治疗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利用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但开发相关的药物却相当困难，好

在经过几十年大胆创新、不断奉献以及大量资金的支持证明这一领域还是值得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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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的2期临床试验初步结果。与单

用阿瓦斯丁（8.8个月）相比，该药

与阿瓦斯丁联合运用可使患者中位

生存期提高到12个月。该药的作用

靶点是EGFRvIII突变基因，四分之

一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具有这一突变

基因。

另外一种全新治疗手段是肿

瘤治疗电场(TTFields)，该装置可

产生中频交变电场，诱导某些特

定类型的癌细胞凋亡，且毒副作

用小。NovoTTF-100A装置2011年

获FDA批准，用于治疗成人复发胶

质母细胞瘤，2015年FDA因其与替

莫唑胺联用可改善生存而扩大了

NovoTTF-100A装置的适应症，现

在它也可用于治疗初诊的胶质母细

胞瘤。

乳腺癌治疗进展

该报告重点强调的乳腺癌方面

进展我们以前都报道过：

 SOFT试验：自2003年12月至

2011年1月共纳入3047例患者，随

机分成3组，分别予他莫昔芬、他

莫昔芬+OFS（卵巢功能抑制）、

依西美坦+OFS治疗5年，以无疾

项研究披露，三分之二的晚期肺

腺癌具有可操作致癌基因驱动因

子，这些驱动因子对癌症发展至

关重要，而靶向治疗可以消除这

种异常性的影响。

关于靶向治疗的其他进展，报

告重点列出了两个药物，最近都被

FDA扩大了适应症：

依鲁替尼（Imbruvica）：最近

被批准治疗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这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药物被批准用于

治疗这种罕见的淋巴瘤。之前依鲁

替尼已经被批准治疗套细胞淋巴瘤

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索拉非尼（多吉美）：最近发

现对急性髓系白血病也有用。这种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已经被批准用于

治疗肝癌、肾癌和甲状腺癌。

肾癌和胃癌方面的进展

肾癌的治疗方面，新的研究

结果显示，标准的二线治疗药物依

维莫司（mTOR抑制剂）已经被

免疫抑制剂Nivolumab和靶向药物

Cabozantinib超过了，这两种药物

均可以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而用

cabozantinib治疗所达到的无进展生

病生存（DFS）为主要研究终点，

中位随访时间≥5年。主要对比他

莫昔芬组与他莫昔芬+OFS组，以

期评价增加OFS是否可改善DFS，

发现在年轻乳腺癌患者卵巢抑制

效果非常明显，5年的绝对获益是

7.7%，这一结果无疑将改变临床实

践。

 NSABP B-35研究：自2003年

至2006年间共纳入3104例接受肿块

切除的绝经后导管原位癌（DCIS）

患者，并常规给予术后放疗，后

随机进入他莫昔芬5年组和阿那曲

唑5年组。结果显示芳香化酶抑制

剂（AI）阿那曲唑组10年无乳腺癌

概率达93.5%，显著高于他莫昔芬

组的89.2%；其中＜60岁组阿那曲

唑疗效更显著，而≥60岁患者无差

异。此外，阿那曲唑组子宫内膜癌

和血栓发生风险显著降低，而骨质

疏松致骨折发生率略高，这一结果

无疑也将改变临床实践。

靶向治疗进展

这一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是来自肺腺癌方面的研究，2014

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

存期是目前见到的最长的。

胃癌的治疗方面，CLASSIC

研究显示胃癌手术后辅助以卡培他

滨和奥沙利铂化疗可使癌症复发率

下降42%。辅助化疗组（XELOX

组）和观察组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

78%和69%。 

治疗软组织肉瘤的新药物

新 批 准 的 两 个 药 物 分 别 是

Eribulin (Halaven)和Trabectedin 

(Yondelis)。eribulin被批准用于治

疗脂肪肉瘤，与达卡巴嗪相比，其

具有生存优势。trabectedin被批准

用于治疗脂肪肉瘤和平滑肌肉瘤，

与达卡巴嗪相比，其可以延长患者

的无进展生存期，但不能延长总生

存期。

手术方面的进展

该报告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手

术进展，分别如下：

早期口腔癌——选择性颈部淋

巴结清扫疗效明显。

直肠癌——腹腔镜手术VS传

统手术结果相似。

乳腺癌——术后腔内边界刮除

术可使额外手术风险减半。

HPV疫苗预防癌症方面
的进展

癌症预防方面的进展，该报告

重点强调了九价疫苗，该疫苗2014

年年底上市，比已上市的两种疫苗

Gardasil （佳达修）和 Cervarix（卉

妍康）覆盖范围更广。

该报告还强调了一项大型研究

的结果。据估计，随着佳达修和卉

妍康的广泛使用，仅美国每年就有

25000例HPV相关癌症幸免于难，

且九价疫苗每年能额外预防4000例

癌症，这些癌症包括大多数的侵袭

性子宫颈癌、肛门癌和阴道癌，以

及其他生殖系统癌症。

免疫治疗进展最突出

虽然报告中列举的这些进展

都很耀眼，但免疫治疗方面的进

展无疑是最夺目的。纵使患者已

经用尽了所有传统疗法，免疫治

疗仍然可以阻止肿瘤的进展，且

副作用较小。

免 疫 检 查 点 抑 制 剂 方 面 ，

该报告重点强调了 Nivolumab和

Pembrolizumab在肺癌方面的进展，

如今这两种药物已经被FDA批准用

于治疗肺癌和其他肿瘤。同一类型

的atezolizumab也可使膀胱癌和其他

肿瘤患者获益。

另 外 一 种 免 疫 疗 法 ——

CAR-T细胞疗法对血液系统恶性

肿瘤有较好的疗效。但报告同时也

指出这一结果目前还仅来源于几个

较小的研究，未来是否能广泛使用

还不清楚。

该 报 告 也 强 调 了 另 外 一

种 独 特 的 新 免 疫 疗 法 —— 抗 体 

blinatumomab (Blincyto)，最近被批

准用于治疗不常见、但侵袭性较高

的费城染色体阴性前B细胞ALL。

虽然还需更多的研究来证明，与传

统化疗相比，blinatumomab是否能

改善生存，但免疫疗法似乎在ALL

的治疗中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未来

的研究方向包括blinatumomab提早

使用及联合其他治疗的疗效。

（文献全文：Don S. Dizon, 

Clinical Cancer Advances 2016: 

Annual Report on Progress Against 

Cancer From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DOI:10.1200/

JCO.2015.65.8427）

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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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O
癌症研究进展
2016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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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Latest Events of CACA

二、开展全省肿瘤医疗质控

工作，提高诊疗水平

江西的肿瘤学科水平，不论在

人才、科研，还是在设备、技术等方

面都与全国先进水平存在差距，尤其

江西省肿瘤医院
多措并举，为全省肿瘤防控事业添砖加瓦

学术会议

近两年，江西省肿瘤医院通过

推行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开展全省

肿瘤医疗质控、建立肿瘤登记报告系

统、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加强学科合作

与交流等方式，稳扎稳打，寻求突破，

不断提高诊疗和服务能力，为江西省肿

为合理的诊治方案，在肿瘤诊治领域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4年，江

西省肿瘤医院在全省率先开展肿瘤多

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在门诊设立了肿

瘤多学科会诊中心，成立了肺癌、乳

腺癌等9个肿瘤单病种多学科综合诊

是二甲医院肿瘤科，由于成立时间不

长、病房环境差、人才少、设备单

一、肿瘤诊治缺乏专业指导等原因，

肿瘤诊疗水平参差不齐，存在诸多问

题，对全省肿瘤防控事业的健康发展

造成影响。

江西省肿瘤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挂靠于江西省肿瘤医院，医院专

门成立了质控中心办公室，配备了专

职人员，质控中心成立了全省肿瘤医

疗质控专家组。近两年，在全省各地

市医院肿瘤科开展了系列医疗质控督

瘤防控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推行肿瘤多学科综合治
疗模式，规范诊疗行为

恶性肿瘤种类繁多、分期复杂，

肿瘤治疗手段也多种多样，面对众多

的治疗方法，患者无所适从，而涉

及肿瘤治疗的各科室医生，由于专

业的局限, 不少也仅从自己掌握的知

识对病人进行治疗。多学科综合治疗

（MDT）模式，为不同类型、不同分

期患者的综合治疗提供更为精准、更

疗专家组，诊疗模式已形成制度化和

常规化，至今1136名肿瘤患者从中

获益。2015年在“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计划全国医院擂台赛”中，医院的

MDT专题获得十大价值案例之一，荣

获“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创新服务示范

医院”荣誉称号。

医院瞄准势头，充分利用省抗癌

协会挂靠优势，通过组织医院各学科专

家走访各地市医院、邀请省外专家来院

授课等方式，向全省推行肿瘤多学科综

合治疗模式，不断规范肿瘤诊疗行为。

恶性肿瘤规范化诊治巡讲 - 质控中心医院领导合影

全国第 30 次肿瘤目标营养疗法培训班（GNT）在北京举办

1 月 10 日，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研究院 / 航空总医院承办、

亚太肿瘤研究基金会协办的“全国规范化肿瘤营养培训项目—肿瘤目标营养疗法培训班 (GNT)”北京站第三次培训

在航空总医院顺利召开。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研究院 / 航空总医院院长高国兰女士致开幕词。石汉平、缪明永、

丛明华等多位专家就肿瘤目标营养疗法、肿瘤代谢与调节、PG-SGA 规范操作、肿瘤营养相关症状治疗、肿瘤恶液质、

肌肉减少症、肿瘤患者家庭营养与康复指导等话题展开精彩讲座培训。本次培训班共有 180 位学员参与。

2016 首届肿瘤基础及转化医学高端论坛在哈举办

1 月 15 日—17 日，“2016 首届肿瘤基础及转化医学高端论坛”在哈召开。此次论坛由黑龙江省抗癌协会主办，哈

医大肿瘤医院承办，大会以“共同参与，携手求索，科学抗癌，关爱生命”为宗旨，来自全国各地的 21 名专家学

者齐聚哈尔滨，共同追踪肿瘤基础与转化医学领域的前沿动态，分享肿瘤基础和转化医学的科研成果，推动研究协

同合作。

第二届陕西省肿瘤学术大会在西安召开

1 月 16 日，由陕西省抗癌协会主办，陕西省肿瘤医院协办的第二届陕西省肿瘤学术大会在西安召开。本次会的主题

是“肿瘤的精准规范诊疗”。300 余名专家代表参加本次大会。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 130 余篇，论文涉及基础研究、

临床诊断、护理、中西医结合等方面。会上表彰奖励了第六届陕西省抗癌协会优秀科技成果、优秀学术论文奖和

2015 年度先进专业委员会。陈志南院士作了题为“21 世纪：走向精准医学”的学术报告。王汝宽、王瑞安等教授做

学术报告，同时进行了 MDT 专家讨论。学术交流涵盖了肿瘤防治的前沿技术、规范治疗、创新理论和最新科研成果，

对推动我省肿瘤科技创新，提高我省肿瘤防治总体水平将发挥积极作用。

消化道肿瘤规范化诊疗专家巡讲培训首站在济南举行

2 月 28 日上午，由山东省抗癌协会、山东省肿瘤医院主办，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消化道肿瘤规

范化诊疗专家巡讲培训项目 ( 济南站 )”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抗癌协会理事长于金明出席会议并致辞。来

自省内 17 地市及各县市医院的 22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于金明理事长为大家做“精准肿瘤学”的专题讲座，黎莉、

智绪亭、夏立建等教授分别就消化道肿瘤、晚期大肠癌治疗、结直肠癌等治疗新进展做了专题报告。

学术前沿
Academic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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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癌》宣传册22545份，受到了社会

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五、加强学科合作与交流，
注重人才培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科研水平的依托，是学科发展的

基石。2015年，医院依托协会成功申

报并获批建立肿瘤转化医学院士工作

站和江西“海智计划”研究工作站，

加强与院士专家团队、海外科技社团

的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对院士工

作站拨发专项启动经费100万元，提

供实验室和办公场地，对科研项目给

予1:1配套经费。同时，成功申报省

科协“远航工程”培养项目和UICC-

CACA肿瘤专业人员联合培训项目，支

持李金高、孙正魁等9人出国学习交

流。另外，医院陆续邀请了美国南

方研究院、哈佛大学丹纳法伯癌症

中心教授等近20位国外知名专家莅

临我省讲学，为省内医生提供国际

交流平台。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为开

好头、布好局、起好步，作为省级肿

瘤专科医院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真抓实干、提质增效，为医院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高效、精准的医疗与服

务，为基层单位提供更加规范、全

面、科学的帮扶与指导，为广大群众

宣传抗癌知识、实现早诊早治，为政

府建言献策、分忧解难，为全省肿瘤

防治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指导纠正，

并专门针对基层医生开展了“肿瘤专

科医师培训班”、“常见肿瘤规范化

诊治•地市巡讲”及“常见肿瘤规范

化诊治•市县行”等多批次培训，同

时印发《江西省肿瘤化学治疗、放射

治疗、外科治疗质量控制与评价基本

标准》，帮助提高肿瘤诊疗水平和医

疗质量。

三、建立肿瘤登记报告系
统，为政府建言献策

肿瘤登记是国际公认的肿瘤信

报和重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标准

化。该系统得到了省卫计委和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

价，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2015年9月，经省机构编制办公

室批准，成立江西省癌症中心并挂靠

江西省肿瘤医院。医院依托协会组织

申报的“建立全省肿瘤登记系统”项

目获批为“中国科协引领地方学会能

力提升”决策咨询课题研究项目之

一，计划建立起医院-中心-协会为

基础的肿瘤登记报告系统，利用癌症

中心和协会组织，把医院的经验和模

式在全省推广，协助省卫计委和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有效开展肿瘤登记工

作，为全省肿瘤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四、开展基层志愿服务活
动，宣传抗癌知识

江西省肿瘤医院于2011年5月，

成立了志愿服务部，下属8个志愿服

务分队，其中包含了党员志愿服务

队、青年志愿服务队、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志愿者医院服务队等，服务内

容主要包括义诊、捐款捐物和义务献

血等。2014年，结合医院工作实际，

提出开展“百县千乡健康行”——党

员志愿服务奉献周活动，拓宽志愿服

务范围，创新志愿服务形式。

2014年启动“百县千乡健康

行”活动以来，先后组织志愿者奔

赴省内17个县市，167个乡镇，开展

义诊咨询13405人次、测量血糖血压

17600人次，发放《关爱生命、科学

息的收集方法，也是肿瘤防控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肿瘤登记工作也越来

越受到我国卫生部门的重视。2013

年，应省卫计委要求，江西省肿瘤医

院特聘李克教授来院指导肿瘤登记随

访工作。医院联合软件公司，利用医

院现代化信息化管理系统，按照肿瘤

报告系统的专业要求，专门开发肿瘤

登记报告软件，直接从现有的HIS和

电子病历信息系统大数据中自动抓取

肿瘤登记所需信息，节约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同时还能有效避免病例的漏

百县千乡健康行

行业动态
Latest Events of C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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