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医会〔2022〕386 号

关于召开 2022 年 POST-SABCS 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国际会议会后会

暨 2022 年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学青年学术研讨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为培养乳腺病专业青年医生，提高人才队伍诊疗水平，推动乳腺疾病

研究。我会定于 2022 年 12 月 23-24 日在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举办 2022 年

POST-SABCS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国际会议会后会暨2022年广东省医学会乳腺

病学青年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作专题演讲。会议将采

用会前网上预约报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详细操作流程见附件 1）。

本次会议由广东省医学会主办，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青年委员

会承办，广东省人民医院协办。现将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专题报告、专题讨论等（会议议程详见附件 2）。

二、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23—24 日。23 日 08：00-20：30 及 24

日 08:00-12:00 报到；23 日 14:00-24 日 18:00 开会，24 日晚撤离。

三、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 广州粤海喜来登酒店，酒

店总机：020-6668 8888。

四、参会对象：乳腺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乳腺科、普外科、肿瘤科医

务工作人员等。欢迎从事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医务人员参加。

五、收费标准：会议统一安排食宿，费用回单位报销。

六、会期其它会议信息：会期召开乳腺病学分会全体青年委员会议，

请各位青年委员务必参加，请各青年委员组织好本地区人员参加（具体内

容另见通知）。



七、联系方式：

1、广东省医学会学术管理与组织管理部 庞莹 020-81845763。2、广

东省人民医院乳腺肿瘤科 杨辞秋 13602493576。

有关会议最新消息欢迎浏览广东省医学会网站：www.gdma.cc。

备注：会议疫情防控要求，根据具体情况，以届时政府有关部门的通

知为准。

附件：1、会议报名流程

2、会议初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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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报名流程及参会须知

报名流程

1、所有参会代表均需提前登录会议官网注册报名。

2、会前一周登陆会议官网确定参会。

3、会议现场报到处出示注册码及穗康码（或粤康码、平安白云，有其中一

码即可）报到。

参会须知

1、参会代表进入会议酒店都必须佩戴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体温异常者（≥

37.3℃）不允许进入。

2、参会代表与会过程中需全程佩戴代表证，凭证进入会场。人流高峰时期，

大会将通过管控分流等措施减少同时进入会场的客人数，请遵守会务组现场安排。

3、参会代表与会期间必须佩戴口罩，活动间隔1米以上。

4、会议期间请勿进行聚集性用餐，参会代表取餐后请尽可能回房用餐或在

用餐区与人间隔1.5米以上的距离用餐，餐食方可摘脱口罩，就餐后离开座位必

须戴口罩。

5、会议期间住宿不进行随机拼房安排。

6、会议期间请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附件 2： 2022 年 12 月 23 日 下午

时间 内容 讲者

14:00-14:10 主席致辞

王坤 邵

志敏 吴

炅

主持：王坤

14:10-14:25
三阴型乳腺癌复旦分型和精准治疗

未来（FUTURE）可期
邵志敏

14：25-14:35 讨论嘉宾：龚畅 李杰 汪颖 张远起

主持：王树森

14:35-14:50 2021 版 CBCS 乳房重建共识更新解读 吴炅

14:50-15:00 讨论嘉宾：曹茵 孙恒文 庞丹梅 于亮

主持：王先明

15:00-15:15 HER2 阳性乳腺癌晚期治疗策略 王中华

15:15-15:25 讨论嘉宾：毕锡文 刘洁琼 彭培建 王宁霞 徐飚

主持：刘仁斌

15:25-15:40 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后病理评估 水若鸿

15:40-15:50 讨论嘉宾： 李海燕 吴畏 徐方平 杨宁

主持：吴智勇

15:50-16:05 Her2 阳性早期乳腺癌多临床决策点 王曦

16:05-16:15 讨论嘉宾：邱庆文 王佳妮 韦尉东



（专家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拼音顺序）

2022 年 12 月 24 日 上午

主持：王坤

16:1:5-16：30 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工作会议 张刘璐

讨论：宾莲洁 陈欣欣 董建宇 冯铎 何广宁 胡泓 胡小戊 黄迪 黄

宇康 李珍 林宝行 林思园 刘璇 龙天柱 吕荣钊 曲少华 童刚领

吴畏 王佳妮 王永南 吴俊东 许锐 徐方平 于亮 叶熹罡 叶志东

周婕 张远起

16:30-16:40 总结及合影 王坤

时间 内容 讲者

07:30-08:00 签到

08:00-08:20 开幕式 领导致辞
王坤 刘

强

主持：吕伟明

08:20-08:40 2022 SABCS 乳腺癌局部治疗年度进展 张安秦

08:40-08:55 主题讨论：哪些外科技术是未来发展方向 讨论主

持：林颖讨论嘉宾： 戴燕 欧阳杰 徐旺 叶国麟 曾子君

主持：李洪胜

08:55-09:15 2022 SABCS 乳腺癌新辅助及辅助治疗年度进展 陈前军



09:15-09:30 主题讨论：哪些临床研究会改变我们的临床实践 讨论主

持：马宏

民
讨论嘉宾：刘春玲 王宏武 徐向东 周丹

主持：黄勇

09:30-09:50 肿瘤药敏研究进展 邓初夏

09:50-10:05 主题讨论：哪些临床研究会改变我们的临床实践 讨论主

持：史艳

侠
讨论嘉宾： 胡泓 刘瑞磊 饶南燕 单臻

主持：王红胜

10:05-10:25 RNA 甲基化在肿瘤中的应用进展 何川

10:25-10:35 讨论嘉宾： 何川 骆观正 吉斐 赵锴

讨论主

持：骆观

正

主持： 姚和瑞

10:35-10:55 HR+HER2-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格局 徐菲

10:55-11:10 讨论嘉宾：黄梅 夏雯 许锐 叶志东 张赟建
讨论主

持：赵俐

主持：周冬仙

11:10-11:30 2022 SABCS 乳腺癌晚期治疗年度进展 彭培建

11:30-11:45 主题讨论：哪些临床研究会改变我们的临床实践 讨论主

持：张清讨论嘉宾： 洪若熙 姚成才 叶熹罡 叶锋 杨兰

11:45-11:50 合影



（专家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拼音顺序）

2022 年 12 月 24 日 下午

（专家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拼音顺序）

时间 内容 讲者

主持：王坤

14:30-14:50 多组学在临床中的应用 王吉光

14:50-15:10 讨论嘉宾：陈贤哲 雷楚茜 李洁清 沈博 许嫒淇 郑星星 庄晓生

15:10-15:30
PET/MR 多模态分子影像在乳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早期疗效评价

中的临床价值
王淑侠

15:30-15:50 讨论嘉宾： 程敏怡 陈媛琪 林宇凤 孙涛涛 邹佳晨 张刘璐

15:50-16:10 影像组学的现状及未来 刘振宇

16:10-16:30 讨论嘉宾：黄育鸿 李巍 杨辞秋 张俊升 张霆锋 张刘璐

16:30-16:50 影像组学的研究进展 刘再毅

16:50-17:10 讨论嘉宾：高红飞 李伟萍 林颖怡 潘威君 杨梅 张翼 朱腾

17:10-17:20 总结 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