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珠江呼吸论坛
暨第十三届支气管镜诊疗高级研讨班

/第二十四届支气管镜诊治技术和新进展

/第六届晚期肺癌及其特殊人群的优化治疗与全程管理学习班

12 月 11 日
8:30-8:45 领导致辞 主持：唐纯丽

8:45-10:35 主持： 陈愉、钟长镐

8:45-9:15 呼吸介入新技术 李时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15-9:45 内科胸腔镜的临床应用 廖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45-10:10 APC、高频电刀技术要点 陈 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10-10:35 气道导航技术 钟长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35-10:45 茶歇

10:45-12:30 主持：唐纯丽、陈小波

10:45-11:10 冷冻技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应用 刘 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10-11:35 冷冻活检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 陈小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35-12:00 气道介入并发症及处理 唐纯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00-12:25 气道介入诊疗的麻醉及监测 卢丽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25-12:50 爱尔博呼吸介入技术简介 李贵峰 爱尔博

12:30-14:00 午餐

14:30-16:30 主持：唐纯丽

14:30-16:30

手术演示：

（1） 冷融/冻切/冷冻活检-- CRYO2

（2） 肿瘤消融：APC/海博 APC、圈套、

电刀

（3） 海博刀胸膜活检

李时悦

陈 愉

钟长镐

唐纯丽

陈小波

周子青

麻醉：卢丽

雅

护理：何 颖

伍惠仪

许晓婷

杨连跃

萧伟权

胡怡青

16:30-16：45
冷冻肺活检和支气管镜结核冷冻治疗病

例分享
孔晋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45-17:00 肺癌介入治疗病例分享 董 文 海南省肿瘤医院

17:00-17:15 内镜介入技术在呼吸重症应用病例分享 易震南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

17:15-17:50 病例讨论

李时悦

陈 愉

钟长镐

唐纯丽

陈小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 月 12 日上午

（3 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8:30-8:45 开幕式致辞：钟南山院士、李时悦院长 主持：秦茵茵

8:45-9:00 嘉宾合照 主持：秦茵茵

肺癌综合治疗的新进展

主持：欧阳铭、周承志、秦茵茵（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00-9:20 肺结节诊治新进展 白春学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

9:20-9:40 肺癌的气道介入诊断进展 李时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9:40-10:00 肺周围病灶的内镜诊断策略（视频）
Hideo

Saka
日本松波综合病院

10:00-10:20 肺癌的靶向治疗大格局（视频） 周彩存 上海市肺科医院

10:20-10:40 重症肺癌诊疗进展 周承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茶 歇

主持：于化鹏(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李建国（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顾莹莹（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40-11:00 肺癌围手术期靶向治疗及思考。 何勇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

坪医院

11:00-11:20 ALK的全程管理 张艰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

院

11:20-11:40 肺癌分子检测与临床应用 王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

11:40-12:00 驱动基因阳性的晚期 NSCLC TKI的联合治疗策略 周燕斌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



（视频） 院

12:00-12:05 总 结 秦茵茵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专题报告（12:10-13:30）（3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主持：刘来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林心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2:10-12:30 晚期 NSCLC患者化疗联合免疫的新前景 秦茵茵

12:30-12:50
气道内穿刺针的发展及新一代穿刺针特点（视频） Dr Masahide Oki（日

本）

12:50-13:10 免疫抑制剂治疗在驱动基因突变 NSCLC患者中的机会与挑战 黄俊

13:10-13:30 肺癌免疫治疗现状及展望 （视频） 朱波

肿瘤分会场

分会场（一）肺癌免疫治疗-头脑风暴

（3 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主席：周承志 秦茵茵（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0-14:10 开场致辞： 张挪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林军（吴阶平基金会主任）

免疫基础篇

14:10-15:10 主持：张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柯尊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10-14:25 类器官研究之微环境与免疫治疗 熊尧 信达生物

14:25-14:40
现有免疫单抗机制与临床：PDL1、PD1 及

CTLA4之异同解读
任胜祥 上海肺科医院

14:40-14:55 未来新抗体：NSCLC免疫治疗临床研究进展 方文峰 中山肿瘤医院

14:55-15:10

讨论

引导：何勇（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嘉宾：陈涛、刘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早期肺癌篇

15:10-16:10 主持：林劼（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荣福（南方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15:10-15:25 高危肺结节：免疫治疗现状与争议。 梁文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5:25-15:40 肺癌患者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现状及展望。 钟文昭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40-15:55 局部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共识与争论。 褚倩
华中科技附属同济医

院

15:55-16:10

讨论
引导：胡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嘉宾：张亚雷、孙健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晚期肺癌篇

16:10-17:10 主持：胡毅（解放军总医院）、李伟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16:10-16:25 晚期 NSCLC免疫联合治疗的现状及展望 王慧娟 河南省肿瘤医院

16:25-16:40 驱动基因阳性患者免疫治疗：何去何从？ 林根 福建省肿瘤医院

16:40-16:55 免疫超进展、耐药研究现状及对策。 蔡修宇 中山肿瘤医院

16:55-17:10

讨论

引导：邬麟（湖南省肿瘤医院）

嘉宾：樊慧珍(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胡家柱（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17:10-17:20 总结： 周承志、秦茵茵（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分会场（二）肺癌的抗血管治疗-勇往直前

（3 楼会议中心西江厅）

分会场主席：欧阳铭（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0-14:05 致词

主持：程远雄（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吴健（广东省人民医院）、孙瑞琳（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

14:05-14:25 小分子抗血管靶向药物的崛起与进展 吴迪 深圳市人民医院

14:25-14:45 抗血管联合靶向治疗的新进展 张海波 广东省中医院

14:45-15:05 抗血管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进展 刘来昱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

15:05-15:25 抗血管生成治疗一线联合化疗：共识与争议 秦茵茵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5:25-15:50 讨论嘉宾：刘春丽（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茶歇

主持：高平（广东省人民医院）、魏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6:20 病例 1 TKI 后的间质肺如何处理 林心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6:20-16:40 讨论嘉宾：要国华、邱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0-17:00 病例 2 如何对付免疫性肺炎 谢晓鸿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7:00-17:20 讨论嘉宾：汪金林、李四香（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20-17:30 总结 黎教武（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分会场（三）肺癌的靶向及基因检测-再创辉煌

（3 楼会议中心北江厅）

分会场主席：黎教武（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14:00-14:05 致词

主持：陈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阳隽（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林勇平（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05-14:25 基因检测在肺癌全程管理中的应用 刘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14:25-14:45 NGS 指导在临床免疫治疗中的价值 李伟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

战区总医院

14:45-15:05 ALK 新进展 唐可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5-15:25 三代同堂--精准先行 徐崇锐 广东省人民医院

15:25-15:50 讨论嘉宾：谢晓鸿、杨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50-16:00 茶歇

主持：陈新（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谢展鸿（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6:20 病例 1 ALK 突变的选择 郭伟洪 中山市人民医院

16:20-16:35 讨论嘉宾：秦海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史亚鹏（中山陈星海医院）

16:35-16:55 病例 2 如何运用基因检测解决临床问题 杨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6:55-17:10 讨论嘉宾：万明辉、郭炳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10-17:15 总结：黎教武（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专家 AB 会（3 楼会议中心北江厅）

17:45-19：00

17:45-17:50 开场致词 周承志



17:50-18:05 靶向联合抗血管治疗模式下 EGFR-TKI 优化选择 讲者 1

18:05-18:20 圆桌讨论

18:20-18:35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在肺癌靶向/免疫治

疗应用的新机遇探讨
讲者 2

18:35-18:50 圆桌讨论

18:50-19:00 会议总结 周承志

介入分会场

（2 楼荷苑厅）

主持： 唐纯丽 孔晋亮

14:00-14:20 气道介入适宜技术 李时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硅酮支架置入要点及临床应用 陈 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0-15:00 气道异物摘取的各种技术要点 陈小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20 经典 TBNA 和 EBUS-TBNA 技术要点 唐纯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20-15:40 光动力疗法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 待定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16:00 内科胸腔镜临床应用 廖槐 中山一院

16:00-16:30 卫星会（奥林巴斯） 主持：李时悦

新型超细支气管镜临床应用 唐纯丽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30-17:00 卫星会（富士） 主持：

待定 钟长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0 年 Broncus 中青年医师学院病例大赛

主持：待定

16:00-16:20 病例 1 待定

16:20-16:40 病例 2 待定

16:40-17:00 病例 3 待定

17:00-17:20 病例 4 待定

17:20-17:30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