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分便函[2017] 52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第八届中国乳腺病（广州）论坛暨 2017 年乳腺癌峰会 

暨早期乳腺癌精准诊疗进展学习班 2017-04-01-357(国) 

暨乳房保健综合治疗学习班 2017-04-01-388(国) 

第二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同仁： 

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主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

保健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妇幼保健

院承办的第八届中国乳腺病（广州）论坛（China Breast Disease Symposium，CBDS）

暨早期乳腺癌精准诊疗进展学习班（2017-04-01-357(国)）拟定于2017年8月18-19

日在美丽的花城广州隆重举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主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二、 承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三、 协办单位 

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四、 会议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7 年 8 月 18-19 日 

地点：中国广州（广州市珠江宾馆） 

五、 会务事宜 

（1）会务联系人：连臻强（13719301430）；杨剑敏（13422265575）；韩旎

（13434156210）； 

（2）报到时间：2017 年 8 月 18 日 09:00-22:00（珠江宾馆酒店大堂） 

（3）会议时间：2017 年 8 月 18—19 日  

（4）会务费收费标准：900 元/人（含资料和餐费）；住宿费: 单间 460 元/间/

天；标双 400 元/间/天；200 元/床/天 

（5）回执请寄：E-mail: cbds2017@163.com;  或 邮寄：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

521 号、523 号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 连臻强收，邮编：511442 

为更好开展乳腺疾病的防治工作，促进各省市地区乳腺专科的建设及学术

交流合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CMCHA-CBH)每年定期举办

“中国乳腺病论坛”，努力将本论坛打造成全国乳腺专业有影响力的学术论坛。

本年度第八届中国乳腺病（广州）论坛暨早期乳腺癌精准诊疗进展学习班以乳

腺疾病的防治为主要内容，大会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专题讲演，内容包

括乳腺疾病筛查与诊断、乳腺疾病病理研究进展、乳房保健综合治疗进展、乳

腺癌精准医学与综合治疗、乳腺整形外科技术研究及临床应用、乳腺炎症疾病

的研究进展、中青年论文演讲等。本次大会设有大会论坛、乳腺病理分论坛、

乳腺影像学分论坛、青年委员会分论坛、护理分论坛，众多知名专家将与参会

代表作面对面的学术讨论和交流。 

诚挚欢迎全国各地同道参加第八届中国乳腺病（广州）论坛（CBDS）暨早

期乳腺癌精准诊疗进展学习班，为提高乳腺疾病防治研究工作的水平尽自己的

一份努力，让我们 8 月相聚广州！ 



 

附件：1  会议日程 

2  参会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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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会议日程 

2017-8-18 下午（周五） 

时间 大会报到及继续教育专题 地点 

12:00-22:00 大会报到 大堂 

 乳房保健综合治疗进展学习班(会议中心一楼 1 会议室) 主持 点评嘉宾 

14:00-14:05 领导致辞 张安秦 

14:05-14:25 
乳房保健与乳腺癌一级预防 

张安秦（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王兰 

许焕玲 

杨波 

 

陈秋贵 

史文婷 

方霭玲 

关意英 

14:25-14:45 
中医理论在乳房保健的应用 

方俊（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4:45-15:05 
国际母乳喂养观念 

高海凤（北京市海淀妇幼保健院） 

15:05-15:20 
乳房保健项目治疗乳痛症进展成效 

连臻强（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5:20-15:35 
乳房保健项目标准操作（SOP） 

韩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5:35-15:55 
哺乳期乳腺炎的防止策略 

宁平（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15:55-16:10 
哺乳期乳房管理 

马宏民（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16:10-16:15 茶歇   

16:15-18:00 健康宣讲大赛：（一）   （每人 10 分钟） 主持 评委 

 10 名参赛选手按抽签顺序演讲 韩旎 

林文璇 

张丽娟 

黄丽梅 

陈华锋 

张珊珊 

 青年委员会专场(会议中心一楼 2会议室) 主持 评委 

14:00-16:00 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决赛 

15 名参赛选手按抽签顺序演讲 

 

刘晓安 

高海凤 

 

 

刘庆仪 

冯锐 

王恩礼 

朱大江 



余文洁 

16:00-17:30 中青年微创手术视频演示 

乳腺真空辅助微创活检术—贵州省妇幼保健院团队   

乳腺癌保乳+前哨淋巴结活检—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团队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张彦武 

冯爱强 

薛明兴 

 

18:00-19:00 晚餐  

19:30-20:3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常委扩大会议 

 

2017-8-19 上午（周六）  

主会场（会议中心一楼大礼堂）     

时间 内 容 主持 

8:00~8:30 大会开幕式   张安秦 

 
大会报告 1 

 

8:30-8:50 中国遗传性乳腺癌多中心研究报告 

姜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段学宁 

唐金海 

王本忠 

 

8:50-9:10 2016 中国乳腺癌临床研究重要年度进展     

王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9:10-9:30 医疗大数据：提高医疗实践的机遇与挑战 

刘建康（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Havard University） 

9:30-9:50 乳腺癌高危人群风险防控---得与失的思考 

余之刚（山东大学附二院） 

 9：50-10：10 基层医院乳腺手术存在的问题 

崔树德（河南省肿瘤医院） 

10：10-10:30 讨论 茶歇 

讨论嘉宾： 薛付忠 王曦 曹亚丽、毛大华  

 
大会报告 2 主持 

10:30-10:50 医学人工智能时代的精准诊疗 

王颀（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左文述 

宣立学 

马祥君 10:50-11:10 乳腺疾病物理诊疗的研究进展 

王水（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11:10-11:30 区域淋巴结的外科处理 

沈坤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1:30-11:50 AJCC8 下的乳腺癌诊治临床实践 

曹旭晨（天津肿瘤医院） 

11:50-12:10 讨论 茶歇 

讨论嘉宾：杨红健 何建军 王坤 杨越  

 

 

  

2017-8-19 下午（周六）  

乳腺癌峰会（会议中心一楼大礼堂）  

时间 内 容   

 
局部治疗专题 主持 讨论嘉宾 

14:00-14:20 年轻乳腺癌治疗面临的挑战与对应策略 

吴克瑾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刘晓安  

陆肖玮 

龙景培 

于德利 

邵杰 

杨清峰 

王昕 

刘 安 

何奇 

14:20-14:40 乳房肿瘤整形的理论与实践 

冯锐（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14:40-15:00 如何面对妊娠期乳腺癌 

张安秦（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5:00-15:20 术中 X 线成像系统在乳腺癌外科治疗中的应用 

龚  畅（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医院） 
 

15:20-15:35 讨论 茶歇 

15:35-15:45 乳腺影像诊断网上培训系统上线仪式 主持：王颀 

 
个体化诊疗专题 主持 讨论嘉宾 

15:45-16:05 肿瘤突变负荷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疗效预测中的作用 

李文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黄晓曦 

马秀芬 

孙梅 

袁中玉 

姚和瑞 

李新宁 

李占文 

陈杏初 

薛峰 

 

16:05-16:25 内分泌治疗耐药后的临床处理策略 

王树森（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25-16:45 药物基因组学在乳腺癌化疗的应用 

林颖（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45-17:05 乳腺癌脑转移的诊治策略 

蔡林波（广州三九脑科医院） 

17:05-17:20 讨论 茶歇 

 
乳腺良性疾病专题 主持 讨论嘉宾 

17:20-17:40 肉芽肿性乳腺炎的精准诊疗 

连臻强（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宁平 

薛明兴 

刘玉献 

王俊鹏 

魏文锋 

顾岳山 

17:40-18:00 乳腺良性疾病的微创治疗 

刘蜀（贵州省妇幼保健院） 

18:00-18:10 讨论 



2017-8-19 下午（周六）  

乳腺影像分论坛（会议中心二楼 4会议室） 

 
乳腺影像技术进展 主持 

14:00-14:30 乳腺影像新技术及应用前景    

顾雅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马小燕 

赖华 

14:30-15:00 超声对乳腺肿瘤淋巴结的评估进展    

詹维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00-15:30 乳腺磁共振诊断及新技术   

18：10-18:40 大会颁奖、闭幕式 马祥君 

 

2017-8-19 下午（周六）  

乳腺病理分论坛（会议中心一楼 2会议室） 

 
乳腺肿瘤诊断  主持 讨论嘉宾 

14:00-14:30 乳腺叶状肿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丁华野（北京军区总医院） 

陈壬寅 

张和平 

 

胡俊波  

张宴  

王爱春 

 

14:30-15:00 病理诊断在乳腺癌精准医学时代下的作用 

付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5:00-15:30 乳腺前哨淋巴结的病理诊断 

魏兵（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30-15:45 讨论、茶歇 

 
新技术的应用 主持 讨论嘉宾 

15:45-16:05 液体活检在乳腺癌精准医疗中的应用 

郜红艺（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王聪  

汤红平 

李惠  

郑良楷  

华平 16:05-16:25 三维立体培养法化疗药物敏感性检测在乳腺个体化治疗中的应

用及研究 

谷峰（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6:25-16:35 讨论、茶歇 

 
乳腺病理讨论 主持 讨论嘉宾 

16:35-18:15 （按抽签顺序，每人 7 分钟） 

胡俊波 张宴 汤红平 施全 王聪 雷冬梅 杨海涛 陈壬寅 华平 

张和平 王爱春 李惠 郑良楷 石清芳 

 

施全   

杨海涛 

丁华野 

付丽 

魏兵 

雷冬梅 

石清芳 

18:15-18:30 会议小结 郜红艺 



刘佩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5:30-16:00 ABUS 远程会诊                   

李安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6:00-16:20 磁共振对乳腺 X 线微钙化的诊断价值     

张嫣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6:20-16:40 乳腺超声征象详解及漏误诊分析     

肖祎炜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6:40-17:00 超声光散射成像技术在早期乳腺癌筛查与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韩晓蓉（成都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乳腺影像疑难病例讨论 主持 

17:00-18:00 讨论 2 个病例，每个病例讨论 30 分钟 

 

讨论嘉宾： 

赖华, 林剑军, 刘鸿圣, 康敏/ 乳腺放射 

 

侯莉, 高梦云, 卢丽娟, 谢文杰/乳腺超声 

张嫣  

肖祎炜  

2017-8-19 下午（周六）  

乳腺护理分论坛（会议中心一楼 1 会议室） 

     
乳腺护理论坛 主 持 

14:00-14:05 领导致辞                                             韩 旎 

14:05-15:00 讲题一：徒手淋巴水肿引流手法详解 

讲题二：简易淋巴水肿引流理论               

黄广合（香港淋巴护理协会）   

王 蓓、钟春嫦 

15:00-15:20 分级心理护理在淋巴水肿治疗期间的护理   

王莉莉（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15:20-15:40 乳腺专科护士---瑞金模式    

张  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刘迎红、姚雪英 

15:40-16:00 乳腺专科个案管理师---中山二院模式      

李  倩（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医院）                

16:00-16:10 茶歇 

16:10-16:50 替身技术-打开病患内心的心灵钥匙   

于东辉（广州心海榕心理团队）                

南 华  余雪纷 

16:50-17:10 中心静脉置管血栓的处理共识 

范育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17:10-17:30 妊娠期乳腺癌专科护理特点                  

韩  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曾凡华  何佩语 



17:30-17:50 中医辩证法在乳腺专科护理的运用 

吴加花（广东省中医院）           

17:50-18:00 会议小结 王 蓓 

 

 

  



附件 2 报名方式 

1.线上报名 

长按/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会议报名系统， 

查看会议资讯，进行会议互动 

 

技术支持：云医会-专业服务医学会议的会务系统 

 

2.邮件报名 

回执邮箱：E-mail: cbds2017@163.com;   

或 邮寄：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 521号、523号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科 

收件人：连臻强，联系电话：13719301430，邮编：511442 ； 

第八届中国乳腺病（广州）论坛暨 2017 年乳腺癌峰会（回执） 

姓名  性别  职称/职务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住宿 是     否 备注  

 



交通指引 

 

珠江宾馆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 2 号珠江宾馆 

机场路线： 

出租车： 

乘坐出租车，共行驶 30.3 公里，费用约 88 元。注意：信息仅供参考，不可作为

支付依据，本费用中不含过路费和过桥费，塞车等因素可能使费用显著增加。 

往：从白云机场出发大厅走约 70 米到地铁机场南站出入口乘坐地铁三号线北延

段（坐 10 站）到广州东站转乘地铁一号线（坐 3 站），到地铁杨箕站转乘地铁

五号线（坐 1 站），到地铁五羊邨站 D 出入口下。走约 480 米到珠江宾馆(寺右

一马路)。 

返：从珠江宾馆(寺右一马路)走约 480 米到五羊邨站 D 出入口乘坐 地铁五号线

（坐 1 站）到地铁珠江新城站，转乘地铁三号线（坐 1 站）到地铁体育西路站，

转乘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坐 12 站）到地铁机场南站出入口下。往后走约 70 米

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