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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Welcome speech

大会主席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樊代明

执行主席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党委书记

武少新

执行主席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院长

广东省抗癌协会理事长 
徐瑞华

昂首凌云迎旭日，云山珠水共逍遥。
中国肿瘤学大会以“肿瘤防治，赢在整合”为主题，每届有近100场的主题论坛、大咖
荟萃的主旨报告，云集近40位中外院士、2000位顶尖肿瘤学专家学者。每届皆有新
理念、新智慧，每场都有新资讯、新发现，聚焦的是主流、主题，探讨的是前沿、前瞻，
收获的是智慧、喜悦。 
2020年11月12-15日，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东省抗癌协
会承办，国际抗癌联盟（UICC）、中国整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院协办的2020中国肿瘤
学大会（CCO）将在广州召开。 
本次大会秉承“肿瘤防治，赢在整合”的主题，通过近100个前沿专题，聚焦“基础研
究”：寻找科学问题，厘清研究思路；关注“临床研究”：论道研究感悟，分享创新成果；
推动“成果转化”：搭建沟通桥梁，促进研企合作；开设“新品发布”：发新书（著作）、推
新药（药品）、展新装（器械）；解构“智慧医院”：共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推动
智慧医疗。 
同时，大会将举办系列精彩活动，“百味广府”：尽展南国特色，增进互动交流；“同一
天一起行”健步走：携手肿瘤康复患者，助力抗癌康复事业；“万人科普”：名家开讲，
线上线下给老百姓带来权威、真实、易懂的百场知识盛宴；“全息投影”：重现中国抗
癌之路，点燃抗癌激情。 
江沙一望渺千里，千里亦此一江水。2020CCO，庚子仲秋，相约广州！让我们共享学术
盛宴，畅游智慧蓝海，齐谱抗癌华章！



Organization组织机构

丁     健       马     丁        王     俊        王学浩        卞修武        田志刚        刘志红  
汤钊猷        阮长耿        孙     燕        李大鹏        李兰娟        李兆申        杨宝峰        
杨胜利        吴孟超        邱贵兴        沈洪兵        宋尔卫        张     学        张志愿   
张学敏        陆道培        陈孝平        陈志南        陈赛娟        林东昕        郑树森 
郎景和        赵玉沛        赵国屏        郝希山        钟南山        侯凡凡        顾     瑛  
顾健人        徐建国        曹雪涛        董家鸿        韩雅玲        韩德民        程书钧 
曾益新        甄永苏        谭蔚泓        樊     嘉        魏于全

于金明        王     瑛        王红阳        李     强       张岂凡        季加孚         郝希山        
徐瑞华         郭小毛        詹启敏        赫     捷       樊代明        

顾问委员会

大会主席团

主 席 :

委 员 :

王     瑛        彭望清        曾木圣秘 书 长 :

郝希山

主席团成员 :

名 誉 主 席 : 郝希山
大 会 主 席 : 樊代明

执 行 主 席 : 徐瑞华        武少新



徐瑞华       石远凯       石汉平秘 书 长 :

詹启敏       于金明       王红阳       赫     捷副主任委员 :

主 任 委 员 : 樊代明

学术委员会成员  :

学术委员会

赵文华         黄金娟秘 书 长 :

曾木圣         彭望清       马     骏        何      韵        孙  颖     
刘卓炜         丁朝霞 

副主任委员 :

主 任 委 员 : 王     瑛        徐瑞华        武少新

组织委员会

于凯江       于振涛       王     平       王伟夫       王国年       王春友       王洪武
支修益       卞修武       方文涛       巴     一       邓大君       石汉平       石远凯
叶定伟       田志刚       邢金良       朱宝利       任国胜       刘     红       刘晓红
江     涛       汤永民       孙乐栋       杜     祥       李国辉       李     勇       李     强
杨道科       吴小华       邱录贵       邹英华       沈洪兵       宋现让       张     宁
张志仁       张艳桥       张福君       陆     舜       陆箴琦       陈万青       陈孝平
陈志南       陈忠平       邵志敏       邵荣光       范先群       季加孚       金     洁
周     俭       周     晓       郎锦义       赵     洪       胡夕春       钦伦秀       郜恒骏
姜文奇       洪明晃       秦叔逵       聂勇战       贾英杰       顾     晋       钱朝南
徐兵河       徐国良       徐     波       徐惠绵       高     明       盛修贵       崔大祥
崔书中       彭卫军       彭承宏       葛明华       谢     恬       解云涛       蔡建强
廖     勇       樊     卫       樊赛军



于凯江     于金明     马代远     马胜林     马斌林     王子卫     王东华     王立新
王行环     王     宇     王军海     王国斌     王高仁     王喜艳     毛伟敏     巴彩霞
卢     冰     叶     孟     史安利     史学森     冯继锋     朴浩哲     曲国蕃     乔晓红
任     宁     任国胜     华树成     刘炯宇     刘爱国     刘章锁     孙兴元     折     虹
李占全     李仕武     李春光     李     强     李增明     杨永国     杨国平     杨淑光
连庆泉     肖亚洲     肖志坚     吴世政     吴永忠     邹嘉宾     应敏刚     宋尔卫
宋张骏     张一力     张     伟     张苏展     张国君     张建功     张桓虎     张     辉
张     雷     陆     伟     陆骊工     陈     明     陈学忠     陈振东     陈     震     陈德玉
林士泉     林志程     林桐榆     罗开俭     罗荣城     罗娅红     季加孚     周卫平
庞     达     郑雄伟     单保恩     赵丽岩     赵作伟     赵海平     郝继辉     胡万宁
钭方芳     郞锦义     袁     霞     夏小军     顾建钦     顾     晋     钱立庭     特木尔巴图
徐万海     徐永健     徐志豪     徐国治     徐忠法     徐建立     徐     钧     徐瑞平
高立民     高社干     郭小毛     唐卫中     唐金海     黄云超     黄兴伟     黄科棣
曹     华     崔书中     梁爱斌     蒋士卿     程     颖     裘云庆     赫     捷     谭     晶
谭蔚泓     樊     嘉     燕     翔     戴慧莉     魏少忠 

组委员会成员::  :



01  肿瘤护理
02  肿瘤精准治疗
03  肿瘤影像
04  皮肤肿瘤
05  肺癌
06   妇科肿瘤
07  肿瘤生物治疗
08  肿瘤核医学
09  肿瘤临床化疗
10  肿瘤人工智能
11  放射治疗+ 鼻咽癌
12  肿瘤放射防护
13  医院管理
14  肿瘤内镜学

专业委员会分会场

大会主旨报告涵盖肿瘤基础研究及诊疗手段、内科、外科及综合诊疗四大领
域，全国数百名肿瘤专家经过多轮遴选，角逐产生主旨报告讲者。 

主旨报告

1  院士论坛
2  名家手术专场
3  学科前沿专场
4  科技奖人才奖专场
5  科普大赛
6  青年医师辩论大赛

主题会场

15  小儿肿瘤
16  期刊出版
17  抗癌药物
18  肿瘤标志
19  肿瘤病理
20  血液肿瘤
21  神经肿瘤
22  肿瘤整形外科
23  泌尿男生殖系肿瘤
24  食管癌+纵膈肿瘤
25  肿瘤热疗
26  眼肿瘤
27  整合肿瘤心脏病学
28  中西医整合肿瘤

29  脑胶质瘤
30  血液病转化研究
31  腹膜肿瘤
32  肿瘤与微生态
33  肿瘤微环境
34  纳米肿瘤学
35  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
36  肿瘤超声治疗
37  肿瘤临床检验和伴随诊断
38  肿瘤靶向治疗
39  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
40  肿瘤药物临床研究
41  医学伦理学
42  大肠癌

43  胃癌
44  肝癌
45  胰腺癌
46  胆道肿瘤
47  肿瘤大数据与真实世界研究
48  肿瘤样本整合研究
      +癌症筛查与早诊早治
49  肿瘤代谢
50  肿瘤临床药学
51  肿瘤光动力治疗
52  腔镜与机器人外科
53  肉瘤
54  头颈肿瘤+甲状腺癌
55  肿瘤支持治疗
56  肿瘤传统医学

57  淋巴瘤
58  乳腺癌
59  近距离放疗
60  肿瘤转移
61  肿瘤介入学
62  微创治疗
63  消融治疗
64  肿瘤心理学
65  肿瘤麻醉与镇痛
66  肿瘤营养
67  老年肿瘤
68  整合肿瘤学
69  肿瘤分子医学
70  家族遗传肿瘤
71  肿瘤病因学

72  肿瘤流行病学
73  肿瘤重症医学
74  胃肠间质瘤
75  肿瘤防治科普
76  康复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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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2020年9月30日前：1000元/人（团队注册及CACA会员为900元）。
2020年10月1日～10月31日：1400元/人（团队注册及CACA会员为1300元）。
2020年11月1日以后及现场注册：1600元/人（团队注册及CACA会员为
1500元）。
医学院校学生（含在读硕、博士生）

2020年9月30日前：600元/人（团队注册及CACA会员为500元）。
2020年10月1日～10月31日：800元/人（团队注册及CACA会员为700元）。
2020年11月1日以后及现场注册：1000元/人（团队注册及CACA会员为
900元）。
备注

10人以上方可成团，注册参会代表交通、住宿费一律自理，回单位报销。
注册网址

www.cco2020.org

参会注册

有关事项

为避免大会报到当日过于拥堵，望参会代表尽量在网上注册。
参会代表入住的各级各类酒店信息将发布于大会网站，代表可根据自己的
需求通过网站或电话预订酒店。

联系方式

大会网站    www.cco2020.org
Email    2020CCO@sysucc.org.cn
秘书处   值班手机  13640740382     

                 陈老师  020-87342383      黄老师  020-87343698
财务注册咨询   值班手机  13640740415      招老师  020-87342210
论文组   林老师  020-87345651
招商组   徐老师（药企）  020-87343323      曾老师（设备）  020-87343131转801
                 郑老师（耗材）  020-87343690
学术组   冼老师  020-87343135



2020中国肿瘤学大会
Chinese Conference On Onc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