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辞

金风送爽，秋色宜人，由重庆市医学会肿瘤学专委会乳腺癌学组主办，重庆

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西部乳腺肿瘤专科联盟、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承办的

的 2019 西部乳腺癌巴渝论坛—山城论道，将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2019 年 12

月 01 日在美丽的山水之都重庆隆重召开。

本次大会主题为“专科特色、共谋发展”，将邀请中外知名的乳腺癌专家、

学者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肿瘤学界精英共聚重庆，通过主旨报告、辩论研讨、名家

手术示范等多种形式，包括乳腺肿瘤内科专场：11 月 29 日下午由中国医学科学

院附属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引领国内外知名中青年学者，围绕乳腺癌内科治疗

（抗 HER2 治疗专场、化学治疗专场、内分泌治疗专场）有争议话题进行辩论以

及病例或问题引导深入研讨。乳腺肿瘤外科及综合治疗专场：11 月 30 日上午由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领衔的国内外知名乳腺学界大咖针对乳腺肿

瘤外科诊治进展、保乳、前哨淋巴结活检（SLN）以及新辅助治疗、转化医学、

乳腺癌 MDT、乳腺肿瘤专科建设等方面做详细报告。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专场：

11月30日下午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董佳生教授、德国Mahdi

Rezai 教授、意大利 Carlo Mariotti 教授等围绕国内外关于乳腺癌术后乳房重

建做专题汇报。12 月 01 日（全天）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 炅教授及多名

专家手术演示，现场答疑解惑。本次大会围绕乳腺癌化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

疗等内科治疗，乳腺癌外科规范性和未来趋势，新辅助治疗难点、乳腺癌 MDT

模式经验分享、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等热点领域，展开广泛交流与研讨。旨在推

广国内外乳腺癌最新研究成果，搭建区域性、国际性交流合作平台，提高西部乳

腺癌诊治水平。

时光荏苒，自 1989 年在重庆地区率先开展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到 1999 年

乳腺科正式成立，我们一路走来，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不断发展成长。在重庆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中心成立 20 周年之际，我们诚挚邀请各位专家同道

山城论道，我们将竭诚为与会同仁奉献一场汲取知识营养，拓展学术视野的饕餮

盛宴。
重庆市医学会肿瘤学专委会乳腺癌学组

重庆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

西部乳腺肿瘤专科联盟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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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名誉主席

张斌 教授 吴凯南 教授 杨家祥 教授

大会主席

邵志敏 教授 任国胜 教授 徐兵河 教授 吴 炅 教授 董佳生 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

曾晓华 教授



学术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旭晨，曹 勇，陈佳艺，陈占红，陈德滇，陈 莉，董佳生，范 蕾，何建军

何渝军，黄 建，胡 震，蒋世曦，金 锋，江一舟，廖 宁，厉红元，李南林

李俊杰，李 卉，柳光宇，刘胜春，刘真真，刘新兰，刘仁斌，刘 莺，刘德权

刘晓渝，吕 青，罗 婷，罗 静，罗 茜，马 飞，莫钦国，毛大华，聂建云

欧阳取长，齐晓伟，任国胜，任 予，邵志敏，宋传贵，盛 湲，唐 鹏，佟仲生

吴凯南，吴 炅，吴永忠，吴新红，王永胜，王树森，王 殊，王 涛，王 翔

王海波，王 昕，王 颀，王先明，王 颖，王梦远，徐兵河，徐发良，徐 琰

鄢 希，余科达，袁 芃，杨碎胜，杨 瑾，杨新华，印国兵，张 斌，张 瑾

张 频，张 毅，曾晓华，曾 健，郑晓东，周 宪，周 鑫

Carlo Mariotti（意大利），Mahdi Rezai（德国）

组织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蔡平勇，陈 斌，陈 鹏，陈 曦，陈若飞，程学军，程科蔚，邓克波，范原铭

冯玉洁，何素芬，何 明，黄 涛，蒋世曦，赖 利，李 涛，李 杰，李 芳

李 昱，刘传永，刘永寿，刘碧建，刘学银，刘道生，刘恩强，刘华文，梁万明

梁国洪，吕俊坤，吕 坤，罗 璇，凌 云，明 佳，马双慰，庞 勇，秦尚学

任洪波，冉双华，冉广汉，唐小娟，唐乐辉，田映国，谭金祥，吴立然，汪先忠

魏 刚，王毓彬，王华强，王 建，肖 觉，向江明，谢雨芹，徐继刚，徐有富

徐 荣，徐绍强，熊 林，余志清，于长江，姚 彪，杨寓林，赵景峰，张久权

张国尧，张永刚，张 帆，张 涛，张志琼，张好春，张勇刚，邹翰林，朱宁生

朱冬林，朱 莎，郑光前，郑 科，曾咏梅，周 伟



`

会议日程

20 1 9 西部乳腺癌巴渝论坛—山城论道
暨西部乳腺肿瘤专科联盟学术年会----乳腺肿瘤内科专场

11月 29日（14:00-17:30）
大会主席：徐兵河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曾晓华教授

Section1:特邀专家讲座：徐兵河教授

Section2:抗 HER2治疗专场

Section3:化学治疗专场

Section4:内分泌治疗专场

Section5:大会主席徐兵河教授总结

20 1 9 西部乳腺癌巴渝论坛—山城论道
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中心成立 20周年庆典

暨重庆市医学会肿瘤学专委会乳腺癌学组年会

11月 30日（08:30-14:00）
大会主席：邵志敏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曾晓华教授

Section1:外科主旨报告专场

Section2:新辅助和辅助治疗专场

Section3:乳腺癌MDT与学科建设专场

Section4:转化医学及乳腺外科技能专场

Section5:大会主席邵志敏教授总结



会议日程

20 1 9 西部乳腺癌巴渝论坛—山城论道
暨西部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之光

11月 30日 14:00-12月 01日（全天）

大会主席：吴 炅 教授 董佳生 教授 大会执行主席：曾晓华教授

11月 30日 14:00-17:30

Section1:乳房重建理论专场

Section2:董佳生教授总结

12月 01日（全天）

Section1:名家手术演示专场：二期 DIEP乳房重建、乳房假体

重建、二期乳房重建后改型、二期乳头再造、扩张器置换假体

Section2：大会主席吴炅教授总结



会议地址

会议地点：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学术楼 国际学术会议厅

会场路线指南

1) 江北国际机场—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全程 32 公里

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10号线—轨道交通环线—轨道交通 1号线；约 1小时 39 分钟，费用 9元

出租车：约 46分钟,费用 76元

2) 重庆北站南广场—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全程 17 公里

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环线—轨道交通 1号线；约 1小时 1分钟，费用 6元

出租车：约 32分钟,费用 39元

3) 重庆北站北广场—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全程 18 公里

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10号线—轨道交通环线—轨道交通 1号线；约 1小时 11 分钟，费用 4元

出租车：约 32分钟,费用 41元

4) 重庆西站—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全程 10 公里

公共交通：843 路/302 路—224 路；约 1小时 13 分钟，费用 4 元

出租车：约 42分钟,费用 26元



会务安排

酒店住宿

为了您能如期参加活动，会务组将协助预定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酒店，住宿费用自理。

住宿酒店：重庆融汇丽笙酒店（重庆市沙坪坝区汇泉路 8号）

温馨提示:会议期间大会将在固定时间安排车辆往返酒店与会场之间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融汇丽笙酒店:全程约 6公里



大会组委会

地址：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外科楼 16楼（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181号）

Email ：www.cqbcc181@126.com

联系人：蒋小丽：15178784618 张欢：13436153563

邓永春：18523350615 吴静：17784758770

会议注册

注册方式及费用：现场注册，800元人民币

事项说明：

1、 注册费用包括 2019年 11月 29日至 2019年 12月 1日自助早餐、午间会场简餐、自助

晚餐、茶歇，并且可以获得会议资料包。

2、 注册费不包含交通费和酒店住宿。

3、 团队注册（5人及以上）可直接和组委会联系人联系。

4、 需要会议个人邀请函者，请将单位名称和参会人员姓名及联系方式发送至

www.cqbcc181@126.com，组委会秘书会将个人邀请函（PDF版本）回复至发件邮箱。

5、 参会代表将获得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