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妇科肿瘤研讨会
—暨第三届国际妇科及妇科肿瘤微创和综合治疗进展
研讨会（含腹腔镜视频演示）
The 8th Annual Gynecologic Oncology Symposium & Joint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Gynecologic Cancer and Related
Gynecologic Diseases
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编号：2016-05-01-163 （国）
第二轮 通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妇科恶性肿瘤及相关妇科疾病一直以来都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重要原因，在我们妇
产科临床工作中也越发受到重视，随着诊治技术日臻成熟，其发病率及病死率均有显著改
善，然而规范化诊治流程的普及却仍然需要更多努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瘤科集 40 年来临床实践经验，并结合国内外最新学
科进展，在北京外专局重点引智项目资助下拟于 2016 年 11 月 5-7 日举办第八届妇科肿瘤
研讨会—暨第三届国际妇科及妇科肿瘤微创和综合治疗进展研讨会。特邀美国、韩国著名
妇科内镜、化疗及放射肿瘤学专家，以及国内及北京地区著名专家讲学。同时将进行妇科
恶性肿瘤手术转播。
本研讨会主题为妇科及妇科肿瘤相关疾病的微创诊治、个体化及综合治疗新进展，内
容涵盖妇科肿瘤手术、化疗、放射治疗以及并发症处理，并涉及肿瘤相关生殖、内分泌、
器官保护问题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内容覆盖面宽、临床实用性强。包括专家授课、手术视频、腹腔镜及开腹
手术新技术、病例讨论及经验交流、手术观摩等，不仅可以扩宽视野，而且与临床实际衔

接紧密，适合各个级别医院妇产科临床医师和各级护师参加。与会者可获得 2017 年度国家
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6 分。

会议项目：北京市外专局引智项目
合作媒体：中国妇产科在线
会议时间：2016.11.5-11.7

会议免注册费！使用本链接完成网上注册，并且现场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得 2017 年全国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6 分。同
时获得免费午餐及资料，欢迎各位同道踊跃参加。

欢迎各位同道参加，请务必提前注册，以免影响领取午餐卷及相关会议材料

会议地点：北京瑞安宾馆（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 7 号），因该场地要求，必须

携带身份证才能进入会场！！
会议特邀报告专家：
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癌症研究所放疗科副主席

Ning J. Yue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放疗科 Junzo Paul Chino
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研究中心肿瘤科 Stéphanie Gaillard
韩国首尔峨山医院 Dae shik Suh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魏丽惠
协和医科大学 向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王建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刘从容
北京朝阳医院 张震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郭红燕
北京肿瘤医院

高雨农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山东省肿瘤医院

童晓文

盛修贵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刘禄斌
北京妇产医院 王建东
北京妇产医院 代荫梅
北京妇产医院 吴玉梅
北京妇产医院 段微
北京妇产医院 孔为民
北京妇产医院 苏莉
北京妇产医院 苗劲蔚
北京妇产医院 赵群
北京妇产医院 徐小红
北京妇产医院 王雁
北京妇产医院 杨淑丽
北京妇产医院

朱丽红

吴小华

会 议 日 程

日期：2016-11-5 周六 地点：北京瑞安宾馆 四层多功能厅
8:30～12:00

主持人：

吴玉梅

苗劲蔚

8:30～8:40

开幕式

8:40～10:30

妇科肿瘤微创手术技巧最新进展

特邀报告：Dae shik Suh
韩国首尔峨山大学医学院

10:30～11:30

妇科肿瘤近距离治疗--物理、生物学观点和 ABS

特邀报告：Ning J. Yue

推荐指南
新泽西州立罗格斯癌症研究所
11:30～12:00

软引导前盆底重建技术及双侧骶棘韧带网片固

刘禄斌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定技术
12:00～12:30

FIGO-2015 滋养细胞肿瘤指南更新及相关进展

向

阳

北京协和医院

12:30～12:50

妊娠合并妇科恶性肿瘤化疗

吴玉梅

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50～13:30

午
孔为民

餐

13:30～17:00

主持人：

朱丽红

13:30～14:00

腹腔镜下复发性阴道恶性黑色素瘤前盆廓清术

郭红燕

14:00～15:00

卵巢癌化疗及免疫治疗进展

特邀报告：Stéphanie Gaillard
杜克大学癌症中心

15:00～15:30

妇科肿瘤调强放疗和 MRI 引导近距离治疗

特邀报告：Junzo Paul Chino
杜克大学医学中心

15:30～16:00

宫颈癌 ICRU 89 号报告解读

朱丽红

北京妇产医院

16:00～16:30

宫颈癌前病变诊断和治疗的相关问题

王建东

北京妇产医院

16:30～17:00

难治（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综合治疗

高雨农

北京肿瘤医院

日期：2016-11-6

周日 地点：北京瑞安宾馆 四层多功能厅

8:00～12:30

主持人：

段

微

王

彤

8:00～8:50

The management of gynecological fistula

童晓文

同济大学同济医院

8:50～9:30

异常子宫出血--子宫内膜增生的治疗

代荫梅

北京妇产医院

9:30～10:00

内膜癌的综合治疗

张震宇

北京朝阳医院

10:00～10:30

子宫肉瘤的规范治疗

孔为民

北京妇产医院

10:30～11:00

宫颈癌综合治疗

盛修贵

山东省肿瘤医院

11:00～11:30

宫颈腺癌的阴道镜下表现和处理

段

微

北京妇产医院

11:30～12:00

妇科恶性肿瘤合并盆底功能障碍的手术治疗

苗劲蔚

北京妇产医院

12:00～12:30

子宫肉瘤病例讨论

徐小红

北京妇产医院

12:30～13:30

午餐

13:30～16:40

主持人：

苏莉

王雁

13:30～14:00

复发卵巢癌的诊断和治疗

苏

莉

北京妇产医院

14:00～14:30

盆腔廓清术是微创手术吗？-----北大人民医院

王建六

北大人民医院

初步经验
14:30～15:00

女性内分泌与妇科恶性肿瘤

魏丽惠

北大人民医院

15:00～15:30

年轻宫颈癌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

吴小华

复旦大学肿瘤医院

15:30～16:00

正确解读“交界性卵巢上皮性肿瘤”的临床病理 刘从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意义
15:40～17:00

主持人：

15:40～16:00

阴道上皮内瘤变的诊断和治疗

王

雁

北京妇产医院

16:00～16:20

宫颈癌分期的历史与未来的思考

王

彤

北京妇产医院

16:20～16:40

腹腔镜下保留盆底自主神经功能宫颈癌根治术

赵

群

北京妇产医院

16:40-17:00

宫颈上皮内瘤变阴道镜图像分析和处理

杨淑丽

北京妇产医院

日期：2016-11-7

闫震

周一

宋芳

杨淑丽

手术观摩及讨论

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西院区

妇瘤科

手术演示:经腹卵巢肿瘤细胞减灭术

腹腔镜内膜癌分期术

腹腔镜卵巢癌分期术

腹腔镜下次广泛全子宫切除术

腹腔镜下子宫次全切除术后宫颈切除术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

8:00～10:30

10:30～12:30

12:30～13:30
13:30～15:30

第一分队

手术室：妇科肿瘤开腹及腹腔镜手术

第二分队

门诊、病房、阴道镜及放疗中心

第一分队

手术室：妇科肿瘤开腹及腹腔镜手术

第二分队

门诊、病房、阴道镜及放疗中心
午餐
讨论

手术视频集锦
腹腔镜下宫颈癌根治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腹腔镜卵巢癌分期术
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
盆底重建手术

会务组联系方式：北京妇产医院妇瘤科 赵辉 耿宇宁
电话 13264365050/18601048845，email: bjfcyyflk@163.com
北京妇产科医院教学办公室 张璐
电话：52277382，email：jiaoban5408@sina.com
注册报名链接：http://www.rabbitpre.com/m/vQbqEr3

重要修改：地点改为北京瑞安宾馆（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 7 号），因该场地
要求，必须携带身份证才能进入会场，敬请关注！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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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2016-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