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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研讨会
6 月 25-26 日
北京

近几年来，被视为现代医疗领域历史性突破的肿瘤免疫治疗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免
疫治疗技术已涉及到所有常见的致命瘤种包括肺癌、黑色素瘤、头颈癌，胃癌，肝癌，白血病和
淋巴瘤等等。医药学界越来越关注并致力于新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发现与临床开发，患者也越
来越期望有更多可供选择的免疫治疗方法可以最终治愈肿瘤。
为了加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交流，使中国患者获益，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
流中心（CCFDIE）、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同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
家学会（CAHON）在去年成功合作的基础上，将于 6 月在北京共同举办 2016 年中国肿瘤免疫治疗
研讨会。研讨会将邀请全球顶尖学术专家、欧盟 EMA 及美国 FDA 官员介绍细胞治疗（CAR-T、 CIK
等）和检查点抑制剂（CTLA4，PD－1 等）在黑色素瘤、肺癌， 膀胱癌，胃癌等不同类型肿瘤应
用的最新进展，分享他们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观点与经验，探讨新型免疫疗法及对独特临床开
发的思考，以及监管者对肿瘤免疫治疗的考量。参会人员包括肿瘤学家、学术机构、医疗机构和
企业的肿瘤药物科研人员及政府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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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癌症免疫疗法研讨会日程草案
北京京都信苑酒店
6 月 25 日 （星期六）
时间

主题

8:00-8:10

开幕致辞

演讲人
薛斌（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许嘉齐（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宋文
儒（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8:10-10:00

专题一：基础免疫与癌症免疫
专题主席：李子海（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 曾益新 （北京
医院）

8:10-8:50

基础免疫

李子海（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南卡罗
来纳医科大学）

8:50-9:40

主题演讲: 肿瘤免疫疗法时代到来

陈列平（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耶鲁大
学）

9:40-9:50

茶歇

9:50-12:40

专题二：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进展
专题主席：宋文儒（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杨志敏（药审中心）

9:50-10:40

主题演讲：肺癌的免疫治疗

Edward Garo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0:40-11:10

黑色素瘤

胡思文（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
11:10-11:40

恶性血液病

丁炜（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梅奥诊所）

11:40-12:10

泌尿系统肿瘤

潘崇贤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

12:10-12:40

消化系统肿瘤

孙伟劲（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匹兹堡
大学医学中心）

12:40-13:40

午餐

13:40-15:40

专题三：新型免疫疗法的出现
专题主席：郑雷（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石远凯（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3:40-14:30

主题演讲：
下一个超越 PD1/PDL1 的是什么?

刘勇军（赛诺菲）

14:30-15:00

癌症疫苗：
“最古老”免疫策略的新见解

郑雷（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医学院）

15:00-15:30

双特异性抗体

刘德龙（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纽约医
学院）

15:30:15:40

茶歇

15:40-18:25

专题四：业界视角
专题主席：袁瑞荣（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UMDNJ）: 孙伟劲（美国华裔血液及肿
瘤专家学会/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15:40-15:55

百时美施贵宝 IO pipeline

Michael Axelson（百时美施贵宝）

15:55-16:10

默克 IO pipeline

Roger Dansey（默克）

16:10-16:25

罗氏/基因泰克 IO pipeline

Amreen Husain（罗氏/基因泰克）

16:25-16:40

阿斯利康 IO pipeline

陈之键（阿斯利康）

16:40-16:55

默克雪兰诺 IO pipeline

Oliver Kisker（默克雪兰诺）

16:55-17:10

辉瑞 IO pipeline

Alex Morozov（辉瑞）

17:10-17:25

安进 IO pipeline

Joan Morris (安进)

17:25-17:40

百济神州 IO pipeline

杨建新（百济神州）

17:40-17:55

恒瑞 IO pipeline

曹国庆（恒瑞）

17:55-18:10

药明巨诺 IO pipeline

李怡平(药明巨诺)

18:10-18:25

信达生物 IO pipeline

刘晓林（信达生物）

6 月 26 日（星期日）
时间

主题

8:30-10:50

专题五：细胞疗法的临床进展

演讲人

专题主席：刘克（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任军（首都医科大学）
8:30-9:20

主题演讲：CAR-T

Michel Sadelain（凯特林癌症中心）

9:20-9:50

实体肿瘤细胞治疗

Cassian Yee（安德森癌症中心）

9:50-10:20

细胞治疗的其他方法

王荣福（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康奈尔卫理公会医院）

10:20-10:50

CAR-T 在中国的经验

10:50-11:00

茶歇

韩卫东（解放军 301 医院）

11:00-12:00

专题六：独特临床开发的思考
专题主席：刘德龙（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纽约医学院）; 沈琳（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

11:00-11:50

主题演讲：肿瘤免疫治疗的生物标记物： Lisa Butterfield（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
进展与问题

12:00-13:00

午餐

13:00-15:20

专题六：独特临床开发的思考
专题主席：刘德龙（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纽约医学院）; 沈琳（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

13:00-13:50

主题演讲：肿瘤基因组学和免疫应答

Tim Chan（凯特琳癌症中心）

13:50-14:20

临床发展的独特思考

宋文儒（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14:20-14:50

联合免疫疗法

袁瑞荣（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UMDNJ）

14:50-15:20

结合放疗的联合免疫疗法

陆波（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杰斐
逊医学院）

15:20-15:30

茶歇

15:30-17:50

专题七：监管考量
专题主席：甯餋民（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高晨燕（药审中心）；Heinz
Zwierzina(CDDF)

15:30-16:20

主题演讲: 癌症免疫疗法的监管考量

刘克（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16:20:16:50

突破路径

甯餋民（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

16:50-17:20

目前欧洲对创新肿瘤药物的规定

Harald Enzmann（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
械）

17:20-17:50

小组讨论及问答

17:50-18:00

闭幕致辞

主题演讲嘉宾
陈列平，医学及免疫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癌症研究方面的教授， 免疫生物学、
皮肤病学和内科肿瘤学教授， 癌症免疫学主任。耶鲁大学癌症中心肿瘤免疫项目联合主任。陈
列平博士主要研究 T 淋巴细胞的共刺激和共抑制作用，以及共刺激和共抑制在治疗人类疾病中的
应用。陈博士与其他人员共同发现了 PD-1/PD-L1 和其它免疫调节通路 (4-1BB, ICOS, 等等)，
并建立了抗 PD-1/PD-L1 抗体癌症疗法原则。
Ed Garon，医学博士
加州大学洛杉矶癌症中心教授(肿瘤内科)和胸科肿瘤项目负责人
刘勇军，医学及免疫学博士
赛诺菲公司全球研发负责人。刘勇军博士是一位在免疫学、肿瘤学和转化医学方面经验丰富的顶
级专家，前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系主任。他是 浆细胞样树突细胞 (PDC)的
发现者, 也是在全球免疫学领域最多产的研究人员之一。

Michel Sadelain，医学博士
凯特林癌症 中心(MSKCC)细胞工程中心主任。研究领域：转基因表达的管理机制研究、干细胞工
程、增强免疫力对抗癌症的遗传策略。
Lisa Butterfield, 医学教授
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免疫监测和细胞中心主任, 美国癌症免疫治疗协会（SITC) 下届主席。研
究领域：肿瘤免疫学、黑色素瘤、肝细胞癌、树突细胞、肿瘤抗原、免疫疗法等。
Tim Chan，医学及生物学博士
凯特琳癌症(MSKCC)中心专家 MSKCC，转化医疗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肿瘤抑制恶性胶质
瘤和乳腺癌的肿瘤抑制基因的识别和特征。
刘克，医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 和发起人之一, 曾任会长。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内科和
肿瘤内科认证专家。现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心 (CBER) 肿
瘤学负责人，主管癌症的细胞和基因治疗。 在肿瘤免疫治疗及美国法规方面极富经验。
大会演讲嘉宾
李子海， 医学及免疫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和发起者之一并兼首届董事会主席，当选下任会长
（2016-2018)； 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系主任，教授 和郝林斯肿瘤中心肿瘤免疫
学带头人。
胡思文，医学及免疫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 肿瘤免疫学专家。
丁炜，医学及分子细胞发育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美国梅奥诊所助理教授， 血液肿瘤专家。
潘崇贤，医学及免疫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 泌尿系统肿瘤专家。
孙伟劲，医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和发起者之一，曾任会长,当选下任董事会主席。 匹兹堡
大学医学院肿瘤中心教授, 消化道肿瘤中心主任。消化道肿瘤专家。
郑雷, 医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和肿瘤中心副教授。专攻胰
腺癌的免疫治疗。
刘德龙, 医学及肿瘤分子生物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和发起人之一，首届会长。纽约医学院教授和骨髓移植中

心主任，美国杂志 Journal of Hematology and Oncology 创刊人及主编。
Cassian Yee, 医学博士
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教授， 实体瘤细胞治疗中心主任。世界癌症细胞免疫治疗领军人之一。
王荣福， 分子遗传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会员。康奈尔大学卫理公会医院教授， 炎症及表现遗传学中心主
任,为肿瘤抗原靶向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NY-ESO-1, 等等)
韩卫东，血液病学医学博士及肿瘤学博士
解放军 301 总医院肿瘤生物治疗中心主任。专攻肿瘤免疫细胞治疗。
宋文儒，医学及免疫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 和发起者之一， 曾任会长，现任董事会主席。 目前是
AstraZeneca 副总裁，负责肿瘤免疫治疗临床研发。
袁瑞荣，医学及免疫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和发起者之一，曾任会长和 董事会主席。先后在
Novartis, Daiichi Sankyo, Eisai 和 BeiGene 负责肿瘤药物的临床研发工作，现就职于美国新
泽西医学院。
陆波, 医学及细胞分子生物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杰斐逊医学院放射医学肿瘤学教授， 分子放射生物学
中心主任。
甯餋民, 医学及分子生物学博士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终身会员和曾任副会长。现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肿
瘤学高级审评官, 其前瞻性工作为突破冶疗項目 (Breakthrough Designation) 及关键泌尿肿
瘤药物和相关免疫冶疗研发设计与评价起到重要推动效应。
Harald Enzmann，医学博士
欧洲药品管理局官员。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机构中心主任。
大会演讲嘉宾: 制药业界 for Immuno-Oncology Pipeline
重点介绍制药业界令人振奋的免疫肿瘤项目进展，包括 Roger Dansey(默克)、Michael Axelson(百
时美施贵宝)、Amreen Husain(罗氏/基因泰克)、陈之键（阿斯利康）、Oliver Kisker（默克雪兰诺）、
Alex Morozov（辉瑞）
、Joan Morris (安进)、杨建新（百济神州）
、曹国庆（恒瑞）
、李怡平(药明
巨诺) 和刘晓林（信达生物）
。
主办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 （CCFDIE）
协办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CDE）
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学会（CAHON）

会议地点： 北京京都信苑酒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什坊院 6 号
注册费用：

3200 元/人（企业）

2000 元/人（学术界）

1000 元／人 （在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会议注册费含会议费、资料费、会间茶歇、午餐）
联系我们：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对外合作处
电

话：010-82212866-6035 传真：010-82212857

EMAIL：genglimin@ccfdie.org
网址： www.ccfdie.org;
CDE website at XXXXX
CAHON website at www.cah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