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疾病细胞/生物治疗大会日程安排 

201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全天  （世纪金源 宴会厅） 

08:00-20:00  大会注册 世纪金源一楼大厅 

20:00-21:00 

细胞研究与治疗专委会年度工作总结 世纪金源 宴会厅 

生物治疗专委会年度工作总结 世纪金源 宴会厅 

201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世纪金源 宴会厅） 

08:00-08:15 开幕式 

08:00-08:15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领导致辞 
主持人： 

黄晓军 

韩为东 

 

大会主席致开幕词 

主办方领导致辞 

08:15-11:50 特邀报告 

上半场 主持人：   黄晓军 韩为东 

08:15-08:45 

 

传染性疾病的生物治疗 王福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

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肝癌

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任 

08:45-09:15 
基因治疗研究进展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四川

大学副校长 

09:15-09:45 
Progress of CAR-T therapy for 

hematologica malignant disease in China 
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

研究所 

09:45-10:15 
中国生物治疗现状与走向抗肿瘤 

王小宁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

究所 

10:15-10:20 茶   歇 

下半场 主持人： 王小宁  张斌 



10:20-10:50 
遗传病基因治疗及产前治疗的探索研究 

曾凡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

究所所长 

10:50-11:20 
immune based cell and gene therapy John 

Rasko 
ISCT 主席 

11:20-11:50 细胞治疗技术路径管理模式探讨 夏建川 中山大学 

11:50-12:20 
百济神州卫星会 

PD-1 抑制剂在淋巴瘤治疗中的 最新进展及应用——林宁晶（北京肿瘤医院） 

12:20-12:50 
BMS 卫星会 

拥抱免疫，开启“长生存”可能——丰恺超 

12:50-13:50 午 餐 

201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 下午 （世纪金源 宴会厅） 

14:00-17:50 生物治疗规范与新技术论坛 

上半场 主持人： 夏建川  蒋敬庭 

14:00-14:20 细胞治疗产品评价体系评价与评审 高晨燕 CDE 生物制品临床部部长 

14:20-14:40 

 

免疫细胞治疗产品的毒理学评价 霍艳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国家药物安全评价监测中

心 毒理室主任 

14:40--15:00 
待定 

孟淑芳 中检院细胞室副主任 

15:00-15:20 
国内外细胞治疗监管模式比对 

王闻雅 清华大学药学院 

15:20-15:40 CAR-T 细胞后 CRS/CRES 发病机制及治疗 梁爱斌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5:40-16:10 正大天晴卫星会 

下半场  主持人：李程 邱晓彦 

16:10-16:30 非 B 细胞来源 IgG 与肿瘤免疫逃逸 邱晓彦 北京大学医学部 

16:30-16:50 三维基因组学与癌症 李  程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6:50-17:10 单细胞组学与免疫治疗 白  凡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

新中心 

17:10-17:30 How to Predict CAR Efficacy 刘东方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Immun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 for Immunity and 

Inflamm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New Jersey Medical School 

2019 年 12 月 1 日（星期天） 世纪金源宴会厅 

08:00-16:00 生物治疗临床转化论坛 

上半场 主持人： 徐开林 陆佩华 

08:00-08:30 NK 细胞与免疫治疗 田志刚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

科学与医学部基础医学院

院长，免疫学研究所所长 

08:30-08:50 CAR-T 治疗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 徐开林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8:50-09:10 
人羊膜上皮"干"细胞:再生医学的"理想种子"

—基本属性及细胞治疗的临床前研究 
余路阳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09:10-09:30 
巨细胞病毒特异性 T 细胞在造血干细胞移植

中的应用 
赵翔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30-09:50 
CART 治疗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经验分

享 
张  弦 北京道培医院 

09:50-10:00 茶  歇 

下半场 主持人： 任秀宝  苏海川  

10:00-10:20 
Clinically avaliable strategies to improve 

CAR T effector function. 
韩为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20-10:40 
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理想与现实 

蒋敬庭 苏州大学附属三院 

10:40-11:00 
 

基因修饰的 TIL 治疗实体瘤的临床探索 
张  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0-11:20 
实体瘤的过继免疫治疗新方法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 

11:20-11:40 
肿瘤免疫治疗耐药机制及治疗策略 

崔久嵬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1:40-12:10 亿珂卫星会 

12:10-12:40 恒瑞卫星会 

12:30-13:30 午餐 

 主持人： 张  毅  崔久嵬 

13:30-13:50 CAR-T 细胞治疗淋巴瘤 朱  军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3:50-14:10 CART 细胞治疗实体肿瘤的新策略 王  玮 四川大学 

14:10-14:30 
细胞的基因编辑 

张  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五医学中心 

14:30-14:50 
研发与临床合作进行 CAR-T 细胞治疗探索的

体会 
张鸿声 同济大学 

 主持人： 张志新 马洁 

14:50-15:10 
利用免疫力评估指导肿瘤个体化治疗 

张志新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5:10-15:30 
肝病免疫细胞及干细胞治疗进展及前景 

施  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

五医学中心 

15:30-15:50 细胞治疗临床决策与评价 马  洁 北京医院 

15:50-16:10 肺癌糖肽新抗原和突变新抗原的研究 周大鹏 同济大学 

16:10-16:30 高质量新生抗原筛选，助力细胞治疗创新发展 唐云霞 深圳裕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