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同仁：

您好！

由广东省肝脏病学会主办，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及珠江专科医疗联盟共同承办的“广

东省珠江肝胆专科医疗联盟2022高峰论坛（第九届）暨广东省肝脏病学会肝胆肿瘤精准治

疗分会成立大会暨单孔腹腔镜技术国家继续教育学习班”将于2022年09月23日至09月24

日在广州卡威尔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大会以“肝胆相照，再攀高峰”为主题，共计120余家联盟医院参与，邀请众多业

内知名专家和教授就专业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学术讲座、手术视频展播、疑难病例研讨等

多形式的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旨在拓宽交流渠道，探讨学术前沿热点，提升临床诊疗水

平和医疗质量，促进专科联盟紧密合作，协同发展！

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促进肝胆外科疾病的诊治理念和技术的创新，更进一步提

升广东省基层医院对肝胆疾病的诊治能力和竞争力，维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促进祖国的基层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在此，我们诚挚邀请广大联盟医院及全国各地同道踊

跃参会！

此致，

敬礼！

大 会 主 席 ：高 毅郭洪波李福山

大会共同主席：付顺军何军明梁伟潮

李志伟闵 军区奕猛

万云乐吴青松杨定华

赵 明（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

大会执行主席：潘明新 程 远 广东省肝脏病学会

肝胆肿瘤精准治疗分会

2022 年 08 月 18 日



本次大会承办单位密切关注广东省疾控政策调整，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

作，请参会代表关注以下内容:

1、参会前一周或会议期间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谢绝出席本次会议。

2、参会人员需携带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参会，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各项

规定，提前申领通行码、健康码，确保参加会议前身体状况良好，确保通行码、

健康码为绿码方可参会。

3、与会期间会务组为参会人员准备口罩、消毒用品等个人防护用品，可

按需使用。

4、参会期间，进入主会场及分会场均需佩戴会议胸牌，按会场座位就坐，

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除用餐外其余时间及场合均建议佩戴口罩，同时注意个

人卫生，见面多行礼，少握手。

5、做好个人疫情防护工作，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参会期间如有发热、咳

嗽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告知会务组工作人员，配合开展健康排查，必要时及时

就医。

6、大会组委会将根据疫情变化实时调整防疫要求及措施。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



时 间 内容/演讲题目 主持人/讲者

12:00-22:00 签 到 刘海燕

14:25-14:30 开幕及致辞 潘明新

第一阶段：专科联盟论坛 主持人：杨定华 李志伟 梁伟潮

14:30-14:50 专科联盟对基层医院肝胆外科技术能力提升 刘以举

14:50-15:10 基层医院如何开展胰十二指肠切除术（II） 周卫忠

15:10-15:30 AQM在肝胆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潘明新

第二阶段：聚焦前沿论坛 主持人：何军明 吴青松

15:30-15:50 中晚期肝癌转化治疗研究进展 吴印兵

15:50-16:10 胆道医源性损伤的防治及胆道实时荧光显影技术的临床应用 古维立

16:10-16:20 嘉宾讨论：孔凡东、王李林、萧恒军、张小冠、黄容旺、袁潜

第三阶段：疑难病例分享论坛 主持人：潘卫东 曹明溶 邓美海 陈博艺

16:20-16:30 疑难病例分享1
梅锋教授团队

16:30-16:40 嘉宾讨论：闵 军、吉成岗、李晓辉、区显立、傅华军、付顺军

16:40-16:50 疑难病例分享2
罗永平教授团队

16:50-17:00 嘉宾讨论：王卫东、毛盛名、郑惊雷、黄兆慧、张耀明、秦佳升

17:00-17:10 疑难病例分享3
陈波教授团队

17:10-17:20 嘉宾讨论：区奕猛、梁发亮、陈启生、张 斌、徐雪文、杨 斌

17:20-17:30 疑难病例分享4
袁潜教授团队

17:30-17:40 嘉宾讨论：潘明新、梁仲基、黎炳尧、陈卫军、李 实、蔡 磊

第四阶段：新起点-再出发 主持人：潘明新

17:40-17:50 专委会工作总结及展望 潘明新

17:50-17:55 青委主委发言 程 远

17:55-18:15 任命宣读及证书颁发 秘书长

18:15-18:20 合影留念 全体组委

18:20-21:00 晚 宴

主会场
时间：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下午 地点：5楼贵宾厅（宴会厅)



时 间 内容/演讲题目 主持人/讲者

15:00-15:05 开幕式 程远

15:05-15:10 致 辞 潘明新

第一阶段 ：主持人：曹良启 李 强

15:10-15:30 孙子兵法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 李少华

15:30-15:50 原发性肝癌合并下腔静脉-右心房癌栓的转化治疗病例分享 黄 力

15:50-16:00 嘉宾讨论 ：黎炳尧、李 实、周斌生、欧国维

第二阶段：主持人：刘兴木 杨永光

16:00-16:20 基于遗传文库高通量筛选技术的肿瘤精准治疗研究 陈红波

16:20-16:40 肝癌单病种质控提升中规范精细化TACE的重要性 黄文薮

16:40-16:50 嘉宾讨论：李灿华、冼木春、陈浩志、刘雄友

第三阶段：主持人：周卫忠 钟先荣 郭 宇

16:50-17:10 腹腔镜肝切除规划和实施 邰沁文

17:10-17:30 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 李文滨

17:30-17:40 嘉宾讨论：萧恒军、陈龙林、林晓荣、蔡刁龙、王李林

17:40-17:50 会议总结 程 远

17:50-18:00 合 影

18:00-21:00 晚 宴

分会场
时间：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下午 地点：5楼红宝厅



主会场
时间：2022年9月24日 星期六上午 地点：5楼贵宾厅（宴会厅)

时 间 内容/演讲题目 主持人/讲者

08:00-08:30 签到 刘海燕

08:30-08:40 医院领导、会长致辞及合影 潘明新

第一阶段：披肝沥胆 匠心独运 主持人：高 毅 郭荣平 夏金堂

08:40-09:00 肝癌复发防治的探索和实践 周 杰

09:00-09:20 肝动脉灌注化疗的全程管理 赵 明

09:20-09:40 中央区肝癌治疗决策 闵 军

第二阶段：肝胆相照 戮力同心 主持人：何 强 王卫东 李斌奎

09:40-10:00 解剖性肝切除在肝癌中的应用 李绍强

10:00-10:20 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 潘明新

10:20-10:40 结肠癌肝转移诊治新进展 万云乐

第三阶段：侠肝义胆 大医精诚 主持人：侯宝华 古维立 刘立新

10:40-11:00 肝内胆管结石的微创治疗 王 平

11:00-11:20 流程化腹腔镜原位右半肝联合尾状叶切除术治疗胆管癌 杨 剑

11:20-11:40 胰腺疾病的腹腔镜治疗 何国林

11:40-12:10 午 餐 刘海燕



主会场
时间：2022年9月24日 星期六下午 地点：5楼贵宾厅（宴会厅）

时 间 内容/演讲题目 主持人/讲者

第四阶段：卫星会 主持人：潘明新 廖锦岐

11:40-11:55
纵观中美欧指南变迁，看肝癌系统抗肿瘤治疗变化

（拜耳卫星会）
付顺军

11:55-12:10
晚期肝癌免疫治疗新进展

（百济卫星会）
吴 钢

第五阶段：肝胆相向 踔厉奋进 主持人：区奕猛 程 远 张 志

12:10-12:30 门静脉高压诊治现况及探索 蒋泽生

12:30-12:50 肝癌转化治疗策略选择及病例分享 付顺军

12:50-13:10 单孔腹腔镜在肝胆外科中的应用 蔡 磊

第六阶段：华山论剑 展我风采 主持人：闵 军 蒋泽生 潘卫东

13:10-13:15 手术视频展播1；腹腔镜胰腺中段切除病例分享
梁伟潮教授团队

13:15-13:25 嘉宾讨论： 刘为民、彭永辉、周 刚、陈文锋、刘以举、何国林

13:25-13:30
手术视频展播2：

肝实质优先循肝内Glisson入路行腹腔镜肝S5、S6、S7段切除 吴青松教授团队

13:30-13:40 嘉宾讨论：刘兴国、张春兴、秦佳升、邹秋平、莫家伟、胡 翔

13:40-13:45 手术视频展播3：荧光腹腔镜下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术
杨永光教授团队

13:45-13:55 嘉宾讨论：龚独辉、张俊雄、梁海飞、刘慧军、梁发亮、蔡 磊

13:55-14:00 嘉宾总结：何军明 潘明新

第七阶段：华山论剑 展我风采 主持人：何军明 王卫东 王百林

14:00-14:05 手术视频展播4：双镜联合治疗肝内胆管结石并肝门部狭窄
邱金伦教授团队

14:05-14:15 嘉宾讨论：徐润强 、张雄文、戴晨曦、黄尚书、程 远、黄 鹏

14:15-14:20 手术视频展播5：彩超引导穿刺胆管一期扩张的精准胆道硬镜手术） 文辉清教授团队
（汇报人:彭邦剑）14:20-14:30 嘉宾讨论：钟先荣、杨 斌、林运年、吴跃锐、冼木春、李家发

14:30-14:35 手术视频展播6：肝癌转化治疗后腹腔镜左半肝切除术 潘明新教授团队
（汇报人:何国林）14:35-14:45 嘉宾讨论：观晓辉、徐继威、庄彦章、张宪光、付顺军、唐兴奎

14:45-14:50 嘉宾总结：闵 军 潘明新

14:50-15:00 大会总结 潘明新

15:00- 离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