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首届肿瘤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全国肿瘤代谢年会会议通知（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CSONSC）肿瘤代谢学组主办、江南大学

无锡医学院承办的首届肿瘤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全国肿瘤代谢年会定于 2017 年 8 月

11—13日在江南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是国内外肿瘤代谢领域的一次盛会。大会特邀中国科学院赵国屏院士、王红阳院

士、汤钊猷院士以及 Boris Claude Pasche 教授（Wake Forest Univ. USA）为大会主席，邀

请了国内外肿瘤代谢及相关领域著名专家 20 余人进行大会报告。诚邀各有关单位专家、学者

共享盛会，共同交流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会议期间，特邀嘉宾及演讲嘉宾差旅及食宿费用由会议承担；其他参会嘉宾住宿费自理，

餐费由会议承担。 

 

附件 1：会议日程 

附件 2：参会信息及回执（7月 25日报名截止）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CSONSC）肿瘤代谢学组 

江南大学无锡医学院 

2017年 7月 13日 

 

附件 1： 

2017首届肿瘤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全国肿瘤代谢年会会议日程 
8 月 11 日 

（星期五） 
全天 

报到注册 Registration 

江南大学长广溪宾馆、无锡书香世家酒店（特邀嘉宾） 
 

8 月 12 日 

（星期六） 

8:00-8:30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8:30-9:00 合影 Take Group Photo  

9:00-9:30 学术报告 Academic Lecture 赵国屏院士 

9:30-10:00 学术报告 Academic Lecture 王红阳院士 

10:00-10:15 茶歇  

10:15-10:45 
学术报告 Academic Lecture 洪明奇院士 

10:45-11:15 Targeting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in pancreatic cancer 
Boris Claude 

Pasche 

11:15-11:45 Role of fatty acids in ferroptosis 陈永泉 

11:45-13:30 午餐 长广溪宾馆  

13:30-14:00 
Rethinking on Can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汤钊猷院士 

14:00-14:30 我国肿瘤营养的发展与思考 石汉平 

14:30-14:55 肿瘤代谢与表观遗传 熊跃 

14:55-15:20 Metabolic dysregulation in cancer initiation and metastasis 余棣华 



 

 

15:20-15:45 
Role of oncogenic signaling in cancer metabolism and 

therapy 
黄蓬 

15:45-16:00 茶歇  

16:00-16:25 
mTOR complex 2 (mTORC2) regulates lipid metabolism through 

stabilizing SREBPs 
孙士勇 

16:25-16:50 
ErbB3 Signaling in Therapeutic Resistance of ErbB2-positive 

Breast Cance 
柳柏林 

16:50-17:15 
Interplay between Immune Checkpoint Proteins and  

Cellular Metabolism 
Ming Tan 

17:15-17:40 大脑调节能量代谢在治疗癌症恶病质中的潜在机制研究 刘铁民 

17:40-18:15 参观医学院  

18:30 晚餐  

8 月 13 日 

（星期日）  

8:30-8:55 
Macrophages and atherosclerotic lesions Miranda Van 

Eck 

8:55-9:20 Metabolic Inflammatio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阮雄中 

9:20-9:45 A broad tumor suppression function of the MDM2-p53 pathway 张延平 

9:45-10:10 Serine and one carbon unit metabolism in cancer 叶江滨 

10:10-10:25 茶歇  

10:25-10:50 内质网应激与代谢炎症疾病 刘勇 

10:50-11:15 The metabolic network of iron homeostasis in cancer 王福俤 

11:15-11:40 Protein SUMOylation Regulates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程金科 

11:40-13:30 午餐 长广溪宾馆  

13:30-13:55 IKKbeta improves glucose homeostasis by stabilizing XBP1s 刘军力 

13:55-14:20 
Novel mechanism of Omega-3 fatty acid and selenium 

alleviating cancer cachexia 
饶昆明 

14:20-14:45 TBD Zhang Ning 

14:45-15:10 靶向免疫微环境抗肿瘤转移 钦伦秀 

15:10-15:35 
Single cell analysis of tumor metabolism using genetically 

encoded sensors 
杨弋 

15:35-15:50 茶歇  

15:50-16:15 
Integrated omics approach centered on MS-based metabolomics 

to decipher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in cancer 
许国旺 

16:15-16:40 
The metabolomic responses of HepG2 cells toward HBV 

replication 
唐惠儒 

16:40-17:05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tumo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Peter Zhou 

17:05-17:30 
Lysine crotonylation: enzymes and function in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s 
翁杰明 

17:30-17:55 二甲双胍通过促进 KLF5 降解抑制三阴性乳腺癌 陈策实 



 

 

17:55 大会闭幕式、晚餐  

8 月 14 日 

（星期一） 
 离会  

 
 

附件 2： 

参会信息及回执（7月 25日报名截止） 

一、会议日程 

8 月 11日 会议报到 

8 月 12—13 日 学术会议 

8 月 14日 离会 

二、会议与住宿地点 

会议地点：江南大学医学院 学术报告厅 

住宿地点： 

无锡书香世家酒店（特邀及演讲嘉宾） 

江南大学长广溪宾馆（其他参会嘉宾） 

三、会议联系人 

程  洋 15190315127，邮箱：woerseng@126.com 

胡振宇 15852507869，邮箱：hzy@jiangnan.edu.cn 

四、参会回执与注册缴费 

参会人员请于 7月 25日前请将回执信息发送至 woerseng@126.com 

会议收费：1500 元/人，学生 700元/人。 

缴费请备注（2017肿瘤代谢会议）。缴费账户信息：  

开户行 ：工商银行无锡江南大学支行      

户 名：江南大学   

账 号：1103030709100000136 

会议报到时请须告知单位全称及税务登记证号。 

五、参会回执 

———————————————————————————————————————- 

2017 首届肿瘤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全国肿瘤代谢年会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住宿需求 

（单间/标间） 

       

       

       

       

 

mailto:hzy@jiangnan.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