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首都国际癌症论坛会议通知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由中国抗癌协会、首都医科大学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学系承办的 2019 首都国际癌症论
坛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27 日在北京召开。
首都癌症论坛自 2009 年开办，历经六届的成功举办，己成为我国肿瘤学界

的高水平、品牌学术论坛，代表中国肿瘤学最新发展前沿和最新进展，己有近五
千名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巴西、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在业内和社
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届大会期间将继续举办肿瘤学院士论坛和肿瘤专题论坛等学术交流。国内
外肿瘤界知名专家学者将就肿瘤的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免疫治疗、外科新技术、

肿瘤缓和治疗、临床试验、护理等进行学术演讲，介绍当前国内外肿瘤诊治的最
前沿、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和肿瘤防治的新观念、新进展和新资讯，为国内外肿

瘤学专家、学者搭建一个防治肿瘤的交流平台。本届大会还将评选中国抗癌协会
中青年学者优秀学术论文，并在会议期间进行表彰奖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踊
跃投稿。

我们诚挚邀请中外专家、学者于秋高气爽的十月齐聚北京，参加 2019 年首

都国际癌症论坛，共同努力把这次论坛开成一个团结、和谐、进步的学术盛会，
推动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与文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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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医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肿瘤学系

协办单位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

Journal of Nutritional Oncology (肿瘤营养学杂志)

重要信息:会议时间 :2019年 10月 25-27 日
会议地点: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
会议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 号

重要时间:会议征文开放日期 :06月 25 日
会议征文截止日期 :08 月 30 日
会议日程公布日期 :09 月 30 日
网上注册截止日期 :09 月 30 日
现场注册报到日期: 10月 25 日

注册信息
注册信息
注册类型

注册费用

正式代表

1200元/人

县级(含县级)以下医疗机构代表

600元/人

医学研究生

600元/人

在校本科生

免费

注:县级以下(含县级)医疗机构代表、医学研究生/在校医学生注册须出具
相关有效身份证件(工作证、学生证)。

注册流程
登录大会网站www.ciccvip.com. 点击"报名参会"按钮，在线填写注册信息。
注册程序:在网上填写参会注册信息并付费后，组委会 7 个工作日内向您发出
"注册交费确认函"请对注册信息进行确认。如果您在提交注册表 7 日后仍未
收到"注册交费确认函"请与组委会注册负责人联系。

注:参会报到时，请您持注册交费确认函到会议注册处签到并领取资料，办理入
住手续。您如果在 09 月 30 日前尚未在网上提交注册表或只提交注册表而未付注册
费，请直接到会议报到处现场办理交费手续。

交费方式与退款
会议接受银行转账与在线支付，信息如下:

1.在线支付:请在网上提交个人信息后，按提示在线支付。
2. 银行转账:
名称:中国抗癌协会

纳税人识别号: 51100000500004673N
地址电话:天津市西青区新技术产业园区兰苑路5 号A座 10楼， 022一23359958
开户行及账号:天津银行金汇支行 104501201090034868

须表明汇款用途，样例

cicc2019/ 参会人员的姓名/报名费

大会只接受网上在线支付和现场支付，不接受银行转账和邮局汇款。
注:由于注册收费需要和银行对账，组委会将在代表通过网银交费成功后 7个工
作日内将注册交费确认函以邮件的形式发出，请注意查看您邮箱并妥善保管好注
册交费确认函，查询电话

010-53505006

注意:己交费的代表可取消参会，但须以书面形式于2019年09月 30 日前向会务
组提出退款申请，会务组将扣除手续费后全额退款。 09 月 30 日后提出退款申请的，

会务组不予受理。

会议征文
征文范围:
主要包括但是不限于此

01 肿瘤基础研究
02 肿瘤转化研究
03 肿瘤诊疗新技术
04 肿瘤护理

05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

征文要求:
1.凡年龄不超过 45 岁的论文作者，均可参加中国抗癌协会优秀论文奖评选(出
生日期在 1973 年 12 月 31 日以后，以身份证号为准)。
2. 凡未在国内外刊物公开发表过的论文均可投稿。

3. 接受稿件为论文全文或摘要，并注明论文题目、作者、单位、讯地址通、邮政
编码。论文格式参见范例。
4.

论文提交方式:网上提交，投稿邮箱

ciccvip@163.como 提交论文须按规定

格式，请采用 Word 文档，用附件形式提交，不符合提交格式的论文不予接受。

截稿日期 2019 年 8 月 30 日
提交论文格式(例)
投稿范围 :03 肿瘤诊疗新技术

乳腺癌治疗新进展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首都医科大 学 附属北 京 世纪坛医院乳腺外科，北京，

100038

【摘要】目的 :XXXXXXXXXXX 。方法: XXXXXXXXXXX 。结果: XXXXX 。 结论: XXXXXXXXXX 。
(摘要内容 500-1000 字)
【关键词】乳腺肿瘤，治疗，进展

The Treatment Progress of the Breast Cancer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Department

of

Breast

Surgery , BeijingShijitanHospital , CMU.

Beijing

100038, China

< Abstract >

Objective:

XXXXXXX.

Methods:

XXXXXXXXXXX.Results:

XXXX.Conclusions:XXXXXXXXXX (500 个英文单词)

<Key words > Breast neoplasms; Treatment; Progress
报告作者地址

XXXXXXXX 电话

XXXXXXXX 电子邮箱

XXXXXXXXXX 身份证号码:

XXXXXXXXX

注1.论文标题用黑体三号宇:作者及地址用宋体五号宇:摘要及关键词用宋
体小四号 字 ， 1. 5 倍行距。

2. 作者应对提交论文的观点与内容负责。

3. 获奖论文奖通过邮箱通知，请注意查收。
本次大会将进行中青年优秀论文评选，并表彰奖励优秀论文获奖者，本次将设立
中国肿瘤青年奖(基础 5 人， 11伍床 5 人) ，优秀论文奖 00 人) ，同时推荐在
《中国肿瘤临床》、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及 <<Journal

of Nutri tional

Oncology)) 杂志上优先发表，获奖者须注册参会现场领奖，否则无效。

住房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人:侯萍

电话 :13520308802
电子邮件 :452227516@qq.com

注册/投稿技术支持
杨一博:
电 i舌 :010-53505006

于机:

15110041042

企业参会
联系姓名:张禹
单位:北京嘉华盛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

13811086679

电子邮件 :zs_zhangyu@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