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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Ｔ２ａｎｄＤＮＭＴ３Ａ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ＳＵＮＭｅｎｇｑｉ，ＷＡＮＧＬｉｌｉ，ＲＡＮＷｅｎｗｅｎ，ｅｔａｌ　３８８
!!!!!!!!!!!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５３，ｐ１６，ＥＧＦＲａｎｄＣｄｃ２ｗｉｔｈｐｒｏｇｎｏ

ｓｉｓｉｎｓａｌｉｖａｒｙａｄｅｎｏｉｄｃｙｓｔ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ＳＵＮＹｕｍａｎ，ＷＵＭｅｎｇ，ＨＡＮＦｅ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　３９３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Ｂ２ＩＰａｎｄ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ｉｎｂｌａｄｄｅｒ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ＺＨＥＮＧＬｉｎｆｅｎｇ，ＮＩＸｉｎｇｈａｏ，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ｐｉｎｇ，ｅｔａｌ　３９８
!!!

ＦｏｘＭ１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ｏｓｔｅｏｓａｒｃ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ｔｏ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ｂｙ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ａｄ５１ ＺＨＵＸｉａ，ＬＵＫａ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　４０３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ｎｃＲＮＡＴＵＳＣ７ｉｎ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Ａ３７５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

　 ＹＵＡＮＺｈｉｍｉｎｇ，ＬＩＮＺｅｘｕ，ＣｈｅｎＹ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４０８
!!!!!!!!!!!

ＭｉＲ２１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ｌｉｖ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ＤＣＤ４

　 ＹＩＮＤｉａｎ，ＹＡＮＧＬ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４１２
!!!!!!!!!!!!!

Ｓａｃｒａｌ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ｃｈｗａｎｎ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ｉｇｈｔｃａｓｅｓ

　 ＬＩＮＪｕｎ，ＹＡＮＧＤａｏｈｕａ，ＨＵＡＹｉｎｇｑｉ，ｅｔａｌ　４１７
!!!!!!!!!!!!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ｖｅ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ｒａｌｕｌｃｅｒｓ

　 ＷＵＤａｎｆｅｎｇ，ＨＡＮＸｉａｏｌａｎ，ＺＨＵＷｅ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４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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