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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ｍｉＲ３４ｂ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ｎ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ａｋｉ

１ｃｅｌｌｓ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１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ＺＨＡＮＧＹｉ，ＳＨＡＮＧＹａｆｅｎｇ，ＳＵＮＪｉａｎｔａｏ，ｅｔａｌ　６６４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ｏｆＳＰ１ｂｉｎｄｉｎｇｍｏｔｉｆｉｎＡＬＯＸ５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ａｎｄｓｕｓ

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ａｃｕｔｅｍｙｅｌｏｉｄ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ＺＨＡＮＧＪｕａｎｊｕａｎ，ＭＥＩＦｅｎ，ＬＩＲｕｉｗｅｉ，ｅｔａｌ　６７０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６６Ｓｈｃａｄａｐｔｏ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ｂｌａｄｄｅ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ＡＮＧＸｉｃｈｕａｎ，ＦＡＮＣｈｕｎｈｕａ，ＲＡＮＪｉａｎｈｕａ　６７４
!!!!!!!!!!

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ｃｅｌｌｖａｒｉａｎｔｏｆｐ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ｔｈｙｒｏｉｄ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４

ｃａｓｅｓ ＺＨＡＯ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ａｎｇ　６７９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ｎｄＣｇ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Ｆ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ａｎ，ＨＵＡＮＧＸｉｊｉａｎ　６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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