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
华中国际心脏病大会 2017
The 10th Tongji Cardiovascular Disease Forum
Central China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ardiology 2017

学术会议
（第二轮通知）
会议时间：2017 年 9 月 8 日-10 日
会议地址：中国﹒武汉﹒同济医院

第十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华中国际心脏病大会 2017
邀 请 信
尊敬的专家：
您好！
百年同济，名医荟萃，她为医学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英才。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评选，
同济医院 47 个专科中有 30 个入选，是全国拥有“国家队”重点专科最多的医院之一，中南
地区第一。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教育部重点学科及中国胸痛中心示
范基地。
为促进心血管领域的学术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自 2008 年开始
已成功举办了 9 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
。论坛的成功主办，为湖北省及周边省市心
血管领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和学习机会，受到同济校友和心血管界同仁的一致
好评。秉承促进和推动学术进步的宗旨，我们将于 2017 年 9 月 8－10 日主办第十届同济心
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华中国际心脏病大会 2017，为各位同道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机会。
论坛期间将同时举办“2017 全国临床路径应用研讨会”
（【2017-15-02-417 (国)】），与会
代表将获得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一类学分 10 分。今年大会将邀请乔治亚州大学的邹明辉教
授、俄克拉荷马大学张欣教授、华盛顿大学张毅教授等海外知名专家以及国内包括中国医学
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复旦大
学中山医院、天津医科大学、南京市第一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名大学附属
医院及各地区医院的知名专家将齐聚同济，与各位心血管同道探讨、交流心血管领域的热点
问题以及创新的技术、方法和经验。为大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经验共享、百家争鸣的平台。
继续秉承严谨的学术风格、务实的应用作风、合作开放的办会理念，以“紧跟学术前
沿，规范临床实践”为主题，第十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华中国际心脏病大会 2017
将再次成为一次心血管领域的高端盛会。
我们殷切的期望在同济与您相约，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大会主席：汪道文
二零壹柒年捌月

第十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华中国际心血管
大会日程安排
基础论坛
2017年9月8日（星期五）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二楼大厅（汉阳厅+武昌
厅）
主持人：唐朝枢、荆清
08:30-08:50 开幕式
08:50-09:10 Enhancing the Apelin Pathway as a Novel Therapy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Gavin Oudit（University of Alberta）
09:10-09:30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 homeostasis by AMPK
邹明辉(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09:30-09:50 肿瘤与心血管的共同信号通路差异干预策略研究
徐 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50-10:10 前列腺素与心梗后修复
余 鹰 （天津医科大学）
10:10-10:20

茶歇

主持人：余鹰、徐明

10:20-10:40
10:40-11:00

骨一骨骼肌内分泌功能
唐朝枢 (北京大学医学部)
体外高效制备人诱导多能干细胞向心肌细胞分化
荆 清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
11:00-11:20 核受体与血管功能失调
卜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1:20-11:40 Tetraspanin Prohibits Vascular Inflammation
张 欣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
主持人：张英梅、刘兴国
14:00-14:20 内皮细胞 YAP 在血管新生中的作用研究
艾 玎 (天津医科大学)
14:20-14:40 TGF-b Signaling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杨 晓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14:40-15:00 ACE2/Apelin 信号与心血管功能调控
钟久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5:00-15:20 Non-splycing function of SRSF1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曹春梅 (首都儿科研究所)
15:20-15:40 茶歇
主持人：单志新、曹春梅
15:40-16:00
BNIP3L-dependent mitophagy mediates mitochondrial
clearance incell transition
刘兴国(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16:00-16:20 Drp1 介导的线粒体自噬与肥胖性心肌病
张英梅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16:20-16:40

非编码 RNA 在心肌细胞死亡中的调控机制

16:40-17:00

运动诱导生理性心肌肥厚的非编码 RNA 机制

王建勋 (青岛大学)

肖俊杰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7:00-17:20

磷脂定性定量分析技术
唐惠儒(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复旦大学)

临床论坛
2017年9月8日（星期五）下午
14:30-17:00

手术转播（心律失常）地点：同济医院内科二楼导管室

2016指南解读与实践会场
主持：郭小梅
14:30-15:00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汉口厅

王 炎
血脂异常管理指南更新要点、新临床路径
宋玉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30

2016加拿大成人高血压管理指南更新要点及解读
唐家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30-16:00

心血管病预防指南要点与临床实践
蒋建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00-16:30

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指南临床实践与经验
严江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30-17:00

房颤管理指南更新要点与临床实践经验
赵春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7:00-17:30

心衰管理指南临床路径与实际挑战
林 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17年9月9日（星期六）上午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二楼大厅（汉阳厅+
武昌厅）
08:30-09:30

开幕式暨中国成人暴发性心肌炎中国专家共识发布会

09:30-10:00

Genetic Basis for Cardiomyopathies and Heart Failure:
Embracing the Era of Molecular Cardiology
Gavin Oudit（University of Alberta）

10:00-10:20

AMI再灌注治疗时代的进展与争议
杨跃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0:20-10:40

心血管精准医学：希望还是炒作？
惠汝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0:40-10:50

茶歇

10:50-11:10

心衰治疗的新时代：机械辅助呼吸在心源性休克中的应用
张

11:10-11:30

毅（华盛顿大学）

暴发性心肌炎救治的中国专家共识
汪道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30-11:40

暴发性心肌炎的病例报告
蒋建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40-12:00

硫化氢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季

勇（南京医科大学）

分会场报告

2017年9月9日（星期六）下午
冠心病介入会场
14:00-14:25

汉口厅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持：郭小梅

刘副元

心衰型冠心病介入治疗新进展
陶

14:25-14:50

丁家望

凌（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OCT/IVUS指导的冠脉介入治疗
于

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50-15:15

CTO前向介入关键技术与要点

郑金刚 （中日友好医院）

15:15-15:40

STEMI发病时间轴向治疗策略与新技术
颜红兵（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5:40-15:50

茶歇

15:50-16:15

冠脉分叉病变介入新术式与优选

16:15-16:40

ACS介入治疗现状与未来
郭小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STEMI合并乳头肌断裂的诊断与救治
曾和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40-17:05
17:05-17:30

主持：马业新

邱旭光

闵新文
陈绍良（南京市第一医院）

肠道菌群与心血管疾病-氧化三甲胺与人体疾病
王则能（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

心律失常及介入会场
13:30-13:50

武昌厅

主持:王琳

黎明

杨光田

导管消融术后迷走神经丛的损伤
王 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3:50-14:05

心脏电风暴的药物治疗

黄卫斌（厦门大学中山医院）

14:05-14:30

室性早搏的分层治疗进展
黎 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4:30-14:50

星状神经节与难治性心律失常

14:50-15:20

房颤与房扑相关的心电问题

吴

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吴 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20-15:40

茶歇

主持：赵春霞

黄鹤

李永胜

15:40-16:00

现有LAA封堵系统的特征与差异
黄

16:00-16:20

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穿戴式除颤仪临床应用评价
曾秋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6:20-16:50

房颤患合并冠心病患者的抗凝

16:50-17:10

房性心动过速的诊疗进展

17:10-17:30

房颤中风的非药物治疗进展

姚啟恒（香港大学）
付

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Riccardo （Morriston Hospital）

肺动脉高压与心力衰竭会场
主持：宋玉娥
14:00-14:25

刘启功

B1楼多功能厅

郑琼莉

董晓燕

顽固性心力衰竭治疗的困惑与对策
黄 竣（江苏省人民医院）

14:25-14:50

心室重构与心力衰竭重要信号通路

14:50-15:15

慢性心力衰竭治疗靶点与新研究

崔晓江(美国教授)

马爱群（西安交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5:15-15:40

心源性休克的治疗新进展
郭小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40-15:50

茶歇

主持：赵春霞

王 红

陈曼华

15:50-16:15

严重心衰合并致命性心律失常的研判与治疗

张苏川

王 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15-16:40

围生期心肌病的诊断与治疗进展
宋玉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40-17:05

急性左心衰的救治新策略与新技术

17:05-17:30

代谢综合征的临床分型与预后

陈 慧（福建医科大学）
崔兆强（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主动脉综合征与结构心脏病会场
14:00-14:20

汉阳厅

主持：袁义强

经导管主动脉瓣病变的介入治疗进展
王建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20-14:40

主动脉夹层的介入治疗技巧新解

罗建方(广东省人民医院)

14:40-15:00

合并冠心病的主动脉夹层的处理策略
曾和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20

主动脉夹层诊断技术的进展
马翔(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40

二尖瓣疾病介入治疗新进展

盛国太（江西省人民医院)

15:40-15:50

茶歇

15:50-16:10

腹主动脉瘤介入治疗的技巧与并发症的处理
符伟国(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10-16:30

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黄连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6:30-16:50

主动脉夹层的规范化内科药物治疗
唐家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6:50-17:10

SRF/myocardin,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of aortic
stiffening and hypertension
邱红玉（Loma Linda University）

东亚抗栓论坛
14:00-14:40

地点:香格里拉酒店三楼

仙桃厅

基因多态性不影响中国ACS急性冠脉综合征PCI术后患者氯吡格雷
的治疗
汪道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40-15:20

2016中国NSTE-ACS指南解读

陈韵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5:20-16:00

新时代抗血小板策略现状与未来—P2Y12受体拮抗剂选择优化
向定成（广州军区总医院）

16:00-16:30

讨论和总结

2017年9月9日（星期六）8:30-18:00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湖北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2017年学术会议

恩施厅+襄阳厅

凡注册参会代表均可获得省级I类继续教育学分4分【2017-03-01-024】，请
携带医卡通记录学分。
08:00-08:30
主持：郑琼莉

开幕式
李 睿

王家宁

08:30-09:00

晕厥的诊疗流程

江

09:00-09:30

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治疗策略

王杨淦(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09:30-10:00

甲状腺疾病的规范诊治

10:00-10:20

茶歇

10:20-11:50

主持: 及 新

乐
刘福元

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岭(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曾玉兰

肺栓塞的诊治进展
刘先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50-11:20

常见风湿性疾病的诊治要点
董凌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20-11:50

重症患者的综合救治理念
汪道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2:00-13:30

午餐

主持：朱文成

金志刚

13:30-14:00

幽门螺旋杆菌诊治共识解读
田德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00-14:30

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治前沿
周剑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4:30-15:00

肠易激综合征的心身消化医学认知与处理
宋 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主持：吴小燕

胡有志

胡晓军

韩红彦

廖新标

15:00-15:30

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诊治

王惠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5:30-16:00

浆膜腔积液的诊治流程

唐以军(十堰市太和医院)

16:00-16:30

多学科临床病例

郭静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6:30-17:00

多学科临床病例

黄晓东(武汉市第三医院)

17:00-17:30

总结

汪道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17年9月10日（星期日） 08:30-15:30
护理论坛会场

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恩施厅+襄阳厅

该论坛单独收费 100 元，即可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 I 类学分 6 分。
【2017-14-01-258】，联系人：张丽萍（护士长）13871168310
杨
主持：周

舸

巧（护士长）13971033747

裴大军

08:30-08:40

开幕式

08:40-09:30

科研与创新，助力优质护理
汪 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30-10:15

心电图危急值的识别
孙芸芸(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15-10:25

茶歇

主持：薛 晶

10:25-11:15

《成人急性心力衰竭护理实践指南》解读
吕 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1:15-12:00

高危 PCI 围术期护理管理实践
杨省利(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2:00-13:30

午餐/午休

主持： 王昭昭

万 琼

13:30-14:10

心血管常见急危重症患者的识别与护理应对
曹 青(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4:10-14:50

房颤脑卒中的预防治疗及护理
周佳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专科特色分享
14:50-15:00

主持：张丽萍
心脏康复在临床中的实践
刘 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10

心力衰竭患者院前症状识别、管理
陆丽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10-15:20

预防对比剂肾病口服水化管理方案
王珊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5:20-15:30

闭幕式

杨 巧(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17年9月10日（星期日）上午

B1楼多功能厅

心力衰竭与肺动脉高压会场

主持：宋玉娥

08:30-08:55

蒋建刚

顾晔

心力衰竭相关重要标志物临床研究新进展
卢永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08:55-09:20

慢性心力衰竭治疗中的问题与对策
张宇辉（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09:20-09:45

伴有左心衰竭的严重右心衰竭治疗难点与要点
贺丽霞（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09:45-10:10

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的诊断与治疗
熊长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10:10-10:20

茶歇

主持：唐家荣

甘受益

10:20-10:45

肺动脉高压的诊断与病因分类

韩红彦

郭小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45-11:10

先心病肺动脉高压的治疗新进展
徐 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10-11:35

免疫疾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的诊断与治疗
赵久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35-12:00

动脉高压的介入治疗

复杂冠心病会场 汉口厅

张 航（南京市第一医院）

主持：严江涛

洪李峰

王崇全

刘文卫

08:30-08:55

多支冠脉病变治疗策略与方法

08:55-09:20

STEMI合并心脏穿孔的救治
聂绍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支架再狭窄的治疗新进展
郭小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09:20-09:45

方唯一 （上海胸科医院）

09:45-10:10

不稳定斑块影像学诊断新进展

10:10-10:20

茶歇

10:20-10:45

CTO介入研究新进展与启示

罗建方(广东省人民医院)

10:45-11:10

CTO逆向介入关键技术与要点

张

11:10-11:35

ACS患者抗栓治疗程序化与个体化处理
余再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激光冠脉成形术诊疗新进展
周玉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1:35-12:00

主持：郭小梅

许臣洪

朱天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徐

广

斌（广东省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建设暨县级医院培训会场
08:30-08:50
主持：汪道文
08:50-09:10

汉阳厅

开幕式
曾和松

金志刚

胸痛中心建设促进中国医疗体系改革
霍 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10-09:30

急性胸痛的区域协调救治体系建设
向定成（广州军区总医院）

09:30-09:50
09:50-10:10
10:10-10:30

中国基层胸痛中心建设的理念和展望
曾文明（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
STEMI再灌注治疗的策略及选择
周 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急诊PCI的治疗策略及实战病例分享
马礼坤（安徽省立医院）

10:30-10:40

茶歇

主持：周

强

10:40-11:00

NSTEMI-ACS诊治新进展

王

祥

万

静

严江涛（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00-11:20

急性冠脉综合征典型和不典型心电图表现
吴岳平 ( 厦门大学附属医院)

11:20-11:40

心血管危重症的心脏支持治疗策略及选择
李 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40-12:00

心律失常会场

基层胸痛中心建设经验交流

武昌厅

主持：张存泰

祝亮(河南省永城市中心医院)

薛玉梅

08:30-08:50
08:50-09:05

特发性室早的QRS波特征

09:05-09:20

心源性猝死的无创预测指标

09:20-09:40

自主神经再平衡与心脏猝死

09:40-10:00

EPCI专家共识解读

10:00-10:20

起搏器\ICD\CRT的适应症进展

林佳雄（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
薛玉梅(广东省人民医院)
江

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苏 晞（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王 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0:20-10:30

茶歇

主持：林 立

姚述远

10:20-10:40

心脏性猝死一级预防进展

10:40-11:00

起搏器间期优化或者起搏心电图

李宜富
李宜富（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
蔡琳（成都市三医院）

11:00-11:15

血管迷走性晕厥诊断和治疗新进展
杨晓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1:30-11:50

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治疗策略
刘启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12:00-13:00 午餐
13:00 大会结束及代表撤离

第十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华中国际心脏病
大会 2017 报到事项
大会时间：2017 年 9 月 8 日-10 日。
大会及报到地点：武汉香格里拉大酒店
大会费用：参会注册 300 元（仅资料及学分、午餐）。
住

宿：费用自理。代表可自行选择会务组协议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建设大道 700 号； 027-85806868）和武汉兆瑞国际大酒店（武
汉市江汉区汉口高雄路 160 号；027-85568888）；亦可自己选择酒店住宿。
会议联络方式：
电话：027-83663794 电子邮件：whtjcdf@126.com
联系人：贾

丽 13476165102

郑

洁 13971421560

文

铮 13627119529

请每位代表于2017年8月30日之前短信（姓名、单位、职称、职务、手机号、
何时报到、住几晚）告知参会信息，会务组将根据确认参会人员预定客房和资料。
请外地参会代表携带会议邀请函于2017年9月8日9点以后在香格里拉大酒
店一楼注册登记。
大会结束后，参会代表将获得纸质版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I类学分10分。
第十届同济心血管疾病高峰论坛暨华中国际心脏病大会2017（中国·武汉）
愿为省内外的同行搭起了一座互相沟通、交流与合作的桥梁，我们相信这次大会
将是一场科学的盛会，热忱期待各位同道的莅临。
让我们相约美丽江城武汉，相约同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2017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