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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 2019 年全体委员会

2019.6.28（周五）下午 3 楼水仙厅

时间：16:30-18:00

心血管疾病诊治进展热点论坛

2019.6.28（周五）下午 3 楼百合 B厅

上半场：13:20-15:20

致辞：黄德嘉

主持: 黄德嘉、张海涛、曹力生、王伟、吴锦辉、罗俊、刘剑雄、张定宝

13:20-13:40 高血压血管老化的评价和管理 陶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0-14:00 心脏重症的现状、机遇与挑战 张海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4:00-14:20
心力衰竭患者血糖控制强度和降糖药物选

择
李静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20-14:40 左室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诊治进展 李萍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4:40-15:00 永久心脏起搏新技术新概念 刘兴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0-15:20 钾与高血压的新认识 牟建军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

休息（15:20-15:30）

下半场：15:30-17:50

主持：郑竹虚、张宇清、颜昌福、雷建国、蔡琳、吕湛、刘勇

15:30-15:50 难治性高血压筛查 吴海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5:50-16:10 2019 ESH 热点 张宇清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6:10-16:30 代谢性高血压及其干预 祝之明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16:30-16:50 从最新高血压指南看降压药物的合理选择 余静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16:50-17:10 ACS 合并室速电风暴的处理 杨艳敏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7:10-17:30 高血压治疗--降压是硬道理？ 周晓芳 四川省人民医院

17:30-17:50 房颤合并心衰患者治疗策略考虑 陶剑虹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专题会 1 3 楼百合 B厅

主持：陈晓平、郑竹虚

17:50-18:20

硝苯地平控释片（欣然)对轻中度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的家庭自测清晨血压及中心动脉

压影响

高平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巴蜀高血压论坛：高血压基础研究

2019.6.28（周五）下午 3 楼芙蓉厅

上半场：13:20-15:20

致辞：王铮、陈晓平

主持：唐朝枢、陈敬洲、Alex Chen、杨永健、李涛、范忠才

13:20-13:40
中国和东亚人群血脂紊乱和冠心病的基因

组和外显子研究进展
顾东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3:40-14:00 心血管疾病与代谢 唐朝枢 北京大学医学部

14:00-14:20 高血压线粒体损伤与血管修复 陶军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0-14:40 Apelin 信号与高血压心血管损伤 钟久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14:40-15:00 血管炎症的表观遗传学研究 朱依谆 澳门科技大学

15:00-15:20 SIRTUIN 6 基因与心血管疾病 蒋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休息（15:20-15:50）

下半场：15:50-17:50

主持：高平进、朱依谆、张伟丽、蒋维、刘小菁、周鹏

15:50-16:10
PLOD3 基因在高血压脑出血血管病变中的

作用和机制
陈敬洲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6:10-16:30 RNA 编辑与血管免疫炎症损伤
Alex

Chen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16:30-16:50
炎症免疫与心血管疾病—防治心血管疾病

的新靶点
高平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16:50-17:10 细胞高盐与盐敏感性高血压 祝之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

医大学大坪医院

17:10-17:30
血管老化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的表观

遗传机制研究
张伟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7:30-17:50
中介素对动脉粥样硬化的保护及作用机制

的作用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2 3 楼芙蓉厅

主持：李家富

17:50-18:20
新版共识论β受体阻滞剂在高血压治疗中

的重要地位
余静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心血管疑难病例专场：中国高血压病例大赛西南赛区初赛

2019.6.28（周五）下午 3 楼多功能厅

上半场：13:00-15:10

主持：陈晓平、吴海英、李家富

点评：高平进、余静、周建中、商黔惠、舒燕、胡咏梅、吴镜、蒋凌云

13:00-13:10 开场致辞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10-13:25 高血压患者肠镜检查抢救一例 曾敬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大坪

医院

13:25-13:40 肾上腺相关高血压的微创治疗 张和轩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大坪

医院

13:40-13:55 腹痛疑云 王勇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

医院

13:55-14:10 原来就是“TA” 王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0-14:25 匪夷所思的“高血压” 李勇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14:25-14:40 众里寻“它”千百度 龙琼华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

医院

14:40-14:55 高血压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一例 王引利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14:55-15:10 青年高血压 1 例 左丽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

休息（15:10-15:20）

下半场：15:20-18:00



主持：陈明、郭子宏、刘兴斌

点评：牟建军、格桑罗布、徐新娟、王伟、郎明健、秦方、陈航、蒋凌云

15:20-15:35 多发性大动脉炎一例 王艳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5:35-15:50 嗜铬细胞瘤伴肾栓塞一例 刘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0-16:05 男孩？女孩？ 段凤霞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

16:05-16:20 继发性高血压经典病例分享 王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6:20-16:35 一个青年女性的漫漫求医路 刘瑞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6:35-16:50 无创超声肾去交感治疗一例 黄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16:50-17:05 抽丝剥茧-探明高血压原因 王建灵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17:05-17:20 伪装者 高雅 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

17:20-18:00 总结、颁奖

四川省医师协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电生理基础培训

2019.6.28（周五）下午 3 楼水晶厅

上半场：13:20-15:20

主持：刘汉雄、杨大春、杨启才、赵刚、刘天虎

13:20-13:40 在 3D 标测系统下看心脏解剖 崔凯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40-14:00 肺静脉电隔离的操作技巧 何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14:00-14:20 房颤消融术后房性心律失常的标测和消融 刘汉雄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14:20-14:40
长程持续性房颤机制的最新进展及对消融

策略的启示
施海峰 卫生部北京医院

14:40-15:00 左心耳封堵的操作技巧 曾杰 四川省人民医院

15:00-15:20 心律失常介入治疗并发症预防及处理 王珍 西部战区总医院

休息（15:20-15:50）

下半场：15:50-18:10



主持：刘明江、何泉、常栋、李德才、徐大文、郭勇、张润峰

15:50-16:10
流出道起源室早、室速的解剖、心电图定

位及消融要点
张文勇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6:10-16:30
心外膜入路：操作技巧及并发症的预防和

处理
杨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30-16:50 ICE 在室性心律失常标测及消融中的应用 常栋 厦门大学附属医院

16:50-17:10
乳头肌室早、室速的心电图特点及标测和

消融技巧
李绍龙 昆明市延安医院

17:10-17:30 房颤易化消融的导管操作 张俊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17:30-17:50 房颤冷冻球囊操作流程 曾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50-18:10
器质性心脏病室速消融关键峡部的识别方

法与技巧
崔凯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3 3 楼茉莉厅

主持：陈正玉

17:20-17:50
从中国高血压新指南看基于靶器官保护的

降压策略
吴锦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4 3 楼茉莉厅

主持：陶剑虹、蔡琳

17:50-18:20 从最新指南看 RASI 在降压治疗中的地位 刘蔚 卫生部北京医院

心血管疾病诊治进展热点论坛

2019.6.29（周六）上午 3 楼百合 B厅

08:00-08:40 开 幕 式

上半场：08:40-10:20

主持：顾东风、王继光、杨杰孚、郑竹虚、陈茂、陈晓平

08:40-09:00 我国心血管病防治现状及展望 顾东风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09:00-09:20 从最新高血压指南看降压治疗策略 王继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09:20-09:40 精准盐评估谈血压管理 孙宁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09:40-10:00 心衰患者的猝死预防进展 杨杰孚 卫生部北京医院

10:00-10:20 从临床研究到指南看 TAVR 适应症的变化 陈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休息（10:20-10:30）

下半场：10:30-12:10

主持：蔡军、华伟、朱俊、蔡力、陶剑虹、颜昌福

10:30-10:50 高血压迈向精准医学：从基础到临床 蔡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0:50-11:10 难治性高血压药物治疗进展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10-11:30 冠状动脉微循环障碍：现状和挑战 梁春 上海长征医院

11:30-11:50 中国心律失常介入治疗 华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1:50-12:10 抗心律失常药物临床应用现状和进展 朱俊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专题会 5 3 楼百合 B厅

主持：陈晓平、郑竹虚

12:10-12:40 及早联合降压治疗提高高血压控制率 王继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专题会 6 3 楼百合 B厅

主持：陈茂

12:40-13:10
房颤抗凝治疗中的栓塞事件及出血风险评

估
朱俊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心血管护理专场

2019.6.29（周六）上午 3 楼芙蓉厅

上半场：08:40-10:10

主持：尹小华、屈模英、曹胜兰、张亚玲、刁发英、邱琛铭

08:40-08:55 新形势下心血管专科护士发展 游桂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55-09:10 S-ICD 植入围手术期护理策略 张丽敏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

院



09:10-09:25 心内科患者的风险管理 彭顺容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09:25-09:40 房颤冷冻消融治疗进展 郑明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40-09:55 冠脉介入术后并发症的识别与处理 梁婷 四川省人民医院

09:55-10:10 2018 心肺复苏指南解读 郭良敏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休息（10:10-10:20）

下半场：10:20-11:50

主持：黄秀萍、陈忠兰、刘彬、夏丽娜、肖茜、易启兰

10:20-10:35 冠心病患者延续性管理 包芸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35-10:50 老年高血压患者用药管理策略 潘媛媛 四川省人民医院

10:50-11:05 慢性心衰患者的管理 郑太蓉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11:05-11:20 临床科研思维——如何提出科研问题 温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20-11:35 心源性休克的急救处理策略 王雅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35-11:50 难治性高血压治疗新进展 徐英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7 3 楼芙蓉厅

主持：罗俊、蔡琳

11:50-12:20
从最新 ESH/ESC 指南看奥美沙坦酯在高

血压管理中的地位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8 3 楼芙蓉厅

主持：罗俊

12:20-12:50
高血压领域单片复方制剂（SPC）近 5 年

进展回顾
周晓芳 四川省人民医院

冠心病专场

2019.6.29（周六）上午 3 楼多功能厅

时间：08:40-10:10

主持: 张立、杨永健、王勉、李刚、孟照辉、张俊



08:40-09:00 STOPDAPT-2 研究解读 张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00-09:20 OCT 在 ACS 中的应用 陈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09:20-09:40 OCT 在复杂冠脉病变中的应用 王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40-09:55 FFR 在复杂冠脉病变中的应用 李其勇 四川省人民医院

09:55-10:10 OCT 在支架内再狭窄中的应用 赵然尊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休息（10:10-10:20）

下半场 10:20-12:00

主持：贺勇、蔡琳、罗彩东、郎明健、张新金

10:20-10:40 IVUS 在复杂冠脉介入中的应用 贺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40-11:00 虚拟支架技术 祝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00-11:20 QFR 与 OFR 的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 涂圣贤 上海交通大学

11:20-11:40 FFR 应用病例分享 胡欢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1:40-12:00 OCT 指导钙化旋磨病例 喻杨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

院

专题会 9 3 楼多功能厅

主持：陈韵岱、程标

12:00-12:30 比伐卢定临床应用——最新证据与思考 张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10 3 楼多功能厅

主持：杨杰孚、许顶立

12:30-13:00 血管加压素受体拮抗剂在心衰中的应用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11 3 楼水晶厅

主持：杨艳敏、李新立

12:00-12:30 心血管糖尿病共病治疗的心武器 刘剑雄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专题会 12 3 楼茉莉厅



主持：蔡军、王伟

12:00-12:30 刘兴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专题会 13 3 楼茉莉厅

主持：祝烨

12:30-13:00
高甘油三酯血症及其心血管风险管理专

家共识
贺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心血管疾病诊治进展热点论坛

2019.6.29（周六）下午 3 楼百合 B厅

上半场：13:20-15:20

主持：陈韵岱、李新立、曹力生、颜昌福、贺勇、饶莉

13:20-13:40
中国扩张型心肌病诊断和治疗指南要点解

读
李新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

13:40-14:00
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现状及技术策略进

展
陈韵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4:00-14:20 心脏猝死一级预防策略的再评价 汤宝鹏
新疆医科大附属第一医

院

14:20-14:40 急性心力衰竭的诊治进展 许顶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40-15:00 2018ESC/EACTS 心肌血运重建指南解读 杨永健 西部战区总医院

15:00-15:20 2018 年欧洲心血管病协会晕厥指南解读 罗俊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休息 15:20-15:30

下半场：15:30-16:50

主持: 吴永健、周鹏、任学良、王天勋

15:30-15:50 冠状动脉钙化病变的再评价和处理策略 吴永健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5:50-16:10 严重介入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贺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10-16:30 器质性心脏病室速处理策略 范忠才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6:30-16:50 高龄房颤患者的治疗策略 马长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16:50-18:10 血脂论坛 3 楼百合 B厅

主席：马长生、陈晓平、徐俊波

主持：陶剑虹、蔡琳、刘剑雄

16:50-17:00 致辞

17:00-17:20 PCSK9 抑制剂的前世今生 祝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20-17:40 PCSK9 抑制剂使用的困惑解答

17:40-18:00 LDL-C 降到很低之后是否会有安全性问题 孔令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8:00-18:10 总结

巴蜀高血压论坛：难治性高血压专场

2019.6.29（周六）下午 3 楼芙蓉厅

时间：13:20-15:40

主持：陈晓平、蒋雄京、黄晶、刘洪波、李学林、谢文、陈丽

13:20-13:40 女性高血压诊断治疗进展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40-14:00 高血压患者早期肾损害的筛查及处理策略 商黔惠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14:00-14:20 神经调节治疗高血压研究进展 黄晶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14:20-14:40 难治性高血压的筛查 李家富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4:40-15:00 肾交感消融的现状和未来 蒋雄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5:00-15:20 难治性高血压的药物精准治疗 刘蔚 卫生部北京医院

15:20-15:40 肾动脉狭窄处理中国专家共识解读 赵纪春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巴蜀高血压论坛：继发性高血压专场

2019.6.29（周六）下午 3 楼芙蓉厅

时间：15:50-17:50

主持：贾卫国、雷建国、戴功强、高毅滨、秦方、张光兵、陈玲



15:50-16:10 从欧洲指南看高血压最优联合治疗方案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10-16:30 高血压伴 OSA 的药物治疗策略 徐新娟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16:30-16:50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诊治进展 刘丽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16:50-17:10
肾上腺静脉分段取血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

症中的应用
许建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17:10-17:30 核医学在继发性高血压诊断中的应用 欧晓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30-17:50 大动脉炎诊治进展 舒燕 四川省人民医院

17:50-18:10 肾脏活检在高血压诊断中的应用 苏白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冠心病专场

2019.6.29（周六）下午 3 楼多功能厅

上半场：13:20-15:20

主持: 贺勇、石蓓、陶剑虹、刘海伟、庞文跃、王华

13:20-13:40 生物可降解支架发展史及现状 王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40-14:00 生物可降解支架临床数据解读 刘海伟 北部战区总医院

14:00-14:20 生物可降解支架临床使用规范 庞文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

14:20-14:40 生物可降解支架临床使用病例 贺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40-15:00 生物可降解支架在 A 型病变中的使用 赵然尊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15:00-15:20 讨论与总结

休息 15:20-15:30

下半场：15:30-17:50

主持：贺勇、陈竹君、李刚

点评：沈正、罗彩东、刘洪波

15:30-15:50 药物球囊在冠脉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及进展 蔡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50-16:10



16:10-16:30 充分预处理及夹层风险评估 陈竹君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30-16:50 DCB 在分叉病变中的应用 李刚 四川省人民医院

16:50-17:10 DCB 在小血管病变中的应用 戴闽 绵阳市中心医院

17:10-17:30 DCB 在特殊原位病变中的应用 沈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30-17:50 讨论及总结

专题会 14 3 楼多功能厅

主持：陈晓平、徐俊波

17:50-18:20 特异性逆转剂与房颤抗凝 3.0 时代 马长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CIED 病例沙龙

2019.6.29（周六）下午 3 楼水晶厅

上半场：13:20-15:20

主持：

点评：华伟、汤宝鹏、刘兴斌、范洁、薛小临、刘兵

13:20-13:40 病例一 李耀东 新疆

13:40-14:00 病例二 沈敏 西安

14:00-14:20 病例三 梁潇 西安

14:20-14:40 病例四 郭兰燕 西安

14:40-15:00 病例五（ICM） 崔艳菊 昆明

15:00-15:20 病例六

休息（15:20-15:30）

下半场：15:30-18:00

主持：

点评：华伟、汤宝鹏、刘兴斌、范洁、薛小临、刘兵



15:30-15:50 病例七 四川省人民医院

15:50-16:10 病例八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16:10-16:30 病例九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6:30-16:50 病例十 西部战区医院

16:50-17:10 病例十一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10-17:30 病例十二 遂宁中心医院

17:30-17:50 总结

心血管急重症专场

2019.6.29（周六）下午 3 楼水仙厅

上半场：13:20-16:00

主持：燕纯伯、吕湛、魏欣、邓晓剑、金静、王庆旭、陈航、李俊峰

13:20-13:40 高血压急症及高血压亚急症的处理 张慧敏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13:40-14:00 急性心衰患者的容量管理 许顶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4:00-14:20 急性肺栓塞的识别与治疗 吕湛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4:20-14:40 从指南看心源性休克的现代管理 魏欣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40-15:00 低心排的专家共识 曹舸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0-15:20 重症心衰的治疗难点 胡咏梅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5:20-15:40 机械循环辅助装置在心源性休克中的应用 赖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40-16:00 2018 中国心衰指南亮点解读 李新立 江苏省人民医院

休息（16:00-16:10）

下半场：16:10-18:10

主持：燕纯伯、王伟、魏欣

点评：张慧敏、许顶立、张立、杨庆、石卫晨、郑文武、艾民、彭勇、戴玫、王沛坚、彭清、

蒋凌云、王强



16:10-16:30 病例一

16:30-16:50 病例二

16:50-17:10 病例三

17:10-17:30 病例四

17:30-17:50 病例五

心肌疾病与心脏影像学专场

2019.6.29（周六）下午 3 楼茉莉厅

时间：13:20-16:00

主持：陈玉成、饶莉、贺毅、姜萌、陈伟、钟德超、何川、黄鹤

13:20-13:40
CMR 在扩张性心肌病临床诊疗决策中的应

用
陈玉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3:40-14:00 心脏肿瘤相关心肌损伤的 CMR 评价 姜萌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

医院

14:00-14:20 TEE 在结构性心脏病诊疗中的应用 饶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20-14:40 炎症性心肌病的 CMR 评价 陈伟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4:40-15:00 核素显像在心肌病临床诊疗中的价值 唐恭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00-15:20 HFPEF 的超声评价 梁玉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20-15:40 超声心动图评估心功能 黄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5:40-16:00 2018 年中国扩心病诊断治疗指南 吴镜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专题会 15 3 楼茉莉厅

主持：许顶立、曹舸

16:00-16:30 正性肌力药物与硝酸酯类药物合理应用 陈玉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心血管疾病诊治进展热点论坛

2019.6.30（周日）上午 3 楼百合 B厅

上半场：08:20-10:00



主持: 陈晓平、惠汝太、刘梅林、严晓伟、姜建、张海波

08:20-08:40
2019 年中国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疾病基

因诊断指南解读
惠汝太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

院

08:40-09:00
降糖药物治疗模式转变：从降糖到改善心

血管预后
李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00-09:20 老年人抗血小板治疗进展 刘梅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20-09:40 2019 AHA/ACC/HRS 房颤患者管理指南解读 姜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40-10:00 再谈高密度脂蛋白 严晓伟 北京协和医院

休息（10:00-10:10）

下半场：10:10-12:30

主持: 黄岚、周玉杰、钱菊英、李玉明、曾智、张定宝、林德智

10:10-10:30 肺动脉高压诊治进展与评价 黄岚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新桥

医院

10:30-10:50 ACS 合并心源性休克的介入治疗 周玉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

10:50-11:10
从指南变迁看急性心肌梗死再灌注治疗策

略
钱菊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10-11:30 妊娠高血压病：从指南变迁到临床实践 李玉明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

11:30-11:50 中国瓣膜病介入治疗现状及问题 曾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50-12:10 J 波综合征的鉴别诊断和风险评估 严干新

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

Main Line Health 心脏中

心

12:10-12:30 联合用药治疗高血压个体化选择 赵连友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

医院

巴蜀高血压论坛：高血压社区及互联网专场

2019.6.30（周日）上午 3 楼芙蓉厅

上半场：08:20-10:00

主持：赵连友、谢良地、刘涛、刘勇、唐川苏

08:20-08:40 互联网+动态血压测量+智慧血压测量管理 陈晓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40-09:00 借鉴凯撒经验，提高我国高血压达标率 赵连友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

医院



09:00-09:20 老年常见继发性高血压的类型及特征 李南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医院

09:20-09:40 人工智能在高血压中的应用前景 谢良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09:40-10:00 广东高血压防控模式的思考与计划 冯颖青 广东省人民医院

休息（10:00-10:10）

下半场：10:10-11:50

主持：李南方、颜昌福、戴功强、刘勇、刁元彬

10:10-10:30 2019 中国老年高血压管理指南解读 华琦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30-10:50 围手术期高血压管理 陈源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50-11:10 互联网管理与血压依从性 廖晓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10-11:30 南充市农村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管理经验 刘涛 南充市中心医院

11:30-11:50 清晨血压控制实战技巧 刘勇 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

CIED 新进展专场

2019.6.30（周日）上午 3 楼多功能厅

上半场：08:20-09:40

主持：范洁、刘兵、陶剑虹、蔡琳

08:20-08:40 获得性长 QT 的预防与处理策略 严干新

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

Main Line Health 心脏中

心

08:40-09:00 希浦系统起搏的概念、解剖及电生理基础 汤宝鹏
新疆医科大附属第一医

院

09:00-09:20
左束支起搏适应人群探讨及植入技术经验

分享
薛小临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09:20-09:40 希浦系统起搏植入技术及临床研究进展 刘兴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休息（09:40-09:50）

下半场：09:50-10:50

主持：汤宝鹏、薛小临、刘兴斌

http://www.baidu.com/link?url=gV3T15yP4fwHRRl22HKG_gXQTLGatBcuNa_fcVLkSLfdqZKDSKtJ9Zr0JOy03wrNxVAeXaxN3LWgKLW9GvYy9HgA28BKOeuCuTsko3GEQcC


09:50-10:10 CIED 感染并发症预防进展及经验 刘兵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0:10-10:30 室速电风暴的个体化处理策略 范洁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10:30-10:50 起搏电极导线管理 张恒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休息（10:50-11:00）

主持：徐原宁

评委：严干新、汤宝鹏、薛小临、刘兵、蔡琳、刘兴斌

11:00-12:00
辩题：室内三分支阻滞合并 HErEF 的器械选择治疗：

A.DDD；B.CRT；C.左束支起搏

心律失常专场

2019.6.30（周日）上午 3 楼水仙厅

上半场 08:20-10:00

主持：姜建、蔡琳、刘丽、张文勇、张润峰

08:20-08:40 2019 年心房颤动指南更新要点解读 付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40-09:00
射频消融联合左心耳封堵术一站式治疗卒

中高风险非瓣膜病心房颤动
曾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00-09:20 房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治疗 崔凯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20-09:40 快速性心律失常急诊处理 李德 西部战区总医院

09:40-10:00 心房颤动的量化消融 李德才 绵阳市 404 医院

休息（10:00-10:10）

下半场：10:10-11:50

主持：张恒愉、张庆、郎明建、张海波、李成玲

10:10-10:30 心律失常消融治疗并发症管理 杨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30-10:50

10:50-11:10
高密度标测在器质性心脏病合并室性心动

过速射频消融中的应用
刘汉雄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11:10-11:30 心腔内超声在心律失常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胡宏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30-11:50
室上性心动过速射频消融治疗中的常见困

难及对策
李德才 绵阳市 404 医院

青年医师演讲比赛

2019.6.30（周日）上午 3 楼茉莉厅

时间：08:20-12:00

主持：陈晓平、范忠才、陈明

点评：冯颖青、华琦、周鹏、冯沅、王伟、舒燕、胡咏梅、张俊、石卫晨、陈丽、张加力、

刘云兵、何江

08:20-08:40 陈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8:40-09:00 刘雯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09:00-09:20 洪必莹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09:20-09:40 周琳 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09:40-10:00 聂谦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

10:00-10:20 左丽 成都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20-10:40 张荣先 成飞医院

10:40-11:00 高金全 崇州市人民医院

11:00-11:40 点评

11:40-12:00 颁奖

专题会 16 3 楼茉莉厅

主持：陈晓平

12:00-12:30 降糖策略新宣言 早联用 早保护 李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心电图比赛

2019.6.30（周日）下午 3楼百合 B 厅

时间：14:00-17:30

主席：黄德嘉、严干新



主持：刘兴斌、薛小临

评委：蔡琳、范洁、刘兵、李德、刘剑雄、沈灯、汤宝鹏、陶剑虹、余萍、张俊

14:00-14:20 主席致辞

14:20-16:00 初赛

16:10-17:20 决赛

17:20-17:30 颁奖、合影



四川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 2019 年会暨第六届学术会议日程一览表

日期 时间 大堂（1F） 百合 B（3F） 芙蓉厅（3F） 水仙厅（3F） 多功能厅（3F） 水晶厅（3F） 茉莉厅（3F）

2019.6.28

（周五）
13:30-18:00

报到注册

(10:00-22:00)

心血管疾病诊治

进展热点论坛

巴蜀高血压论坛：

高血压基础研究

四川省医师协会

心血管内科医师

分会 2019 全体委

会(16:30-18:00)

心血管疑难病例

专场：中国高血压

病例大赛西南赛

区初赛

青年电生理联盟

论坛

2019.6.29

（周六）

08:00-08:40 开幕式

08:40-12:00
心血管疾病诊治

进展热点论坛
心血管护理专场 冠心病专场

13: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5:30
心血管疾病诊治

进展热点论坛

巴蜀高血压论坛：

难治性高血压专

场

心血管急重症专

场
冠心病专场 CIED 病例沙龙

心肌疾病与心脏

影像学专场

16:00-18:00
心血管疾病诊治

进展热点论坛

巴蜀高血压论坛：

继发性高血压专

场

心血管急重症专

场
冠心病专场 CIED 病例沙龙

2019.6.30

（周日）

08:20-12:00
心血管疾病诊治

进展热点论坛

巴蜀高血压论坛：

高血压社区及互

联网专场

心律失常专场 CIED 新进展

青年医师演讲比

赛——四川省初

赛

14:00-17:30 心电图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