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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南方会——广州

第十八届全国介入心脏
病学论坛—贵阳

2015长安心血管病论
坛—西安

Heart Rhythm Society 
2015—波士顿

EuroPCR—巴黎

东北、华北八省市心
血管病学术大会2015
（521大会）—天津

中国基层心血管病大
会—沧州

CIC-中国心血管创新论
坛—南京

第九届中国中西部心血
管病学术会议—重庆

第十二届心脏影像及心
脏干预大会—北京

中国心血管预防与康复
论坛暨广东省心力衰竭
论坛—广州

中国心脏大会(CHC)2015—
北京

西部长城会—乌鲁木齐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
国心血管大会暨第九届
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上
海

XV World Congress of 
Arrhythmia暨中国医师
协会心律学年会—北京

经桡动脉冠脉诊疗培训
班—北京

CCT2015—神户

第五届胸痛中心
高峰论坛—广州

江苏省心血管年会—常
州

第10届西京复杂冠脉介
入会—西安

第七届全国室性心律失
常专题会议—南京

第十二届中国冠心病介
入沙龙—北京

第十二届中国冠心病介
入沙龙—北京

Cardiorhythm 2015—香
港

Cardiorhythm 2015—香
港

CIT2015—北京

湖南省心血管年会—长
沙

TCTAP—首尔

桡动脉演示课程暨介入
并发症论坛—杭州

宁波天一国际心血管病
论坛—宁波
中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
术大会—北京

第11届淮海心血管病论
坛—徐州

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高
峰论坛—北京

EHRA Europace-
cardiostim 2015—米兰

心房颤动论坛—北京

武警介入会议—内蒙古

北大心血管转化医学论
坛—北京

第20届西京-Mayo Clinic
会—西安

第十届冰城心血管病会
议—哈尔滨

内蒙古大草原心血管病
大会—呼和浩特

国际生物医学科学大会
暨寒地心脏病学会议 
—哈尔滨

ESC2015—伦敦

第九届钱江国际心血管
病会议—杭州

中原心脏病大会暨中原
长城国际心脏病会议—
郑州

高血压联盟年会—北京

Venice Arrhythmias—威
尼斯

TCT2015—旧金山

第十三届南京心脏血运
重建会议—南京

2015年中国心力衰竭年
会—长春

CTOCC—上海

南方长城心脏会议—长
沙

26届长城会 | 亚太心脏
大会—北京

第12届广西冠心病介入
论坛暨中国东盟高峰论
坛—南宁

8th Asia Pacific Heart 
Rhythm Society Scientific 
Sessions—墨尔本

心脏影像沙龙—上海

左主干暨冠状动脉分叉
病变峰会(CBS)—南京

北大冠脉介入治疗高级
课程—北京

ASSA—地点待定

第七届全国室性心律失
常专题会议—南京

第七届全国室性心律失
常专题会议—南京

第十二届中国冠心病介
入沙龙—北京

第十二届中国冠心病介
入沙龙—北京

CRT2015—华盛顿

心血管前沿大会—杭州

CRT2015—华盛顿

CRT2015—华盛顿 CRT2015—华盛顿

心血管前沿大会—杭州

ACC2015—圣地亚哥

心血管前沿大会—杭州

ACC2015—圣地亚哥

心血管前沿大会—杭州

ACC2015—圣地亚哥 CIT2015—北京 CIT2015—北京 CIT2015—北京

湖南省心血管年会—长
沙

湖南省心血管年会—长
沙

南方会——广州 南方会——广州 南方会——广州

2015东北心血管病论
坛—沈阳

2015东北心血管病论
坛—沈阳

2015东北心血管病论
坛—沈阳

2015东北心血管病论
坛—沈阳

第十八届全国介入心脏
病学论坛—贵阳

第十八届全国介入心脏
病学论坛—贵阳

TCTAP—首尔TCTAP—首尔

TCTAP—首尔

2015长安心血管病论
坛—西安

桡动脉演示课程暨介入
并发症论坛—杭州

2015长安心血管病论
坛—西安

桡动脉演示课程暨介入
并发症论坛—杭州

宁波天一国际心血管病
论坛—宁波
中国动脉硬化性
疾病学术大会—
北京

Heart Rhythm Society 
2015—波士顿

宁波天一国际心血管病
论坛—宁波

Heart Rhythm Society 
2015—波士顿

Heart Rhythm Society 
2015—波士顿

EuroPCR—巴黎EuroPCR—巴黎EuroPCR—巴黎

第11届淮海心血管病论
坛—徐州

第11届淮海心血管病论
坛—徐州

东北、华北八省市心
血管病学术大会2015
（521大会）—天津

东北、华北八省市心
血管病学术大会2015
（521大会）—天津

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高
峰论坛—北京

第六届宁夏国际心血管
病论坛暨宁夏心血管病
年会—银川

第六届宁夏国际心血管
病论坛暨宁夏心血管病
年会—银川

第六届宁夏国际心血管
病论坛暨宁夏心血管病
年会—银川

中国基层心血管病大
会—沧州

中国基层心血管病大
会—沧州

CIC-中国心血管创新论
坛—南京

CIC-中国心血管创新论
坛—南京

EHRA Europace-
cardiostim 2015—米兰

EHRA Europace-
cardiostim 2015—米兰

EHRA Europace-
cardiostim 2015—米兰

第九届中国中西部心血
管病学术会议—重庆

心房颤动论坛—北京心房颤动论坛—北京

武警介入会议—内蒙古 武警介入会议—内蒙古

北大心血管转化医学论
坛—北京

第十二届心脏影像及心
脏干预大会—北京

第十二届心脏影像及心
脏干预大会—北京

中国心血管预防与康复
论坛暨广东省心力衰竭
论坛—广州

第20届西京-Mayo Clinic
会—西安

中国心血管预防与康复
论坛暨广东省心力衰竭
论坛—广州

第20届西京-Mayo Clinic
会—西安

第十届冰城心血管病会
议—哈尔滨

第十届冰城心血管病会
议—哈尔滨

中国心脏大会(CHC)2015—
北京

中国心脏大会(CHC)2015—
北京

中国心脏大会(CHC)2015—
北京

内蒙古大草原心血管病
大会—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草原心血管病
大会—呼和浩特

西部长城会—乌鲁木齐西部长城会—乌鲁木齐

国际生物医学科学大会
暨寒地心脏病学会议 
—哈尔滨

ESC2015—伦敦国际生物医学科学大会
暨寒地心脏病学会议 
—哈尔滨

国际生物医学科学大会
暨寒地心脏病学会议 
—哈尔滨

国际生物医学科
学大会暨寒地
心脏病学会
议—哈
尔滨

ESC2015—
伦敦

ESC2015—伦敦 ESC2015—伦敦 第九届钱江国际心血管
病会议—杭州

第九届钱江国际心血管
病会议—杭州

第九届钱江国际心血管
病会议—杭州

中原心脏病大会暨中原
长城国际心脏病会议—
郑州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
国心血管大会暨第九届
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上
海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
国心血管大会暨第九届
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上
海

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
国心血管大会暨第九届
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上
海

高血压联盟年会—北京 高血压联盟年会—北京

XV World Congress of 
Arrhythmia暨中国医师
协会心律学年会—北京

XV World Congress of 
Arrhythmia暨中国医师
协会心律学年会—北京

XV World Congress of 
Arrhythmia暨中国医师
协会心律学年会—北京

第十三届南京心脏血运
重建会议—南京

第十三届南京心脏血运
重建会议—南京

经桡动脉冠脉诊疗培训
班—北京

经桡动脉冠脉诊疗培训
班—北京

2015年中国心力衰竭年
会—长春

2015年中国心力衰竭年
会—长春

Venice Arrhythmias—威
尼斯

TCT2015—旧金山

Venice Arrhythmias—威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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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ice Arrhythmias—威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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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ice Arrhythmias—威
尼斯

TCT2015—旧金山

CTOCC—上海

南方长城心脏会议—长
沙

CTOCC—上海

南方长城心脏会议—长
沙

CCT2015—神户

26届长城会 | 亚太心脏
大会—北京

CCT2015—神户

26届长城会 | 亚太心脏
大会—北京

26届长城会 | 亚太心脏
大会—北京

第12届广西冠心病介入
论坛暨中国东盟高峰论
坛—南宁

第四届经前臂（桡/尺）
动脉微创化冠脉介入治疗
国际论坛；第八届华北心
脏病学会议—石家庄

8th Asia Pacific Heart 
Rhythm Society Scientific 
Sessions—墨尔本

8th Asia Pacific Heart 
Rhythm Society Scientific 
Sessions—墨尔本

8th Asia Pacific Heart 
Rhythm Society Scientific 
Sessions—墨尔本

心脏影像沙龙—上海

江苏省心血管年会—常
州

江苏省心血管年会—常
州

北大冠脉介入治疗高级
课程—北京

北大冠脉介入治疗高级
课程—北京

左主干暨冠状动脉分叉
病变峰会(CBS)—南京

左主干暨冠状动脉分叉
病变峰会(CBS)—南京

第10届西京复杂冠脉介
入会—西安

第10届西京复杂冠脉介
入会—西安

ASSA—地点待定ASSA—地点待定

左主干暨冠状动脉分叉
病变峰会(CBS)—南京

EACPR 2015—里斯本敦

WCN—Cape Town/South 
Africa

WCN—Cape Town/South 
Africa

WCN—Cape Town/South 
Africa

ASN-San Diego —美国

WCN—Cape Town/South 
Africa

WCN—Cape Town/South 
Africa

ASN-San Diego —美国 ASN-San Diego —美国 ASN-San Diego —美国

ASN-San Diego —美国 ASN-San Diego —美国

ERA-EDTA—伦敦

ERA-EDTA—伦敦 ERA-EDTA—伦敦 ERA-EDTA—伦敦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2015血液净化论坛—
太原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2015血液净化论坛—
太原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2015血液净化论坛—
太原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2015血液净化论坛—
太原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2015学术年会—地点
待定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2015学术年会—地点
待定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2015学术年会—地点
待定

CTT暨CCC—武汉

福建省第19次心血管病
学年会—福州

福建省第19次心血管病
学年会—福州

福建省第19次心血管病
学年会—福州

第十二届北方长城会—
沈阳

第十二届北方长城
会—沈阳

第十二届北方长城
会—沈阳

第十届海河之滨心脏病
学会议—天津

第十届海河之滨心脏病
学会议—天津

第十届海河之滨心脏病
学会议—天津

第十届海河之滨心脏病
学会议—天津

第7届敦煌国际心血管
病论坛暨甘肃省心血管
病年会—兰州

第7届敦煌国际心血管
病论坛暨甘肃省心血管
病年会—兰州

第7届敦煌国际心血管
病论坛暨甘肃省心血管
病年会—兰州

吉林省第十六届心血
管病学暨电生理与起
搏第十一次学术会议 
—长春

吉林省第十六届心血
管病学暨电生理与起
搏第十一次学术会议 
—长春

吉林省第十六届心血
管病学暨电生理与起
搏第十一次学术会议 
—长春

中国深圳心血管病论坛—
深圳

中国深圳心血管
病论坛—深圳

2014年逸仙心血管病论
坛（CVF2014）—广州

2014年逸仙心血管病论
坛（CVF2014）—广州

2014年逸仙心血管病论
坛（CVF2014）—广州

EACPR 2015—里斯本敦EACPR 2015—里斯本敦

CTT暨CCC—武汉 CTT暨CCC—武汉

吉林省医学会第十六
届心血管病学术年会 
—长春

吉林省医学会第十六
届心血管病学术年会 
—长春

吉林省医学会第十六
届心血管病学术年会 
—长春

第三届赣鄱心血
管病论坛暨江西
省年会—新余

第三届赣鄱心血
管病论坛暨江西
省年会—新余

第三届赣鄱心血
管病论坛暨江西
省年会—新余

第三届赣鄱心血
管病论坛暨江西
省年会—新余

第八届同济心血管高峰
论坛—武汉

第八届同济心血管高峰
论坛—武汉

海峡两岸心血管交流高
峰论坛—厦门

海峡两岸心血管交流高
峰论坛—厦门

海峡两岸心血管交流高
峰论坛—厦门

海峡两岸心血管交流高
峰论坛—厦门

第五届胸痛中心
高峰论坛—广州

第四届经前臂（桡/尺）
动脉微创化冠脉介入治疗
国际论坛；第八届华北心
脏病学会议—石家庄

中国深圳心血管
病论坛—深圳

急性冠脉综合征区域化协
同救治研讨会——镇江

急性冠脉综合征区域化协
同救治研讨会——镇江

急性冠脉综合征区域化协
同救治研讨会——镇江

日本循环协会JCS年会—
日本大阪

日本循环协会JCS年会—
日本大阪

日本循环协会JCS年会—
日本大阪

AsiaPCR/SingLIVE 2015—
新加坡

AsiaPCR/SingLIVE 2015—
新加坡

AsiaPCR/SingLIVE 2015—
新加坡

AHA 2015 —佛罗里达
州奥兰多市

AHA 2015 —佛罗里达
州奥兰多市

AHA 2015 —佛罗里达
州奥兰多市

AHA 2015 —佛罗里达
州奥兰多市

AHA 2015 —佛罗里达
州奥兰多市

第四届经前臂（桡/尺）
动脉微创化冠脉介入治疗
国际论坛；第八届华北心
脏病学会议—石家庄

高血压联盟年会—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