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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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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主任　宁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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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与美国心脏病学会

工作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
会议地点：华盛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ＣＳＣ）出席人员：霍　勇　周玉杰　刘梅林　高　炜　张　运
傅向华　方唯一　李　晖
美国心脏病学会 （ＡＣＣ）出席人员：ＪｏｈｎＨａｒｏｌ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Ｏ＇ＧａｒａＫｉ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Ｚｏｇｈｂｉ

主要讨论事项如下：

１ＣＳＣ－ＡＣＣ联合论坛：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心现大会上的 ＡＣＣ联合论坛拟定安排于９月２０
日下午，时间２小时，可设立５～６个主题，例如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心
律失常等。２个主题由中国专家演讲，余３～４个讲题由 ＡＣＣ专家演讲。ＡＣＣ的教育联络员 Ｄｒ
Ｋｕｇｅｌｍａｓｓ５月份前来中国重点洽谈此事。在此之前，请ＡＣＣ尽量提供美方大致演讲题目与人员名
单，以备５月份底东方会期间学术委员会的讨论。７月份ＡＣＣ１５华盛顿ＨｅａｒｔＨｏｕｓｅ举行年会学术
计划会议，ＣＳＣ派遣人员参加，学习并交流学术会议安排经验。
２新晋ＡＣＣＦｅｌｌｏｗ授予仪式：暂定９月２０日晚的新晋ＦＡＣＣ授予仪式计划为冷餐会形式，请

有双方代表教授致辞与新晋ＦＡＣＣ介绍，下一步与 ＡＣＣ进一步沟通，就形式与内容 （是否需要统

一着装等）进行细致讨论。

３Ｃａｒｄｉｏｓｍａｒｔ中文版网站：与ＡＣＣ合作共同发展患教平台，对英文的网站内容和格式进行修
改，以符合中国文化与临床现状 （用药和治疗方法），ＡＣＣ愿意在开始阶段提供必要的基础资料，
依据ＣＳＣ计划建立时间轴明确第一部分的合作内容。计划于９月份 ＣＳＣ年会期间启动或示例 ｃａｒ
ｄｉｏｓｍａｒｔ某一部分版块，如高血压。另基于合作协议基础上，ＣＳＣ年会期间拟举办公众血压筛查活动。
４ＦＩＴｓ（ＦｅｌｌｏｗＩ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为尚未成为主治医师不能独立行医的年轻医生提供更多的医疗资

源和学习机会，可以免费查看文献，免费享有 ＡＣＣ提供的部分资源，没有名额限制，可通过学会
及期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告。

５Ｇｌｏｂａｌｆａｃｕｌｔｙｌｉｓｔ：ＣＳＣ首先建立优秀专家信息库，推荐标准包括可以流利使用英语进行演
讲，随后可从中推荐专家参与相应的国际活动，如ＡＣＣ会议演讲或主持，英文期刊编辑等。
６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ｈｉｐ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ＣＣ的ｃａｒｄｉｏｓｏｕｒｃｅ网页上有医生培训交换项目的信息平台，目前仅

会员可见，方便医生与相应医疗机构了解双方需求，ＡＣＣ愿与 ＣＳＣ共同努力为广大医生寻找和创
造更多参观访问医疗机构的机会。 （整理　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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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学术委员会

第四次工作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１８：３０－２１：００
会议地点：东方滨江大酒店３楼３ＣＤ厅
邀请范围：学术委员会各位委员、秘书长、各学组组长、年会各论坛负责人、中华医学会负责人、

浙江医学会负责人、心血管分会办公室工作人员

参会名单：陈纪言　陈剑飞　陈韵岱　方　全　付　华　傅国胜　傅向华　高　炜　韩雅玲
何东方　黄德嘉　霍　勇　季晓平　蒋　峻　荆志成　李新立　李拥军　刘梅林
卢新政　钱菊英　乔树宾　曲新凯 孙　勇（哈尔滨） 谢　翔　徐　明　叶　平
赵树梅　周玉杰

浙江医学会：周　杨　孙　勇 （浙江）

中华医学会：黄　莉
心血管分会办公室：宁田海　李冬梅　郭海静　李　晖
会议主持：韩雅玲教授

主要内容：

一、由刘梅林、李冬梅和李晖分别向与会专家汇报了２０１４年中华医学会第十六次心血管大会
初步日程安排，经认真讨论基本同意目前安排，并提出如下补充：

１考虑会场实际，两个贵宾厅可作为小型备用会场，做为病例讨论或为专家面对面会场。
２开幕式定于９月１８日１９：００－２０：３０。９月２０日８：００全体大会２小时，共６个讲题，

１０：００之后开始分会场内容。
３病例讨论汇报５分钟，讨论１０～１５分钟；大会论文报告８分钟。
４冠名论坛学术内容由相应学组把关，冠名企业需与相应学组负责人联络协商。
５ＦＡＣＣ授予仪式请王建安院长具体指导，希望ＡＣＣ可以提供既往ＦＡＣＣ授予仪式录像。
６请浙江省提出本次大会主题。
二、各学组指南和进展情况

１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学组：（１）《２０１４慢性稳定性冠心病中国专家共识》构建共识的框
架，完成后分配给各位专家撰写。（２）《急性ＳＴ段抬高急心肌梗死诊治指南》按计划进展中。
２结构性心脏病学组：（１）《光学相关断层成像 （ＯＣＴ）技术在心血管领域的应用中国专家共

识》，因涉及广泛，建议加入介入心脏病学组专家。经皮球囊二尖瓣成形术 （ＰＢＭＶ）由盛国太执
笔已完成初稿。（２）先天性心脏病经导管介入治疗指南：动脉导管未闭 （ＰＤＡ）介入治疗：已由
张智伟执笔完成，结构心脏病学组组长、副组长已初步审阅；室间隔缺损 （ＶＳＤ）介入治疗：由孔
祥清执笔，尚未完稿。

３介入心脏病学组：（１）《ＦＦＲ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应用专家共识》撰写中。（２）
《桡动脉入径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应用指南》已经成稿，拟于近期召开审稿会。（３）《冠
心病患者ＡＣＥＩ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已经成稿，并已召开一次审稿会，目前正在根据定稿会意见进
行修改，发起学组建议加上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学组。（４）《抗血小板治疗反应多样性的临床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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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处理建议》已经成稿，已于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召开的第一次专家讨论会，目前正在修稿，发起
学组建议加上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学组。（５）２０１５年计划撰写 《ＩＡＢＰ的临床应用科学声明》。
４女性心脏健康学组：（１） 《绝经后女性血脂异常管理中国专家共识》已完成，并发表在中

华心血管病杂志第四期上。（２）《中国女性心血管病防治专家共识》正在修改中，拟于９月份年会
时组织专家讨论。

５高血压学组：（１）《单片复方制剂降压治疗的应用流程》已发表。《清晨高血压管理专家建
议》中文已定稿，英文稿正在工作。（２）《肥胖相关性高血压中国专家共识》即将完稿，中英文。
（３）《继发性高血压临床筛查流程》已启动。（４）《盐与高血压的中国专家申明》拟申报。
６心血管病影像学组： （１） 《心脏放射性核素显像临床应用指南》《血管内超声中国专家共

识》均已完成第一次专家修改，现正着手开始第二次修改。

７基础研究学组：《高敏肌钙蛋白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初稿已完成并于５月２８日召开了
专家讨论会，建议加上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学组和介入心脏病学组。

８预防学组：（１）《心血管疾病 （冠心病）运动临床应用指南》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已启动。（２）
《动脉粥样硬化血脂临床指南》正在起草撰写，计划６月３０日前完成，后续进行专家函审和会审。
９肺血管病学组：《肺高压防治指南修订》已经基本完成，拟定今年７月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发表。

１０心力衰竭学组：（１）《成人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已经完稿，待发
表。（２）《中国成人心力衰竭诊断治疗指南》已在２０１４年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第二期发表，相应的
配套ＰＰＴ已经完成。
１１心律失常学组：《新型口服抗凝药在非瓣膜病心房颤动中的应用》初稿已经完成，目前修

改中，拟定７月５日在成都召开定稿会。
三、会议上审核批准了 《冠状动脉痉挛的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受体阻滞剂在非心脏手

术围术期应用的中国专家共识》、《冠状动脉分叉病变介入治疗共识》的申请。

（整理　郭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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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动脉粥样硬化及冠心病

学组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２０１４－３－２１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会议地点：上海虹桥迎宾馆６号楼２楼群贤堂

参会委员：曾定尹　刘震宇　朱建华　高　展　周旭晨　李虹伟　严晓伟　陈文强　李　斌

杨丽霞　李建美　陆东风　刘　全　徐　标　王　勇　安　健　徐　明　王长谦

郭晓碧　沈卫峰　孙爱军　田　野　董少红　贾辛未　彭　瑜　张瑞岩　高　炜

魏　盟　李永乐　丁风华　修建成　谢　伟　何　奔

请假委员：陆国平　曾　勇　赵水平　田　文　蒋　峻　黄　晖　晏沐阳　陈　红　王东琦

李小鹰　汪　敏　李建平　季福绥　贾大林　王满庆　聂绍平　陈纪林　洪　浪

主 持 人：高炜组长

会议主要内容：

学组议事

１研究方向分组：血脂 （动脉硬化）、冠心病 （方向）、青年组。

２指南落实：ＳＴＥＭＩ、稳定性冠心病

３中国冠状动脉病变进展多因素回顾分析研究

学组内部学习分享 （病例讨论）

１冠心病患者抗栓治疗。

２ＰＣＩ患者血小板功能和基因检测的意义：回顾和展望

３新型抗血小板药物：从机制到临床

一、高炜组长致辞

欢迎各位委员到会参加，并介绍本次会议的日程和议题，主要是对２０１４年学组工作计划的讨

论沟通，重点是：学组专业及指南修订工作分工统计、急性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指南修订、稳定冠

心病诊疗指南修订。中国冠状动脉病变进展多因素回顾分析与研究。本次会议用问卷形式征求各位

专家的专业特长，感兴趣的研究、指南编写。会后会根据情况将专家分工，更有效的做好血组工

作。各学组成员主办的学术会议，继续教育可以在学组的邮箱内通告，欢迎大家参加。

二、急性ＳＴ段抬高心机梗死指南修订

张瑞岩教授：上一版指南总的原则是一样的，细节上有一些变化，因此决定不做全面的改写，

主要修订内容：（１）更新心梗的概念和定义。（２）细化院间急救流程，弥补国内的欠缺。（３）溶

栓方面的修订。（４）介入方面一些新的建议的更新。（５）抗栓治疗方面新的药物的更新。（６）加

强康复治疗的内容。已经确定主要的执笔人，对应分组的专家担任相关修订工作。最迟５月３０日

出初稿，７月底交给学术委员会审核，希望适当的时间在学会杂志上发表，然后推广、解读、各地

巡讲。

沈卫峰教授：在原有指南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即可，不需要大规模修改。一定要出得快一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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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制在２５万以内，关键是提供指导。建议以学组的名义刊登在心血管杂志上。

三、稳定性冠心病诊疗指南修订

高炜教授：既往有关心绞痛的指南和专家共识曾有不同的名称，本次更新与国际接轨，为

“稳定性冠心病指南２００４”，比单纯心绞痛的临床指导意义更大。建议更新以下几个方面：（１）危

险因素的关注、核磁共振的技术、冠脉ＣＴ等以前不太涉及的需补充。（２）负荷试验对稳定性冠心

病风险评估和治疗决策的选择中非常重要，最好修订版具有更强的实操性。（３）血运重建方面和

药物方面的更新。（４）参考欧美指南、国外临床试验结果，加进去一些我们自己研究的资料。

分工：前期工作－杨丽霞主任和北医三院祖凌云副主任医师负责，学术顾问指导 －曾定尹教

授、赵水平教授、陆国平教授。

时间：６月３０日之前定初稿，然后安排适当的时间进行讨论，尽量在全国性心血管学术会议

期间进行，避免过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不断完善。

曾定尹教授：明确了指南名称是２０１４慢性稳定性冠心病中国诊断和治疗指南，建议避免太细

太复杂。在临床重要性方面给予指导。今年一定要完成。

杨丽霞教授：建议尽快确定每个人负责的章节，开始查资料去写。

严晓伟教授：（１）应该吸纳国内相关内容，包括临床试验、中国医生、患者面临的问题、国

外证据和国内实践相结合。（２）涉及这些内容的应该稍微详细，与国外指南一直的，列出原则即

可。（３）建议增加推荐级别，通过推荐的力度反应推荐的积极态度。

魏盟教授：诊断的评估、风险评估、药物推荐方面对临床操作有指导性，可以适当突出。

赵水平教授：（１）既然要做，就应该抓紧时间做。抓紧时间鼓一鼓劲也就做起来了。（２）先

读材料，然后开读书会统一意见，再去分头写，可以加快进程。（３）有中国本土研究的尽量写进

去，没有的也应给个专家推荐的意见，有个头绪也好。

高炜组长总结：指南的编写第一不能拖，第二学组成员可以在本单位征求相关专家意见，第三

可以按照不同地域，城市分组讨论，要尽快写起来。

四、张瑞岩教授介绍中国冠状动脉病变进展多因素回顾分析与研究

背景：研究部的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了该方案。医学会主委做研究顾问，学组的组长们、副组

长作为研究者，这个试验是回顾性的分析，回顾分析由交大医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做分析。不良事

件委员会的监督。研究进展就是中国冠状动脉病变进展多因素的分析。意义：通过研究中国冠心病

患者病变的数据，看出来在目前的环境当中有多少进展，找出各种影响病变进展的一些危险因素。

真实的反映国内目前病人进展的具体数据，对以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方案：国内多中心回顾性的研究，主要入选２０～３０家医院。收集１２～１８个月中做过２次造影

的病人资料，分析病人进展。多样回归，找出危险因素。不需要重新入组新的病人。造影里面有一

些数据不一定正确，可以归纳、剔除掉造影中不一定正确的数据。

排除标准：间隔大于１２个月小于１８个月，主要是看冠脉造影显示的 ＱＣＡ的分析。目的并不

是看这一群人里面到底有哪些人会发生病变进展，而是看哪些因素会影响冠脉的进展。

整体流程：医院参与试验，收集病人，ＣＲＡ到这个医院去找一个医生，把造影的拍片，刻盘，

把这个病史调出来，在网上填 ＣＲＡ的表格，然后做统计处理，共同拿到实验室分析，最后统计。

多中心，入组了一定要有个上限和一个下限。地域分布一定要有广泛性，量的控制也都要有上限、

下限。免知情，过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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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盟教授：建议尽可能补充完善危险因素，考虑两次造影体位的角度应保持基本一致的问题

（不大于１０度）。

沈卫峰教授：建议看病变发展看某一个病变即可，符合三个标准的国外都是接受的。地域上覆

盖全面、最主要的影响病变发展的临床因素考虑周全。

五、患者健康教育项目、临床预试验、区域会议参加及年会的讲课、主持事宜

１患者健康教育项目的病人信息采集表修改意见提交；有意向参与课题的学组单位可以沟通

增加，第一期先启动２０～２５家医院。通过患教建立随访教育平台。收集好入组时和６个月的信息

采集的纸质报告，寄送到中心实验室，专人录入。与总会讨论信息保密和未来资源共享事宜。提供

病人资料的单位，将来有权限在网上至少可以先看自己的病人信息。

２拟进行的临床预试验可以上报学组讨论或者先进初步预试验在上报学组讨论。

３学组的集体活动尽可能搭载在全国性的会议上组织，鼓励大家参与地区性活动。

４年会上学组内部及学会层面的讲课人初步定了一个草案，会根据研究方向调研结果安排专

业对口的专家参与年会主持。

六、学组内部学习：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经验分享 （朱建华教授主持）

丁风华教授：分享了一例尿毒症合并极晚期支架血栓和再狭窄病例，发现透析使得抗血小板和

他汀类药物浓度不足，氯吡咯雷抵抗导致血小板活性相对增高，经过寻证医学的探索和参考国外文

献，提出：对于尿毒症透析的病人，替格瑞洛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尤其在急性冠脉综合症的治疗方

面。病人换用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后的造影随访、初步临床随访效果都还不错。

杨丽霞教授：回顾和展望了 ＰＣＩ患者血小板功能和基因检测的意义。提出亚裔患者中

ＣＹＰ２Ｃ１９ＬｏＦ基因携带者比例可达７０％，是氯吡格雷低反应的主要基因型，该现象预示着心血管

事件复发的危险性将增加。该类患者换用新型抗血小板药物替格瑞洛可获得更多的临床收益。血小

板功能新的检测方法如ＶｅｒｉｆｙＮｏｗ和ＶＡＳＰ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一致性。根据血小板检测结果调整

治疗方案，如换用新型抗血小板药物替格瑞洛，可能为部分患者带来获益。当前多个指南ＩＩＢ级推

荐血小板功能检测和／或基因检测可用于部分患者。

高展教授：重点介绍了替格瑞洛独特的作用机制和快速强效一致的临床特点：ＯＮＳＥＴ／ＯＦＦ

ＳＥＴ研究显示，替格瑞洛快速起效，在给予负荷剂量 ３０分钟后，替格瑞洛的血小板聚集抑制

（ＩＰＡ）率达４１％，而氯吡格雷的ＩＰＡ只有８％。２小时后，替格瑞洛的血小板聚集抑制 （ＩＰＡ）高

达８８％，而氯吡格雷的 ＩＰＡ只有３８％；ＲＥＳＰＯＮＤ研究显示，氯吡咯雷应答者改用替格瑞洛后，

ＩＰＡ平均升高２０％，无应答者改用替格瑞洛后，ＩＰＡ平均升高４０％；ＰＬＡＴＯ研究显示替格瑞洛与

氯吡格雷相比，治疗ＡＣＳ患者１２个月，心血管死亡率相对风险下降２１％。此外，亚洲队列中，与

氯吡格雷相比，替格瑞洛在疗效与安全性终点 （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及 ＰＬＡＴＯ定义的主

要出血）之复合终点方面仍具有显著的临床获益。

朱建华教授总结：高展教授给我们详细地阐述了新型抗血小板药物，替格瑞洛的作用机制以及

研究。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研究情况。结合临床实际讲了抗血小板治疗当中的一些问题。氯吡格雷作

为第一代药物已经做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看起来在有些方面还有欠缺。新型的抗血小板药物，特别

是替格瑞洛弥补了很多氯吡格雷的不足。从机制上面也得到了印证。我认为替格瑞洛对急诊冠状动

脉综合征患者更适宜，与氯吡格雷 （６００毫克的氯吡格雷要２个小时以后才可以达到的效果）相

比，替格瑞洛血小板抑制特别强，起效也特别快，半个小时即刻发挥作用，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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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

张瑞岩教授对本次会议总结：今天的会议交流充分，大家要经常交流，利用会议期间学组经常

碰头，做实这些事情。主要有：（１）每个人的专业分工、分组分好。进一步更加细化。（２）急性

ＳＴ段抬高心机梗死指南修订。稳定性冠心病诊疗指南修订。（３）试验的问题会后会发一个版本到

高炜组长这里，大家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做实方案。

（感谢阿斯利康公司对学组活动的支持）

动脉粥样硬化及冠心病学组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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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第１６届南方会胸痛中心论坛会议纪要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自２０１３年起开始参与第１５届南方国际心血管病会议的组织工作，并开设

了胸痛中心论坛，利用大型国际会议平台进行胸痛中心建设理念和经验的推广。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

至４月１３日在广州举行的第１６届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期间，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办公室联合

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通过主办了４月１０日下午胸痛中心论坛。本次论坛由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理事长向定成教授担任主持，中国胸痛中心认证

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霍勇教授、执行主任委员方唯一教授、副主任委员陈纪言教授、王乐丰教授、

委员陈韵岱、苏、王焱、王景峰、谭宁、伍贵富、李浪、田野、郑杨、范觉新、曲新凯、秦伟毅

等３０多名教授出席，２００余名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列席了此次论坛。本次论坛的主

要内容是公布首批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的机构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并对胸痛中心建设理论与实

践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对拟申请中国胸痛中心认证的单位进行相关培训。

论坛首先听取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霍勇教授对首批中国胸痛中心认证情况的介绍。霍勇教授详细回顾了从去年９月１４日正式启动中

国胸痛中心认证标准到今年２月完成首批认证工作的开展情况，并指出：中国胸痛中心自主认证工

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胸痛中心建设和发展，是我国胸痛中心建设迈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起点

和标志。中国胸痛中心的认证，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第三个建立并实施胸痛中心自主

认证标准的国家，国家卫计委对此给予高度地赞扬，胸痛中心自主认证工作将积极推动我国胸痛中

心的规范化建设和发展、极大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等重要疾病的整体救治水平，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委员方唯一教授宣布了首批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的机

构名单，分别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烟台市烟

台山医院、厦门市心脏中心。他在致辞中对首批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证的单位致以诚挚地祝贺并希

望５家单位能与全国各医疗机构分享胸痛中心的建设经验，携手共创中国胸痛中心事业的美好未

来！工作委员会霍勇教授、方唯一教授、向定成教授、陈纪言教授、王乐丰教授亲自为５家单位颁

发铜牌。

我国的胸痛中心建设刚刚起步，各家胸痛中心的运作模式、管理机制和实际运作效果差别很

大。为此，认证工作委员会经过前期首批认证试运行情况，梳理出目前在中国进行胸痛中心建设所

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针对这些具体问题，本次论坛邀请了霍勇教授、方唯一教授、向定成教授、

陈纪言教授、王焱教授、秦伟毅教授等对胸痛中心规范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专题讲座，对中

国胸痛中心建设模式、发展方向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经验交流；同时还举办了 “全国胸痛

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邀请国内在胸痛中心建设方面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向定成教授、陈韵岱教

授、伍贵富院长、曲新凯教授、易绍东主任等详细介绍了中国胸痛中心认证体系及标准、胸痛中心

的组织与管理、时钟统一方案、院前急救整合、数据库建设以及认证流程、材料准备、现场核查的

具体要求等等，为全国各地的胸痛中心建设提供人才培训和技术支持，也为正在建设胸痛中心的医

疗机构提供标准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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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最后还专门设立了专题辅导，认证工作办公室易绍东、夏斌、孙贤俊、陈雄华、马乐、林

霄等以面对面交流的形式为正在组建胸痛中心或拟申请参加胸痛中心认证的单位提供具体的指导和

答疑。通过双方亲切地沟通与探讨，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对胸痛中心的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进

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具体工作方向。

我国胸痛中心的建设事业势在必行，而认证工作就是更好地促进各地胸痛中心建设的重要举

措。积极推动中国胸痛中心自主认证工作，是各医疗机构按照标准流程进行自我评估和对照检查的

绝好契机，有利于扩大医疗机构的影响力，有利于促进临床实践和医疗管理向规范化、系统化、流

程化、标准化迈进。也是规范我国急性心肌梗死诊疗行为、提高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

脉栓塞等急性胸痛相关疾病的诊疗水平、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差距的重要措施。在中华医学会

心血管病分会的领导下，随着胸痛中心认证工作的展开，中国胸痛中心建设将迎来蒸蒸日上、蓬勃

发展的局面！

（整理：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办公室、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 易绍东 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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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合理用药”促健康 “健康中国行 全民心血管

健康行动”在京启动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健康中国行·全民心血管健康行动启动会暨合理用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知识共享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中国健康教育

中心主任李长宁、陶茂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霍勇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健康中国行－全民健康素养促进活动”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科协联合主持推进的大型活

动，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健康中国梦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广泛传播健康知识、引

导公众树立健康观念、养成健康行为以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活动第一个周期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每年选择一个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主题，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健康促进和科普宣传

活动。２０１３年９月启动至今执行的活动主题是 “合理用药”，该活动在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大

力推动下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如何进一步将活动深化，并与人民群众的医疗实际、与医院科室诊

疗服务更好结合，将成为 “健康中国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全民心血管健康行动”，致力于提升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控水平，促进全民健康。自２０１２年开

展以来，累计实施了大小２０多个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健康教育成果和经验。目前看来，该活动着

力提升一线医生诊疗水平，有针对性的、组织有效的患者和公众教育，有专家参与指导的心血管医

疗知识普及，成长为其鲜明特色。至今，该活动已覆盖全国约１００个城市，累计培训医生约３５００

人次、对７２０００人次患者、近５０万人次公众进行了健康促进或宣传教育。

会议宣布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指导推进的 “全民心血管健康行动”纳入到由国家卫

生计生委、中国科协等主持推进的 “健康中国行”国家项目中，作为心血管领域的典范项目在全

国推广。启动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充分肯定了 “健康中国行 全民心血管健康行动”的项目内容

和活动意义，并为此项目聘请了霍勇、葛均波、韩雅玲、张澍、马长生、王建安、刘梅林、陈韵

岱、万征等９位心血管专家为本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为项目提供全程医学指导以确保项目的医学专

业性、知识普及权威性。除上述专家受聘仪式外，启动会还同步发布了 “合理用药主题公益广告”

及前期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发布了２０１４年工作计划。

“健康中国行·全民心血管健康行动”的推行，将搭建政府、学会、专家、媒体、企业有效合作

的模式，摸索出一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民健康教育形式，更好的服务社会大众。２０１４年，除了继

续开展心血管领域内的专业项目以外，本活动将在专家组指导下，加强面向公众的心血管健康教育宣

传工作，规划制定科学、权威的活动内容，并尝试应用微电影、微信服务号、微博、ＡＰＰ等新媒体沟

通技术，以提升健康教育的宣传规模及效果。其中，已进入日程的工作，包括且不限于制作针对公众

的 “心血管合理用药读本”和 “心血管病科普读物”，配套制作通俗易懂的海报、折页等传播材料。

同时，加强基层医生培训、提升医生在宣教中的沟通技巧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

“健康中国行·全民心血管健康行动”凝聚了政府、学会、专家、媒体和企业共同的力量，承

载了实现全民健康的美好愿望，让我们携手践行，共筑健康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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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中国心血管医师专科教育项目暨中欧心血管学院

启动仪式在沪举行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了中国心血管医师专科教育项目暨中欧心

血管学院项目启动会。

出席启动会的有中国医师协会张雁灵会长、杨民副会长，中国心血管医师专科教育项目联合主

席：霍勇教授、葛均波教授、韩雅玲教授、黄从新教授和黄德嘉教授。项目执行主席陈韵岱教授，

以及子项目 “中欧心血管学院项目”下设的中欧抗凝学院院长朱俊教授、中欧血压学院院长孙宁

玲教授、中欧动脉硬化学院院长陈红教授、中欧冠状动脉介入学院院长陈韵岱教授、中欧冠心病学

院院长周玉杰教授，中欧心血管影像学院院长张抒扬教授，各学院教委会专家、各学院专业秘书、

相关领域其他专家和医生共２００多人。本次会议由项目执行主席陈韵岱教授主持。

项目总牵头人霍勇教授介绍了 “中国心血管医师专科教育项目背景”，该项目是针对我国心血

管疾病对公众健康威胁日益严重的现状，急需培养优秀心血管医生，提升全行业整体学术水平的背

景下，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博分会、欧洲心血管学会联合提供学术支持。在该平台下，将整合多个协

／学会的学术资源，同时在协／学会合作上开创了新模式。该项目宗旨是搭建各层级心血管医生终身

学习平台，提供心血管医师定期考核的配套教育课程，促进医师专科准入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中

国心血管医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心血管病患者。

项目联合主席葛均波教授详细解说了 “中欧心血管学院项目运作框架”。“中欧心血管学院项

目”作为 “中国心血管医师专科教育项目”的子项目，下设１０大学院，包括中欧血压学院、中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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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硬化学院、中欧冠心病学院、中欧冠状动脉介入学院、中欧抗凝学院和中欧心血管影像学院、

中欧心衰学院、中欧心律失常学院、中欧心电图无创技术学院和中欧肺动脉高压学院。此次启动前

６个学院，其余４个学院正在筹备中。每个学院均由线上课程和线下活动构成，线上课程分别由该
领域国内著名专家和欧洲心血管学会知名专家讲授。此外，还有专门的网络导师负责回答本学院网

上课件的相关问题，学员通过网上学习和考试，可获得 “中欧心血管学院项目课程结业证书”。同

时，项目设有扩展模块，目的是为心血管各层级医生提供更多在线学习内容和模块。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致辞时指出，我国近年心血管疾病防控发展虽然快，但与疾病发的病

和患者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突破的瓶颈就是人才的培养。

基于此，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医师分会和各位院士、教授们一直在思考和推进医师培训的问题。该

项目的启动就是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行动。因此，今天的启动仪式意义非常重大，它必将在中国

医师协会心血管医师分会以及这个项目和医师培训上起到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作用。

会上还隆重举行了向各级领导和专家的聘书颁发仪式。

·讣　　告·

著名心血管病学专家朱国英教授逝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

会第六、七届委员会常委及委员、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第五、六、七届编辑委员会委

员朱国英教授因病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７日在武汉逝世，享年７２岁。

朱国英，女，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在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工作近３４年，心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亚洲心

脏病医院院长。

朱教授长期从事内科、心血管内科的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专长冠心病介入治疗的临床应用

研究以及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机理和防治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为中国介入心脏病学发展做出杰出贡

献。２００５年被中华医学会授予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终生成就奖”，２００８年再次被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授予 “介入心脏病学终生成就奖”。

她的逝世是我国心血管病学界的一大损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同仁沉痛哀悼朱教授！

祭奠英灵，永志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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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讯·

欢迎参加２０１５年３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６４ｔｈＥＳＣＶＳ暨１１ｔｈＵＣＣＶＳ
亲爱的同道们：

让我们在２０１５年春天同赴伊斯坦布尔，相聚在欧洲心血管及血管内外科协会６４届年会 （６４ｔｈ

ＥＳＣＶＳ）暨１１届心脏病学及心血管外科进展国际大会 （１１ｔｈＵＣＣＶＳ）！
伊斯坦布尔集亚洲和欧洲的美丽于一身，既有自然风光之美，亦有历史遗迹。只需沿着博斯普

鲁斯海峡荡舟，即可饱览亚欧风光。

精彩的ＥＳＣＶＳ日程，因１１ｔｈＵＣＣＶＳ的加入更加丰富。介入手术实况转播，房颤射频消融术实
操、心脏瓣膜修复手术实操及经导管主动脉瓣置入术 （ＴＡＶＩ）课程将是本次大会的亮点。

本次大会的会场设在仅仅建成半年的ＨｉｌｔｏｎＢｏｍｏｎｔｉ会议中心，出色的高科技会议设施将带给
您无与伦比的快捷、舒适和愉悦的参会体验。

我们深信不疑，这次大会是一场科学盛会，值得全世界的心血管领域专家参加，６４ｔｈＥＳＣＶＳ在
伊斯坦布尔以最热情的土耳其式的好客，欢迎您的到来。

我谨代表ＥＳＣＶＳ执行委员会期待在伊斯坦布尔接待您！
候任主席 组织委员会主席：ＯｚｔｅｋｉｎＯｔｏ教授
会议注册信息

早期注册 晚期注册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截止 ２０１５－１－３０截止
现场注册

ＥＳＣＶＳ会员 ４００欧元 ５００欧元 ５５０欧元
非ＥＳＣＶＳ会员 ５００欧元 ６００欧元 ６５０欧元
心血管病医师 ４００欧元 ５００欧元 ５５０欧元
助理及初级医师 ２００欧元 ２５０欧元 ３００欧元
护士，技师 ２００欧元 ２５０欧元 ３００欧元
企业代表 ２００欧元 ２５０欧元 ３００欧元
注：注册费含以下内容：学术会场入场资格，企业展示区入场资格，大会文件 （大会日程，参会证，大会包，会

徽，国际心血管病学期刊会议特别版），但不含当地税费１８％。

住宿信息

房间类型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前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后
Ｈｉｌｔｏｎ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ＢｏｍｏｎｔｉＨｏｔｅｌ

单间 ８９９欧元 ９９９欧元
双人标间 （每人价钱） ７９９欧元 ８９９欧元

注：住宿费包括：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２８日３天住宿 （含床位和早餐），会议期间盒饭午餐，不含当地税费８％。

交通信息

阿塔图尔克 （Ａｔａｔｕｒｋ）机场，伊斯坦堡撒比哈 （ＳａｂｉｈａＧｋｅｎ）机场往返会场安排了高级接
送服务，仅供参会者按需使用。

阿塔图尔克 （Ａｔａｔｕｒｋ）机场距离会场 ３０公里，车程 ４０分钟。伊斯坦堡撒比哈 （Ｓａｂｉｈａ
Ｇｋｅｎ）机场距离会场４５ｋｍ，车程１小时。

阿塔图尔克 （Ａｔａｔｕｒｋ）机场到会场单程每人８５欧元，另加１８％的当地税费。伊斯坦堡撒比哈
（ＳａｂｉｈａＧｋｅｎ）机场到会场单程每人１０５欧元，另加１８％的当地税费。

网上注册系统可以预定，请访问住宿和注册页面。

取消预定及退费政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日前退还７０％；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日前退换３０％；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日之后不退费
用；所有退费均在大会结束后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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