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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

分会主办，山西省医学会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心血管年会暨山西省

第十八次心血管病学术年会，将于2017年9月14至17日在山西省太原市隆重

举行，大会组委会诚挚邀请您拨冗参加！

回眸历史，我国现代心脏病学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心血管

病内科专家、中国心血管病内科学奠基人董承琅教授从1931年起，在协和医

院应用该院原有的两台老式弦线心电图机为众多心脏病患者进行检查，积累了

大量心电图和心音图的诊断资料，到他离开协和医院时这些资料已达数万份之

多。这些工作标志着心血管病内科学在我国的萌芽，我国心电图学时代的开

始。从此一代又一代的心血管病内科医师不断涌现。1962年董承琅与陶寿淇

教授合作主编，组织国内10余位专家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心脏病学专著

《实用心脏病学》，黄宛教授主编《临床心电图学》，为培养我国心内科专科

人才，指导临床实践发挥很大的作用。在心血管临床与科研实践中涌献出像陶

寿淇、黄宛、方圻、林传骧、石毓澍等众多杰出心血管病学大家，培养出一大

批优秀心脏病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做出了一些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为我

国心血管病学的发展做了良好的人才储备和科研基础准备。

1978年8月，在著名心血管病学家吴英恺院士发起与推动下，由心血管内

科、心胸血管外科、心血管流行病学等相关专业专家为骨干的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学分会（CSC）在山西太原成立，首任主任委员吴英恺教授，副主任委

员陶寿淇、黄宛、方圻、石美鑫，从此CSC成为中华医学会庞大学术组织阵

容中一个重要的新成员。她为中国心血管病防控、内、外科诊治技术的普及和

提高，为心血管病专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有力的组织保障。

时光荏苒，当再回到40年前召开心血管分会成立大会之地，华北文化重

镇——太原。我们将在会上举办一系列记念活动，追忆一代代先贤们为国家心

血管病事业发展，不畏艰辛、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要传承优良传

统，“不忘初心，追寻初心”，使我国心血管科学事业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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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每年举行一次的全国性心血管学术盛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年会是对一年来我国心血管病学临床成果

的检阅，是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多学会联合举办的目的在于整合资源，促进学科间交

流，推动学科发展，从而为提高全社会心血管健康水平做出贡献。

本次会议秉承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年会的框架基础，内容涵盖心血管疾病预防、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

冠心病介入、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结构性心脏病、肺循环疾病、女性心脏健康、心血管病影像、血栓相关疾

病等领域，更包括了精准心血管病学、心脏康复、急重症、心血管护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基础研究等交叉

学科、学科热点。近几年随着心血管分会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国际合作部分的ACC-CSC论坛、

ESC-CSC论坛、国际联合论坛和AHA-CSC论坛，都是年会的亮点之一。

基础研究新进展和基层教育是每个论坛版块都比较重视的内容。针对广大基层医生的实际需求，设立基础

与新进展继续教育论坛，进一步提高我国基层医生对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水平。而为大力弘扬由中国心血管医生

独立完成的科研成果，积极促进国内心血管研究开展，特设立重要研究成果发布专场。为增进多学科的融汇贯

通，特设立心内科与心外科、心脏急症、中西医结合等多个跨学科联合论坛。

为扩大国际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与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欧洲心脏病学会

（ESC）、世界心脏联盟（WHF）等国际学术组织联合举办论坛，展示同一学术主题来自不同国度的声音，

让广大医生能及时分享到国际先进经验与技术。探讨我国心血管疾病预防及治疗方法，注重心血管疾病的预

防，关注民众健康成为会议长期以来一直努力的目标。大会将更加注重基层医师需求，更加注重老少边地区和

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心血管病领域发展的需要，更加注重中青年骨干开展跨学科和跨地区联合研究，

将全面检阅一年来我国心血管领域里获得的成果，同时将为心血管同仁间切磋技艺、百家争鸣提供广泛交流的

平台，旨在加强全国各级心血管医务工作者之间临床诊疗规范和科研能力的学术交流，共同探讨大家所关心的

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打造中国心脏病学领域的特色品牌。

老中青心血管医生汇聚一堂、传承一脉，为搭建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可持续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而奋斗！

要立足中国实际，不忘初心，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葛均波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欢迎辞
四十年回归，山西欢迎您

尊敬的各位同道:

     风雨兼程，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1978年8月1日，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在龙城太原正式成立。我们的前辈——那些意气风发的

心血管奠基人，他们有的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有的卧病在床离开了他们热

爱的事业，只有少数的前辈还在指导着我们。这四十年，是心血管领域理论与

实践、研究成果与临床技术高歌猛进的四十年；这四十年，在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分会的带领下，是人才辈出、推陈出新的四十年。2017年9月，回归中华医

学会心血管分会成立地——太原，举办第十九次全国心血管病学学术年会，是

我们全体心血管同仁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的共同心愿！

    山西太原，历史悠久。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省际间

交通便利，新建的山西国际会议中心功能齐全。我省心血管同仁热切期盼全国

各地专家的到来！

      人说山西好风光，机缘机遇等着您！

李保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山西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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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重要信息
重要日期

在线投稿开放日期             2017年03月01日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             2017年06月30日

先期注册截止日期             2017年08月15日

最终日程在线公布日期      2017年08月15日

代表现场报到日期             2017年09月14日

大会开幕日期                    2017年09月15日

大会闭幕日期                    2017年09月17日

会议组织机构（按姓氏拼音排序）

大会名誉主席 陈灏珠　高润霖　胡大一　霍　勇 

大会主席 葛均波

大会执行主席 李　保

学术委员会主席 韩雅玲　马长生　王建安　于　波　张　运

大会秘书长 陈韵岱

大会副秘书长 陈纪言　钱菊英　杨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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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亮点

CSC-ACC，CSC-ESC 论坛：

大会设立美国心脏病学会（ACC）与欧洲心脏病学会（ESC）专题论坛，ACC 论坛基于芝加哥年会学术内

容，筛选重要演讲引入此次年会，ESC 论坛包含ESC 年会精粹、ESC 最新指南解读、病例讨论等，采用

ESC 专家现场讲解与年会精粹录像相结合的方式，搭建中欧学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平台。

国际联合论坛：

国际联合论坛由美国心脏协会、日本循环学会、俄罗斯心脏病学会、世界华人心血管医师协会联合举办，展示

同一学术主题来自不同国度的声音，让广大医生能及时分享到国际先进经验与技术。

重要研究成果发布专场：

为大力弘扬由中国心血管医生独立完成的科研成果，积极促进国内心血管研究开展，展示我国心血管领域研究

成果，特设立重要研究成果发布专场。

学组论坛：

学组论坛内容涵盖心血管疾病预防、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介入、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结构性心脏病、

肺循环疾病、女性心脏健康、心血管病影像等领域，并首次设立护理学组。

基层论坛：

针对广大基层医生的实际需求，设立基础与新进展继续教育论坛，覆盖心血管病学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介入

心脏病学的最新进展，以多角度、全方位、新模式呈现临床医学新理论、新技术和新进展，为参会者提供一个

从基础到临床、从概念到技术、从指南到实践的学术交流立体平台，进一步提高我国基层医生对心血管疾病的

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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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通知
各有关医疗、科研单位参会代表：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联合主办，山西省医学会、

山西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专业委员会和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心血管年

会暨山西省第十八次心血管病学术会议将于2017年 9 月14日至 17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本次会议为中

华医学会一类学术年会，是心血管病学分会每年一次的重点会议，现将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征文内容：
01、冠心病及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   02、高血压的研究

03、心律失常及心脏起搏电生理的研究 04、心肌病、心肌炎的研究

05、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 06、心力衰竭的研究

07、心血管病学相关基础研究及新技术研究 08、肺血管病研究

09、心血管疾病影像学研究 10、女性健康有关研究

11、血脂有关研究及临床 12、介入心脏病学研究

13、精准心血管病学研究 14、心血管护理学有关的研究

15、代谢性心血管疾病研究 16、心脏康复有关的研究

17、心脏急重症有关的研究 18、病例讨论及其他

19、青年英语论文比赛 20、重大临床研究

征文要求：

1、符合上述征文内容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以论文摘要形式投稿

2、摘要应包括题目、作者、单位、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字数500-800字，不含图表。

3、网上投稿开放日期2017年3月1日，截稿日期2017年6月30日。

4、大会不接受书面投稿，以网上投稿为唯一方式。请直接登录会议网站http://www.cscnet.org.cn点击网

      上投稿进行论文提交和报名参会。

欢迎从事心血管病研究领域的科、教、医、研人员踊跃参会并投稿。

根据学会的要求，心血管病学分会全国委员要积极带领和组织本单位、本地区医生投稿！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201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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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自2006年起，设立“CSC 青年优秀论文英语演讲比赛”，参加演讲比赛的

论文作者是大会学术委员会从递交的英语论文中评出的20 篇优秀论文参赛者。获奖者将获得中华医学会心

血管病学分会颁发的优秀证书及获得下一年度参加CSC 年会免注册费待遇。

CSC 青年优秀论文英语演讲比赛规则

1、所有参赛作者须在注册时出示本人身份证核实是否符合参赛要求年龄,1970 年8 月1 日后出生；

2、演讲时间：每人8 分钟，包括在正式汇报论文以前，简短介绍自己。

3、演讲内容与模式：按照题目、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结果、讨论及结论的顺序进行演讲，

      制作10 张以内的幻灯片。

4、演讲语言：严格控制在英语，不得使用中文（使用一票淘汰）。

评比内容（总分100 分）

1、研究内容的学术水平：包括研究的先进性与创新性，研究结果是否可靠，讨论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得当。

    （占60%）

2、英语幻灯制作、写作：英文写作是否专业、规范，、幻灯是否清晰、规范、图文并茂。（10%）

3、演讲表现能力：台风是否自然得体、端庄大方，内容是否重点突出，时间安排是否合理，

                              口语是否流利，发音是否准确，不得超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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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会议时间：

2017年9 月14日至17日

会议地点：

山西国际会议中心/湖滨国际大酒店（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180号）

电       话：0351-7786 666

网       站：http://www.parkviewgrandhotel.com

会议官方网站：

http://www.cscnet.org.cn

* 会议注册以交费时间为准。2017 年8月15日以前交费的代表可享受优惠注册费。仅提交注册信息而没有在8

  月15日前缴费的代表需按照现场注册费价格交费。

※ 大会秘书处于2017 年8 月30日停止网上注册，请8 月30日后还未交注册费的代表直接于9月13日到山西

     国际会议中心现场注册。

※ 已交费注册代表如需取消参会，请以书面形式于2017 年8月15日前通知大会秘书处要求退款。秘书处将

    扣除100 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后于会后全额退款，未能于8月15日提出退款的，秘书处不予受理；已交纳注

    册费但未能到会的代表如在会后提出退款要求，秘书处将不予受理。

 

正式代表

研究生

前期注册（8月15日前）

800元

500元

8月15日后或现场注册

1000元

500元

注册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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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程序

1、填写注册表

登录会议网站www.cscnet.org.cn，点击网上注册，进行学术会议电子会务系统用户信息注册，登陆电子

会务系统后，点击上方会议注册按钮，进行注册类型和酒店的选择，随后点击“在线支付”按钮，网上支付

注册费。

2、注册确认函　

注册费在线支付成功后，秘书处将在5个工作日内向您通过电子邮件寄发“注册确认函”，对注册情况予以

确认。如果您在寄出注册费两周内仍未收到“注册确认函”，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3、现场报到

时 间: 2017年9月14日8:30-20:00

地 点: 山西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大堂

注：参会时，请您持“注册确认函”到山西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大堂报到、领取会议资料，并办理住宿手续。若没有收到“注册确认函”，

请携带汇款凭证前往。2017年8 月15日之前未在网上注册或仅进行网上注册而未向秘书处缴纳会议费用的与会代表请直接到现场报到

注册

* 注意：凡是在9月14日20:00后抵达的代表，请于第二日到注册台领取资料。

4、交费方式

请登陆大会网站后进行参会注册操作以及在线支付。会议不接受邮局汇款，不接受银行转账。中华医学会目

前联合首信易支付已经开通了网络银行收费，欢迎使用。网上在线支付无需您支付任何手续费，缴费成功后

秘书处将在5个工作日之内给您发送注册确认函邮件。选择网络支付时，请确保您的银行卡开通了网络银行

功能，且确保您的网上支付限制余额超过注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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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票预订
       会务组建议各位参会代表在抵达太原前预订好自己的返程车票或机票。会议期间，会务组将安排旅行社

在现场为代表提飞机票和火车票的预定服务，但旅行社将收取服务费。

继续教育学分
本次会议授予国家级一类继续教育学分，项目编号为2017-03-01-320（国）

会议秘书处
黄　莉（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电　话：010 - 8515 8141 

传　真： 010 - 8515 8132 

邮　编：100710 

电子邮件：lilycma@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

赵　娟（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办公室）

电　话：010-85158606

邮　编：100710 

电子邮件：csc-cma@vip.126.com

通讯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中华医学会招待所4单元201

白京山 （投稿/注册/技术支持）

电 话：010-8929 2552转805

手 机：186 1088 7968

邮 箱：csc2017@126.com 

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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