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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美国C3大会中国分会2015美国C3大会中国分会
第四届湘雅血管论坛第四届湘雅血管论坛
2015湖南血管外科年会2015湖南血管外科年会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血管外科研究中心

          湖南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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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嘉宾，同道和朋友：

又到了每年一度共襄学术盛宴的时刻。2015年中国南方血管大会（SEC2015）、第六届汪

忠镐血管论坛、海峡血管论坛、国际静脉联盟（IUP）中国静脉学会第二届会议、美国C3大会中

国分会、第四届湘雅血管论坛、2015年湖南省血管外科年会将共同在美丽的山水洲城--长沙召

开。我们谨代表大会组委会，诚挚的邀请您参加此次盛会，您的参加将为本次大会带来特别的

荣耀！

本次会议集七会（论坛）于一体，在短短三天的时间内力求以最精炼的内容展示血管外科

最全面的进展。中国南方血管大会（SEC）和海峡血管论坛（SVF）是由中山大学血管外科研究

中心最先组织成立的南中国地区最大的血管外科专业会议。其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学术性在国内

血管外科有口皆碑。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磨练，SEC确立了“更高、更精、更好”的办会理念。力

求将更多业内的前沿知识展现在中国广大血管外科医师面前，引领中国血管外科学界继续大步

前进。汪忠镐血管论坛一直以来体现出中国血管外科事业的杰出奠基人汪忠镐院士的严谨、求

实、创新的作风。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继承汪院士一贯的学术思想和理念，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和以往一样，为表彰中国血管外科年轻医师的辛勤工作和研究，大会将设立汪忠镐奖。国际静

脉联盟中国静脉学会于2013年4月在郑州成立，至今已有2年历史。它的成立，为促进我国静脉

疾病的研究和治疗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为我国静脉疾病治疗和研究与国际接轨起到了

推动作用。此次国际静脉联盟中国静脉学会第二届会议将为我国静脉疾病的顶级专家提供互相

交流的平台。美国C3大会是美国最大的心脏介入学、血管外科学、介入放射学的综合性学术会

议之一。2015年的C3大会将于6月14-18日在美国弗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一月后C3大会将登

陆中国大陆，在长沙完成其在中国的首次亮相。这次会议将带来来自美国的关于心脏介入、血

管外科和介入放射学方面最先进和最高水平的学术内容。此次会议特设青年血管外科医生论文

大奖赛，前5名可获得2016年全免费（包括免注册、住宿、机票等交通费用）参加美国C3大会

的机会。且其论文可安排在Annals of vascular surgery上发表。相信这次C3大会中国分会将

展示其在学术界的特殊魅力，从而吸引更多高水平的中国血管病研究领域专家们的积极参与。

本次会议承蒙中国血管外科各位名家泰斗的信任，将由湖南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和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承办。我们将竭尽所能，办好本次五会合一的学术盛宴。七月火热的长沙热

情，瑰丽绚烂的橘洲焰火等待着您---中国血管外科精英的到来。我们期待着与您在长沙相聚！

大会主席：王深明

执行主席：舒   畅

邀请函邀请函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终身名誉组长

汪忠镐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玉琦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名誉组长

大会主席：

王深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组长

            国际静脉联盟中国静脉学会会长

大会执行主席：

舒    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主任

大会共同执行主席：

常光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

李晓曦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

张    玮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血管外科

韩新巍 郑州大学介入治疗研究所 

国际静脉联盟中国静脉学会执行会长

陈学明 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

王水深 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心脏血管外科

郭平凡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

李    鸣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

覃    晓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

周为民 南昌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管外科

肖占祥 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

大会名誉主席：

曹贵松 （上海） 陈翠菊 （云南） 陈福真 （福建） 程永德 （上海） 戴建平 （北京）

戴汝平 （北京） 董国祥 （北京） 段志泉 （辽宁） 管    珩 （北京） 李麟荪 （江苏）

李彦豪 （广东） 赖传善 （湖北） 梁发启 （北京） 林勇杰 （广州） 刘作勤 （山东）

欧阳墉 （内蒙） 潘松龄 （浙江） 时    德 （重庆） 汪忠镐 （北京） 王嘉桔 （吉林）

吴庆华 （北京） 肖湘生 （上海） 杨仁杰 （北京） 杨泽厚 （湖南） 叶必远 （上海）

叶建荣 （上海） 苑    超  （北京） 张柏根 （上海） 张国华 （北京） 张培华 （上海）

大会顾问委员会成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



大会主席团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包俊敏 （上海） 毕    伟 （河北） 卞    策 （北京） 蔡铭智 （福建） 曹    华 （福建）

常光其 （广州） 常    谦 （北京） 陈剑秋 （天津） 陈国玉 （江苏） 陈新石 （北京）

陈幸生 （福建） 陈    伟 （广州） 陈小东 （广东） 陈学明 （北京） 陈    勇 （广东）

陈    忠 （北京） 陈智年 （河南） 崔进国 （河北） 党永康 （内蒙） 丁志伟 （香港）

丁鹏绪 （河南） 杜丽苹 （河南） 邓晓军 （广西） 符伟国 （上海） 范瑞新 （广州） 

方    力 （湖南） 高    涌 （安徽） 高    峰 （海南） 戈小虎 （新疆） 龚昆梅 （云南）

谷涌泉 （北京） 顾建平 （江苏） 顾洪斌 （北京） （河南） 官云彪 （福建）

郭曙光 （云南） 郭    伟 （北京） 郭大乔 （上海） 郭平凡 （福建） 郭    志 （天津） 

韩新巍 （河南） 韩    云 （北京） 韩    冰 （河北） 郝    斌 （山西） 何延政 （四川）

何    菊 （天津） 候培勇 （广西） 胡何节 （安徽） 胡盛寿 （北京） 黄建华 （湖南）

黄连军 （北京） 黄新天 （上海） 黄晓钟 （上海） 黄    英 （上海） 姜维良 （黑龙江）

蒋米尔 （上海） 蒋俊豪 （上海） 蒋岚杉 （四川） 姜剑军 （山东） 蒋劲松 （浙江）

景在平 （上海） 景    华 （江苏） 金    毕 （湖北） 金    辉 （云南） 金    星 （山东）

金征宇 （北京） 金志宏 （内蒙古） 柯博仁 （台湾） 寇    镭 （北京） 李大军 （北京）

李    刚 （湖南） 李建新 （北京） 李俊海 （天津） 李介秋 （湖南） 李    鸣 （浙江）

李天晓 （河南） 李慎茂 （北京） 李晓曦 （广州） 李晓强 （江苏） 李晓东 （宁夏）

李    选 （北京） 李彦豪 （广州） 李毅清 （湖北） 李拥军 （北京） 李    震 （河南） 

李    肖 （四川） 栗    力 （天津） 黎洪浩 （广州） 林少芒 （广州） 刘昌伟 （北京）

刘    冰 （黑龙江） 刘长建 （江苏） 刘    鹏 （北京） 刘小平 （北京） 刘凤恩 （江西）

刘兆玉 （辽宁） 刘正军 （广州） 刘    晨 （江苏） 刘建龙 （北京） 刘增庆 （山西）

梁    卫 （上海） 陆    民 （上海） 陆信武 （上海） 陆清声 （上海） 罗灿华 （广东）

马    杰 （辽宁） 梅家才 （上海） 孟庆义 （山东） 潘    扬 （贵州） 钱水贤 （上海）

覃    晓 （广西） 曲乐丰 （上海） 戚悠飞 （海南） 赛力克 （新疆） 宋海屏 （安徽）

单    鸿 （广东） 师天雄 （广东） 沈来根 （浙江） 沈晨阳 （北京） 沈文彬 （北京）

施俊哲 （台湾） 施娅雪 （上海） 舒    畅 （湖南） 孙立忠 （北京） 苏    晞 （湖北）

谭鸿雁 （辽宁） 谭    最 （湖北） 唐小斌 （北京） 汤敬东 （上海） 田利国 （辽宁）

腾皋军 （江苏） 万    松 （香港） 王爱林 （黑龙江） 王    兵 （河南） 王春生 （上海）

王    峰 （辽宁） 王豪夫 （山东） 王劲松 （广州） 王    俊 （广州） 王李华 （浙江）

王建华 （上海） 王昆华 （云南） 王深明 （广州） 王仕华 （北京） 王水深 （台湾）

王晓白 （广州） 王玉琦 （上海） 王志维 （湖北） 王    烈 （福建） 吴丹明 （辽宁）

吴继东 （北京） 吴毅晖 （台湾） 吴学君 （山东） 吴向未 （新疆） 郗二平 （湖北）

夏    军 （湖北） 向    华 （湖南） 肖占祥 （海南） 辛世杰 （辽宁） 熊吉信 （江西）

熊    健 （香港） 熊国祚 （湖南） 许    军 （黑龙江） 徐    克 （辽宁） 徐    欣 （上海）

薛冠华 （上海） 颜志平 （上海） 杨宝钟 （北京） 杨澄宇 （广州） 杨建安 （广东）

杨建勇 （广州） 杨    宁 （北京） 杨兴龙 （江西） 杨    镛 （云南） 杨子明 （北京）

杨    剑 （陕西） 杨    牟 （山东） 杨    进 （浙江） 叶志东 （北京） 叶    波 （江西）

姚    凯 （湖南） 易定华 （陕西） 尹乐平 （四川） 余    波 （上海） 于振海 （山东）

虞冠锋 （浙江） 俞恒锡 （北京） 袁时芳 （陕西） 章希炜 （江苏） 曾庆黎 （江西）

张福先 （北京） 张    皓 （上海） 张宏家 （北京） 张鸿坤 （浙江） 张纪蔚 （上海）

张    建 （北京） 张    健 （辽宁） 张    岚 （上海） 张金池 （福建） 张美娟 （北京）

张    强 （上海） 张曦彤 （辽宁） 张小明 （北京） 张十一 （山东） 张曙光 （山东）

张    天 （四川） 张    艳 （广州） 张望德 （北京） 张显岚 （广西） 张学民 （北京）

张英男 （黑龙江） 赵纪春 （四川） 赵    珺 （上海） 赵    渝 （重庆） 赵志青 （上海）

赵文光 （吉林） 郑永强 （香港） 翟仁友 （北京） 翟水亭 （河南） 郑月宏 （北京）

种振岳 （山东） 周为民 （江西） 周兴力 （云南） 周    石 （贵州） 邹英华 （北京）

朱化刚 （安徽） 朱俊明 （北京） 庄百溪 （北京） 庄舜玖 （上海） 庄永青 （广东）

左    键 （陕西）

管    生 



港台地区委员 

郑永强 （香港） 王水深 （台湾） 吴毅晖 （台湾） 柯博仁 （台湾） 施俊哲 （台湾）

陈沂名 （台湾） 陈哲伸 （台湾） 纪乃新 （台湾） 陈柏霖 （台湾） 颜旭霆 （台湾） 

国外委员

Julie Ann Freicshlag （美国）   

WayneW.Zhang  （美国）      

Ho Pei （新加坡）  

Rajesh Dave （美国）

Nilesh Balar （美国）

Hananto Andriantoro （印尼）

Alan Dardik （美国）   

Sanjay Misra （美国）  

Glenn LaMuraglia （美国） 

Iwan Dakota （印尼）

大会学术委员会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

蔡红波（云南） 

陈    群（福建） 

陈旭东（浙江） 

邓鸿儒（北京） 

范一木（天津） 

郭    志（天津） 

韩国宏（陕西） 

黄    斌（四川） 

纪东华（辽宁） 

朗德海（浙江） 

李    刚（广东） 

李彩霞（山东） 

李嘉宏（福建） 

李晓光（福建） 

林    铭（福建） 

刘    勇（四川） 

罗宇东（天津） 

牟    玮（重庆） 

邱荣飞（江西） 

石荣书（贵州） 

覃    忠 （广西） 

王    盛（北京） 

王宪伟（湖南） 

吴嶶嶶（北京） 

熊    江（北京） 

许玉春（湖南） 

杨国凯（云南） 

叶永根（浙江） 

于世平（山西） 

袁启东（河南） 

张    帆（河北） 

张    童（北京） 

赵    卫（云南） 

周玉斌（辽宁） 

蔡旭东（福建） 

陈德基（广州） 

成    军（重庆） 

丁    奎（辽宁） 

冯广森（河南） 

郭连瑞（北京） 

韩石平（浙江） 

黄弘伟（广西） 

贾    鑫（北京） 

雷彦明（西藏） 

李    龙（广东） 

李光新（山东） 

李建文（广东） 

李学东（天津） 

林乃弓（浙江） 

刘光强（湖南） 

楼新江（浙江） 

马和平（内蒙） 

穆永旭（内蒙） 

冉    峰（江苏） 

史振宇（上海） 

谭羽灿（广东） 

王    伟（湖南） 

王湘英（湖南） 

吴智群（陕西） 

熊国祚（湖南） 

许中友（浙江） 

杨维竹（福建） 

殷恒讳（广东） 

于长路（天津） 

袁庆文（江西） 

张    浩（浙江） 

张静菊（吉林） 

赵文军（浙江） 

周志强（河南） 

车    明（甘肃） 

陈海生（广州） 

褚建国（北京） 

丁鹏绪（河南） 

冯耀宇（云南） 

郭思恩（广西） 

何    昊（湖南） 

黄金旗（福建） 

姜晓华（湖南） 

黎    明（湖南） 

李    伟（北京） 

李鹤平（广州） 

李祺熠（广西） 

李玉坤（湖南） 

林智琪（广州） 

刘建伟（广州） 

陆骊工（广东） 

麦    威（广西） 

倪才方（江苏） 

任伟新（新疆） 

苏    旭（福建） 

唐安丽（广州） 

王成刚（辽宁） 

韦    恺（广西） 

武    欣（北京） 

熊建明（湖南） 

闫    波（宁夏） 

姚    凯（湖南） 

殷敏毅（上海） 

余    雷（广西） 

曾纳新（湖南） 

张    红（广州） 

张克明（云南） 

郑    宏（湖北） 

朱云峰（江苏） 

陈    斌（上海）

陈宦军（云南）

崔    驰（成都）

杜    猛（广州）

高    健（北京）

郭学利（河南）

胡红耀（湖北）

黄立新（江西）

靳海英（河南）

李    滨（福建）

李    鑫（湖南）

李焕祥（青海）

李庆安（湖北）

梁惠民（湖北）

刘    一（湖南）

刘瑞宝 （黑龙江）

罗耀昌（广西）

麦炜颐（广州）

欧阳迪平 （湖南）

沈海刚（浙江）

孙立军（陕西）

唐黎明（浙江）

王茂强（北京）

吴    建（福建）

夏    爽（北京）

徐颖奇（广州）

颜志平（广东）

姚    陈（广东）

殷胜利（广东）

玉    奎（四川）

曾庆福（江西）

张    欢（北京）

张胜袓（湖南）

郑翼德（湖南）

庄文权（广州）

 蔡方刚（福建） 

 陈    光（天津） 

 陈江浩（陕西） 

 邓超频（浙江） 

 范新东（上海） 

 高    众（辽宁） 

 郭应兴（青海） 

 胡作军（广东） 

 黄勇慧（广州） 

 荆全民（辽宁） 

 李    刚（福建） 

 李    晔（浙江） 

 李佳睿（吉林） 

 李全明（湖南） 

 林    海（福建） 

 刘    暴（北京） 

 刘玉娥（山西） 林（吉林） 柳    

 罗耀昌（广西）  

 孟庆友（江苏） 

 乔    彤（江苏） 

 施海斌（江苏） 

 孙占峰 （黑龙江） 

 涂    宏（湖南） 

 王文辉（甘肃） 

 吴素华（广州） 

 谢春明（山西） 

 许国辉（四川） 

 杨    进（浙江） 

 叶    猛（上海） 

 游    箭（四川） 

 郁正亚（北京） 

 曾赟裘（湖南） 

 张    靖（广东） 

 赵    军（北京） 

 周    卫（江西） 

 左江伟（广西）



大会日程安排大会日程安排
7月9日 全天报到注册

华天大酒店4楼 芙蓉厅B厅    Gore冠名:海峡两岸医师交流论坛

主席:舒畅      主持人:陈忠  施俊哲  郑永强  常光其       特邀嘉宾:Wayne Zhang 

陈    忠      AAA介入手术保留髂内动脉的意义及方法  

颜旭霆      主动脉疾病腔内治疗新领域  

吴毅晖      复杂的胸主动脉瘤及夹层动脉瘤的治疗

Wayne Zhang      SCI论文撰写

讨论 

陈哲伸      The Beauty and Ugly When We Push the Boundaries of TEVAR   

郭世奎      复杂胸主动脉瘤病例报告

蔡红波      复杂腹主动脉瘤病例报告

赵文军      腹主动脉瘤的病例报告   

崔    驰      胸、腹主动脉瘤病例报告与体会

 张坚华      复杂的动脉瘤病例报告

讨论

13:30—13:45 

13:45—14:00

14:00—14:15

14:15—15:00

15:00—15:20

15:20—15:35

15:35—15:50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5

16:35—16:50

16:50—17:10

13:30—13:35

13:35—17:30

13:35—13:45 

13:45—13:55

13:55—14:05

14:05—14:15

14:15—14:35

14:35—14:45

14:45—14:55

14:55—15:05

开幕致辞      常光其   舒畅

专题演讲   主髂动脉闭塞症专场

主席:常光其  符伟国  周为民        点评专家:姜维良  陆信武  包俊敏   李震  候培勇

赵    渝      主髂动脉闭塞的治疗策略  

张鸿坤      主髂动脉闭塞症的开通技巧   

蔡方刚      球扩支架在髂动脉的应用  

钱爱民      覆膜支架在髂动脉的应用  

专题讨论   股浅动脉闭塞症专场

主席:舒畅  覃晓  庄百溪       点评专家:翟水亭  赵渝  郭大乔  刘凤恩  林少芒

包俊敏      长段CTO病变的开通策略  

梁    卫      股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处理  

张    童      难治性股动脉病变器械选择  

7月9号     华天大酒店3楼 湖南厅（ABCD）       美敦力SEC—PAD沙龙



15:05—15:15

15:15—15:35

15:35—15:45

15:45—15:55

15:55—16:05

16:05—16:15

16:15—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6:50—17:00

17:10—17:25

17:25—17:30

殷恒讳      复合手术在髂股动脉的应用  

专题讨论   腘动脉病变专场

主席:郭平凡  刘长建  肖占祥       点评专家:黄建华   章希炜  张 岚  戴向晨  叶波

陈     斌      腘动脉病变腔内治疗的难点  

叶志东      腘动脉病变的腔内治疗策略  

姚    陈      跨膝病变植入支架的得与失  

刘    暴      腘动脉病变腔内治疗的陷阱  

专题讨论   膝下动脉闭塞症专场

主席:李鸣  吴丹明  李晓强       点评专家:毕伟  刘冰  虞冠峰  蔣俊豪  姚凯

沈晨阳      膝下动脉病变的开通技巧  

贾    鑫      膝下长段病变的治疗策略  

叶    猛      逆穿技术在膝下动脉的应用  

张曦彤      膝下动脉病变的器械选择  

专题讨论

常光其      结束语

7月9号 20:00—21:00      华天大酒店4楼 芙蓉厅（B）      湖南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会议

7月10日

华天大酒店3楼 湖南厅（ABCD）

08:00—09:30      大会开幕式

大会场（湖南厅ABCD厅）:大会主题发言

09:30—09:40

09:40—09:50

09:50—10:00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10—11:20

主持:王玉琦   王深明   舒畅 

王深明      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中国诊疗现状

景在平      主动脉夹层腔内微创治疗的最新进展

陈    忠      破裂腹主动脉瘤治疗方案的优化选择

刘昌伟      腹主动脉瘤腔内相关治疗

郭    伟     复杂主动脉瘤:烟囱还是开窗？

符伟国      主动脉夹层TEVAR治疗困惑

 常    谦      急性A型夹层合并弓部受累—临床特点和治疗策略

 舒    畅      夹层全程修复概念在主动脉夹层治疗中的应用

 郑永强      Evolving techniques for endovascular intervention in the aortic arch

Ho Pei      Secondary endovascular interventions after EVAR



11:20—11:30

7月10日      第三分会场（芙蓉厅B）     下肢动脉疾病

主持:郭平凡  吴丹明  毕 伟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11:35

11:35—11:40

11:40—11:50

包俊敏      股腘动脉闭塞腔内治疗的误区

蔣俊豪      如何改变股腘动脉闭塞的腔内治疗模式

周为民      髂动脉夹层的腔内处理策略

李毅清      急性下肢缺血的诊疗思路及陷阱规避

张    艳      外周动脉闭塞腔内治疗分支血管去留的思考

毕    伟      双导丝球囊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应用

陆信武      主髂动脉闭塞性病变的治疗策略

张    岚      Viabahn在股腘动脉闭塞运用的单中心早期随访结果

姚    陈      髂股动脉TASC D级病变有必要同期开通SFA吗

手术录播1

手术录播2

讨论

讨论

7月10日     第一分会场（湖南厅AB厅）:美敦力公司卫星会

12:00—12:20

美敦力柯惠整合仪式

主席:王深明  王玉琦

1.美敦力公司高层寄语

2.美敦力APV中国新管理团队亮相

3.Kevin跟专家共同启动MDT—COV整合仪式 

4.学术讲座  主席:舒畅  常光其  刘昌伟  

12:20—12:30 郭    伟     Endurant新研究数据解读  

12:30—12:40 赵纪春      如何克服腹主动脉瘤挑战性病变  

12:40—12:50 翟水亭      胸主动脉B型夹层病例分享  

12:50—13:00 符伟国      适合国人的美敦力胸主支架新组合 

7月10日     第一分会场（湖南厅AB厅）     海峡血管论坛

主持人:王水深   陈忠   景在平

13:00—13:10 王水深      台湾主动脉外科的发展现状

13:10—13:20 吴毅晖      杂交手术在胸主动脉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13:20—13:30 施俊哲      Why comfortable device is important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13:30—13:40 陳柏霖      Delayed type Ib and III endoleak after EVAR



13:40—13:50 舒   畅       复杂腹主动脉瘤的腔内治疗

纪乃新      急性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伴远端灌注不良之紧急手术策略

14:00—14:10 陈沂名      TEVAR for thoracic mycotic aneurysm

14:10—14:20 常光其       累及内脏动脉主动脉病变的处理方法

14:20—14:30 陈哲伸      How to achieve a secure zone 1 landing

14:30—14:40 手术录播3

14:40—14:50 手术录播4

14:50—15:00 讨论

13:50—14:00 

7月10日     第二分会场（湖南厅F厅）     美国C3会议中国分会专场

主持人:Rajesh Dave   舒  畅   Wayne Zhang

点评人:Nilesh Balar     Julie Freischlag     Alan Dardik 

13:00—13:05 欢迎辞

13:05—13:20 Rajesh Dave      Crossing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Type C/D Iliac Lesions

13:20—13:22 Discussion

13: 22—13:37 Nilesh Balar      Alternative Access options for Challenging occlusions recanalization in CLI

13:37—13:39 Discussion

13:39—13:54 Prerecorded Case         How we apply Drug Eluting technologies in Femoropopliteal Disease? (Operated by Rajesh Dave)

13:54—14:09 Julie Freischlag Controversies in Treatment of Thoracic Outlet Syndrome.

14:09—14:11 Discussion

14:11—14:26 Alan Dardik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carotid angioplasty in elderly?

14:26—14:41 Prerecorded Case       Carotid Stent with EPD ( Operated by Rajesh Dave)

14:41—14:46 Discussion

14:46—15:01 Wayne Zhang      Fenestration Endografts for Complex Aortic Aneurysms.

15:01—15:06 Discussion

15:06—15:21 Glenn LaMuraglia       Evidence to Support Using the “Endovascular First” Approach for Infra—inguinal Occlusive Disease

15:21—15:26 Discussion

15:26—15:41 Nilesh Balar      Management of primary—Aorto—duodenal fistula in an HIV patient.

15:41—15:46 Discussion

7月10日      第三分会场（芙蓉厅B厅）     国际静脉联盟中国静脉学会分会场

主持人:王深明   韩新巍   顾建平

13:00—13:10 王深明      肠系膜上血管血栓栓塞症的诊治      



13:10—13:20

13:20—13:30 

13:30—13:40 

13:40—13:50 

13:50—14:00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35 

14:35—14:40 

14:40—14:50

顾建平      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症（HIT）与难治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赵    渝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再认识

卞    策      布加氏综合征手术方式的演变

沈来根      肝小静脉闭塞症的诊治体会

刘    鹏      泡沫硬化剂治疗下肢静脉曲张

金    辉      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综合征的诊治

崔进国      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临床应用及发展

刘建龙      如何合理使用下腔静脉滤器

手术录播5

手术录播6

讨论

7月10日     第一分会场（湖南厅AB厅）     下肢血管疾病

主持人: 陈学明  李晓强  张纪蔚 

15:00—15:10 

15:10—15:20 

15:20—15:30 

15:30—15:40 

15:40—15:50 

15:50—16:00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45 

16:45—16:50 

16:50—17:00 

谷涌泉      膝下动脉腔内治疗原则

包俊敏      覆膜支架疗效的影响因素与处理

徐    欣      下肢动脉狭窄闭塞疾病的腔内治疗

虞冠峰      膝下支架在下肢重症缺血中的应用

郭    伟      全新CBAS肝素活性表面Viabahn覆膜支架的临床应用

郭连瑞      主髂动脉闭塞的腔内治疗

于振海      介入治疗后影响通畅率的因素探讨

刘凤恩      复合手术治疗髂股动脉闭塞

陈幸生      静脉动脉化在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中的作用

黎    明      主髂动脉病变腔内治疗术后再干预病例分享

手术录播7

手术录播8

讨论

7月10日      第二分会场（湖南厅F厅）     透析通路专场

主持人:李鸣   刘长建  栗力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张纪蔚      复杂血透通路的建立与维护

施雪娅     左无名静脉受压综合征在血透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张    岚      血透通路的监测和维护——彩色多普勒超声的临床应用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7:00—17:05

17:05—17:10

17:10— 17:30 

朱仁明      透析用动静脉瘘再狭窄和闭塞后的手术处理（1000例经验）

樊雪强      介入治疗方式对移植物内瘘失功的临床结果影响

尹    杰      肾移植术后封闭透析通路的适应征和策略探讨

手术录播9

手术录播10

讨论

7月10日     第三分会场（芙蓉厅B厅）     国际静脉联盟中国静脉学会分会场

主持人:舒畅  王兵  祖茂衡

15:00—15:10

15:10—15:20  

15:20—15:30  

15:30—15:40  

15:40—15:50  

15:50—16:00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45 

16:45—16:50 

16:50—17:00  

韩新巍      中国布加综合症临床治疗与研究进展

祖茂衡      肝静脉再造术

金    星      腔静脉肿瘤的外科治疗

常光其      ACCP更新要点—VTE防治的新里程碑

李    选       肺动脉栓塞的介入治疗

张福先      腔静脉滤器单中心长期随访结果报告

郝    斌      血小板计数异常在VTE诊疗过程中的意义

丁鹏绪      TIPS技术在门脉高压中的应用

向    华      门脉高压介入诊疗相关问题思考

杜丽苹       混合型DVT腔内治疗的体会

手术录播11

手术录播12

讨论

7月10日 20:00—22:30     湖南厅（AB）     《中国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第二届编辑委员会议      

7月11日

湖南厅（AB）第一分会场     主动脉疾病专场

主持人:常光其   符伟国   郭伟 

08:00—08:10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黄连军      大锥度渐细支架治疗主动脉夹层利与弊

Wayne Zhang      C3—可再次定位支架在复杂AAA中的应用

陆清声      EVAR术后综合征（PERS）的提出与临床意义

章希炜      弓部病变杂交手术的再思考

吴毅晖      複雜動脈瘤手術中如何選擇適合主動脈支架尺寸?

陈沂名      腹主动脉瘤治疗新领域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09:40—09:45 

09:45—09:50 

09:50—10:00

赵   珺      TEVAR中涉及锁骨下动脉的争议

肖占祥      一种治疗感染性腹主动脉瘤的新术式

郗二平      颈部人工血管转流在主动脉疾病腔内修复术的应用

龚昆梅      体外循环应用胸腹主动脉瘤开放手术启发

手术录播13

手术录播14

讨论

7月11日     湖南厅（F）第二分会场     汪忠镐血管论坛

主持人:王深明   陈学明   王仕华 

08:00—08:3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09:40—09:50 

09:50—10:00 

汪忠镐      爱心与实践

陈学明      肝外型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

张小明      EVAR手术内漏的处理

舒    畅      双烟囱技术在TEVAR中的应用

Alan Dardik      Metabolic Syndrome Predicts High Risk Status for Vascular Surgery

Julie Freischlag      Endovascular repair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 results of the OVER 

(open vs endovascular repair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Trial

郭    伟      药物球囊:最新临床证据

陈    忠      颈动脉狭窄—CEA？CAS？

常光其      主动脉弓部病变的治疗策略

姜维良      限制性支架的适应症选择

7月11日     芙蓉厅（B）第三分会场     下肢动脉疾病

主持人:刘昌伟 谷涌泉 辛世杰 

08:00—08:10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吴丹明      SFA合理的干预程度

张福先      腔内治疗下肢CTO病变再狭窄的预防

刘    冰      跨膝关节动脉闭塞性病变如何应对

郭曙光      下肢间歇性跛行腔内治疗应把握的原则

孟庆义      双向技术在下肢动脉闭塞中的应用价值

张十一      特殊病例报道—16年闭塞病史的锁骨下动脉CTO病变腔内治疗成功经验分享

潘仲杰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合并无症状颈动脉狭窄的临床分析

刘    勇      逆行穿刺技术在股腘CTO病变中的应用

宋庆宏      覆膜支架在近关节部位的应用体会



09:30—09:35 

09:35—09:40 

09:40—09:50 

手术录播15

手术录播16

讨论

7月11日     湖南厅（AB）第一分会场     内脏动脉疾病

主持人:周为民  张福先   李毅清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11:35 

11:35—11:40 

11:40—11:50 

张福先      急性肠系膜缺血性疾病诊治最新策略

胡何节      内脏动脉瘤的处理策略

陈剑秋      腹部刀刺伤合并血管损伤的处理

覃   晓      累及内脏血管的主动脉夹层的治疗

袁时芳      内脏动脉瘤:手术还是腔内治疗

方   力      腰椎手术医源性血管损伤的诊治体会

姜剑军      内脏动脉瘤临床诊治分析

董红霖      内脏动脉血栓及夹层发生的机制和特征病例分享

庄   晖      内脏动脉瘤腔内治疗的时机选择与度的掌握

手术录播17

手术录播18

讨论

7月11日     湖南厅（F）第二分会场     汪忠镐血管论坛  

主持人:舒 畅   张小明   李鸣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11:40 

11:40—11:50 

11:50—12:00 

王仕华      血管内肿瘤的外科治疗

汪秀杰      腹腔动脉压迫综合征

郭平凡      平行导丝技术在布加综合征腔内治疗中应用体会

李全明      复杂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病例分享

李    鸣      下肢急性动脉缺血的再灌注保护研究

刘长建      复杂主动脉病变腔内治疗技术

赵纪春      腹主动脉瘤合并髂动脉瘤的腔内治疗

王劲松      腘动脉病变治疗措施的选择

杨宝钟      Ⅱc型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中髂内动脉的处理

谷涌泉      主髂动脉闭塞腔内治疗

李晓强      伴髂动脉严重异常的腹主动脉瘤的腔内治疗

李    震      大动脉炎的治疗策略



7月11日     芙蓉厅（B）     静脉疾病

主持人:肖占祥   金辉   赵渝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11:40 

11:40—11:45

11:45—11:50 

11:50—12:00 

刘小平     泡沫硬化剂治疗生殖静脉曲张的临床应用

蒋劲松     精准注射在静脉曲张硬化治疗中的作用

陆信武     深静脉血栓新治疗技术———Angiojet喷药抽吸

马丽萍     从抗凝机制看VTE的预防

刘    冰     循证推动抗凝发展—Einstein研究合并分析及关键亚组数据

张    岚     环激光在大隐静脉曲张治疗中的优势

官云彪     髂静脉闭塞的介入治疗体会

陈跃鑫      DVT抗凝:新药相关思考

李介秋     上肢DVT的处理

候培勇     急性肺动脉栓塞介入溶栓治疗的反思

手术录播19

手术录播20

讨论

7月11日     湖南厅（AB）第一分会场     先健公司卫星会“设计适合中国患者的国产产品”

主持人:陈忠   刘昌伟   符伟国   李鸣

12:00—12:10 

12:10—12:20 

12:20—12:30 

12:30—12:40 

12:40—12:50 

12:50—13:00 

舒    畅     器无羁绊 胸有坦途:Ankura覆膜支架的技术特点和使用技巧

常光其     准确稳固，顺应有效:Ankura覆膜支架使用经验

辛世杰     多维锥度，柔韧从容:主动脉夹层TEVAR术中支架尺寸选择

郭    伟     腔内重建髂内动脉:我们的执着追求 先健IBD系统临床试验

张鸿坤     精确导航，安全可控:Fustar 可调弯鞘临床应用

讨论

7月11日     湖南厅（F）第二分会场     美敦力外周卫星会

12:00—12:10 

12:10—12:20 

12:20—12:30 

12:30—12:40 

12:40—12:50 

12:50—13:00 

陈忠  郭伟     开场视频及开幕致辞 

谷涌泉     斑块旋切术在下肢动脉病变中的应用 

徐    欣      美敦力外周支架介绍 

王劲松     美敦力球囊家族介绍 

郭大乔     美敦力颈动脉产品组合介绍 

陈忠   郭伟     讨论 



7月11日 芙蓉厅（B）第三分会场 雅培公司卫星会

主持人:常光其  舒 畅

12:00—12:30 张鸿坤      ProGlide缝合器在主动脉腔内治疗中的应用 

12:30—13:00 虞冠峰     肢体动脉分叉开口病变支架的释放技巧 

7月11日    湖南厅（AB）第一分会场     第三届中国血管病青年学者论坛（Gore冠名）

主持人:汪忠镐   王玉琦       点评专家:管珩  吴庆华   苑 超   时德   陈翠菊  张柏根

13:00—13:10    

13:10—13:20    

13:20—13:30    

13:30—13:40    

13:40—13:50    

13:50—14:00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40    

14:40—14:50

14:50—15:00   

15:00—15:10    

15:10—15:20    

丁鹏绪     肝静脉型布加综合征的介入治疗

杜玲娟      SDF—1/Galectin—3相关信号通路调控Tip细胞构建血管治疗TAO的研究

郭    巍     肠系膜下静脉转流治疗门脉高压出血一例

郭媛媛     颈动脉体瘤切除术后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分析

郝长宁      Angiogenic Effect of Therapuetic Ultrasound on Murine Model of Hindlimb Ischemia

王   暾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 with Double   Chimeny Technique 

                for Aortic Arch Pathologie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李国剑     下肢静脉疾病个体化微创技术组合治疗策略

李振振     急性下肢缺血的治疗选择

连利珊     锌指蛋白转录活化因子治疗下肢缺血及对骨骼肌纤维重塑的研究

林智琪     自发性孤立性肠系膜上动脉夹层的诊治

罗明尧      Genetic testing and surgical management for aortic pathologies in Loeyz Dietz syndrome

刘    灏      Impact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in Thrombin Activatable Fibrinolysis 

                 Inhibitor(TAFI) on Venous Thrombosis Disease: A Meta—Analysis

尹   杰     血管畸形 K—T综合征的处理策略和系统治疗

何长顺     腹主动脉支架术后内漏的处理

7月11日     湖南厅（F）第二分会场     综合专场

主持人:李鸣   金  星   翟水亭

13:00—13:10 

13:10—13:20 

13:20—13:30 

13:30—13:40 

13:40—13:50 

13:50—14:00 

14:00—14:10 

郭平凡     辅助性栓塞治疗在EVAR/TEVAR中的应用体会

黄建华     一体式支架在腹主动脉瘤中的应用

王    兵     破裂腹主动脉瘤治疗策略

金    毕     颈动脉体瘤的诊治体会

刘    昭     对吻覆膜支架技术治疗复杂主髂动脉病变

闫    波      Klippel ——trenaunary 综合征21例诊治经验

高    峰     逆灌注保留主动脉弓上分支的腔内修复术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35 

14:35—14:40 

14:40—14:50 

王爱林     动脉微灌注配合微粒皮种植治疗糖尿病足溃疡

吴    捷     保肢门诊的开放意义:附300例病例分析

手术录播21

手术录播22

讨论

7月11日     芙蓉厅（B）第三分会场     下肢动脉疾病

主持人:肖占祥   赵纪春   张鸿坤

13:00—13:10 

13:10—13:20 

13:20—13:30 

13:30—13:40 

13:40—13:50 

13:50—14:00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30 

14:30—14:40 

14:40—14:45 

14:45—14:50 

14:50—15:00 

包俊敏     股腘动脉支架特性和选择

张纪蔚     股腘动脉腔内治疗后再狭窄的原因分析与治疗策略

戴贻权     腘动脉病变的病因分析与治疗方案选择

叶    猛     膝下支架的选择与运用

陈    兵     髂动脉闭塞再通，具有挑战的介入腔内技术

刘    洪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后再闭塞的腔内治疗

冉   峰      Viabahn应用于外周动脉疾病

张金池     股腘动脉支架再狭窄的处理与反思

蔡方刚      BTK腔内治疗方法探讨

杨澄宇     腘动脉闭塞复通术后的追踪

手术录播23

手术录播24

讨论

7月11日     湖南厅（AB）第一分会场     第三届中国血管病青年学者论坛（Gore冠名）

主持人:汪忠镐   王深明       点评专家:段志泉  梁发启   董国祥  赖传善  叶建荣  杨泽厚

15:10—15:20 

15:20—15:30 

15:30—15:40 

15:40—15:50 

15:50—16:00 

16:00—16:10 

王   冕     杂交技术治疗主动脉弓部病变远期效果—单中心13年经验

李先涛     腔内治疗破裂性腹主动脉瘤的报道应遵循一定的标准

Incidence,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poplitealartery 吴巍巍      treatment 

                 embolization in the superficial femoral artery interventions

吴子衡      Seventeen years’ expierence of late open surgical conversion after failed 

                 endovascular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repair with 13 various devices

王斯文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55 

                 cases of acute superior mesenteric venous thrombosis

武    欣      87例多发大动脉炎的血管造影特点分析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7:00—17:10 

17:10—17:20 

17:20—17:30 

17:30—17:40 

17:40—17:50 

谢    辉     重症肢体缺血（CLI）缺血性溃疡膝下动脉angiosome概念血运重建策略探讨

刑    彤      腔内支架植入治疗TASCIIC，D型股腘动脉慢性闭塞病变

叶    鹏     球囊辅助TIPS治疗症状性完全闭塞型慢性门静脉血栓

张翔宇     导管溶栓在下肢动脉血栓疾病中的应用

张   喆     脾动脉瘤的手术及腔内治疗

赵克强      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的影像学研究

曾庆福     迷走脾动脉瘤的腔内治疗

欧阳洋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联合限制性裸支架对术后主动脉重塑影响的初步研究

李承志      320排螺旋CT灌注成像与DSA的iFlow成像评价兔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对比研究

曾昭凡      介入治疗急性肺动脉栓塞26例分析

7月11日      湖南厅（F）第二分会场      颈动脉疾病

主持人:覃晓   刘冰   刘鹏

15:00—15:10

15:10—15:20

15:20—15:30

15:30—15:40

15:40—15:50

15:50—16:00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45 

16:45—16:50

16:50—17:00 

郭大乔     颈动脉CAS术后狭窄的处理

刘    鹏     颈动脉狭窄的综合治疗

邹英华      CAS器材与操作

赵志青     无症状颈动脉狭窄的思考

曲乐丰      三种手术方式治疗颈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术式选择和适应征

钱水贤     急性缺血性脑梗塞CEA治疗

周为民     颈动脉瘤的外科和腔内处理

叶志东     无症状颈动脉狭窄的思考

刘小平     改良颈内动脉内膜切除术的临床应用

欧阳晨曦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对改善脑缺血症状的意义

手术录播25

手术录播26

讨论    

7月11日     芙蓉厅（B） 第三分会场     药物专场（北京泰德冠名）

主持人:舒畅   陈忠   郭伟   符伟国   王劲松

15:00—15:10 

15:10—15:20 

15:20—15:30 

吴庆华     《下肢动脉闭塞症诊治指南》解读

张    岚      PAD的目标管理与药物治疗

蔣劲松      PAD血运重建术后的药物应用

第三届中国血管病青年学者论坛汪忠镐奖颁奖仪式18:00—18:15 



15:30—15:40 

15:40—15:50 

15:50—16:00 

胡作军     血管腔内术后预防再缺血的策略

李俊海      CDT在下肢动脉血栓中的应用

讨论

7月11日     芙蓉厅（B） 第三分会场     血管疾病的性别差异 

主持人:王玉琦   管珩   吴庆华   张柏根 

16:00—16:10 

16:10—16:20 

16:20—16:30 

16:30—16:40 

16:40—16:50 

16:50—17:00 

17:00—17:10 

施娅雪     红斑狼疮肾病血管透析通路建立的策略

王劲松     腹主动脉瘤诊治的性别差异

何    菊     妊娠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

李哈莉     严重下肢动脉缺血诊治和预后的性别差异

陈跃鑫     大动脉炎的性别差异

张福先     女性血管外科医生——外科医生中的精品

讨论

7月11日20:00—22:00     湖南厅（AB）     国际静脉联盟中国静脉学会委员会议

7月12日

7月12日     湖南厅（AB）第一分会场     主动脉疾病

主持人:郭平凡   戈小虎   姜维良

08:00—08:10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09:40—09:50

09:50—09:55

09:55—10:00 

辛世杰     肾下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产品的可选择性

戈小虎     主动脉弓部杂交手术的误区与策略

王豪夫     复杂腹主动脉瘤髂内动脉重建

张鸿坤     胸腹主动脉瘤的腔内及杂交治疗

吴学君     破裂腹主动脉瘤的抢救——EVAR or OPEN？

林少芒     特殊类型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病例分享

范瑞新     主动脉支架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外科处理

师天雄     肾功能不全病人主动脉腔内治疗的体会

张   健     预测腹主动脉瘤破裂的诸因素分析

张宏鹏     感染性腹主动脉瘤的综合治疗

戚悠飞     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后相关并发症分析

手术录播27

手术录播28



7月12日     湖南厅（F）第二分会场     静脉疾病

主持人:覃晓   赵珺   毕伟

08:00—08:10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09:40—09:45 

09:45—09:50 

09:50—10:00 

李晓强     急性下肢DVT行导管溶栓后遗留的髂静脉狭窄支架治疗前瞻性对比研究——2年随访报告

周为民     胫前后静脉入路CDT联合髂静脉支架术治疗左下肢DVT

黄新天      PTS的血管腔内治疗

张望德     静脉曲张Trivex旋切治疗的现状与发展

杨    镛     下肢静脉疾病个体化微创技术组合治疗策略

朱国献     下肢静脉曲张的硬化病例分享

党永康     肺动脉栓塞腔内治疗的认识与思考

梅家才     下肢静脉曲张微创个体化治疗

张显岚     下肢静脉压测定在急性DVT治疗中的意义

杨    牟      CDT治疗急性期DVT过程中D—二聚体变化曲线及其意义

手术录播29

手术录播30

讨论

7月12日     芙蓉厅（B） 第三分会场     综合专场

主持人:常光其   李震   张岚

08:00—08:10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10 

09:10—09:20 

09:20—09:30 

09:30—09:40 

09:40—09:45 

09:45—09:50 

09:50—10:00 

张鸿坤     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中髂内动脉的保留

李拥军     大动脉炎的外科治疗

蔡铭智      降主动脉瘤及夹层破裂腔内治疗（附5例病例分享）

吴继东     自体大隐静脉转流术治疗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症病例的思考

朱化刚     腘动脉瘤的处理——开放手术与腔内治疗的选择

贾    鑫      搏动的胸主动脉，如何更精确测量？

戴向晨      TAAA腔内治疗的实践与体会

方    坤     妊娠相关性主动脉夹层的腔内治疗

冯    海     复杂腹主动脉瘤的腔内治疗经验

蒋岚杉      急性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误区

手术录播31

手术录播32

讨论



7月12日     湖南厅（AB）第一分会场     主动脉疾病

主持人:周为民   章希炜   郭曙光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25

11:25—11:30

11:30—11:40

翟水亭      成人型主动脉缩窄的治疗方法选择

沈晨阳      炎性腹主动脉瘤外科治疗策略

欧阳晨曦    主动脉夹层壁间血肿的最新研究动态

曹    华      Hybrid技术在主动脉弓病变的应用

陈良万      弓部支架在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术中的应用

黎洪培      复杂性腹主动脉瘤的外科治疗

王    伟      腹主动脉瘤中髂内动脉重建的利与弊

宋庆宏      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思考

手术录播33

手术录播34

讨论

7月12日     湖南厅（F）第二分会场     综合专场

主持人:王劲松   胡何节   袁时芳

10:00—10:10 

10:10—10:20

10:20—10:30 

10:30—10:40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25 

11:25—11:30 

11:30—11:40 

郭平凡     小主动脉弓TEVAR处置的新思路

李俊海     髂动脉支架并发症防治

朱永宏     从4D血流动力学谈主动脉夹层时高血压的合理药物治疗

汤敬东     TAO射频消融交感支治疗2年随访

熊国祚     导管溶栓抑或手术取栓，面对急性下肢缺血的两难抉择

殷述刚     下肢动脉损伤腔内治疗

郑   鸿     肿瘤患者PICC化疗后拔管困难的外科处理

叶   波     一体式支架在腹主动脉夹层的临床应用

手术录播35

手术录播36

讨论

7月12日     芙蓉厅（B）第三分会场     护理专场

主持人:黄金   刑清曼   刘雪梅

10:00—10:20 

10:20—10:30

 10:30—10:40 

李乐之     专科护士的培养与管理 

封    华     胡桃夹综合症的护理体会

苏连花     腹主动脉瘤术后支架感染并肠漏的围术期护理



10:40—10:50 

10:50—11:00 

11:00—11:10

 11:10—11:20 

11:20—11:30 

11:30—11:40 

11:40—11:50 

11:50—12:00 

李海燕     主动脉瓣内置换术的围手术期观察与护理

夏    月     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护理

张霞平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护理

唐红英      VTE的预防及护理

林    韦     血液复流后的伤口管理

罗海梅     一例主动脉夹层合并截瘫病人的护理体会

刘    倩     下肢DVT置管溶栓的护理

郑春艳     急性动脉栓塞的治疗及护理



大会组织委员会成员

主任：舒畅

成员：姜晓华 李全明 黎明 李鑫 王暾 邱剑 方坤 杨晨紫 阎方舟 陈阳希 刘雪梅 张霞平

秘书：李鑫 黎明

报到及注册

报到时间：2015年7月9日9：00-24：00

大会相关信息

1、大会地点：

      湖南华天大酒店（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300号）

      中国城戴斯酒店（长沙市天心区解放东路233号步行至华天大酒店3分钟）

      火车站—华天酒店路线：乘坐139路、368路、旅3至文艺路口下，步行至酒店

      高铁站—华天酒店路线：乘坐地铁2号线至袁家岭站下，步行至酒店；乘坐348路、

                                              124路至文艺路口下，步行至酒店

      机场—华天酒店路线：乘坐民航大巴至火车站附近，乘坐出租车至酒店（约7-10元） 

注：会议期间酒店住房紧张，现场注册难以安排住房，请务必提前联系。

2、会务费：

      提前注册（2015年6月30日前）：800元

      现场注册（2015年6月30日后）：1000元

3、联系地址：

     《中国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编辑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血管外科

4、大会秘书处联系方式及电话：

      办公电话及传真： 0731-85295832

                                   0731-85295632

                                   18627316998(李鑫)

                                   1292710310@qq.com(邮箱)

5、大会报名及投稿信箱：SEC2015CS@163.com

6、本次大会授予国家医学继续教育I类学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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