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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关于公布

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

第二届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专家:

为加强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心血管疾病

介入诊疗行为，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提升基层县级医

院和年轻心血管临床医师介入技术能力和规范化诊疗水平，

进一步推动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健康发展，在

充分酝酿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 ， 经讨论 ， 决定对专家

委员会进行扩充换届 ， 成立"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11

项目第二届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任期为 5 年，主任任

期届满后不再连任。现将委员会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第二届专家委员会，

将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实施和管理下?

开展以下工作 : 进一步加强培训基地建设、 导师团队建设;

规范基地和学员培训11 、 考核等工作;制定培训项目工作方案

及规划;做好项目实施中技术指导工作;开展项目实施效果



及质量控制评估工作。

联系人:孙晓宇杨威李娜

联系电话: 01 0-8231 1 836一 1 9/12 82805670 

电子邮箱: xjzjgrzzill163. com 

附 件: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第二届专

家委员会名单



附件

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 目

第二届专家委员会名单

类 别 姓名 职称 单位

高润霖 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胡大一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运 院士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顾问

沈卫峰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贾国良 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专家委员会

吕树铮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杨跃进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马长生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主任

方全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王建安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杨跃进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主任委员 周玉杰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乔树宾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冠心病诊治中心

冠心病介入

专家委员会 马根山 教授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委员 王没 教授 厦门心血管病医院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海昌 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丛洪良 教授 天津市胸科医院



刘斌 教授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刘宏斌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刘惠亮 教授 武警总医院

李保 教授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浪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拥军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吴强 教授 贵州省人民医院

邱春光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何奔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张瑞岩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陈玉国 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陈良龙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绍良 教授 南京市第一医院

陈韵岱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林先和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荆全民 教授 沈阳军区总医院

袁祖贻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聂绍平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陶凌 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京医院)

傅向华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傅国胜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于波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心血管病医院

临床培训
主任委员 雷寒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专家委员会

黄岚 教授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马依彤 教授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田野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光雪峰 教授 昆明市延安医院

朱建华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孙英贤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凌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天伦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杨杰孚 教授 北京医院

吴明 教授 海南省人民医院

汪道文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委员
陈红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按姓氏笔画排序) 郑杨 教授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郑泽琪 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兴胜 教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贾绍斌 教授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标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高传玉 教授 河南省人民医院

高炜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陶剑虹 教授 四川省人民医院

董吁钢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韩学斌 教授 山西心血管病医院

程晓曙 教授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曾志羽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律失常 主任委员 马长生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导管消融
姚焰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专家委员会 I\'" 律失常中心

董建增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郑州大学心血管病医院院长)

马坚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心律失常 中心

王祖禄 教授 沈阳军区总医院

付华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朱文青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刘旭 教授 上海胸科医院

刘少稳 教授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洪 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毅刚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杨新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陈明龙 教授 江苏省人民医院

林加峰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钟敬泉 教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夏云龙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殷跃辉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曾秋棠 教授 华中科大同济附属协和医院

方全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委员 吴书林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华伟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心脏起搏 心律失常中心
专家委员会

王玉堂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委员
王景峰 教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汤宝鹏 教授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许静 教授 天津市胸科医院

严激 教授 安徽省立医院

李学斌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吴立群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沈法荣 教授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

张任 教授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陈林 教授 福建省立医院

周胜华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郭涛 教授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唐安丽 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浦介麟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黄伟剑 教授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宿燕岗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

王建安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主任委员 吴永健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冠心病诊治中心

孔祥清 教授 江苏省人民医院

朱鲜阳 教授 沈阳军区总医院先心内科

结构性心脏病
伍伟峰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先心病) 苏 日希
专家委员会

教授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委员 宋治远 教授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 按姓氏笔画排序)
张玉顺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陈茂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罗建方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

赵仙先 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秦永文 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徐亚伟 教授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徐仲英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黄连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蒋雄京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曾智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