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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刘新峰 教授   汪银洲 教授

大会主席

2019 年 11 月 15 日 

尊敬的各位专家、同道：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办，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

神经血管介入协作组承办，福建省立医院、福建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介

入学组协办的 2019 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血管介入年会将于 2019

年 11 月 15 ～ 17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隆重举办。　　

　　本次学术年会将邀请缪中荣教授、刘鸣教授、刘新峰教授等国内著名专家

学者进行专题演讲，围绕脑血管病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神经介入新技术等

热点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地交流，并由全国各地同道带来精彩的出血和缺血介

入相关病例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观点碰撞、异彩纷呈。您将了解到国内外最

新学术进展、收获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

　　谨此，我们热忱地邀请您的光临和积极参与，分享喜悦，见证卓越，

为推动我国神经介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共同努力！清新福建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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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组织机构
大会主席：

刘新峰　汪银洲

大会副主席：

石　进　缪中荣　杨清武　王守春　王　君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春　王　君　牛国忠　尹　琳　石向群　石　进　帅　杰　朱双根

朱良付　朱武生　朱其义　刘文华　刘运海　刘新峰　刘新通　刘熠敏

刘德志　孙钦建　李　冰　杨清武　吴　伟　汪银洲　张光运　张卓伯

张　勇　张　猛　陈红兵　陈康宁　林　敏　岳炫烨　周志明　胡　伟

柯开富　钟士江　骆　翔　秦　超　高小平　高连波　郭富强　曹文杰

曹文峰　蔡艺灵　缪中荣

大会秘书处：

蔡晓杰　张　悦　朱武生　吕秋石    程　琼　李永坤　何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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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综合信息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周五）-17 日（周日）

会议地点：福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新权南路 9 号

报到时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周五）09:00-21:00

报到地点：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一层大堂

注册台开放时间：11 月 15 日 09:00-21:00

                             11 月 16 日 07:30-18:00

                           

展览地点及开放时间

展　　　　厅：福州市香格里拉大酒店

展览开放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 09:00-18:00

        　　　    

胸卡类别

蓝色胸卡：正式代表

绿色胸卡：参展企业

黄色胸卡：工作人员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
早餐 入住酒店

午餐 /
三层福州厅 + 厦门厅会场外

——盒餐
12:00-12:45

晚餐
一层大堂自助餐厅 ——自助餐 

18:00-20:00
一层大堂自助餐厅——自助餐

18:00-19:30

用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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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神经介入专委会全体委员会

时　　间：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00

地　　点：福州香格里拉酒店　三楼漳州厅

参会人员：神经血管介入协作组组长、副组长及全体委员

2019/11/16（星期六）上午
主会场　三层福州厅 + 厦门厅

08:15-08:30 开幕式 致　辞：朱鹏立　　　　　主持人：石　进

08:30- 10:10 专题讲座（一） 主持人：秦　超　石　进　汪银洲

08:30-09:00 专题发言
重症脑梗死诊治思路
刘　鸣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神经内科

09:00-09:30 专题发言
中国介入神经病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建议
刘新峰　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09:30-10:00 专题发言
ICAS 血管内治疗进展
缪中荣　北京天坛医院介入神经病学科

10:00-10:10 休　息

10:10-11:50 专题讲座（二） 主持人：郭富强　石向群　牛国忠

10:10-10:35 专题发言
激光雕刻支架和编织支架在动脉瘤栓塞中的选择方案
王　君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

10:35-11:00 专题发言
椎基底动脉夹层的血管内治疗策略
汪银洲　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11:00-11:25 专题发言
椎动脉支架后再狭窄的病例分享
石　进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神经内科

11:25-11:50 专题发言
不同血管闭塞机制下溶栓取栓策略分析
高连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2:00-12:30 学术专场 主持人：汪银洲

学术专场
抽拉结合，双重保障——SWIM 技术在取栓中的应用
程　琼　福建省立医院

12:30-13:00 学术专场 主持人：张　旭

12:30-13:00 学术专场
生命之“氧”，中国原创药物的探索
江秀龙　福建省立医院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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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6（星期六）下午　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

分会场一 　三层南平厅 + 莆田厅

14:00-15:00 专题讲座（一） 主持人：尹　琳　柯开富　刘昌云

14:00-14:20 专题发言
蛛网膜下腔出血常见并发症干预和思考
秦　超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4:20-14:40 专题发言
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策略
高小平　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4:40-15:00 专题发言
Pipeline 血流导向装置病例选择与随访
宋冬雷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

15:00-17:40 病例分享及点评 主持人：刘运海　王　苇　程道宾

15:00-15:15 病例讨论
1 动脉瘤栓塞术中急性脑栓塞一例
叶子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5:15-15:30 病例讨论
2 血管内治疗双侧椎动脉夹层动脉瘤
郑　峥　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15:30-15:45 病例讨论
3 颅内微小动脉瘤介入处理策略
张　欢　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介入科

15:45-16:00 病例讨论
4 血流导向装置治疗颅内动脉瘤
吴新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6:00-16:10 休　息

16:10-16:25 病例讨论
5 复发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多支架辅助栓塞治疗一例
刘彤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16:25-16:40 病例讨论
6 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的思考
刘文华　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6:40-16:55 病例讨论
7 密网支架治疗脑动脉瘤一例
胡　伟　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16:55-17:10 病例讨论
8 胚胎型大脑后动脉瘤支架辅助方案选择
水少锋　郑州大学一附院介入科

17:10-17:25 病例讨论
9 椎动脉巨大动脉瘤密网支架结合弹簧圈栓塞治疗
韩　巨　山东千佛山医院神经内科

17:25-17:40 病例讨论
10 小脑后下动脉瘤栓塞后再出血
周龙江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介入科

点评专家：

会议总结：

徐国栋　田喜光　黄晓松　李罗清　秦　超　柯开富　宋冬雷　
刘文华　魏立平　汪银洲
汪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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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6（星期六）下午　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
分会场二　三层福州厅
14:00-15:00 专题讲座（一） 主持人：刘煜敏　林　航　方　玲

14:00-14:20 专题发言
卵圆孔未闭合并脑卒中诊治策略
刘运海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

14:20-14:40 专题发言
急性缺血性卒中介入治疗的思考
王守春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14:40-15:00 专题发言
介入神经病学导管室构建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解读
朱武生　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15:00-16:00 专题讲座（二） 主持人：王国平　刘新通　陈星宇

15:00-15:20 专题发言
颅内动脉狭窄血管成形术并发症的处理策略
孙钦建　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15:20-15:40 专题发言
AIS 血管内开通出血转化的预测和防治
朱良付　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介入科

15:40-16:00 专题发言
后循环串联病变的介入治疗
林　敏　解放军 900 医院神经内科

16:00-16:10 休　息
16:10-18:00 病例分享及点评 主持人：陈文伙　尹　琳　吴　伟

16:10-16:20 病例讨论
1 两例基底动脉闭塞的治疗探讨
韩云飞　东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16:20-16:30 病例讨论
2 联合入路治疗锁骨下动脉闭塞
李永坤　福建省立医院神经内科

16:30-16:40 病例讨论
3 重症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血管内治疗
陈红兵　中山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16:40-16:50 病例讨论
4 特殊颈内动脉闭塞取栓治疗
吴燕敏　福建漳州市医院脑血管介入科

16:50-17:00 病例讨论
5 复杂颈动脉闭塞取栓病例分享
刘德志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17:00-17:10 病例讨论
6 脑血管再通术中出血病例分析
刘　勇　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内科

17:10-17:20 病例讨论
7 一例椎动脉支架内开通的治疗
尹　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

17:20-17:30 病例讨论
8 青年扩心病患者取栓一例
郭　飞　深圳市南山医院神经内科

17:30-17:40 病例讨论
9 一例慢闭再通带来的思考
李　敏　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

17:40-17:50 病例讨论
10 当取栓遇到蛛血时还继续开通吗？
李　玮　重庆大坪医院神经内科

17:50-18:00 病例讨论
11 颈动脉入路在 AIS 取栓中的应用
袁正洲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内科

点评专家：

会议总结：

曹文峰　李　冰　王　硕　杨春水　张卓伯　朱其义　韩新生　项广宇
林　敏　陈星宇　杨　勇　韩　凌　岳炫烨
陈文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