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风险管理与 

适宜技术培训班暨中原健康服务业论坛 

通知（第二轮） 

由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关村新

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风险管理与适

宜技术系列培训班，将于 2017 年 2 月 17 日至 19 日在郑州市开班。

本次系列培训以“跟踪前沿 规范实施”为主题，针对基层医疗机构、

全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建设的实际需求，

重点讲授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风险管理与适宜技术及早期筛查与风

险管理国内外研究的最新理论及成果，系统介绍有关规范、共识与指

南，普及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风险管理与适宜技术，着力提升医疗机

构、健康管理（体检）机构、示范基地在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早期筛

查与风险管理中的服务能力，授课老师均为知名专家，不仅能够深刻

地解读各种指南的亮点，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 

    同期，将同时召开 2017 年度中原健康服务业论坛，届时将邀请

行业泰斗亮相中原，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业内人士积极参与。参加本

次会议的学员可获国家级继续教育（I 类）学分 8 分。本次会议注册

费和资料费全免。交通食宿费用自理（不安排接送站）。 

会议时间：2017年 2月 17 日全天报到，18 日，19 日正式会议。 

会议地点：河南省郑州市嵩山饭店（河南省郑州市伊河路 156 号） 

邀请的专家： 

中国工程院                                 樊代明  院士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                     武留信  主委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陈伟伟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栗夏莲  教授 

博奥颐和健康科学技术（北京）公司教育培训部 谢红鹰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郑延松  教授 

    解放军第 306 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贾海英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田京发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                    马  晶  教授 

中关村新智源健管理研究院                   朱  玲  教授 

中关村新智源健管理研究院                   强东昌  教授 

北京世纪坛医院                             赵绵松  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贾延劼  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新灿  教授 

会议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 

会议学术支持单位：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会议协办单位： 

河南省健康管理学会 

会议承办单位： 

郑州市健康管理协会 



古方安美（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报名联系人： 

    路志国： 电话：13849279808   郭艾梅：15981955222 

报名邮箱：zhyxhtangxinbing@163.com 

酒店预订： 

    标准间 330 元/晚     豪标房 440 元/晚     豪套房 600 元/晚 

注册须知： 

本次会议将按照国家 I 类学分的要求，按照报名顺序，安排座

位，严格考勤。无故不到者，不予以发放学分及参与培训证书。因会

场坐席有限，请务必提前报名。不接受现场临时报名者。 

报名截止日期 2017 年 2 月 15 日 22 ：00。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研究院 

 

 

                                      二○一七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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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日程安排】 

 

2 月 18 日议程（上午） 

时间 授课专家 题目 专家单位 主持人 

8:30-8:40 朱玲 开班仪式，主委致辞 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筛

查专项基金 

朱  玲 

郭艾梅 

8:40-10:00 樊代明 从整合医学角度看心血管疾病

筛查与干预 

中国工程院院士 

10:00-10:10 院士面对面：自由提问 

10:10-10:30 课间运动锻炼 

10:30-11:00 栗夏莲 糖尿病高危人群筛查及防治策

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0-11:05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1:05-11:35 贾海英 血管内皮功能与内脏脂肪在

健康体检中的应用 

解放军第 306 医院健康

管理中心 

11:35-11:40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1:40-14:00 午休 

 

2 月 18 日议程（下午） 

时间 授课专家 题目 专家单位 主持人 

14:00-14:30 武留信 中国体检人群理想心血管状态

调查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

研究院 

吴  非 

李  力 

邢玉荣 

14:30-14:35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4:35-15:05 马  晶 冠心病患者的运动干预治疗指

南与实践 

解放军总医院 

15:05-15:10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5:10-15:40 贾延劼 脑血管高危人群筛查与防治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0-15:45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5:45-16:00 课间运动锻炼 

16:00-16:30 张作明 多光谱眼底成像技术用于心

血管代谢疾病的早期筛查与

预警 

第四军医大 

16:30-16:35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6:35-17:05 强东昌 《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目录》与个

性化体检套餐设计 

中关村新智源健康管理

研究院 



17:05-17:10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7:10-17:40 谢红鹰 基因检测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

用 

博奥颐和健康科学技术

（北京）公司教育培训部 

17:40-17:45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2 月 19 日议程（上午） 

时间 授课专家 题目 专家单位 主持人 

8:30-9:00 刘新灿 冠心病筛查与防治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张连仲 

  

 贺明霞 

9:00-9:05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9:05-9:35 赵绵松 痛风筛查与干预的路径 北京世纪坛医院 

9:35-9:40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9:40-10:00  

10:00-10:30 陈伟伟 最新血脂防治指南解读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0:30-10:35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0:35-11:05 田京发 从精读体检报告谈心血管疾病

的早期干预 

解放军 304 医院 

11:05-11:10 专家面对面：自由提问 

11:10-11:40 郑延松 无创心血管功能筛查的应用与

实践 

解放军总医院 

11:40-11:50 会议总结 

 

 

报到时间：2017 年 2 月 17 号 

会议时间： 2017 年 2 月 18 日—19 日 

离会时间：2017 年 2 月 19 日 12：00 

乘车路线： 

1、郑州火车站：从火车站西广场出站，乘坐 201 路公交车至伊河路百花里路站下车，步行

225 米抵达。打车费用约：15 元。 

2、郑州东站：乘坐地铁 1 号线（西流湖方向）至绿城广场 A 口出站，步行 33 米至中原路

兴华街乘坐 9 路/9 路大站快车，至市委站下车，步行 752 米抵达。打车费用约：34 元。 

3、新郑机场：打车费用约：95 元。 



【联系人和方式】  

联系人：路志国：13849279808        郭艾梅：15981955222 

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E-mail  传  真  

姓名 性别 科室 职务职称 电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