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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论坛简介与邀请 第四届年会
SCCT CHINA-IRC 2016

国际心血管CT协会（Society of Cardiovascular Computed Tomography，SCCT）成立于2005年，是国际心血管CT领

域最权威的学术团体机构。SCCT致力于国际化学术交流和专业培训，每年举办一届学术年会，2016年已是第十一届。SCCT目前

有约3000名会员，其中中国区会员70余人。

除美国以外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SCCT“国际区域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gional Committee，IRC），SCCT中

国区委员会（SCCT China-IRC）成立于2013年2月，分别于2013年－2015年被SCCT授权在北京和上海举办了第一、二、三届

学术论坛，获得很大的成功。

中国区论坛组委会定于2016年10月28日至30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第四届学术年会。论坛的主题是“精准、创新、共

享”。届时将邀请SCCT国际知名专家，以及亚洲心血管影像学会（ASCI）和国内知名专家授课，重点讲述心血管CT临床应用技

术和科研等最新进展，回顾与点评该领域最重大的科研成果。2016年论坛将继续设立“青年研究者奖”评选与颁奖，并增设“手把

手”心血管CT上机培训课程。与会者将有机会与专家一起读片，更新知识，增进交流。让参会者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深秋的北京，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展示着古典和现代元素的完美结合。衷心期待广大心血管领域同道们参会交流，让我们共同

努力谱写心血管CT技术新篇章！

      

国际心血管CT协会第四届学术年会大会主席 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委员会主席



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
组委会架构02

胡盛寿  徐克  Leslee J. Shaw（美国）
名誉主席：

大会主席：

中国区委员会主席：

 
学术指导委员会：

论坛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吕滨  金征宇  王晓飞

杨立  吕滨

刘玉清  戴汝平  李坤成  刘士远  梁长虹  滕皋军  王振常  伍建林  蒋世良  高宏

Aaron So（加拿大）  Hajime Sakuma（日本）  Hyuk-Jae Chang（韩国）  John H. Stevens（美国）  Leslee J. Shaw（美国）  
Marc Dewey（德国）  Yeon Hyeon Choe（韩国）  班兴萍  常宇  陈瑾  陈文强  陈玉成  戴汝平  戴旭  杜祥颖  范占明  付海鸿
郜发宝  高建华  韩磊  侯阳  胡春洪  胡红杰  霍云龙  蒋世良  蒋涛  李东  李庆印  李帅  李涛  李文正（台湾）  廖胜辉  刘辉  刘婷  
刘文亚  吕滨  马展鸿  牛延涛  史河水  孙凯  孙晓刚  涂圣贤  王红月 王锡明  王霄英  王怡宁  王照谦  吴永健  徐磊  夏黎明  许海燕
许建荣  萧毅  严福华  颜红兵  叶剑定  余建群  杨金柱  杨俊杰  杨进刚  杨立  杨旗  杨艳敏  杨有优  杨志敏  于薇  张佳胤  张龙江 
曾蒙苏  郑敏文  张瑞岩  张同  张晓丽  张永高  张璋  周旭辉  查云飞 

班兴萍  杜茉佳  范占明  高扬  弓景跃  韩磊  侯志辉  李东  李柱  刘婷  吕滨  马亚南  马跃  彭礼清  任心爽  王宏宇  王瑞  王锡明
吴永键  邢振松  徐磊  严福华  杨进刚  杨立  杨文洁  叶剑定  于易通  张佳胤  张瑞岩  郑敏文  周晖  周旭辉  祝因苏



03会议基本信息 第四届年会
SCCT CHINA-IRC 2016

会议日期：2016年10月28-30日

会议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主办单位：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组委会     《中国循环杂志》社     

承办单位：中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分社

网址：www.scctchina.org

E-mail:info@scctchina.org

组委会联系人：高扬15901044772  任心爽13121956625  侯志辉 15011451210

会务联系人：张勇18910576171  丁威13501181896

Aaron So（加拿大）  Hajime Sakuma（日本）  Hyuk-Jae Chang（韩国）  John H. Stevens（美国）  Leslee J. Shaw（美国）  
Marc Dewey（德国）  Yeon Hyeon Choe（韩国）  班兴萍  常宇  陈瑾  陈文强  陈玉成  戴汝平  戴旭  杜祥颖  范占明  付海鸿
郜发宝  高建华  韩磊  侯阳  胡春洪  胡红杰  霍云龙  蒋世良  蒋涛  李东  李庆印  李帅  李涛  李文正（台湾）  廖胜辉  刘辉  刘婷  
刘文亚  吕滨  马展鸿  牛延涛  史河水  孙凯  孙晓刚  涂圣贤  王红月 王锡明  王霄英  王怡宁  王照谦  吴永健  徐磊  夏黎明  许海燕
许建荣  萧毅  严福华  颜红兵  叶剑定  余建群  杨金柱  杨俊杰  杨进刚  杨立  杨旗  杨艳敏  杨有优  杨志敏  于薇  张佳胤  张龙江 
曾蒙苏  郑敏文  张瑞岩  张同  张晓丽  张永高  张璋  周旭辉  查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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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04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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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回执方式 05 第四届年会
SCCT CHINA-IRC 2016



参会注册说明06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

如果确定参会，请将回执表填写完整后按照规定方式发给组委会，交费后视为已注册。

个人付费方式如下：

联系人：《中国循环杂志》社 吴彩霞、张媛老师

联系电话：010－88322621，88322622，13661004738（吴老师）

1  银行转账：

           账户名称：《中国循环杂志》社

           账号：0109 0323 6001 2010 5292 456

           开户行：北京银行阜成支行

           附言：2016心血管CT会议 

           请注明个人姓名及“SCCT2016”字样，并将汇款底单复印件通过传真或电邮发给组委会。 

           Email 到 ：info@scctchina.org

2  支票形式：请将支票直接交至《中国循环杂志》社财务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167号阜外医院新大楼3楼核算科。



参会路线建议 07 第四届年会
SCCT CHINA-IRC 2016

乘车方式
建议一：驾车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四通桥西南角）
              北京友谊宾馆下车；
建议二：乘坐地铁四号线至人民大学站D出口向南200米即可；
建议三：可乘坐26路、651路公交车至四通桥南下车即可。

参考里程：
北京站 —— 北京友谊宾馆    19公里
北京西站 —— 北京友谊宾馆    13公里
北京南站 —— 北京友谊宾馆    19公里
北京北站 —— 北京友谊宾馆    6公里
T3航站楼 —— 北京友谊宾馆    32公里

局部放大图



会场平面布局08国际心血管CT协会中国区论坛

备注：报道地点位于贵宾楼大堂内，届时将有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服务。



备忘录 第四届年会
SCCT CHINA-IR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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