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国卫医研函 匚2021〕 214号

关于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

增补培训导师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根据 《关于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培训

导师增补工作的通知》(国 卫医研函 匚⒛21〕 131号 ),经项

目专家组评议及结果公示,现公布心血管项目增补培训导师

名单。

培训导师应在培训基地的组织管理下,严格按照 《心血

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管理制度》要求认真开展相关

培训工作。本次增补的培训导师有效期为自本通知下发之日

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止。

联 系 人:医疗服务与安全研究部 杨蕾

联 系 电 话 :010-81138561

附件: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增补培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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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培训项目

增补培训导师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

一、冠心病介入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医疗机构 基地导师名单

北 J芪

北京医院 于雪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高立建、叶绍东、尹栋、赵杰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关阝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彭红玉、孙涛、张新勇、吴铮、

葛长江、王志坚、王春梅、王梅、

高玉龙、李昭、叶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
胡宏宇、金泽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
彭建军、任利辉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

医院
薛亚军

天津 天津市胸科医院
胡越成、张敬霞、张颖、杨丽、

李曦铭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郝国贞、姜云发、吴伟利、薛玲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米杰、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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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工人医院 卢峰、张琦

廊坊市人民医院 王旭、薛增明

邯郸市第一医院
常超、王献忠、信栓力、张海军、

赵秀峰

山西

山西白求恩医院 高宇平、米小龙

临汾市中心医院 范甲卯、苗鹏飞

运城市中心医院 李娜、郝六一、李永慧

内蒙古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陈凤英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郭晓华

赤峰市医院 满荣海

通辽市医院 宝云龙、杜建军、郑崔成

辽宁
中国人 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

医院
丛占春、李洋、齐斌、张权宇

吉林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安品、刘国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陈漫天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文艺、张治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李宪凯

上海市东方医院 李纪明

江苏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陆远

徐州市中心医院 李明哲、王海波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盛臻强



泰州市人民医院 朱莉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李占鲁、邱福宇、赵炎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杜为平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周建庆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洪承吕、单培仁

浙江省台州医院 米亚非、王斌

安徽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丁园东、胡广全、许邦龙

福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彭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许朝祥、王耀国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李穗吉、程晔

江 西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周爱琴

山东 济南市中心医院 户克庆、苏国海

河南

河南省胸科医院 王枫岭、袁义强、张学军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安松涛、刘伟利、王宪沛、杨宏辉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胡法国、厉菁、孙运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李松森、马惠芳

氵0月 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武汉中心医院
陈曼华、刘继军、杨锴、周逸

襄阳市中心医院 李彬、朱锐

湖南 邵阳市中心医院 贺琳、刘鹏

广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彭朝权、张成喜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黄铮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

医院
莫海亮、吴铿

深圳市人民医院 刘华东、庞新利

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肖纯、钟思干

广 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曾晓聪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吉庆伟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廖发荣、钱宗杰

四丿

四川省人民医院 韩虎魁、李进嵩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蔡琳

虫
贝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屏、李伟

贵州省人民医院 李宗庄

陕西

陕西省人民医院 吴皓宇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张卫泽、李伟杰、王海昌

咸阳市中心医院 樊川民、左红

甘肃 甘肃省人民医院 王楠

宁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杨生平

新疆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买买提艾力 ·阿布都克日木、杨和

银



二、心律失常介入 (导管消融、器械植入 )

省、自治

区、直辖市
医疗机构 基地导师名单

北≡吞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丁立刚、刘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梁卓、王云龙、张涛、戴辰程、

李松南、吴永全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刘彤

辽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

医院
丁建、高阳、张萍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
李威、刘博、孙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
臧敏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松文、魏勇

浙江 宁波市第一医院 陈晓敏、储慧民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沈伟、朱红军

福奚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王伟伟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郭晋村

江 西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胡金柱

江西省人民医院 刘元庆、张繁之

山东 山东省立医院 李学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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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中心医院 刘成华

河南

河南省胸科医院 袁义强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付海霞、杨海涛、赵永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姜正明

涩月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
秦瑾、周宁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程光辉、邓成钢

湖南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曾丽雄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黄兴福

广东省人民医院 梁远红

深圳市人民医院 梁新剑

重庆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邓盛荣

四丿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刘汉雄

贵帅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周纬

云南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静

甘肃 甘肃省人民医院 黄晏、谢萍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武冈刂



三、心律失常介入 (导管消融 )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医疗机构 基地导师名单

北≡芪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孙奇、郑黎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

郭雪原、蒋晨曦、赵欣、刘念、

王伟、左嵩、李昌义、刘晓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

高路

清华大学附属爿t

医院

京清华长庚
张萍

天津 天津市胸科医院 马薇、程爱娟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苗成龙、张冀东

沧州市中心医院 王彦山

山西 山西白求恩医院 张志军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    |
王新华、徐瑾

上海市东方医院 李小荣、潘晔生、杨兵

李奋

江苏

江苏省人民医院 陈椿、钱智勇、王圭、杨刚

南京市第一医院 张风富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蒋汝红、林建伟、于路、张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肖方毅

宁波市第一医院 何斌

浙江省台州医院 葛卫力

安徽

安徽医科大学第
=附

属医院 王晓晨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

矶山医院)  |
杨 浩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心阻管病医院 周法光

江 西 江西省人民医院 方雁、陶宇

河南

河南省胸科医院 黄琼、孙玉梅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陈珂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英伟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牛思泉、孙俊华

氵胡i北
华中科技大学陌

属武汉中心医院

济医学院附
叶平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黎建勇

广东省人民医院 邓海、魏薇

广 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文伟明、桂春

四丿 四川省人民医院 陈日历

贵州

贵州省人民医院 田野、刘启方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立、刘西平



四、心律失常介入 (器械植入 )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医疗机构 基地导师名单

北京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牛红霞

首都 医科大学 M

医院

十属北京安贞 戴文龙、李响、王泽峰、史冬梅、

柳景华、田轶伦、赵战勇

首都医科大学哪

医院

扌属北京友谊
彭晖、孙志军

天津 天津市胸科医院| 何 乐

河北 沧州市中心医院 李红梅、马春梅

山西 山西白求恩医院 李学文、米小龙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

济医院
张琪、 卜军、幺天保

江苏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杜荣增、姜正南

江苏省人民医院 顾凯、周秀娟

南京市第一医院 胡作英、张航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承宗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建飞、林刚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
杨莹、叶炀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蓝

浙江省台州医院 卢先本、江建军



安徽

|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程景林、盛建龙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卢冬雨、史晓俊、张恒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弋

矶山医院)  {
芮世宝、汪祥海、杨玉雯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蔡彬妮

河南

河南省胸科医院| 李 靖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吴金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荫涛

湖北 襄阳市中心医院 李彬、马可忠

广东

广东省人民医院 张黔桓

深圳市人民医院 李军

四丿

四川省人民医院 唐艺加、陶剑虹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锦、蔡琳、童琳

贵”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龙仙萍、王冬梅

甘肃 甘肃省人民医院 王楠、朱岩

青海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高琴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高洁



五、结构性心脏病 )介入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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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医疗机构 基地导师名单

北≡芪

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张陈、肖燕燕、刘新民、宋光远、

戴辰程、顾燕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

医院 朱航

辽 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

医院
庚靖淞、孟立立

吉林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张文琪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李毅刚

江苏

南京市第一医院 周陵

徐州医科大学耐属医院 王诚

徐州市中心医院 张毅刚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
翁少翔

安徽 安徽省儿童医院 赵胜

福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方军

厦门大学附属∫吲血管病医院 刘文辉

江 西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彭小平

山东 青岛大学附属爿女儿童医院 泮思林

河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姜正明、赵荫涛

河南省胸科医晚 袁义强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韩宇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牛思泉、张杰、张申伟、赵育洁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

属同济医院

司济医学院附
蒋建刚、周强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

李丁扬、沈群山
|

襄阳市中心医院 刘永胜

广东 深圳市人民医嶙 袁杰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王孟杰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吕铁伟

四丿 四川省人民医院 曾杰

贵州

贵州省人民医院 谭洪文、张萍、张长海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盛瑾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伟

云南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李锐洁、孙煌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玉顺、成革胜

甘肃 甘肃省人民医吲
|

高奋堂、王建军



六、结构性心脏病 (瓣膜性心脏病 )介入

七、结构性心脏病 介入

八、结构性心脏病 (在心耳封堵 )介入

(大血管 )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医疗机构 基地导师名单

浙江
浙江大学医学

医院

完附属邵逸夫
傅国胜

河南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刘煜昊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医疗机构 基地导师名单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丿叶血管病医院 强海峰

河南

河南省胸科医喘 范卫东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陈俭、张申伟

湖北
华中科技大学甲济医学院附

属武汉中心医院
熊才金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田红燕

省、自治

区、直辖市
医疗机构

|

基地导师名单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臣

华医院

学院附属新
李威、李毅刚、孙健、王群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上海交通大学

济医院总院

学院附属仁

海军军医大学

浙江大学医学

医院

附属邵逸夫

宁波市第一医

郑州市第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