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道： 

 “第十五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CC 2021）”将于 2021 年 5

月 27~ 30 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为各位同仁呈现一场形式新

颖、内容丰富的学术盛宴。  

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与发展，东方心脏病学会议在全国心血管病专家

的精诚合作下，已经与国际接轨，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知名心血管

领域品牌学术会议。今年的学术盛会将继续东方会的鲜明特色，秉承“开

拓、进取、求真、务实”的八字方针，以“开放、创新、合作（Open, Creative, Cooperative）”

为主题，以更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国际心血管病学领域的新技术、新理念和新进展。  

本次会议学术内容涵盖心血管疾病预防、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介入、心

律失常、心力衰竭、结构性心脏病、肺循环疾病、心血管病影像、血栓相关疾病、心血

管病危重急症、心脏康复、心脏护理等以及人工智能与心脏病、肿瘤与心脏病、代谢与

心脏病等交叉学科领域。同时，东方新星奖评审、东方直播室和东方 PCI 影院环节，也

继续为广大心血管学界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和展示舞台。 

东方会名家云集，学术内容丰富，力求多角度、全方位探讨心血管病学领域现代科

学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会议旨在加强全国各级心血管医务工作者之间临床诊疗规范和

科研能力的学术交流，共同探讨大家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打造中国心脏病学

领域的特色品牌。 

我谨代表组委会诚挚邀请您参加此次学术盛宴，热忱的期盼与您相会！2021 年 5 月

27~ 30 日，不见不散！ 

 

 

                                   

大会主席   葛均波 院士  



 

 

 

 

 

重要日期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15 日 

前期注册截止日期   2021 年 5 月 15 日 

最终日程在线公布日期  2021 年 5 月 15 日 

 

组织架构（按姓氏拼音排序） 
大会主席             葛均波 

名誉主席             陈义汉  高润霖  顾东风  韩雅玲  胡盛寿   

霍  勇  徐建光  杨宝峰  张  运 

执行主席             钱菊英 

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   方唯一  戚文航  沈卫峰  吴宗贵 

学术委员会主席       梁  春  刘学波  魏  盟  张瑞岩 

组织委员会主席       谭  鸣 

秘书长               陆国平  徐亚伟 

 

论坛学术单元 
   

高血压论坛 心血管影像论坛 基层教育论坛 

心力衰竭论坛 血栓相关病论坛 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医疗论坛 

冠心病介入论坛 中西医结合论坛 肿瘤心脏病学论坛 

心脏节律论坛 心血管疾病预防论坛 代谢性心脏病论坛 

血脂-动脉粥样硬化论坛 心脏急症论坛 东方新星奖 

结构性心脏病论坛 华语国际论坛 东方 PCI 影院 

肺循环疾病论坛 心血管护理论坛 东方直播室 

精准与再生医学论坛 心脏康复论坛 上海心血管病年会 



 

 

 

 

 

征文通知 

第十五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CC 2021）将于 2021 年 5 月 27 -30 日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市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办，将对心

血管疾病的最新诊治和研究进展进行研讨，并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和

手术演示。欢迎各级医院同仁踊跃投稿。 

征文内容： 

高血压 血栓栓塞性疾病和抗栓治疗 

心力衰竭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 

介入心脏病学 心血管疾病预防 

心电起搏和电生理（心律失常、射频消融） 心血管病急重症 

血脂与动脉粥样硬化 心血管疾病护理 

结构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 心脏康复 

肺循环相关疾病 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医疗 

精准医学、心血管疾病基础研究 肿瘤心脏病学 

心血管影像学 代谢性心脏病 

征文要求： 

 要求未发表过的论文 800 字以内摘要（中文或英文），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按结构摘要撰写，顺序为文题、作者、单位、邮编、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大会统一采用网上投稿方式，请在截稿日前到会议网站投稿。 

 网上投稿请务必选择参与哪个论坛的论文评审。 

投稿截稿日期： 2021 年 4 月 15 日 

会议网站：http://www.occmd.org 

联系电话：021-62170619  

会议邮箱：occmd@126.com 

论文评选：会议将推荐优秀论文做大会交流和壁报交流，参与大会口头交流征文的第一作

者凭发言通知免注册费。大会将评选优秀论文并给予奖励。 



 

 

 

 

 

第八届“东方新星奖”评选通知 
为激励心血管学界优秀青年才俊创新热情，营造良好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氛

围，东方心脏病学会议组委会自 2014 年起设立“东方新星奖”，每年开展相关推荐评选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评选范围： 

面向全国各医疗、科研单位及大学院校心血管专业的研究人员及临床医生。 

二、 评选标准： 

1. 年龄≤45岁，硕士以上学历，中级或者以上职称； 

2. 在心血管基础和转化医学领域至少有一项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或者在临床心血管诊疗工

作中有突出的成就，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近 4 年来（2017 年 1 月至今）至少有一篇 SCI >5 分的论文（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2）授权的专利在 2017 年至今已经转化，包括以下情况之一：在临床已经应用并且取得疗

效；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获得 SFDA 临床试验批件； 

3. 研究工作获得本届学术评审委员会认可。 

三、 评选程序： 

1、 报名阶段： 

各医疗、科研单位及大学院校符合条件的从事心血管病专业的研究人员及临床医生，

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相关材料（包括研究成果简介<500 字以内>身份证，学历学

位证书和职称复印件，主要论文复印件，被索引次数，并简介主要学术贡献，填写的材料

必须实事求是，内容简洁扼要），报名材料以电子文档邮件形式发到大会秘书处邮箱

occmd@126.com，请务必注明参评人的联系电话和 Email。 

2、 专家组评议阶段： 

由国内心血管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对收到的申报者材料进行初审，筛选出 6 位

到大会进行 PPT 汇报（包括参选文章及近 5 年的研究工作，主要学术成就），最终评选出

2 位 OCC 2021 东方新星奖获奖者，其中基础和转化医学 1 名，临床医学 1 名，东方新

星提名奖 2~4 名。 

3、 公示阶段： 

公示日期为2021年OCC会议期间，若有异议可邮件OCC大会秘书处occmd@126.com。 

4、 奖励方法： 

经最终复审评选出的获奖者，组委会给予奖励。  



 

 

 

 

 

注册须知 

【会议时间】2021 年 5 月 27~30 日 

【会议语言】中文，英文 

【前期注册截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先期注册的确认，以注册费汇出的时间为准。  

【注册费】 

注册类型 
线下参会预注册 

（2021年5月15日前） 

线上参会 

主席团成员  免 免 

普通参会代表 ¥500 ¥100 

在读研究生&规培生 ¥200 免 

 本次大会线下参会只接受预注册人员，根据上海市实时防疫要求限定线下参会人数，

线下注册开放时间待通知。 

 主席团成员及特邀 VIP 免注册费，预注册截止时间 2021 年 5 月 15 日。 

 已交费注册代表如需退款，请提供纸质退款申请，寄至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623

号 104 室财务科（OCC 财务收），邮编 200040，电话：021-62712619  

 务必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通知大会秘书处要求退款，大会将全额退款。5 月 15

日后提出退款的，大会将不予受理。（可至个人参会注册登录页面下载退款申请模

板） 

 会议结束后财务科自收到纸质退款申请 7 个工作日内，核实付款及参会情况、提交退

款申请，资金原渠道退回。 

 优惠注册：在读研究生、规培生，凭有效学生证件及单位盖章证件可优惠注册，优惠

注册无学分。 

 



 

 

 

 

 

【注册程序】 

1. 填写注册信息： 

请到大会网站 www.occmd.org 在线注册，注册表中务必准确填写相关信息。 

2. 注册审核： 

大会秘书处收到注册信息和注册费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将通过审核。注册代表可登录个人

中心查看审核结果，如 2 周内仍未收到审核结果，请主动与大会秘书处取得联系。 

3. 付款方式： 

注册费请在官网注册时缴纳。若您通过银行汇款方式缴纳，请务必在汇款附言栏内注明

注册人姓名及“OCC2021”说明文字，并将汇款凭证扫描件上传官网或 email 至

registration@occmd.org。 

银行汇款 

户名：上海市医学会 

账号：9702 0155 2600 00616 

开户：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款项：姓名+OCC2021 

【继续教育】 

正式注册参会代表完成规定学时，将授予继续教育学分。 

 

【大会秘书处】 

上海市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上海市北京西路 1623 号（200040） 

电话：021-62170619 

邮箱：occmd@126.com  

http://www.occmd.org/
mailto:occmd@126.com


 

 

 

 

 

承办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第五人民医院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区中心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上海市第一康复医院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 上海德达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