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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法祖院士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 

Commemorative Congress of Prof. Qiu Fa-zu's 100th Birthday 

暨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第六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The 6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hap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Hepato-Pancreato-Biliary Association 

 

 

第三轮通知 

The Third Announcement 

 

 

 

 

 

 

 

 

 

 

 

 

 

第三轮会议通知 

时    间：2014 年 11 月 14～16 日 

会议地点：中国 武汉 

主办单位：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 

协办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肝胆胰外科研究所 

The Third Announcement  

Date:         November 14～16，2014 

Place:         Wuhan, China 

Host:   The Chinese Chap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Hepato-Pancreato-Biliary Association 

Co-organizer: The Institute of Hepato-Pancreato-Biliary Surgery, 

Tongji Hospita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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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法祖院士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 

暨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第六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4 年 11 月 14～16 日 

会议地点：中国·武汉 

（第三轮通知）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已先后在武汉和上海举

办了五届学术研讨会，每届会议均受到国内外专家及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历届参会代表均超过 1000 位。按照国际肝胆胰协会的惯例，学术会议每

两年召开一次。第六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学术会议定于 2014 年 11 

月 14～16 日在武汉举行，此次会议是纪念我国现代外科开拓者之一裘法

祖院士诞辰 100 周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外多名著名肝胆胰外科专家作专题讲座，其中包

括 Henry Pitt 教授（美国）、William Chapman 教授（美国）、Hans G. Beger

教授（德国）、Renzo Dionigi 教授（意大利）、Christopher Christophi 教

授 （澳大利亚）、VK Kapoor 教授（印度）、 Norihiro Kokudo 教授（日本）、

Stephen Chang 教授（新加坡）；吴孟超院士、刘允怡院士（香港）、汪忠

镐院士、赵玉沛院士、汤钊猷院士、王学浩院士、彭淑牖教授和钟守先教

授等。会上将针对国际国内肝胆胰外科的进展及近年来的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讨论，交流诊治经验及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同时通过手术

录像及现场手术演示介绍新的手术方法及进展。热烈欢迎全国各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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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县级医院）肝胆胰领域的内科、外科、影像科的各级医师及科研

人员积极报名参加会议。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第六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大会主席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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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法祖院士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 

暨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第六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日 程 安 排 

（2014 年 11 月 14～16 日·武汉欧亚会展国际酒店） 

2014 年 11 月 14 日 

10:00～21:00 全天报到 

报到地点：一楼大厅 

18:00～19:00 大会开幕式 

1.大会主席致辞                                    陈孝平教授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领导致辞      徐永健院长

3.领导致辞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赵玉沛院士

                                 卫生部前任副部长 黄洁夫教授

4.宣布“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微创介入专业委员会”成立 

5.大会主题演讲： 

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          刘允怡院士  

19:00~20:30 自助餐  

20:00~21:00 湖北省医学会普外学会改选（负责人：陈义发教授） 

2014 年 11 月 15 日 

08:00～12:00 大会报告 （负责人：黄志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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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0:20 

 

 

上半场 

主持人：Stephen Chang 教授、王宝忠教授、周伟平教授、 

ACS-NSQIP HPB Collaborative             Henry Pitt 教授（美国）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HCC in North America                         

William Chapman 教授（美国）

Recent advance in surgical treatment of HCC in Japan  

                                  Norihiro Kokudo 教授（日本）

The management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Christopher Christophi 教授（澳大利亚）

不可逆电穿孔治疗胰腺癌        Sricharan Chalikonda 教授（美国）

Management of post-cholecystectomy bile duct injury

VK Kapoor 教授（印度）

The Develop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Liver Surgery

               Eric C.H. LAI 教授 （香港）

10:20～10:30 茶歇 

10:30～12:00 下半场 

主持人：Eric C.H. LAI 教授、董家鸿教授、毛一雷教授、 

黄志勇教授 

 

Laparoscopic Liver Surgery         Stephen Chang 教授（新加坡）

题目待定                                    Winston Woon 教授

原发性肝癌的监测与诊断 -- 日本肝细胞癌肿瘤标志物的研发与应用

                                              唐伟教授（日本）

Appropriate management of incidental gall bladder cancer

VK Kapoor 教授（印度）

达芬奇水刀肝切除术                          彭正明教授（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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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Control Surgery (DCS) and Open Abdomen (OA) in 

Hepato-Pancreato-Biliary Surger  Renzo Dionigi 教授（意大利）

Current strategies for treatment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Includ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William Chapman 教授（美国）

 

12:00～13:00 午餐卫星会 

专题学术报告 

13:00~18:00 A．美刀手术视频总决赛  （负责人：陈义发教授） 

评委：冷希圣教授、董家鸿教授、毛一雷教授、霍枫教授、季加孚教

授、张太平教授、吕毅教授、王昆华教授、王志明教授、彭志海教授、

时军教授、彭承宏教授、耿小平教授、李宗芳教授、钱建民教授 

13:00~18:20 B．腔镜肝切除专场  （负责人：张必翔教授、张万广教授） 

13:00~15:10 第一单元 

主持人：蔡秀军教授、周伟平教授、张必翔教授、钦伦秀教授 

 

开幕致辞                                          陈孝平教授

中国腹腔镜肝切除现状及中国专家共识简介            陈孝平教授  

腹腔镜肝切除技术进展及器械选择                    刘  荣教授

腹腔镜肝切除技术在开放手术中的应用                陈亚进教授  

腹腔镜肝切除血流控制和出血预防                    王  鲁教授  

15:10~15:20 茶歇 

15:20~17:20 第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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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波教授、胡三元教授、夏强教授、修典荣教授、 

 

腹腔镜大范围肝切除适应症和难点解析                郑树国教授

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技术解析                          刘连新教授

流程化方法简化腹腔镜左半肝切除                    张万广教授

“两步法”做腹腔镜左外叶切除                      尹新民教授

17:20~17:30 茶歇 

17:30~18:20 第三单元 

主持人：简志祥教授、陈念平教授、闵军教授 

Video 1                                           杨家印教授

Video 2                                           胡明根教授

Video 3                                           李建伟教授

Video 4                                           林小军教授

闭幕致辞                                          陈孝平教授

13:00~18:10 C．肝胆胰疾病内镜诊断与治疗专场 （负责人：秦仁义教授） 



 8

13:00~15:30 上半场 

主持人： 王春友教授、刘续宝教授、赵永福教授 

 

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技术瓶颈个体化解决方案        洪德飞教授

胆胰管体外接通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应用            刘昌军教授

TIPS在门脉高压治疗中的地位                        李  肖教授

TIPS治疗肝硬化门脉高压并发症进展                  韩国宏教授

门脉高压治疗上消化道大出血的内镜治疗              王永光教授

题目待定                                          李  杰教授

胆囊良性疾病保胆治疗的基础与临床实践（换题目）     嵇振岭教授

胰腺癌外科治疗指南更新及进展                      杨尹默教授

经皮肾镜治疗坏死疽性胰腺炎的 6 年体会              蔡守旺教授

水刀肝切除术                                      文天夫教授

15:30~15:4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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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7:55 下半场 

主持人：郭克建教授、孙诚谊教授、卢绮萍教授、王伟林教授 

 

胆管癌诊疗专家共识解读（2013 版）                  黄志勇教授

达芬奇机器人在胰腺手术中的应用                    彭承宏教授

危重胰腺损伤转诊后的专科诊治                      孙  备教授  

题目待定                                          李兆申教授  

胆囊癌外科治疗的现状                              李  强教授

题目待定                                          张宗明教授

数字化时代的胆道外科                              方驰华教授

双镜联合治疗在消化道疾病中的应用                  姚礼庆教授

肝胆胰外科手术部位感染的防治策略                  钱建民教授

13:00~18:00 D.微创介入专场（负责人：杨业发教授） 

 TACE 联合索拉非尼治疗 HCC 伴门静脉癌栓患者回顾分析 

朱康顺教授

其他讲题待定 

18:00～20:00 晚餐 

20:00～21:30 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会 

2014 年 11 月 16 日 

08:00～11:30 A.肝胆胰学术会议（负责人：张志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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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0:00 上半场 

主持人：陈孝平教授、沈锋教授、戴朝六教授、刘景丰教授 

 

题目待定                                    Siward教授（德国）

三维人体可视化在肝切除手术的应用                    刘允怡教授（香港）

题目待定                                          汪忠镐教授

Duodenum preserving local excision of the pancreatic head for 

benign tumors of the pancreas is better than a Whipple 

procedure.                          Hans G. Beger 教授（德国） 

New Technologies in Hepato- Pancreato-Biliary Surgery 

                                 Renzo Dionigi 教授（意大利）

2型糖尿病是肝病                             汪先恩教授（日本）

肝胆胰病人的营养治疗                              吴国豪教授

门静脉高压症外科治疗的疑惑与选择                  姜洪池教授

 

10:00～10:1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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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1:30 下半场 

主持人：王玉琦教授、全志伟教授、彭心宇教授、张志伟教授、张水

军教授 

     

Limited surgical treatment of benign cystic and endocrine tumors 

of the pancreas                      Hans G. Beger 教授（德国）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彭淑牖教授

胰腺癌                                            苗  毅教授

肝癌外科治疗-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经验                 沈  锋教授

肝中叶肝癌手术治疗                                刘颖斌教授  

如何用好肝胆外科的完美助手                        耿小平教授

肿瘤治疗发展：从有创、微创到无创                   蔡建强教授

门静脉高压症治疗的个体化策略                      刘飞龙教授

08:00～12:00 B.播客秀（负责人：张必翔教授） 

主持人：陈孝平教授 

点评嘉宾：姜洪池教授、窦科峰教授、温浩教授、蔡秀军教授、梁力

建教授、苗毅教授、赵浩亮教授、沈柏用教授、别平教授、孙诚谊教

授、王春友教授、杨甲梅教授、王曙光教授、王喜艳教授、许戈良教

授、朱继业教授、周宁新教授、刘青光教授、 

08:00~12:15 C.器官移植专题（负责人：陈知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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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0:30 上半场 

主持：明英姿教授、李新长教授、明长生教授、耿小平教授、时军教

授、齐海智教授、张水军教授、唐礼功教授、万仁华教授、董念国教

授、周新民教授、魏翔教授、叶啟发教授、于德新教授 

 

大会主席致欢迎辞  

     陈知水教授、张水军教授、叶啟发教授、时军教授、齐海智教授

特邀嘉宾致辞                           石炳毅教授、朱有华教授

DSA在肾移植中的重要作用                           宫念樵教授

从表象到实质-重视移植肾活检病理学诊断 提高移植质量 

                                                  郭  晖教授

儿童供肝成人受体肝移植体会                        郭文治教授

DCD肝移植                                         齐海智教授

心脏移植                                          刘金平教授

肾移植中供受体血管异常处理                        邱功阔教授

10:30~10:45 茶歇 

10:45~~12:15 下半场 

主持：王长安教授、刘锋教授、曾凡军教授、周江桥教授、张伟杰教

授、李恒教授、罗志刚教授、魏涧教授、王志明教授、陈刚教授 

 

DCD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                             蒋继贫教授

2014 湖南省 DCD 运行情况                            彭龙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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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机械灌注对 DCD 肾移植作用的机制                王彦峰教授  

浅谈科学管理在 DCD 工作中的意义                    丁寿宁教授  

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的基础免疫方案                    周江桥教授

讨论与总结                                        陈知水教授

11：30～13：30 肝癌专题  （负责人：梅斌教授） 

 主持人：邢宝才教授、彭宝岗教授、刘斌教授、杨连粤教授 

GIDEON 研究的最终分析                             叶胜龙教授

肝细胞癌外科治疗方法选择专家共识解读（2014 版）    张志伟教授

提高中晚期(BCLC B and C) 肝细胞癌切除术后疗效的临床分析 

                                                  李  波教授

肝细胞癌伴血管侵犯的外科治疗策略                  荚卫东教授 

从临床诊断到治疗策略                              杨永平教授

索拉非尼联合 TACE 治疗非手术切除肝癌患者的巢式队列研究 

万旭英教授 

13：30～ 代表撤离 

13：30～17:30 《肝血管瘤的诊断和治疗---多学科专家共识》定稿会 

《肝细胞肝癌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专家共识》定稿会 

 

 

 

 



 14

第六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学术研讨会 

筹备组及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席： 吴孟超  王正国  刘允怡  吴在德  黄志强  汤钊猷  赵玉沛  

顾    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红阳  王鹏志  孙家邦  庄  辉  张圣道  张青萍  李宏为  陈志南  陈肇隆  范上达   

郑树森  祝学光  郝希山  闻玉梅  黄洁夫  樊代明  钟守先  赵继宗 

主    席： 陈孝平   

共同主席：  

王春友  冷希圣  杨甲梅  陈规划  苗  毅  姜洪池  郭克建  梁力建  董家鸿  蔡秀军  

樊  嘉  别  平  严律南  窦科峰 

   

外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义涛  丁志强  万赤丹  于剑波  马国中  乌建平  尹  涛  尹震宇  方驰华  毛  羽  

毛一雷  毛伟民  王剑明  王  义  王  东  王  旭  王 琛  王广田  王永光  王玉杰  

王向东  王成友  王志明  王学浩  王彦铭  王春友  王秋生  王贵齐  王晓波  王喜艳  

王德荣  王曙光  王耀东  文天夫  邓  靖  兰明银   石  铮  乔  森  刘  山  刘永锋  

刘志苏  刘青山  刘景丰  匡玉庭  吕  毅  吕云福  孙君军  孙昌勤  孙诚谊  朱继业  

朱耀明  江  艺  江  斌  汤朝晖  许志扬  邢宝才  严以群  严律南  何美文  何鹏飞  

何嘉宾  余小舫  吴  东  吴一武  吴志勇  吴性江  吴河水  吴金术  宋  烽  宋林学  

张万广  张太平  张水军  张必翔  张同琳  张阳德  张志伟  张宗明  张庭澍  李  杰  

李  波  李  旋  李永国  李扬建  李宗芳  李荣祥  李敬东  李朝龙  杨  训  杨  枫  

杨  镇  杨广顺  杨尹默  杨文斌  沈  锋  沈中阳  肖震宇  苏永林  邵明远  邹声泉  

闵  军  陆敏强  陈  建  陈  斌  陈义发  陈大良  陈亚进  陈念平  陈知水  陈规化  

陈剑波  陈积圣  陈敏山  周  俭  周宁新  呼延清  季加孚  易继林  林拥军  林琦远  

郑民华  郑成竹  郑启昌  姚  健  姚有贵  姜小清  赵  平  赵中辛  赵浩亮  赵继辉  

钦伦秀  倪泉兴  徐  智  桑新亭  秦仁义  耿小平  郭克建  钱建民  崔乃强  曹胜华  

曹  杰  曹立瀛  梁廷波  阎玉矿  黄志勇  傅志仁  嵇振岭  彭心宇  彭吉润  彭志海  

温  浩  温贤敏  粟光明   谢明均  窦科峰  简志祥  路小光  慕为民  熊成龙  蔡秀军  

蔡建强 蔡守旺  樊  嘉  滕华安  潘东平  黎乐群  黎前德  薛焕洲   薛新波  霍  枫  

戴朝六  藏运金 
 
内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谟彬 于中麟 马亦林 王贵齐 王贵强 田庚善 田德安 田德英 白雪帆 任  红

刘克洲 刘厚钰 成  军 朱理珉 江石湖 邬祥惠 杨东亮 应福明 张定凤 张树林

张玲霞 李兰娟 李兆申 李益农 陆志檬 陆玮伦 陆星华 陈  智 陈士葆 周明行

周霞秋 巫协宁 巫善明 林三仁 罗和生 范建高 侯金林 侯晓华 姚礼庆 姚希贤

姚集鲁 胡  兵 赵  聪 赵连三 骆抗先 唐承薇 徐  红 徐  辉 徐道振 翁心华

莫剑忠 诸  琦 贾继东 萧树东 斯崇文 程明亮 蒋明德 韩盛玺 雷秉钧 雷德安

缪晓辉 谭德明 潘国宗 魏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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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孔祥泉 王文平 王文辉 王建华 王茂强 王金锐 冯敢生 任伟新 刘瑞宝 刘德忠

曲增强 牟  玮 许达生 许国辉 李  槐 李开艳 李彩霞 李瑞珍 李鳞荪 杜联芳

杨  宁 杨建勇 杨业发 肖湘生 邵国良 邹英华 陆骊工 陈世晞 周  石 周顺科

周康荣 孟志强 林礼务 林海澜 郑加生 姜玉新 施海彬 胡道予 徐金峰 徐辉雄

梁  萍 彭志毅 程  文 谢敬霞 韩国宏 管  生 滕皋军    

港澳台委员： 
Eddy Hok Chin CHAN  Nitin A.R.RAO   Francis Pik Tim MOK 

Albert Ka Keung CHUI  Htut SAING       Joao FREXES  

Paul B.S.LAI    Shyh Jye CHANG   John WONG 

Kit Fai LEE        William CHAO       Simon siu Man NG 

Arthur Kwok Cheung LI  Siu-Wing LEE    Edward Cheuck-Seen LAI 

Chung-Mau LO       Michael Ka Wah LI   Wai Key YUEN 

Thomas W.T.LEUNG      Amanda, Mei Yee TANG Simon WONG 

Chi Leung LIU       Simon Chun Ho YU  Shuk-Dai MOK 

Shiu-Kum LAM       Man H. SHIU    Ho-Wah TSE 

Chun YEUNG            Cheng-Ming PENG 

国际肝胆胰协会新加坡分会委员： 

 Liau Kui Hin, FRCS    Chan chung yip, FRCS   Kow Alfred, FRCS   

Ho choon kiat, FRCS Wang Bei, RN   
     

秘    书： 黄志勇（兼）  张必翔（兼）  陈义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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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须知： 

一、报到时间：2014 年 11 月 14 日 10:00～21:00 全天报到 

二、报到地点：欧亚会展国际酒店一楼大厅 

三、注册方法：本次大会采用方便快捷的网上注册系统， 参会代表

可以登录大会官方网站 http://www.ccihpba.org 轻松实现大会注

册服务。在注册完毕后，请您通过银行转账或邮局汇款缴纳注册

费。请您在缴费时标明“国际肝胆胰会议”并写明详细联系方式，

以便会务组与您联系。 

注册费用： 

本次大会推荐采用网上注册系统，请提前缴纳会务费，现场只需

缴纳住宿费。 

国内代表：注册费为 RMB 1000 元/人，学生持相关证明优惠为

RMB 500 元/人；乡镇医院、偏远地区（包括西藏、青海、新疆、贵

州、内蒙古）县级及县级以下医院参会代表免收注册费；所有参会代

表免收资料费、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国外代表（包括港澳台）：注册费 USD160 元/人。 

汇款信息： 

账  号：270 380 023 710 001 

开户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开户行：招商银行武汉分行硚口支行 

行  号：882728 

1.汇款时请务必在备注栏注明：国际肝胆胰会议；汇款后请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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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回执发至大会邮箱以便确认，邮箱地址：gdyzgfh@163.com； 

2.会务组以收到代表汇款视为注册完成，并且在收到代表汇款后

的 5 个工作日内给予注册确认信。 

3.注册费发票可在报到当天领取。 

四、会务组联系方式： 

会务组秘书处：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 1095 号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研究所 430030 

李 露秘书 E-mail: gdyzgfh@163.com      Tel:027-83665293 

罗鸿萍护士长 E-mail: lhp_tj@163.com       Tel:027-83665313 

黄志勇教授 E-mail:zyhuang@medmail.com.cn  Tel:027-83665392 

张志伟教授 E-mail: zwzhang@tjh.tjmu.edu.cn  Tel:027-83665393 

                     

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称  职    务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邮    编  

Email  传    真  

是  是否需预定住宿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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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预定住宿，请填写以下住宿回执单并发至大会邮箱 gdyzgfh@163.com。 

武汉欧亚会展国际酒店 

地址：金银湖路 20 号（常青花园/机场高速入口）

武汉亚洲大酒店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616 号 

入住人数 单间 

380 元/间/晚 

 

入住人数

 

标间 

488 元/间/晚 

 

 标间 

380 元/间/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