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职称 职务  学历 工作单位 科室 电话  邮箱 会场 

 
    

     
  

 
    

     
  

 
    

     
  

 
    

     
  

 

住宿房间预订信息： 

（房间紧张，请准确填写） 

双人标准间       间          入住时间8月   日    退房时间8月   日 

单人间           间 入住时间8月   日    退房时间8月   日 

备注：以上信息缺一不可。 

“会场”一栏填写“公共课”（只参加第一天和第二天公共课程）、“医院建设”（参加全部四天公共课程和医院标准化建设课程）、

“妇保”（参加全部四天公共课程和围产与妇女保健课程）或“儿保”（参加全部四天公共课程和儿童保健课程）。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一、 2017 年 6 月 20 日后扫描右图二维码进入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 

 

注意：如用微信支付请用微信 APP 扫描右侧二维码；如用

支付宝支付请用支付宝 APP 扫描右侧二维码。 

 

二、扫描后进入如右侧界面，点击【立即报名】。 

三、进入登陆页面，请填写手机号，点击【发送验证码】，

输入短信收到的四位数字验证码，点击【提交】。 

四、进入本次会议欢迎页面，确认无误，点击【下一步】。 

五、进入个人信息完善页面，填写完善个人信息，填写完

成点击保存，进入报名人员选择界面。 

六、如需添加其他参会人，请点击界面中的『+』号按钮，

进入添加人员界面，填写完个人信息，点击【保存】，进入报

名人员选择界面，勾选报名人员，点击【确定】。 

七、进入发票抬头填写界面，选择是否【为每个人单独开

票】，填写单位发票抬头，点击【确定】。 

八、选择分会玚，点击【确定】。 

九、进入报名信息确认界面，确认无误，点击确定，如有

误，请点击【取消报名】重新修改后，重新提交报名信息。 

十、在缴费界面选择不同的缴费方式，如须现场缴费（刷

卡/现金）请点击【现场付款】，于报到当天现场缴费，并开具

发票，办理参会手续。 

十一、线上缴费成功后，请您于报到日当天，前往对应窗口领取发票，办

理参会手续。 

 

如有疑问，请联系：邹研 15510008367    邢珈玚 18811179255 



附件 3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公共课程培训日程 

日 期 培 训 班 内 容 

8 月 24 日

（周 四） 

上 午 

开幕式：08:30-09:00 

     省（市）卫计委领导致辞、协会领导讲话 

主题发言：《妇幼保健发展方向与当前的机遇》09:00-10:20 

    主讲：李长明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副会长 

茶歇：10:20-10:40 

主题发言：《新时期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的目标与路线》10:40-12:00 

    主讲：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领导 

8 月 24 日 

（周 四） 

 

下 午 

电视片播放：《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业务的系统化扩展》14:00-14:20 

          -分别介绍学科体系建设的六个方面 

主题发言：《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提升核心竞争力及综合品质》14:20-15:40 

1． 医院竞争力与综合品质相关因素、医院建设目标 

2． 妇幼保健院现有业务模式与《评审标准》之间的差距 

3． 医院四级综合品质评价体系与妇幼保健院可行建设目标 

4． 医院约束条件与系统性建设方法：学科体系建设的六个方面 

5． 服务模式：从以设备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 

6． 业务内容：从业务堆积到基于学科体系的业务树形结构 

7． 技术规范：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和分析医学 

8． 医疗环境：从建筑功能到专业医疗环境和人机工效环境 

9． 医护人员培养目标：从专业技能到职业素质 

10． 绩效政策：从经济分配到转诊激励和职业发展 

11． 医院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业务内容的差异化、系统化、专业化 

12． 医院建设与持续改进目标：综合品质的六个方面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茶歇：15:40-16:00 

主题报告：《从专科业务到全院技术平台：业务的系统化建设》16:00-17:20 

1. 从业务堆积到二级专科树形结构：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 二级专科建设过程：流程建设 + 学科带头人职业规划与发展 

3. 妇女健康新建专科举例：健康管理、妇科内分泌、妇女营养 

4. 围产医学新建专科举例：孕前保健、孕期营养、产后保健 

5. 儿童保健新建专科举例：健康管理、认知心理、营养、运动体质 

6. 二级专科外延：一级科室和三级专向，全院一体化“技术平台” 

7. 医院三要素：质量标准/体系、技术平台、医疗环境（建筑/内饰） 

8. 医院三要素规划设计（从内到外）与建设（从外到内）步骤与内容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电视片播放：《妇幼保健院规划设计方法与案例展示》17:20-18:00 

          -整体规划、建筑设计、流程设计、环境设计、特种设计、施工设计 



8 月 25 日 

（周 五） 

 

上 午 

主题报告：《基于学科体系的四大部业务建设与运行策略》08:30-09:30 

1． 医院扩建过程：质量标准、技术平台、医疗环境三者的统一 

2． 从原有业务状态到四大部的规划建设过程（业务结构与人力配置） 

3． 二级专科建设与运行：每个二级专科的门诊与住院相融合 

4． 运行策略的不同目标：业务量、转诊、服务品质、医护职业发展 

5． 绩效政策：不同级别绩效政策对应医院不同的面貌和效益 

6． 经验总结及建议 

   主讲：崔敏哲  吉林省延边州妇幼保健院院长 

专题发言：《基于学科体系的标准化建设：行业技术支持平台》09:30-10:30 

1. 医院建设三项内容：质量体系、技术平台、医疗环境 

2. 妇幼保健行业标准化建设工作对行业技术支持的需求 

3.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支持团队构成与发展历程 

4.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合作工作平台的构成与功能 

5. 妇幼保健行业标准化建设合作工作机制 

6. 合作工作平台网上工作内容介绍 

    主讲：钱犁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茶歇：10:30-10:50 

主题报告：《妇幼保健院建设过程：保证品质的关键节点》10:50-11:50 

1． 基于国家政策和国家项目争取当地政府立项支持 

2． 确定建设目标：综合品质 III+级 

3． 设计步骤：整体规划、业务流程与医疗环境设计、建筑与装修设计 

4． 基础硬件建设工作：协调各专业施工单位落实设计要求 

5． 环境与业务融合：文化、宣教、导视系统的专业化设计与配套 

6． 业务建设：业务的系统性与专业性，业务延伸与创新 

7． 经验：时刻把握综合品质标准六方面，教训：细节质量监督能力 

    主讲：周传冀  山东省滕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注意事项说明：参观步骤与时间安排 11:50-12:00 

8 月 25 日 

下 午 
参观滕州市妇幼保健院新院 14:00-17:00 



附件 4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妇幼保健院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研讨班日程  

 

8 月 26 日 

（周 六） 

上午 

 

建设策略 

运行效率 

专题报告：《规范化建设过程中的误区与策略》08:30-10:30 

1. 建设中的问题：质量标准、技术平台、空间环境三者不匹配 

2. 原因剖析：轻视质量标准和技术平台，重视建筑与装饰 

3. 服务模式误区：以患者为中心不是口号，需要流程与设施保证 

4. 业务结构误区：结构分类不清、学科与学说、重复设置与矛盾 

5. 技术规范误区：技术误导类、政策误导类、学说误导类等范例 

6. 建筑装饰误区：医院（三要素）与医院建筑、因果关系错位 

7. 人员培训误区：工作、技能与职业的关系，医护职业化培训 

8. 绩效管理误区：不同等级绩效政策对医护人员和医院的影响 

9. 误导的结果：违反医疗行业相关规范，导致失误和落后 

10. 规范化建设方法：源于“虑全局、虑长远”的规划设计 

     设计内容一：质量评价体系的选择与实施 

     设计内容二：技术平台（业务流程）设计与建设计划 

     设计内容三：医院建筑/医疗环境设计与施工计划 

11. 建设过程：建设工作是规划设计的反向过程-落实设计细节 

12. 提高运行效率：业务结构与分工、业务流程、智能化、绩效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茶歇：10:30-10:50 

专题报告：《妇幼保健院建设过程：从碎片化到系统化》10:50-12:00 

1. 建设前的准备工作及存在的误区 

2. 设计之前：明确服务模式、业务结构、技术规范、环境品质等级 

3. 建设内容：质量标准、技术平台、医疗建筑环境 

4. 三个方面的全面细致规划设计：设计水平决定了建设成果 

5. 建设过程：在按照设计稳健进行的同时注重细节 

6. 学科体系建设过程与运行概况 

7. 人才培养与技术突破 

8. 妇幼保健发展方向探讨 

    主讲：曲开欣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8 月 26 日 

（周 六） 

下 午 

 

规划设计 

落实规范 

专题报告：《妇幼保健院规划设计步骤及内容》14:00-15:30 

1． 医院建设过程中常见问题及其长远影响 

2． 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重视建筑、轻视品质标准及技术平台 

3． 医院设计专业分工：质量标准选择、技术平台设计和建筑设计 

4． 一切工作的前提：整体规划-选择适宜标准、协调后续各项工作 

5． 设计步骤与内容：整体规划、技术设计、建筑设计  

6． 设计难点：科室布局、院感规范、环境安全、人机工效 

7． 心理感受：医疗环境方案、医护生活区 

8． 案例分析： 

          案例 1：独立的妇幼保健院（中小型、大型） 

          案例 2：三位一体妇幼保院（大型） 

   主讲：马  栋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院规划设计部整体规划组 



茶歇：15:30-15:50 

专题报告：《妇幼保健院文化、宣教与导视系统设计与建设》15:50-17:20 

1. 通往医院内涵的路径：文化氛围、业务宣教，导视展示 

2. 文化氛围：内容及相应设施设计与建设 

3. 业务宣教内容及相应资料形式 

4. 导视内容及形式 

5. 上述三系统设计、制作与安装的窗口期 

6. 资料展示 

    主讲：王欢欢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医学教育组 

讨论答疑：《妇幼保健院建设：问题、原因分析、解决方法》17:20-18:00 

1. 设计与建设：设计步骤、建设质量 

2. 卫计委等级评审标准、JCI 标准、综合品质评价体系 

3. 业务建设：业务结构、技术规范、人才培养 

4. 图文资料：文化、宣教、导视 

5. 业务运行：专科运行、转诊、业务深入与发展、医护职业 

6. 业务延伸：儿童健康成长营、健康管理与慢病防治 

    主持：钱犁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8 月 27 日 

（周 日） 

上 午 

 

业务建设 

绩效管理 

专题报告：《循证医学技术规范的实践与改进》08:30-09:30 

1． 循证医学方法论与实践 

2． 英国医学会医学杂下属的循证医学团队及成果 

3． 循证医学结论的临床应用策略：最佳实践（BP） 

4． 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与经验 

5． 妇幼保健循证医学临床应用方法与措施 

6． 临床技术支持与共同研究与发展 

    主讲：孔雨烟  英国医学会医学杂志集团（BMJ）中国办事处负责人 

专题报告：《服务品质与医护职业化发展的策略》09:30-10:30 

1. 医患纠纷的实际与相关因素 

2. 服务品质相关因素：硬件环境与医护职业素质 

3. 医护职业素质三要素：职业意愿、职业技能、职业心理 

4. 医护意愿与学科带头人选拔过程 

5. 职业技能的专业化训练 

6. 职业心理的内涵与专业化训练 

7. 绩效政策对医护职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茶歇：10:30-10:50 

专题报告：《基于四大部的绩效管理政策》10:50-11:50 

1． 学科体系建设与专业分工带来的跨越式扩展 

2． 绩效管理的目标：四个级别对应的目标与效果 

3． 绩效计算的基本单元：二级专科，促进专业团队建设 

4． 奖惩措施与医护职业发展 

5． 绩效政策实施辅助工具与持续改进 

6． 经验总结与建议 

    主讲：黄其美  湖南省浏阳市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副书记 

闭幕式 11:50-12:00 



附件 5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孕产保健部与妇女保健部（计划生育）规范化建设培训日程  

 

8 月 26 日 
（周 六） 

上 午 

专题报告：《个体化营养指导理论与方法：科学分析与生活化指导》08:30-12:00 

1. 营养分析与指导的误区及其危害 

2. 定量个体化饮食营养分析的目标及原理 

3. 工作 1：饮食中有害物质调查与预防指导 

4. 工作 2：饮食结构合理性指导：临床检验方法及个体化饮食指导 

5. 工作 3：营养安全性指导：24 种营养成分定量分析与个体化指导 

6. 工作 4：营养补充安全性分析：基于个体化营养曲线定量指导 

7. 工作 5：血糖控制、体重控制与形体促进 

8. 相关的检测技术和分析方法：尿靛甙、体成分、代谢率 

    主讲：叶万兴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8 月 26 日 
（周 六） 

 
下 午 

电视片播放：《孕产保健部：系统化与专业化建设策略》14:00-14:40 

          -从孕前到产后十项业务工作内容与核心技术，全程服务构建策略 

          -公共卫生群体指导与门诊个体保健指导之间的关系与处理原则 

          -重点探讨：孕前保健、妊娠糖尿病、产时质量、哺乳、产后恢复 

专题报告：《孕前保健专科建设与运行》14:40-15:20 

1． 从叶酸补充到孕前保健：孕前检查和孕前准备的 10 项工作 

2． 孕前检查工作的 5 项内容：是否适宜怀孕/妊娠风险评估 

3． 孕前准备工作的 5 项内容：创造胎儿发育最佳环境 

4． 适宜人群：科普教育与普及型适应征自查，形成广泛来源 

5． 门诊操作典型过程：将夫妇的需要转化为专科工作内容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后续跟踪服务及与孕期管理连接 

    主讲： 赵 丹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专题报告：《产科质量管理》15:20-16:20 

1． 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 

2． 建立产科质量控制的必要性 

3． 产科质量管理工作模式 

4． 挑战与建议 

    主讲： 赵杨玉   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 

茶歇：16:20-16:40 

专题报告：《孕期营养专科建设与运行》16:40-17:20 

1. 科室配置与人员构成：门诊、营养实验室、辅助检查、健康厨房 

2. 业务内容与技术规范：危害因素、饮食结构、GDM、营养安全性 

3. 门诊科室布局与分工合作：医生门诊与营养咨询师的咨询指导室 

4. 适宜人群：所有孕产妇、补充营养品、体重超重 

5. 人群来源：具有自查功能的教育材料、宣教材料、孕检转诊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业务运行方法及运行效果总结 

    主讲：周 敏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部主任 



专题报告：《产后保健专科建设与运行》 17:20-18:00 

1. 产后不同时期健康问题及产后保健工作内容 

2. 母乳喂养中常见的临床问题及筛查指导方法（BREAST 方法） 

3. 生殖系统产后安全检查与防护、产后避孕 

4. 盆腔肌体常见问题与康复方法 

5. 形体康复过程中的检测和康复策略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产后保健专科的建设与运行方法经验总结 

主讲：周 敏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部主任 

8 月 27 日 
（周 日） 

 

上 午 

电视片播放：《妇女保健部：业务结构与运行模式》08:30-09:00 

          -全科健康管理与七个二级专科的业务内容、门诊与住院结合模式 

          -重点探讨：健康管理、妇科内分泌调节、不孕症康复、慢病康复 

专题报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的融合建设策略》09:00-10:10 

1． 计划生育部业务内容与科室配套 

2． 计划生育技术进展与风险控制 

3． 计划生育与妇女保健的学科关联性 

4． 计划生育部的业务运行与等级评审 

    主讲：李茜西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门诊主任   

茶歇：10:10-10:30 

专题报告：《从更年期保健工作到妇科内分泌专科的建设过程》10:30-12:00 

1． 更年期妇女面临的症状和健康问题 

2． 更年期出现症状的原理及对内分泌调节的要求 

3． 激素补充个体化最佳方案：一个世纪研究结果总结 

4． 更年期妇女保健发展方向：从激素补充到综合保健 

5． 从更年期保健到妇科内分泌专科；学科建设方法  

    主讲：李茜西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门诊主任 

8 月 27 日 
（周 日） 

 
下 午 

专题报告：《妇女营养与慢病康复专科：对健康管理的有效支撑》14:00-15:30  

1. 健康管理后续工作重点：慢病康复及其理想目标-消除病因 

2. 妇女营养科的出路：解决全院疑难问题-代谢综合症相关慢病 

3. 营养与代谢理论与技术概述 

4. 典型代谢性和运动相关十大慢性疾病：病因分析 

5. 慢病的共性特征 - 检测指标、判断准则、代谢综合征 

6. 慢病与形体康复：药物、物理康复、饮食调节、运动与活动 

7. 慢病康复与健康管理的合作运行模式探索 

8. 营养与代谢理论与技术应用示例：PCOS 康复 

a)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病因与发病机制 

b) 青春期保健与 PCOS 预防 

c) 育龄期 PCOS 诊治与康复：生育力恢复、预防卵巢早衰 

d) PCOS 综合防治：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 

e) 涉及 PCOS 诊治工作的专科及其临床诊治目标和原则 

9. 妇女营养与慢病康复专科:业务范围、专科构成、建设步骤 

    主讲：赵 丹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茶歇：15:30-15:50 



专题报告：《全科体检与健康管理科的建设与运行方法》15:50-17:20 

1. 从体检到个体健康管理的跨越：社会需求 

2. 科室建设：科室配置、设备设施、人员 

3. 体检流程的其它用途：孕前保健、男性保健、慢病与形体康复 

4. “全科+特色”体检内容确定：适应不同群体的健康需求 

5. 个体健康管理人群来源：集体及个体体检、不同的个体需求 

6. 个体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主动的家庭医生式管理与转诊安排 

7. 个体健康管理的技术支持：数字化及智能化系统 

8. 科室建设与运行的经验与教训 

主讲：李 伟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体检与慢病康复中心健康管理师 

闭幕式：17:20-18:00 

 

 



附件 6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儿童保健部规范化建设培训日程 

 

8 月 26 日 

（周 六） 

 
上 午 

电视片播放：《儿童健康中心——科室结构与运行方法》08:30-09:00 

专题报告：《儿童保健学科体系概述》9:00-9:40 

1. 医学学科体系概述 

2. 儿童保健适宜学科体系 

3. 基于全科医学的儿童体检与健康管理科的核心功能 

4. 实现完整的三级预防服务模式的运行方法 

5. 儿童保健业务延伸Ⅰ：从早教到早期综合发展促进 

6. 儿童保健业务延伸Ⅱ：从幼儿园体检到幼儿园联合保健计划 

7. 儿童保健业务延伸Ⅲ：附属示范托儿所幼儿园 

8. 学科体系建设初级阶段的发展步骤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茶歇：9:40-10:00 

专题报告：《儿童保健部建设步骤与运行策略》10:00-10:50 

1. 当前儿童保健工作与“指导意见”的差距 

2. 儿童保健部建设目标、整体规划与建设过程 

3. 儿童保健部科室构成及其功能 

4. 医护人员职业规划与培训 

5. 各专科及儿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6. 业务运行策略及发展方向 

    主讲：陈艳娟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副主任 

专题报告：《从儿童体检到个体儿童健康管理：业务的跨越》10:50-11:40 

1. 儿童的健康需求与儿童体检的局限性 

2. 儿童体检项目的大幅度扩展与家长需求 

3. 个体儿童体检与健康管理、全面保健计划与全科主动管理 

4. 信息化和智能化对主动健康管理的技术支持 

5. 集体儿童体检与幼儿园联合保健计划 

6. 政府与社会参与对儿童保健工作的促进 

7.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8. 儿童完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与运行 

    主讲：张晓平  莱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分管院长 

讨论答疑：儿童体检与健康管理科建设与运行策略 11:40-12:00 



8 月 26 日 

（周 六） 

 

下 午 

专题报告：《儿童认知心理专科：工作内容与操作规范》14:00-16:20 

1. 专科概述：工作内容、服务人群、科室配置 

2. 儿童认知（发展）心理学基本概念、当前儿童早期发展的误区 

3. 情景式认知训练：多媒体视听认知训练、形象思维训练、抽象思维

训练、言语表达训练 

4. 工作 1：认知能力评估与促进 

5. 工作 2：儿童心理行为调适与干预 

6. 工作 3：智障儿童认知能力康复 

7. 专科管理方法：训练处方与训练记录专案管理 

8. 妇联下属：儿童早期发展促进中心 

9. 专科的发展方向：官方权威机构+个体促进全面服务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茶歇：16:20-16:40 

专题报告：《认知心理专科运行：通过探索逐步深入和规范》16:40-17:40 

1. 专科建设：科室配置、人员构成、适宜人群与相应工作内容 

2. 患者来源：儿童体检、幼儿园体检、科室转诊、个体/家庭 

3. 门诊评估：基本体检、认知能力与心理行为问题筛查 

4. 常见儿童精神心理问题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5. 个体化适宜训练处方的制定 

6. 发育落后儿童的综合情景式训练探索与效果 

7. 心理行为问题儿童的训练模式探索与效果 

8. 延伸服务和社会活动与专科业务的相互促进 

9. 专科建设与运行经验教训 

    主讲：孔莉芳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中心认知心理专科负责人 

讨论答疑：儿童认知心理专科建设与运行策略 17:40-18:00  

8 月 27 日 
（周 日） 

 

上 午 

专题报告：《儿童运动体质专科：工作内容与操作规范》8:30-10:20 

1. 专科概述：工作内容、服务人群、科室配置 

2. 儿童运动发育过程，基因与环境共同决定儿童发展 

3. 各年龄段儿童适宜运动形式，避免运动伤害 

4. 情景式主动运动训练：特种环境、工作模式、应用领域 

5. 工作 1：运动发育促进、运动功能促进 

6. 工作 2：儿童体质检测与促进，体育局下属儿童体质监测促进中心 

7. 工作 3：感觉统合能力促进 

8. 工作 4：脑瘫康复中的主动运动功能训练 

9. 工作 5：下肢矫形技术在专科工作中的应用 

10. 专科的发展方向：国家法定监测机构+个体促进全面服务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茶歇：10:20-10:40 



专题报告：《儿童运动体质专科运行及与脑瘫康复的业务连接》10:40-11:40 

1. 专科建设：科室配置、人员构成、适宜人群与相应工作内容 

2. 患者来源：儿童体检、幼儿园体检、科室转诊、个体/家庭 

3. 门诊评估：基本体检、体质监测和运动能力筛查 

4. 个体化适宜训练处方的制定 

5. 体质和运动能力发育迟缓儿童的综合情景式训练探索与效果 

6. 感觉统合失调儿童的训练模式探索与效果 

7. 康复科情景式训练应用探索与效果 

8. 延伸服务和社会活动与专科业务的相互促进 

9.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10. 专科建设与运行经验教训 

    主讲：陈艳娟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副主任 

讨论答疑：儿童运动体质专科建设与运行策略 11:40-12:00 

8 月 27 日 
（周 日） 

下 午 

专题报告：《儿童营养专科：工作内容与操作规范》14:00-16:30 

1. 专科概述：工作内容、服务人群、科室配置 

2. 儿童饮食营养指导的误区及其危害分析、个体化指导的必要性 

3. 工作 1：婴儿喂养——母乳喂养、人工喂养、添加辅食 

4. 工作 2：饮食结构合理性的实验室检验与个体化指导 

5. 工作 3：饮食与环境危害因素筛查及预防：父母最需要做的工作 

6. 工作 4：体重与肥胖控制、形体监测与促进 

7. 工作 5：营养相关疾病营养指导 

8. 工作 6：PKU 饮食计算与指导 

9. 卫计委下属：儿童营养监测指导中心 

10. 专科的发展方向：区域官方儿童饮食营养专业的权威机构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茶歇：16:30-16:50 

专题发言：《儿童营养专科：个体集体服务及政府职能》16:50-17:40 

1. 儿童营养专科构成 

2. 专科的业务范围及适宜人群 

3. 儿童营养门诊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案例讨论 

4. 患者来源/营养相关筛查：儿童体检、幼儿园体检、儿科、个体 

5. 延伸服务：政府定点专业机构、联合保健计划、家庭健康教育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专科建设与运行的经验与教训 

    主讲：李晶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营养专科 

讨论答疑：儿童体检与健康管理科建设与运行策略 17:20-17:40 

闭幕式：17:40-18:00 

 

  



附件7 

交通路线图 

一、 报到酒店：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滕州宾馆酒店。 

地址：学院路东路龙泉中路路口东南角。 

联系电话：0632-5828888 

 

二、 乘车路线： 

1、 高铁滕州东站： 

搭乘公交车 K107 路，在滕州宾馆站下车，步行约 500 米抵达宾馆。路

程 9.2 公里，打车费用约 30 元。 

2、 滕州火车站： 

搭乘公交车 2 路，在滕州宾馆站下车，步行 300 米抵达宾馆。路程 6.6

公里，打车费用约 20 元。 

3、 滕州市长途汽车站： 

搭乘公交车 37 路（或 11 路、28 路/K28 路），在枣庄科技职业学院站

下车，步行约 300 米抵达宾馆。路程 5.6 公里，打车费用约 20 元。 

5、徐州观音机场： 

机场巴士或打车到徐州东站，高铁（G452/G208/G246/G204/G254

等车次）至滕州东站，下车后搭乘公交或打车抵达宾馆。 

6、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机场快速专线客车到济南西站，高铁

（G1833/G297/G63/G279/G51/G221 等车次）至滕州东站，下车

后乘坐公交或打车抵达宾馆。 

三、 入住酒店： 

1、滕州市滕州宾馆 

地址：滕州市学院路东路龙泉中路路口东南角。 

联系电话：0632-5828888 

2、滕州市尚贤宾馆（市委党校） 

地址：滕州学院东路 1819 号。 

联系电话：0632-5631999 



3、滕州市滨江国际大酒店 

地址：滕州市解放东路 169 号。 

联系电话：0632-5236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