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分便函[2017]70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会与助产士分会共同

召开《阴道分娩相关问题研讨》分论坛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及综合医院产科：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定于 2017年 11月 23-25日，在海南海口市举

办《第八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本次论坛将分为主论坛和 29个

分论坛。 

    伴随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保障母婴安康”项目

的推广和落实十八大五中全会的“全面实施两孩政策”，降低无医疗

指征和首次剖宫产，提倡自然分娩日益形成专家与社会的共识。近年

来，在重视阴道分娩的同时，母体与新生儿产伤问题、产后盆底康复，

产后避孕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此，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会

和助产士分会共同举办《阴道分娩相关问题研讨》分论坛。会议将邀

请国内知名产科专家、助产专家进行相关问题的专题讲座与病历交

流。各助产单位可将阴道分娩发生的母体及新生儿产伤的特殊病历提

交分论坛组委会，组委会将挑选部分病例进行交流、点评。本次分论

坛为同时也是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项目名称“产程管理措施师资培

训班”，项目编号：[2017-05-02-010（国）]，参会代表可获得国家

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见附件 1） 

（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会会议。

（2017.11.24 19:00，主委、副主委、常委、秘书、委员务必参会，

特殊情况不能参会，需请假。会议将总结工作并布置今后工作，宣布

新增补的副主委、常委和委员） 

（二）产伤问题学术讲座 

（三）产后盆底康复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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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程中人为关怀与新生儿护理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22 日全天报到，23 日全天主论

坛，24-25日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会和助产士分会共同举办《阴道

分娩与产伤问题研讨》分论坛。 

（二）会议及报到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滨海大道 258号）酒店联系人：马莉 13518821398   

三、参会人员 

（一）各级卫生计生委行政部门负责人； 

（二）各级各类妇幼保健院、妇产医院及综合医院产科主任、产

科医生、护理部主任、护士长、助产士等。 

四、其他事项（见大会通知） 

（一）参加会议人员请将回执于 2007 年 11 月 15 日前务必登录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注册、报名、缴费、参会，并注明

参加的分论坛名称。 

（二）会务费由大会统一收取 1500元/人（含会议费、资料费等），

会员单位会务费 1400元/人。参会人员如在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缴

费 1200元/人。 

（三）会务组为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注册者统一安

排食宿。交通、住宿费用自理。如无注册信息，请自行安排食宿，。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琦  13522903113  张翼 13801227302   

马冬梅  1895711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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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阴道分娩相关问题研讨》会议日程（2017 年 11 月 23 日-25 日） 

11 月 22 日    全天报到 

11 月 23 日    总 论 坛 

  11 月 24 日   8:30-12:30 

时  间 主题、讲者 主  持 

8:30-9:00 

提供以产妇为中心的人性化服务是产科服务模式转变的当务之急    

庞汝彦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名誉副会长 

马彦彦 

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   

9:00-9:30 
中国正常产程中入量管理课题总结           

                    马彦彦 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          

马彦彦  

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妇产科主任 

杨海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产科主任   

 

9:30-10:00 
会阴Ⅲ-Ⅳ度裂伤的诊断处理 

杨海澜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产科主任         

10:00-10:30 
新生儿产伤   

汤泽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儿科  教授        

10:30-10:50 茶     歇 

10:50-11:20 
分娩与神经损伤  

     车向明   北京妇产医院麻醉科副主任 

11:20-11:50 产伤病历分享 

11:50-12:30 专家点评 

11 月 24 日 13:30-17:30 

时  间 主题、讲者 主  持 

13:30-14:10 
直立位和 运动的分娩体位的优点和挑战 

Cassy  McNamara  Birthsparks 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薛小玲 

苏州护理学会理事长 

安力彬 

大连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14:10-14:30 

通用路径，妇女健康的权力——助产 2030 

庞汝彦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名誉副会长   

14:30-14:50 
在职称系列中设立助产专业的可行性调查分析 

陆虹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书记 

 

14:50-15:10 

分娩的中的人文关怀 

熊永芳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 

黄群上海国际和平妇婴保

健院护理部主任 



 

15:10-15:30 
慢临盆——如何才能顺利分娩？ 

张宏玉 海南省医学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 

陈小荷 深圳市人民医院

原妇产科大科护士长 

15:30-15:50 茶     歇 

15:50-16:10 
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指南要点解读 

徐鑫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部主任 

江秀敏 福建省妇幼保健

院护理部主任 

马冬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

科医院产科大科护士长 
16:10-16:30 

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指南——正常产接生流程再造 

罗碧如 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妇女儿童医院护理部主任 

16:30-16:50 
袋鼠式照护在 NICU 的实践与照护 

庄薇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护理部主任 

刘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

护士长 

侯睿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 

16:50-17:10 
乙肝病毒感染与母乳喂养 

田瑞华   北京佑安医院妇幼中心护士长  

17:10-17:30 
性孕相伴，解密准父母 

蔡文智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 

11 月 24 日 19：0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业委员会会议 

11 月 25 日 8:30-11:50 

时  间 主题、讲者 主  持 

8:30-9:00 
预防新生儿不良结局的几点意见  

范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产科教授 

孙丽洲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

任    

蔡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

医院产科主任 

9:00-9:30 
TOLAC 管理要点      

陈倩  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教授 

9:30-10:00 
关注女性盆底健康    

孙秀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妇产科主任医师 

10:00-10:20 
茶   歇 

10:20-10:50 
分娩期子宫破裂   孙丽洲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  

 

10:50-11:20 
孕期增重与血压升高   

牛建民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 

11:20-11:50 
会议总结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图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服务号”。 

二、点击公众号下方【我要报名】按钮，进入《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会议广场”页面。 

三、点击选择“第八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发展大会”进入

“会议详情”页面。 

四、点击“会议详情”页面下方【我要报名】按钮开始报

名。 

五、完善报名人“个人信息”点击【保存】，如本单位还

有其他参会人，请点击页面下方“+”，新增参会人，并填

写新参会人信息，保存后勾选本次会议参会人员，点击【下

一步】。 

六、进入发票抬头填写界面，填写单位发票抬头和单位税号（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位），点击【下一步】 

七、进入分论坛选择界面，为每位参会人选择要参加的分论坛，选择完成后点击

【下一步】 

八、进入报名信息确认界面，确认无误，点击【下一步】进入缴费页面，如有误，

请点击【取消报名】重新修改后，重新提交报名信息。 

九、进入缴费页面，在微信缴费和线下缴费中二选一，其中线下缴费包含现场刷

卡和现金，选择后，看到写有“报名成功”字样的二维码门票时报名成功，同时

微信将会提示报名成功。 

十、报到当天凭二维码门票办理报到、缴费、开具发票、领取会议材料等相关手

续。 

 

注：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事项通知，敬请

关注。 

 

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邢珈玚 18811179255 （同微

信号）     

 

 

 

 



 

 

附件 3 

交通路线 

 

第一报到处： 

1、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 258 号 

   会务服务第一联系人：马  莉 13518821398 

   距离海口美兰机场：40 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150 元） 

   距离海口火车站：15 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3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