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中妇幼分便函〔2017〕80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关于举办“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分论坛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了推动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以及有关医疗机构中医和中西医结

合妇儿专业发展，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好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疗

和保健服务，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决定在“第八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论

坛”期间举办“‘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分论坛”，同期举办国家

继续教育项目“中西医结合诊治妇儿疾病规范化培训”[项目编号

2017-05-03-152（国）]，参会人员可获得国家继续教育学分。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有关工作； 

2.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经验交流； 

3.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与适宜技术讲座。 

二、参加会议人员 

1.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 

2.拟新增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常委； 

3.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4.其他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或西医的妇产科、儿科、生殖医学、

妇女保健、儿童保健等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会议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17年 11月 22-25日，11月 22日全天报到。11月 23

日全天参加主论坛，24-25参加“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分论坛。 

2.报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澄迈九龙温泉酒店报到。 

3.住宿地点：九龙温泉酒店：120 人，西海岸温泉酒店：130 人

报到后乘大会专用巴士抵达酒店大堂办理入住 

4.会议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 1层多功能厅 2（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 258号，联系人马莉 13518821398）。 

详见附件 3交通图。 

四、其他事项 

1.参加会议人员请将回执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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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明参加“‘妇幼

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分论坛”。 

2.费用标准：会议费用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统一收取。会务费（含

会场费、资料费等）会员单位 1400元/人，非会员单位 1500元/人，

在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缴费者 1200元/人。会议现场缴费报到时即

时开具发票，务必提供单位税号。系统内缴费直接到报到处打印或领

取正式发票。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110906850910605 

3.食宿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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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标准请在系统中填写。无

注册信息者自行安排食宿。 

4. 本 分 论 坛 通 知 可 在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网 站 下 载

（http//www.cmcha.org）。 

5.联系人及电话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办公室： 

副主任     黎  频  1342631934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秘书长     黄自明  18971075812 

         副秘书长   尹  燕  15972229707 

附件：1.“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分论坛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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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分论坛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11月 22日 全天报到 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 11月 23日 主论坛会议 

11月 24日 

 

8:00-8:30 

 

 

一、“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有关工作 

1.宣布全国妇幼保健名中医名单并颁发证书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 

2.宣布新增分会常委、委员名单并颁发证书 

                                 分会主委、副主委 

协会副秘书长

王玲 

 

 二、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经验交流  

8:30-9:00 
3.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发展中的难题与出路 

山东省安丘市妇幼保健院吴耀炫院长 

分会副主委 

赵建宏 

胡辰生 

 

9:00-9:30 
4.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发展中医药的探索 

广西枊州市妇幼保健院郭钦源主任 

9:30-10:00 
5.中医药+妇幼保健在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实践与探索 

浙江省东阳市妇幼保健院郭兰中院长 

10:00-10:30 
6.管理视角下妇幼的中西医结合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易锦发院长 

 三、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与适宜技术讲座  

10:30-11:00 
7.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朱芝玲主任医师 
分会副主委 

任鹏顺 

陈晓勇 

 

11:00-11:30 
8.高龄卵巢低反应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 

北京妇产医院何军琴主任医师 

11:30-12:00 
9.卵泡发育不良与中西医促卵泡技术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金志春主任医师 

12:00-13:00 午    餐 

13:00-13:30 
10.复发性流产的中西医结合诊疗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侯莉莉主任医师 

分会副主委 

易锦发 

朱芝玲 

 

13:30-14:00 
11.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及成果的临床转化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曲凡博士 

14:00-14:30 
12.多囊卵巢综合征常见临床问题及中西医对策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张秀荣主任医师 

14:30-15:00 
13.针药结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新进展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许金榜副主任医师 

15:00-15:30 
14.异位妊娠保守治疗的根治策略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宋雅丽主任医师 

分会副主委 

 

潘明沃 

 

15:30-16:00 
15.针刺疗法在妇科疾病中的应用 

枊州市妇幼保健院来玉芹副主任医师 

16:00-16:30 
16.环孢素联合补肾活血中药对复发性流产的治疗探讨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陈晓勇主任医师 

16:30-17:00 

17.激素补充还是中药？ 

——更年期治疗的中西医之争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金富锐博士 

17:00-18:00 分会工作会 金志春 



分会主委 

11月 25日 

8:00-8:30 

18.女性更年期中医保健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俞而慨副主任医师 
分会副主委 

刘东海 

何军琴 

 

 

8:30-9:00 
19.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欧阳紫婷主任医师 

9:00-9:30 
20.IVF-ET技术临床应用的关键与困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郑洁主任医师 

9:30-10:00 
21.脾胃病的中医外治法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胡小英主任医师 

10:00-10:30 
22.儿童体质辨识与中医药膳调养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潘明沃博士 

分会副主委 

陈晓勇 

分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委 

朱登纳 

 

10:30-11:00 
23.应用三部推拿疗法为主防治小儿发热 

江苏省人民医院田青乐副主任医师 

11:00-11:30 
24.中医适宜技术在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山东省东明市妇幼保健院胡辰生院长 

11:30-12:00 
25.中医特色诊疗技术在儿科中的应用 

山东省枣庄市妇幼保健院钟涛主治医师 

12:00-12:30 
26.雷火灸在儿科常见病中的应用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王亮副主任医师 

12:30-12:40 会议总结 
金志春 

分会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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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服务号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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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报名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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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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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单位税号（正确税号格式为 15-18位），点击【确定】。 

七、进入选择分论坛页面，为每个参会人选择分论坛，选择后点击【确定】按钮。 

八、进入报名信息确认界面，确认无误，点击【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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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报名成功，收到报名成功短信提醒和二维码门票链接。  

十、报名期间，我们会开放在线选房，届时将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

推送给参会人，参会人通过推送的页面在线选择酒店和房间。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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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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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如线上付款有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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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交通路线 
 
（一）大会第二报到处 

地点：澄迈九龙温泉度假酒店 
地址：海南老城开发区城东南海大道 21 公里处“丽海阳光

小区”内 

会务服务第一联系人：马  莉 13518821398 
距离海口美兰机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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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