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分便函[2017]77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分会 

关于举办新形势下儿童眼保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分论坛的 

通    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分会、各专业委员会：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强调应加大科普知识的传

播，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

作为中国妇幼保健司分支机构，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目标，大力发

展儿童眼保健工作。 

2017年 11月 22日－25日，以“新形势下儿童眼保健发展的机

遇与挑战分论坛”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

会分论坛，将落地海南省省会“椰城”—海口。届时论坛将邀请国内

知名眼科专家、妇幼保健院院长、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大医生及互联网

医疗先驱者等相关人士共襄盛举。 

在“互联网+”新经济形态下，“互联网+医疗”亦成为业内关注

的焦点。如何将眼科专家、互联网、妇幼保健系统进行联系，服务更

多基层眼科工作者、眼病患儿成为本次论坛探讨的主要话题。 

本次分论坛将汇集儿童眼保健一线临床经验和技术成果与大家

交流学习，提升基层儿童眼保健工作者业务水平，普及儿童眼保健知

识，为妇幼健康事业贡献力量。参加本次大会代表可获得国家级继续

医学教育学分（项目编号：2017-07-02-226（国））。现将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主办及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分会 

协办单位：北京拓普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 会议时间：2017年 11月 22-25日 

                22日全天报到 

                23日全天主论坛 

24日全天分论坛 

25日上午分论坛 

   （二）会议地点： 

     主论坛会议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分论坛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大鹏戴斯酒店 

   （三）报到地点：海南省澄迈县澄迈九龙温泉度假酒店（海南老

城开发区城东南海大道 21公里处“丽海阳光小区”内） 

      酒店联系人：马  莉    13518821398 

      协会联系人：赵原卉    13683261163      

分会联系人：赵欣舒    13552130996 

分会主委、副主委、常委、委员，各专业委员会及学组人员，各

级妇幼保健机构人员。 

四、会议主要内容 

（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分会2017年示范单位授牌仪

式 

（二）启动2018年儿童眼保健示范单位筹备工作 

（三）启动“妇幼保健院眼科明日之星”培训工程 

（四）启动儿童眼保健专委会网站、公众号 

（五）启动儿童眼保健管理专家“金麦穗”国外研修计划 

（六）启动儿童眼保健示范单位“眼视光• 手拉手”帮扶计划 

（七）启动新生儿眼底病筛查标准化培训项目 

（八）主题讲座（见附件 1） 

  



五、其他事宜 

（一）参会人员请于 11月 15日前务必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 

     议管理系统（详见附件 2），注册、报名、缴费、参会，务 

必注明参加儿童眼保健分论坛。 

（二）费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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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如在会议管理 

      系统直接注册缴费 1200元/人。在总论坛报到时统一缴纳 

      并即时开具发票，分论坛不再收取费用。 

（三）总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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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宾馆按所参加的分论坛安排。如无注册信 

     息，请自行安排食宿。 

 

附件：  

1：《新形势下儿童眼保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分论坛》日程表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 1 

新形势下儿童眼保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分论坛日程表 

 

日期 时间 主  题 

11月 22日 全天 会议报到 

11月 23日 全天 主论坛 

11月 24日

上 午 

主持人：树兰医疗副总裁  戴廉 

8:30-8:40 
致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于小千 

8:40-8:45 合影留念 

8:45-9:00 

《妇幼保健院眼科如何同时开展儿童眼保健、眼视光、小儿眼科工作》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主委 

美和医疗集团院长 于刚 

9:00-9:15 

《儿童常见眼睑和眼眶疾病》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院党委书记 

眼科视觉科学研究所所长 范先群 

9:15-9:30 

《中国妇幼保健机构眼保健发展策略》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秘书长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眼科主任 项道满 

9:30-10:10 

圆桌论坛1 

主题：妇幼保健系统如何加速眼科发展—妇幼院长VS 儿童医院眼科主

任论坛 

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院党委书记 

眼科视觉科学研究所所长 范先群 

嘉宾: 

妇幼院长：安徽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刘辉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眼科中心主任 郑虔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眼科医院院长 博文 

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秘书长 

广州市妇女儿童中心眼科主任 项道满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 赵军阳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 吴倩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陶利娟 

10:10-10:25 茶歇 

10:25-10:40 

专题发言 

中国视光产业分会会长 

天津爱尔眼科CEO 李捷 

10:40-10:55 《眼视光发展趋势及展望》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院副院长 陈浩 



10:55-11:05 《儿童眼保健的人文关怀》  泉州爱尔眼科医院首席顾问 方一明 

11:05-11:20 《如何成为妇幼保健示范单位》  河北省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苏鸣 

11:20-11:40 
《新生儿（包括早产儿）的眼底病检查／诊断》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副教授 Eric Nudleman 

11:20-12:00 

 

圆桌论坛2 

主题：“从0到1”妇幼保健如何建立视光中心 

主持人: 中国视光产业分会会长、天津爱尔眼科CEO 李捷 

嘉宾: 

美和医疗集团院长 于刚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李莉 

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陈志钧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 金丽文 

 

11月 24日

下  午 

13:30-14:00 授牌仪式、并宣布2018年眼保健示范单位筹备开始 

14:00-14:1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王玲秘书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项目部赵原卉主

任、儿童眼保健专委会分别宣布： 

1.启动2018年儿童眼保健示范单位筹备工作 

2.启动“妇幼保健院眼科明日之星”培训工程 

3.启动儿童眼保健专委会网站、公众号 

4.启动儿童眼保健管理专家“金麦穗”国外研修计划 

5.启动儿童眼保健示范单位“眼视光•手拉手”帮扶计划 

6.启动新生儿眼底病筛查标准化培训项目 

14:10-14:18 示范单位代表发言1 

14:18-14:25 示范单位代表发言 2 

主持人：树兰医疗副总裁  戴廉 

14:30-14:45 《眼保健协会未来工作展望》  美和医疗集团副院长 张丰 

14:45-15:00 
《新时代医生自由执业之路》原美中宜和综合门诊部创始人 

于莺全科医疗创始人 于莺 

15:00-15:15 《走进医疗新时代》 树兰医疗副总裁 戴廉 

15:15-15:30 《儿童眼镜验配的经验和体会》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李莉 

15:30-15:45 
《发挥儿童眼保健优势、早期发现眼肿瘤》北京儿童医院眼科 

副主任 赵军阳 

15:45-16:00 茶歇 

16:00-16:40 

圆桌论坛3 

主题：互联网如何助力儿童眼保健、儿童眼科发展 

主持人：树兰医疗副总裁 戴廉、V大夫总裁 汪银辉 

嘉宾: 

原美中宜和综合门诊部创始人、于莺全科医疗创始人 于莺 



泉州爱尔眼科医院首席顾问 方一明 

美和医疗集团副院长 张丰 

哈尔滨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梁斗立 

厦门妇幼保健院眼科主任 熊永强 

保定市妇幼保健院眼科主任 赵坡 

11月24日 

晚 上 
19:30－21:00 2018年英才计划答辩遴选 

11月25日 

 

《儿童眼保健》继续教育 

单元一    主持人：项道满 方一明 

8:30-8:50 
《浅谈三级妇幼保健院眼保健中心的定位及学科建设》 

安徽妇幼保健院院长 刘辉 

8:50-9:10 《斜视弱视早期防控》  湖南省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陶利娟 

9:10-9:30 
《小儿眼科医生与妇幼保健医生问询沟通与协调》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委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 金丽文 

单元二    主持人：苏鸣 金丽文 

9:30-9:50 
《妇幼保健院眼科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眼科中心主任 郑虔 

9:50-10:10 
《妇幼保健院眼保健营销思路》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眼科医院院长 博文 

10:10-10:30 
《儿童眼保健医疗纠纷的三级预防》 

厦门妇幼保健院眼科主任 熊永强 

单元三     主持人：陶利娟 刘辉 

10:30-10:50 
《先天性上睑下垂治疗策略及进展》 

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 吴倩 

10:50-11:10 《儿童BKC的诊疗》    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陈志钧 

11:10-11:30 
《儿童眼保健基本技术规范操作解析》 

哈尔滨儿童医院眼科主任 梁斗立 

11:30-11:50 
《ROP筛查诊前、诊中、诊后工作简介》 

保定市妇幼保健院眼科主任 赵坡 

11:50-12:00 
《妇幼保健、儿童医院眼科如何拓展儿童视觉医疗项目》 

美和医疗集团院长 于刚 

 

 

 

 

 

 

 

 

 

 



 

 

 

  



附件3 

交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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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