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18] 53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 郑州站）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了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大健康中国战略，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人民群众健康中的作用，不断推

进“妇幼健康中医年”活动的开展，有力促进妇幼保健机构和有关医

疗机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妇儿专业的发展，为广大妇女儿童提供更好

的医疗保健服务，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决定于 2018 年 5 月 19-20 日在

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 举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二）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二、会议内容 

  （一）“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有关工作； 

（二）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管理经验交流； 

（三）推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和适宜技术讲座。 

三、参加会议人员 

  （一）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 

  （二）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三）地市级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或西医妇产科、儿科、生

殖医学、妇女保健、儿童保健等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或管理人员。 

四、会议时间和地点 

（一） 时间：2018年 5月 19-20日，5月 18日全天报道。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二）报道和住宿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 号）。嵩山饭店总台电话：0371-67176699。（详见附件 2.交通路

线图） 

五、其他事项 

（一）参加会议人员请于 2018年 5月 11日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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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站）”。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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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缴费者 1200 元/

人，现场缴费者 1400元/人。会议现场缴费报到时开具发票（务必提

供单位税号），系统内缴费者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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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0685 0910 60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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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标准请在会议管理

系统中填写。未注册信息者会务组无法保证食宿。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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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8605018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中医科主任          王  亮  15515871719 

 

附件：1.“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 郑州站）会议日程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3.  交通线路图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附件 1. 

“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郑州站）会议日程 

2018年 5月 18日（周五）全天会议报道和注册 

日  期 时  间 内容与讲者 主  持 

5月 19

日 

上  午 

08:00-08:40 

开幕仪式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领导致词 

河南省卫计委领导讲话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中国妇

幼保健

协会副

秘书长

王玲 

一、妇幼健康管理经验交流 

08:30-09:10 1.中医药发展战略和中医药法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杨荣臣司长 

金志春 

09:10-09:50 2.结合健康中国谈中医在妇幼保健机构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王晓勤 

09:50-10: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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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10 4.县域医供体形势下基层妇幼保健院开展中西医特色

学科建设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东阳市妇幼保健院  郭兰中院长 

11：10-11:5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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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2:20 答  疑 

12:20-14:00 午餐+休息 

5月 19

日 

下  午 

二、中医和中西医适宜技术在妇科中的应用和推广 

14:00-14:30 
6.脾胃病的中医外治法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胡小英教授 

易锦发 

郭兰中 

14:30-15:00 
7.卵泡发育不良与中西医促卵泡技术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金志春副院长 

15:20-16:00 
8.重点专科建设促中医护理技术规范发展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拓展部主任  刘香娣 

16:00-16:40 
9.针灸疗法在妇科疾病中的应用 

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来玉芹主任 

16:40-17:20 
10.雷火灸疗法在妇幼疾病中的应用    

重庆雷火灸研究院  张丽院长 

17:20-17:30 答  疑  

17:30-19:00 晚  餐  

19:00-20:00 
2018 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工作

会议 
金志春 

5月 20 三、中医和中西医适宜技术在小儿科中的应用推广 



 

 

 

 

 

 

 

 

 

 

 

 

 

 

 

 

 

 

 

日 

上  午 
08:00-08:40 

11.任督阴阳周天灸在慢性疾病中的应用     

 河南省中医研究院  田元生院长 

潘明沃 

田青乐 
08:40-09:20 

12.中医药在儿科临床保健中特色与优势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丁樱教授 

09:20-10:00 
13.中医治疗方法在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康复科  朱登纳教授 

10:00-10:40 
14.“佰脉通”黄氏头针疗法       

“佰脉通”中医药研究院  黄宝聚教授 

朱登纳 

吴耀炫 
10:40-11:20 

15.基于大数据的儿童体质辨识和中医保健的实践和

探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  潘明沃教授 

11:20-12:00 
16.小儿内科推拿三部法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田青乐教授 

12:00-12:10 会议总结 金志春 

12:10-14:00 午   餐  

9月 25

日 
14:00-16:00 参观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康复理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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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报名】按钮，进入《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会议列表”页面。 

三、点击选择““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 

——（ 郑州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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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线图 

 

郑州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陇海路快速通道（西广场也可走中原路）—嵩山路--伊河路，

全程约 6 公里，12 分钟。 

    公交车： 

    （1）201 路：郑州火车站西广场站上车，在伊河路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达嵩山饭店。全

程 4 公里，30 分钟。 

（2）1 路：火车站东广场上车，在嵩山路伊河路站下车，沿嵩山路伊河路十字路口向西步行 2

00 米路南到达。全程约 6 公里，40 分钟。                                                

（3）102 路：火车站乘 102 路，到市委站下车，沿百花里路向南走 500 米到伊河路斜对面

即到。 

地铁 1 号线：西广场上车--绿城广场站下车，C 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交车 1 站到

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 

 

郑州东站出发 

    出租车：郑州东站--107 国道--陇海路快速通道—嵩山路-伊河路--嵩山饭店，全程约 21.6 公

里，30 分钟。 

    地铁 1 号线：郑州东站上车--绿城广场站下车，C 出站口出站后同上，全程 16.54 公里，58

分钟。 

新郑国际机场出发 

出租车：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机场迎宾大道--机场高速--陇海路快速通道----陇海西路—嵩山路

下高架--伊河路--嵩山饭店，全程约 40 公里，50 分钟。 

 地铁 2 号线：机场乘坐地铁 2 号线到紫荆山站换乘地铁 1 号线，同上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