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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18〕188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第二轮的通知 

 

各理事、常务理事、会员单位： 

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优生优育协会）：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自 2010 年以来，坚持每年

一次，连续成功举办了八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论坛》。目前，该论坛已

成为全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和妇幼保健同仁共同总结分享、互相交流妇

幼卫生改革经验和成果的品牌平台。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妇幼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更好地调动各级妇幼

保健机构和妇幼卫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展示多年来妇幼保健工作的改

革创新成果，协会定于 2018年 11月 28-30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第

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本次大会将分为主论坛和 30 个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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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支持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国际救助儿童会 

承办单位：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协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各分支机构及相关单位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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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8年 11月 27-30日，11月 27日全天报到 

      主 论 坛：11月 28日上午，28日下午-30日分论坛 

（二）会议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

园一号，邮编 450016） 

三、参会人员 

（一）各级卫生计生委（厅、局）领导、妇幼（妇社）处长，各省、

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优生优育协会）领导，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妇产科、儿科专科医院行政领导、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综合医疗

机构中从事妇产科、儿科的行政领导和业务人员； 

（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会员单位及会员； 

（三）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救助儿童会驻华

代表，美国、英国等妇产科、儿科领域专家。 

四、会议日程及主要内容 

（一）开幕式（11月 28日上午 8:30-9:30） 

1.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领导致辞； 

2. 国际组织代表致辞；  

3.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致辞。 

（二）主论坛：主旨演讲（11月 28日上午 9:30-12:30） 

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司领导 

2.妇幼保健整合医学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樊代明 

3.全球剖宫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剖宫产的管理 

                   国际妇产科联盟秘书长  Di Renzo 

4.医学创新与医学进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 黄荷凤 

（三）分论坛主题（11月 28日 13:00-30日 17:00结束） 

1. 院长论坛 

2. 产科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 

3. 脐带血应用与采集分论坛 

4. 妇科肿瘤的早诊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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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分泌与妇幼健康-“她健康家幸福”女性健康促进  

6. 乳腺保健分论坛 

7. 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高峰论坛 

8. 妇幼微创分论坛 

9. 妇儿感染性疾病实验诊断进展 

10. 放射介入在妇幼保健中的应用分论坛 

11. 出生缺陷防治的热点与挑战 

12．儿童耳及听力保健分论坛 

13. 儿童眼保健-近视防控分论坛 

14. 儿童早期发展分论坛 

15. 高危儿健康管理分论坛 

16. 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培训班 

17. 儿童营养分论坛 

18. 儿童保健和疾病分会学术研讨会 

19．妇幼药学分论坛 

20. 孕妇学校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 

21. 妇幼健康服务及教育分论坛 

22. 妇儿健康临床标准与规范化建设分论坛 

23. 品牌传播推动妇幼宣传教育分论坛 

24. 防范医疗风险，保障患者安全 

25. 提高儿童精准诊疗能力分论坛 

26. 妇幼病理专业分论坛 

27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专委会成立大会 

28. 妇幼智能医疗高峰论坛 

29. 妇幼健康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专委会成立大会 

30. 青委会文艺汇演 

五、其他事项 

（一）参加会议人员请将回执于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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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注明参加的分论坛名称。 

（二）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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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议系统注册报名（微信缴费）的收取会务费 1200元/人；会议

系统注册报名、现场缴费的（包括转账汇款备注注明“妇幼年会 ”），会

员单位 1400元/人，非会员单位 1500元/人； 

2. 参会人员系统报名时，务必填写正确的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或税号）否则无法开具发票； 

3. 参会人员如在系统中注册并缴费直接到入住酒店报到； 

4. 参会人员现场缴费，（转账付款的请携带汇款凭证复印件或电子

版）请直接到分论坛相应的报到处报到 

5. 协会即时开具电子发票发至个人微信卡包里，自行下载打印。 

汇款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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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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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宾馆及标准按所参加的分论坛安排。 

（四）《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分论坛通知由牵头单位负责

下发。(通知可在协会网站直接下载：http//www.cmcha.org) 

（五）本次大会由于参会人员较多，报到者按照参加分论坛指定报

到处报到。 

（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  黎  频  13426319342   张  冰  13911823011 

李寒思  13811182286   卢瑞红  13901375773 

金  磊  13910840618   罗俊雄  13681362741 

联系电话：010-82647979    010-82647976 

传    真：010-82647968 

附件：  1. 分论坛报到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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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抄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 

综合办公室                          2018年 9月 20日印发 

校对：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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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分论坛报到分配方案 

 

第一报到处：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 

地址：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 1 号 

酒店联系人：徐心蕊  13676992218 

协会联系人：李  林  13522004102 

 

序号 分论坛名称 住 宿 酒 店 

1 产科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 郑州建国饭店 

2 院长论坛 
郑州逸泉国际酒店 

郑州圣菲特花园酒店 

3 儿童早期发展分论坛 郑州中油花园酒店 

4 妇幼药学分论坛 河南盛世民航国际酒店 

5 妇幼健康服务及教育分论坛 郑州中州国际饭店 

6 提高儿童精准诊疗能力分论坛 郑州美豪诺富特酒店 

7 儿童眼保健-近视防控分论坛 河南盛世民航大酒店 

8 妇幼微创分论坛 郑州栖桐酒店 

9 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高峰论坛 郑州梧桐树假日酒店 

10 防范医疗风险，保障患者安全 郑州梧桐树假日酒店 

11 青委会文艺汇演  

 

第二报到处： 

地点：中洲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与经三路交汇处路南(地铁 1号线燕庄站

C 出口往西步行 8分钟) 

酒店联系人：沈怀士 13838196364  程丽 19939135183 

协会联系人：黎  频  1342631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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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论坛名称 住 宿 酒 店 

1 脐带血应用与采集分论坛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2 儿童保健和疾病分会学术研讨会 河南饭店 

3 放射介入在妇幼保健中的应用分论坛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4 妇幼健康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专委会成立大会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5 高危儿健康管理分论坛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6 妇科肿瘤的早诊早治 郑州紫荆山宾馆 

7 内分泌与妇幼健康-“她健康家幸福”女性健康促进 郑州紫荆山宾馆 

8 孕妇学校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 郑州紫荆山宾馆 

9 妇儿感染性疾病实验诊断进展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10 出生缺陷防治的热点与挑战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11 妇儿健康临床标准与规范化建设分论坛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12 妇幼病理专业分论坛 郑州紫荆山宾馆 

13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专委会成立大会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14 妇幼智能医疗高峰论坛 河南中州皇冠假日酒店 

注：入住“郑州紫荆山宾馆”的参会人员，一律在郑州紫荆山宾馆报到。 

 

第三报到处： 

地点：嵩山饭店 

地址：郑州市伊河路 156号 

饭店服务联系人：席琛  13663006503 

协会联系人：邵风云  13911262139 

 

序号 分论坛名称 住 宿 酒 店 

1 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培训班 郑州嵩山饭店 

2 乳腺保健分论坛 郑州嵩山饭店 

3 品牌传播推动妇幼宣传教育分论坛 郑州嵩山饭店 

4 儿童耳及听力保健分论坛 郑州嵩山饭店 

5 儿童营养分论坛 郑州嵩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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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1、第一步：微信扫描右图二维码，找到“中

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 ，点击“关注公众号” 

2、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左下角，

进入“会议广场”找到会议 ，点击进入： 

2.1、本次会议的会议名称为“《第九届中

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点击会议图片进入会

议介绍页面； 

3、第三步：点击“会议介绍”页面下方【我

要报名】按钮，进入“填写 参会信息 ”页面，开始进入报名流程： 

3.1、添加参会人：点击页面中“+添加参会人”进入“报名管理”

页面，填写参会人个人信息、单位信息、学分信息（均为必填项），点击

【保存并使用】；注：可添加多名参会人； 

3.2、勾选参会人：保存参会人信息后，在参会人列表中，在参会人

员名字前的小圆点里勾选参会人（可多选）； 

3.3、分会场确认：在“分会场”选项中，选择相应分会场；分会场

菜单为下划式菜单，直接滑动分会场名称，选中相应分会场即可； 

3.3.1、如需预订酒店：滑动“酒店预订”后方按钮，将出现“酒店

选择”选项，点击【点击选择】，选择对应酒店与房型； 

3.3.2、参会人预订酒店后，会议报到当天到所预订的酒店办理入住

手续，相关费用到酒店前台直接缴纳；酒店费用发票将在入住结束后，

由酒店开具（拼房参会人可分开开具发票）； 

3.4、填写发票信息：在“发票信息”填写处，填写单位名称（正确

发票抬头单位名称）和单位税号（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点击【提

交订单】; 

3.4.1、参会人填写报名人资料时，请务必正确填写发票信息，否则

后期无法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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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相应支付方式 ： 

4.1、提交订单后，进入“参会人信息确认”页面，把页面拉到最底

部，选择“支付方式”； 

4.1.1、支付方式有微信支付、现场支付、两种方式；为节省您的报

名现场等待时间，请优先选择微信支付；现场支付可以选择现金支付和

刷卡支付；如转账支付账号请见会议通知正文； 

4.2、选择“支付方式”后，选中微信支付的参会人点击【立刻支付】，

选中现场支付和转账支付的参会人点击【确认参会】，会出现“您已报名

成功”的相关提示，点击确认返回会议广场，即报名成功。 

5、注册发票开取流程，非常重要，请务必认真仔细阅读： 

5.1、注册费发票统一为电子发票，无纸质发票。无论何种支付方式，

开放发票申请时间为，参会报名日起至参会结束日止； 

5.2、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广场”右侧，找到“个人中心”页

面点击进入，在历史会议中找到需要开发票的已支付订单，点击“开取

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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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东健 

17610510599 （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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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路线图 
 

 

第一报到处：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 

地址：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 1号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会务服务联系人：徐心蕊 13676992218 

距离郑州新郑机场：45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90元） 

距火车站郑州东站：20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20元） 

距火车站郑州站：25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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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报到处： 
 

地点：中洲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与经三路交汇处路南(地铁 1号线燕庄站

C出口往西步行 8分钟) 

酒店服务联系人：沈怀士 13838196364  程丽 19939135183 

距离郑州新郑机场：约 45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90元） 

距火车站郑州东站：约 13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18元） 

距火车站郑州站：约 19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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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报到处： 

 
地点：嵩山饭店 

地址：郑州市伊河路 156号 

饭店服务联系人：席琛  13663006503 

距离郑州新郑机场：约 45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90元） 

距火车站郑州东站：约 30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36元） 

距火车站郑州站：约 13分钟车程（的士费用约 1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