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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中妇幼分便函〔2018〕128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乳腺保健分论坛》 

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国家卫健委今年发

布的《母婴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促进中国妇幼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提高医院管理水

平和执行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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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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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

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上午，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第九届中国妇幼

保健发展大会》主论坛。2018 年 11 月 29日全天举办乳腺保健分论坛，

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二、报到、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报到时间：2018 年 11 月 27 日全天报到

乳腺保健分论坛在第三报到处： 

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嵩山路与伊河路交叉口向西400米路南 

酒店联系人：席琛 1366300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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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如在系统中注册并缴费，直接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

理系统平台（详见附件 2），选择乳腺保健分论坛入住的郑州市嵩山饭

店报到（交通路线图详见附件 3） 

（二）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28-30 日， 

主 论 坛：11 月 28 日 8:00-12:00 

乳腺保健分论坛：11 月 29 日全天 

主论坛会议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 1 楼轩辕堂 

（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一号，邮编 450016） 

乳腺保健分论坛会议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天中堂 

三、参会人员 

各省、市、自治区各级妇幼保健院（所、中心）乳腺科、综合性医

院和专科医院乳腺科、乳腺影像诊断、乳腺病理和乳腺护理等专业的学

科带头人或学科骨干。 

四、会议内容 

（一）2018 年 11 月 28 日上午全体参加主论坛 

（二）2018 年 11 月 29日全天乳腺保健分论坛 

（三）乳腺癌筛查、诊断、手术及综合治疗的新进展 

（四）常见乳腺病的诊治进展 

（五）乳腺炎性疾病的分类诊疗 

（六）乳腺癌与生殖及激素替代治疗的关系 

（七）乳房整形再造的经验交流 

五、其他事项 

（一）参加会议人员请将回执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前务必登录中

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进行注册、报名、缴费、参会，选择入住

酒店，并注明参加的分论坛名称。 

（二）费用标准 

1. 会议系统注册报名、缴费的收取会务费 1200 元/人；会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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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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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保健分论坛的参会人员现场缴费，请直接到第三报到处报

到，已在系统内注册缴费的可直接到入住酒店报到，领取会议资料并办

理入住手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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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会会议管理系统注册的参会人员会务组统一安排食宿。

交通、住宿费用自理。报到处设有穿梭巴士统一送到入住酒店，乳腺保

健分论坛入住的酒店是郑州嵩山饭店。 

（四）本次大会由于参会人员较多，不安排接站，请参会人员自行

到指定报到处报到。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 系 人：张彦武 13673671076   席  琛 13663006503 

          吕以东 18838110838 牛耀东 13526602191 

办公电话：0371-66903286 

 

附件：1.乳腺保健分论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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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报到处郑州嵩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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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大会-乳腺保健分论坛日程 

 

日期与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2018 年 

11 月 27 日 

 

第三报到处-全天报到 

 

 

11 月 28 日 

8:00-12:00 

 

全体人员参加主论坛 
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 

   11 月 29日 

08:00-08:30 

一、开幕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致辞 

 

张彦武 

 二、乳腺病诊治之妇幼专场（第一时段） 

（一）乳腺癌筛查的流程优化与环节控制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王颀教授 

（二）乳腺癌患者的人文关怀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马祥君教授 

（三）乳头溢液的诊治进展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连臻强教授 

（四）乳腺炎性疾病的分类诊疗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宁平教授 

刘玉献 

王志华 

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三、乳腺病诊治之妇幼专场（第二时段） 

（一）整形技术在乳腺外科中的应用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张彦武教授 

（二）妊娠期与哺乳期乳腺癌的诊治进展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吕以东主治医师 

（五）静脉港植入术的临床应用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牛耀东主治医师 

霍彦平 

杨颖涛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3: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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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乳腺病诊治之新进展专场（第一时段） 

（一）乳腺癌术后假体重建及肿瘤整形技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蒋宏传教授 

（二）2018 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之内分泌治疗解读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同济医院李兴睿教授 

（六）2018 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之化疗解读 

                   河南省人民医院刘明月教授 

谷元廷 

陈建中 

13:00-13:30 

13:30-14:00 

14:00-14:30 

 五、乳腺病诊治之新进展专场（第二时段） 

（一）乳腺癌手术方式与手术时机的选择 

河南省人民医院刘慧教授 

（二）湿疹样乳腺癌与炎性乳腺癌的诊疗进展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吕鹏威教授 

（七）激素替代治疗与乳腺癌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任琛琛教授 

（八）乳腺癌患者的生育力保护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管一春教授 

冯爱强 

尤伟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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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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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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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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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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报到处：郑州嵩山饭店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嵩山路与伊河路交叉口向西400米路南，邮编：
450006 

会务服务联系人：席琛 13663006503 

乳腺保健分论坛会务组联系人：张彦武 1368367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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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嵩山饭店乘车路线： 

1.郑州东站：乘地铁 1 号线到绿城广场站 C出站口，转乘公交 S112 路到伊河
路百花里站下车，向西步行147米即到。或乘公交 60 路到市委站下车，向南步
行754米到达。乘坐出租车预估费用 42 元。 

2.新郑国际机场：乘坐地铁城郊线--南四环站--转地铁 2 号线--紫荆山站--
转地铁 1号线到绿城广场站C 出站口，转乘公交S112路到伊河路百花里站下车，
向西步行147米即到。乘坐出租车预估费用 87元 。 
3.郑州火车站：出火车站西出站口，在西广场站乘坐公交 201 路到伊河
路百花里站下车，向西步行147米即到。或者在西广场乘地铁 1 号线到绿
城广场站 C 出站口，转乘公交S112路到伊河路百花里站下车，向西步行
147米即到。乘坐出租车预估费用1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