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分便函[2018]146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宣传工作委员会 

关于《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分论坛 

《品牌传播推动妇幼宣传教育》的会议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及医疗机构、会员单位： 

为更好地学习交流妇幼保健机构宣教工作经验，促进全国各级妇

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与医院宣传工作有机结合，提高妇幼保健机构健

康教育与医院宣传工作整体水平，增强学术气氛，推动学科发展。中

国妇幼保健协会定于 2018年 11月 27日—30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

《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期间，举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宣传

工作委员会《品牌传播推动妇幼宣传教育》分论坛。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中国妇幼机构分盟成立仪式 

（二）“蝴蝶健康”公益科普平台“蝴蝶学院”新媒体实训基地诠释   

（三）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宣传工作委员会青年学组成立仪式 

(四）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健康教育专委会成立仪式 

（五）学术讲座： 

健康促进医院新趋势、      融媒体时代的健康科普、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健康教育品牌影响力的打造  网站微信一体化建设与微信活动营销 

（六）经验交流： 

云南省妇幼健康教育与宣传工作的有机结合、 

河南省孕妇学校展示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 

1、主论坛：11月 28日上午 

2、分论坛：11月 28日下午，29日上午 

3、报到时间：11月 27日全天 

（二）会议地点： 

1、主论坛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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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宣传工作委员会《品牌传播推动妇幼宣传教育》分论坛地点： 

嵩山饭店峻极堂（天中堂南侧）。 

3、会议报到注册地点：嵩山饭店(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号，酒店

电话：0371—67176677，67176699)。（大会第三报到处） 

三、会议住宿：嵩山饭店(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号，酒店电话：

0371—67176677，67176699)。 

四、参会人员： 

（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宣传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及全国各省市县区

妇幼机构的健康宣教通讯员 

（二）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主管分管健康宣教的领导 



（三）各级妇幼机构及医疗机构、会员单位办公室、党办、宣传科、

健康教育科、妇幼保健、孕妇学校等相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五、其他事项 

（一）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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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系统注册报名（微信缴费）的收取会务费 1200元/人；

会议管理系统注册报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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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饭店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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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接到分论坛嵩山饭店报到处报到。 

5、协会即时开具电子发票至个人微信卡包里，自行下载打印。 

汇款信息：开户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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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委员会《品牌传播

推动妇幼宣传教育》分论坛通知可在协会网站直接下载：

http//www.cmcha.org。 



（五）本分论坛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彭文斌   13073092998    刘芙蓉  13653825128 

邮箱：624023714@qq.com 

附件：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宣传工作委员会《品牌传播推动妇幼宣

传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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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报到处嵩山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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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分论坛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 持 人 

11月 28 日 

下午 

2:00_2:40 

 

一、2018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宣传工作委员会年会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2、宣传分会主任委员讲话（工作总结及计划） 

3、增补：副主委、常委 委员 宣读名单颁发证书 

4、宣布成立青年学组 颁发 学组组长、委员证书 

 

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 

2:40-3:30 

 

5、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 负责人发言    

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新闻处 刘哲峰 处长 

6、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 中国妇幼保健机构分盟 

 授牌仪式、成员机构颁发证书  刘哲峰 施琳玲 

7、“蝴蝶健康”公益科普平台和“蝴蝶学院”新媒体实训

基地诠释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宣传处   施琳玲 处长 

 

李 智 

蒋文君 

王彦德 

3:30-3:40 茶 歇  

3:40-4:20 第二、专家讲座 

1、健康促进医院新趋势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培训部  田向阳 主任 

 

周建跃 

王峰丽 

汤建平 

 

4:20--5:10 

 

2、融媒体时代的健康科普  

清华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  苏婧  副所长 

5:10--6:00 3、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 

健康教育专委会成立仪式 

 

刘芙蓉 

6:10—7:30 晚  餐      



 

 

11月 29 日 

上午 

8:30—9:10 

第三、大会交流 

1、 健康教育品牌影响力的打造 

深圳龙华妇幼保健院   吴传安 院长 

 

孙方雷 

余杨 

张荣菊 9:10--10:40 2、网站微信一体化建设与微信活动营销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政务中心  陈广泰 主任 

10:40-10；50 茶  歇  

10:50-11:20 3、云南省妇幼将健教工作与宣传工作 

有机结合的经验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李 智  科长 

 

徐海龙 

陈海峰 

谭光明 11:20-11:50 4、河南孕校展示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刘芙蓉  主任 



附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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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会议广场”。 

二、 点击选择“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

发展大会”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三、 点击“会议详情”页面下方【我要报

名】按钮开始报名。 

四、 参会人信息填写： 

a) 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直接“点击选择”，选择参会人； 

b) 未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点击“进入”参会人管理，添

加参会人； 

五、 分会场及酒店确认： 

a) 选择“儿童早期发展分论坛”； 

b) 选择酒店并选择入住日期（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店自理”）； 

六、 报销发票： 

a) 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直接“选择开票信息”； 

b) 未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点击“发票信息管理”添加相

应发票信息；填写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 

七、 提交报名信息； 

八、 报到当天凭【历史会议】中已收费会议凭证办理报到、缴费、

开具发票、领取会议材料等相关手续。会议报名现场人多，为节

约您的时间，请尽量微信支付缴纳注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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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嵩山饭店交通路线 

地点：郑州嵩山饭店 

地址：郑州市嵩山路与伊河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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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里，约 1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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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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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米路南到达。全程约 6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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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公里，约 30 分钟，约 35 元。 

地铁 1 号线：郑州东站上车--绿城广场站下车，C 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交车

1 站到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全程 16.54 公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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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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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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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