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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19］61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济宁行”暨“全国妇幼保健系统 

中西医结合妇儿疾病诊治培训班”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及相关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全面落实《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不断提高中医

药和中西医结合在妇幼健康中的服务能力，促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共融

发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于 2017 年 4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

的“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两年来对促进妇幼健康中医和中西医结

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妇幼健康中医年”系

列活动开展和中医中西医结合妇儿医学的发展，兹定于 2019年 5月 24-26

日在山东省济宁市举办“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济宁行”暨“全国

妇幼保健系统中西医结合妇儿疾病诊治培训班”[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项目编号 2019-05-03-102（国）]。本次会议期间将增补“全国中医

中西医结合培训基地”和“全国中医药适宜技术（专病）培训基地”。现

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山东省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卫生健康局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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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1.增补“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培训基地”、“全国中医药适宜技术（专

病）培训基地”（增补基地要求详见本通知“五、新增两个培训基地说明”）； 

2.妇幼健康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发展经验交流、学术讲座与交流、适宜

技术推广（内容详见附件 1）。 

三、参会人员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委员； 

2.“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培训基地”、“全国中医药适宜技术（专病）

培训基地”和“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示范中医馆”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代表； 

3.各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等单位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

人； 

4.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或西医的妇产科、儿科、生殖医学、妇女保

健、儿童保健等相关专业的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 

四、会议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 

1.时间：2019年 5月 24日全天报到，25-26日会议。 

2.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麗风酒店（济宁市任城区古槐路 57 号党校大

厦），交通线路详见附件 3。 

3.参会人员请将回执于 2019年 5月 19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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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明参加“全国妇

幼保健系统中西医结合妇儿疾病诊治培训班”。本次会议通知可在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网站（http//www.cmcha.org）下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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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费等），会员单位 10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1100 元/人，在会

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缴费者 900元/人。 

5．参会人员系统报名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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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参会人员现场缴费，（转账付款的请携带汇款凭证复印件或电子版）

或系统缴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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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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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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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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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食宿，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住宿标准请在系统中填写。无注册信息

者自行安排食宿。 

五、新增两个培训基地说明 

本次会议期间拟新增第三批“全国妇幼保健中医中西结合培训基地”

和“全国妇幼保健中医药适宜技术（专病）培训基地”，全国范围内符合

两个“培训基地”基本标准的单位均可申报。申报单位自评合格后填写申

报表，加盖公章，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协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结合规划要求，由协会确定数量和单位，并将在本次会议上授

予证书和牌匾。请有意申报的单位，于 2019 年 5 月 1 日前将申报表和相

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快件邮寄至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 745号湖

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尹燕主任收（邮编 430070，电话 15972229707），

或扫描后发至分会邮箱 zxyfh@hbfy.com。 

两个《培训基地基本标准》、《培训基地申报表》可进邮箱 

zxyfh88@163.com下载（密码 88zxyfh，下载“济宁会议文件”，不要删除

文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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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西医结合分会 

  秘书长黄自明  18971075812    副秘书长尹燕   15972229707 

 

附件：1.会议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图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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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  持 

5 月 24 日

（周五） 
全天报到 

济宁任城区
妇幼保健院 

5 月 25 日

（周六） 

8:00-9:00 

开幕式 

一、山东省济宁市政府领导致欢迎辞 

二、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三、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四、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领导讲话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 
副秘书长 
王玲 

 

9:00-12:00 

讲座 

一、中医药发展战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司杨荣臣司长 

 

 

 

山东安丘市

妇幼保健院

院长吴耀炫 

二、以不孕不育和自然流产中西医认识为例谈医学的正反向思维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金志春 

三、调经促孕十三针及其在辅助生殖中的应用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医院针灸科主任  房繄恭 

四、雷火灸技术在妇科疾病的应用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  张秀荣 

5月 25日

（周六） 

下 午 

五、外治法在小儿脾胃病的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胡小英 

 

 

山东省妇幼

保健院中医

科主任 

张秀荣 

六、综合医院儿科中西医融合之经验谈 

重庆市九龙坡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闫  军 

七、中医儿科临床常用外治法及应用举例 

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医部部长  郭钦源 

5月 26日 

（周日） 

上 午 

八、基于大数据儿童中医体质管理的社区实践和探索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  潘明沃 

 

 

山东东明县

妇幼保健院

院长胡辰生 

九、穴位注射治疗小儿脑损伤性疾病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康复科主任  朱登纳 

十、中医药在儿童保健中的应用 

山东省安丘市妇幼保健院  吴耀炫 

十一、中医与妇幼保健共融发展之初探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中医健康养生部部长  孙继伟 

5月 26日 

（周日） 

下 午 

十二、以三部推拿法为主防治婴幼儿发热的策略方案 

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儿科主任  田青乐 

 

济宁市任城

区妇幼保健

院中医健康

养生部部长 

孙继伟 

十三、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河南省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袁俊斋 

十四、中医与儿童康复的有效融合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主任  朱绍宁 

十五、大会总结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金志春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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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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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

动—济宁行暨全国妇幼保健系统中西医

结合妇儿疾病诊治培训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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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参会人管理，添加参会人； 

五、 分会场及酒店确认： 

a) 选择相应主会场或分会场（无分会场的无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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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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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到酒店 

山东省济宁市麗枫酒店 

地址：济宁市任城区古槐路 57号党校大厦 

联系电话：0537-3206666 

  

 

 

 

 

 

二、乘车路线 

1.济宁火车站：出站后乘坐 16、28 路公交车在北门小区站下车，步

行 100 米到达酒店；乘出租车路程约 5 公里，大约耗时 10 分钟，打车费

用 12元左右。 

2.济宁曲阜机场：机场随航班班次配有旅客班车直达济宁市区；乘出

租车路程约 32公里，大约耗时 35分钟，打车费用 65元左右。 

3.曲阜高铁站：出站后向右手方向步行 100米，在曲阜高铁汽车站乘

坐大巴或城际公交抵达济宁汽车南站或汽车北站，然后打车（费用 10 元

左右）至酒店；乘出租车路程约 60 公里，约耗时 58 分钟，打车费用 110

元左右。 

三、会议服务联系人：苏抗抗，15563137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