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19］114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首届党建工作和妇幼健康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的通知 

（第二轮） 

 

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优生优育协会）： 

各理事、常务理事、会员单位：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也正值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成立

10周年。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结合即将在全党开展的“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助推妇幼健康事

业持续深入发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定于 2019年 6月 20-22日，在山东

省青岛市举办以“党建引领发展，文化铸就梦想”为主题的“首届党建

工作和妇幼健康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 

届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妇幼司领导将莅临大会并讲话。

大会邀请全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妇女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围绕“党

建引领发展，文化铸就梦想”主题进行交流发言。欢迎各级妇幼保健机

构同仁踊跃参会，共同交流学习党建和文化建设工作的经验做法。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支持单位：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 

青岛市妇幼保健院（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20-22 日，20 日下午报到，22 日下

午离会。 

（二）会议及报到地点：青岛黄海饭店（为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

点饭店；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一路 75号，电话 0532-82870215。） 

三、参会人员 

（一）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理事单

位、会员单位；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妇女儿童医院；党建工作和医院文

化建设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 

（二）各妇幼保健机构党委书记、院长；党建和医院文化建设工作

分管领导及党办、院办、宣传、工会、女工委、团委等相关党务工作人

员。 

四、会议日程及主要内容 

（一）6 月 20 日 16:30-18:00：首届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工作

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 

（二）6月 21日 8:30-9:00：开幕式 

（三）6月 21日上午 9:00-12:00：专题报告 

（四）6月 21日 13:30-17:30：经验交流 

大会将安排十余家医院就《沉浸式体验教育模式在儿童健康促进中

的应用》、《“三力”驱动“党建+文化”推动中心工作成效显著》、《夯实

“五好”根基，打造有温度的“五心”医院》、《“双中心”工作模式推动

医院高质量发展》、《积分制管理助推妇幼发展》等内容进行党建和医院

文化工作经验交流。 

大会将继续从上报的典型案例中选取交流发言单位，典型案例征集

截止时间延至 5月 24日。 

（五）6月 22日 9:00-11:00： 

参观青岛市妇幼保健院（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五、其他事项 

（一）请参会人员在 6月 10日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



统（详见附件 1）进行注册、报名和缴费。 

（二）费用标准 

注册费：1000元（资料、餐费）；  交通费、住费宿自理。 

（三）缴费方式 

1.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报名注册缴费； 

2.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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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账汇款需备注“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 

3.现场缴费：在会议报到处进行现场缴费。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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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即时开具电子发票发至个

人微信卡包，请自行下载打印。 

（五）参会人员系统报名时，务必选择酒店信息，如不需要请选择

“酒店自理”。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住宿地点：青岛黄海饭店（地址：

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一路 75 号，电话 0532-82870215），青岛汇泉王朝大

饭店（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南海路 9号，电话 0532-82999888）。 

（六）通知可在协会网站直接下载：http://www.cmcha.org 

（七）联系人及电话： 

黎  频 010-82667979    134 2631 9342 

项紫霓 0532-68661157   185 5326 3969（同微信） 

迟秀勤 0532-68661190   185 0532 1126（同微信） 

附件：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2.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征集说明     

3.交通路线图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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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击选择“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经验

交流会”进入“会议详情”； 

3.点击“会议详情”页面下方“我要报名”

按钮开始报名； 

4.参会人信息填写： 

（1）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直接点击“选择”，选择参会人； 

（2）未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进入“参会人管理”，参加参

会人信息，保存后选择参会人； 

5.酒店确认：选择酒店、房间类型及入住日期，如不需要请选择“酒

店自理”； 

6.报销发票： 

（1）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直接选择“开票信息”； 

（2）未使用过本会议系统的参会人，点击“发票信息管理”添加

单位抬头和税号等发票信息； 

7.提交报名信息； 

8.报到当天凭“历史会议”中已收费会议凭证办理报到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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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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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征集说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党建和文化建设工作，交流总结妇幼保健行业

基层党建和医院文化建设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决定

面向全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典型案例征集

工作，具体事宜如下： 

本次征集工作以省妇幼保健协会为单位进行推荐。党建工作和医院

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可直接自荐。 

一、主题和内容 

案例征集围绕“党建引领发展，文化铸就梦想”为主题，可以是经

过实践检验、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建工作及医院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也可以是解决某类典型问题的具体事例，选题要精准，并具有真实性、

针对性、实效性、典型性、创新性和可推广性。 

二、报送方法 

1.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将案例材料报至省妇幼保健协会，省妇幼保健

协会遴选优秀案例向大会推荐。 

暂时没有成立省协会的辽宁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由省（自治区）级妇幼保健机构统一收集、遴选优秀案例进行推

荐。 

2.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直接向大会报送案

例材料。 

3.各省推荐案例数量不限。 

三、报送时间 

请各省协会、各党建和医院文化委员会成员单位以及辽宁省、贵州

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自治区）级妇幼保健机构于 5

月 24 日前将本省优秀案例电子版（word 版本）发送至大会秘书处邮箱

djyyywh@163.com。 



四、案例形式 

（一）案例写法 

1.案例文本应当主旨清晰、层次分明、资料详实、语言生动、富有

感染力。 

2.字数一般在 3000字左右，最多不超过 5000字。 

（二）案例格式 

1.word文件名：XX省+单位名称； 

2.标题：第一行，二号加粗宋体字，居中； 

3.报送单位：第二行，三号楷体字，居中； 

4.正文：三号仿宋字，两端对齐； 

5.行间距：28磅。 

6.文章最后注明联系人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和邮箱。 

五、案例展示评选 

（一）各省推荐的典型案例将编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党建工作和

医院文化建设典型案例汇编》。 

（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将组织专家评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案例，

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首届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做典型

发言。 

（三）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拟于 11月发展大会上对在党建工作和医院

文化建设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进行表彰，表彰奖项为“妇幼健康天

使党建与医院文化优秀奖”。本次大会将对“妇幼健康天使党建与医院文

化优秀奖”进行初评（案例遴选）工作，以征集的“党建工作和医院文

化建设典型案例”材料为依据，不再重复开展典型案例的征集工作，不

上报案例材料将视为放弃参选资格。 

 

联系人：项紫霓 0532-68661157   185 5326 3969（同微信） 

迟秀勤 0532-68661190   185 0532 1126（同微信） 

                                    

                                 



附件 3 

交通路线图 

 
一、青岛黄海饭店（会议及报到地点）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一路 75 号 

电话：0532-82870215 

1.距离青岛流亭机场：50 分钟车程（33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100 元） 

2.距离青岛火车北站： 

（1）35 分钟车程（20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55 元） 

（2）1 小时路程（乘坐地铁 3 号线，至汇泉广场站） 

3.距离青岛火车站： 

（1）10 分钟车程（3.5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12 元） 

（2）20 分钟路程（乘坐地铁 3 号线，至汇泉广场站） 

 

二、青岛汇泉王朝大饭店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南海路 9 号 

电话：0532-82999888 

1.距离青岛黄海饭店：步行 10 分钟（600 米） 

2.距离青岛流亭机场：50 分钟车程（33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100 元） 

3.距离青岛火车北站： 

（1） 35 分钟车程（20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55 元） 

（2） 1 小时路程（乘坐地铁 3 号线，至汇泉广场站） 

4.距离青岛火车站： 

（1）10 分钟车程（3.6 公里，出租车费用约 14 元） 

（2）25 分钟路程（乘坐地铁 3 号线，至汇泉广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