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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19]123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白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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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8-30

日在甘肃省白银市举办“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白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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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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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妇幼保健协会 

      甘肃省白银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甘肃省白银市妇幼保健院 

二、主要内容 

1.申报“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中医馆”（具体见后述“六、基层

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中医馆”申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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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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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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西医结合培训基地”和“中医药适宜技术（专病）培训基

地”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3.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中医馆”（原“基层妇幼保健示范中医

馆”）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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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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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时间：2019年 6月 28日全天报到，29-30日会议； 

2.报到地点：白银饭店宏泰楼一楼大厅报到； 

3.会议地点：白银饭店铜城厅 3楼会议室； 

4.交通线路：详见附件 3。 

五、其他事宜 

1.参会人员请将回执于 2019年 6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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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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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缴费报到时即时开具发

票，务必提供单位税号。系统内缴费直接到报到处打印或领取正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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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账时，请注明会议名称和参会人姓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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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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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会议通知可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站下载

（http//www.cmcha.org）。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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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中医馆”申报说明 

请全国范围内妇幼保健中医药工作开展好的市（地）和县级机构（每

年中医药诊疗人次不少于 5000例），参考我会印发的《基层妇幼保健机构

中医科（中医馆）建设标准》自评后，按要求填写《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标

准化中医馆申报表》并加盖法人公章，同时提供前述《建设标准》中提到

的硬件条件照片和人员职称复印件。《建设标准》和《申报表》可进邮箱

zxyfh88@163.com 下载（密码 88zxyfh，下载“白银会议”文件，请只下

载，不要删除）。 

 

 

附件：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2.交通路线图； 

3.会议日程。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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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

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 

二、 点击右下角“会议广场”→“个人中

心”。 

三、 添加参会人信息和发票信息： 

1.点击“参会人管理”，添加参会人信息； 

2.点击“发票信息管理”，添加发票信息，

填写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

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个“0”）。 

四、 填写报名信息： 

1. 返回到会议广场页面，点击选择“‘妇幼健康中医年系列活动—白

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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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面； 

3. 点击“参会人”，选择需要报名的人员信息； 

4. 选择分会场（无分会场的会议无需操作）； 

5. 选择酒店、房型、入住时间、离店时间，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如

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店自理） 

6. 点击“选择抬头”，在弹出窗口勾选发票信息。 

五、 提交报名信息进入支付页面，滑动手机屏幕至最底端，选择支付方

式。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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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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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附件 2 

交通路线 

一、报到酒店：白银饭店 

地址：白银市白银区红星街 269号 

联系电话：苏雯琳 17794239855    巨雅洁 17358187627 

二、乘车路线： 

1. 乘坐飞机的学员可在中川机场乘坐中川机场到白银大巴，每天往

返 6趟班车，参考票价 30元，全程耗时约 1小时 20分钟。机场发车时间：

9:40 至 21:20  每小时一班；白银发车时间：05:00 至 17:00，每小时一

班。乘车地点：中川机场白银候机楼 1楼(白银饭店) 

2.乘坐汽车的学员可在白银汽车站下车，乘出租车约 5元。乘 1路公

交车到会展中心站下车向东步行 200米即到。 

3.沿人民路向北步行约 1公里即到。 

三、会议服务联系人 

姓名：    高爱梅      电话：18993958228 

姚中骥      电话：1819448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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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 持 

6月 28日 

（周五）全天 
会议报到 

6月 29日 

（周六） 

上 午 

开幕式： 

一、 甘肃省白银市卫生健康委领导讲话 

二、 甘肃省白银市政府领导讲话 

三、 甘肃省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四、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 副秘

书长 

王  玲 

1.中西医结合治疗妇产科疾患的优势       

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裴正学教授 
甘肃省妇幼

保健院党委

书记 

刘东海 

 

2.中医药学国际展望 

甘肃省妇幼保健协会  安  平会长 

3.孕产妇乳腺的全程管理 

北京市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顾岳山院长 

4.中医药融合妇幼健康新模式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东阳市妇幼保健院  郭兰中院长 

6月 29日 

（周六） 

下 午 

5.中医适宜技术在中医妇儿杂病诊疗中的运用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张迎春主任 

白银市妇幼

保健院 

张淑一院长 

6. 女性更年期中医保健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俞而概教授 

7.隔药三角灸治疗慢性盆腔炎适宜技术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王世彪教授 

8.应用三部推拿疗法治疗婴幼儿腹泻 

                      江苏省人民医院  田青乐教授 

6月 30日 

（周日） 

上 午 

9.中西医结合在卵泡发育不良中的应用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金志春教授 

甘肃省第二

人民医院中

医科 

王世彪教授 

10.高龄卵巢低反应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策略 

                              北京妇产医院  何军琴主任 

11.中医药在女性生殖健康调治中的优势与特色 

                      甘肃中医药大学  武权生教授 

12.中医儿科常用外治及物理疗法的临床运用 

广西柳州市妇幼保健院  郭钦源主任 

13.中医适宜技术在小儿厌食中的应用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  邓雪梅主任 

14.会议总结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金志春主委 

6月 30日 

（周日） 

下 午 

15.参观白银市妇幼保健院 

甘肃白银市

妇幼保健院 

张淑一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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