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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19］250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推广国际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适宜技术 

--无创助产技术、高危新生儿抢救管理分论坛》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产儿科及相关医疗机构项目单位: 

为推广国际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普及无创产钳、无创助产

技术、会阴深度裂伤缝合技术改进、高危新生儿抢救管理，推广助

产适宜技术和提高产儿科管理服务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 2019年 11月 28-29日在重庆市举办《第十届中国妇幼

保健发展大会》，期间特举办无创产钳、无创助产技术、会阴及深

度裂伤缝合技术改进、赴美经验交流分论坛。此次分论坛特邀美国

旧金山太平洋医疗中心执行主席、国际部主任范渊达教授、美国斯

坦福大学妇儿医院客座护理教授黄曼丽及赴美学习归国后在无创助

产技术、临床操作管理方面有重大改进的产科专家就学科最新进

展、临床技术改进进行交流、研讨并展开模拟训练，论坛期间将表

彰在产儿科临床改革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并颁发奖杯。具体事宜如

下： 

一、培训内容 

（一）授课部分 

1、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项目成果与体会； 

2、美国产科临床新进展、高危孕产妇管理及引产； 

3、产房安全核查流程管理； 

4、大分娩量的公立医院，实现产房人性化管理服务方法及挑战； 

5、高危孕产妇产前、产时、产后护理管理要点及美国催产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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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程管理； 

6、无创产钳技术分解及会阴深度裂伤缝合技术分述； 

7、产儿科防院感误区解读； 

8、难产早期识别； 

9、持续多年平均 1.7%-2.8%的低会阴侧切率是如何做到的； 

10、无创产钳技术临床经验分享； 

11、无创助产对新生儿窒息及盆底影响临床研究分析； 

12、美国临床麻醉、与产时麻醉用药对比以及副作用分析； 

13、产后出血的救治策略； 

14、产儿科防院感建筑设计的重大改进； 

15、中美产儿科卫生制度差异化分析； 

16、国际母乳喂养临床新进展； 

17、瘢痕子宫再孕的安全管理。 

18、推广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项目的发展与展望。 

（二）实操指导部分 

1、无创产钳助产技巧操作示教演练； 

2、新生儿复苏技术操作示教演练； 

二、参会人员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及相关医疗机构业务院长、产科

儿科主任、护士长、助产士、医护技术骨干、从事产科、儿科工作

的医护人员以及医院的管理人员均可参加。  

三、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28日下午半天，29 日全

天，27 日全天报到； 

（二）会议地点：重庆悦来国际会展中心（重庆市渝北区悦来

大道 66号）联系人：曾毅 18523587602） 

分论坛会场：温德姆酒店会议室－宴会 A； 

（三）报到及住宿地点：重庆熙美酒店、维也纳酒店（宜必思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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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会前已缴费者可直接到住宿地点报到，现场缴费者需先到“重

庆国际博览中心--中央登录大厅”（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大道 

66号，博览中心联系人：曾毅 18523587602）进行报到缴费，完成

报到后再到注册选定酒店入住。 

四、其他事宜  

（一）参加会议人员请将回执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务必

登录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详见附件 1），注

册、报名、缴费、参会，并注明参加的分论坛名称。 

（二）费用事项 

1.会务费标准（含会场费、资料费等） 

参会人员如在报到现场注册、交费的，会员单位 1400 元/人；非会

员单位 1500 元/人。参会人员如在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交费的 

1200元/人。 

2.电子发票 

参会人员在会议签到时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回去后自行下载打

印。参会人员务必提供单位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协会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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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时，请注明：第十届中国妇幼年会 

（三）住宿安排 

会务组为在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注册者统一

安排食宿。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住宿宾馆及标准详见附件。 

酒店预订、缴费、退费需知： 

1.住宿酒店由大会提供酒店名录和标准，参会人员自愿选择入 

住，酒店房间分配按参会人员注册缴费时间排序，住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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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会人员报名成功缴纳注册费后，系统将提示参会人员选择

酒店，并缴纳房费。缴纳房费后，会务组视为酒店预订成功，并为

参会人员留房。 

3.因大会期间房源紧张，未按要求提前缴纳注册费以及房费的

参会人员，只能到大会报名现场分配酒店及房间，而会务组无法保

障现场分配住房的个人意愿和协议价格。 

 

 

五、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赵原卉  82647981  13683261163 

国  华  88504217  18513216939； 

张广艳  88504213  18811068947； 

 

附件： 1. 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2. 日程安排 

3. 交通路线图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酒店名称 星级 
价格 

标间=大床 
地址 会场  距离 

重庆熙美酒店 4 520 
重庆 渝北区 

睦邻路 160 号 13 幢 
6.8 公里 

维也纳酒店 

（宜必思酒

店） 

4 490 
重庆 渝北区 

国博城悦城路 53 号 
96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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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流程 

 

一、 个人注册流程： 

1.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右侧二维码进入“第十届

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的大会首页。 

2. 点击“会议报名”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面，填写

手机号码，通过短信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点击

下方“确定”，系统会跳出回到大会首页。 

3. 再次点击“会议报名”，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

面，填写所有个人信息。 

4. 在分论坛列表中选择“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成果分

论坛”。 

5. 填写完个人信息以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报名方式”页面。 

6. 选择注册费支付方式。注册费有三种支付方式： 

 线上直接支付； 

 线下支付：对公转账汇款/现场支付（即刷公务卡 / 现金支付）。 

7. 酒店预订：选择是否预订大会为您提供的酒店，如不需要会议提供的酒店，请选择

“不预定酒店”。 

8. 点击“下一步”进入“预订酒店”页面。 

9. 预订酒店信息填写： 

 选择酒店； 

 选择入住日期和离店日期（具体时间以酒店规定为准）； 

 选择房型。如果是选择“标间床位”即拼住，请务必勾选您的性别，以便后期分配

拼住对象； 

 点击“下一步”进入【确认信息】页面，核实您填写的信息是否有误，如有误，请

点击手机屏幕下方的“返回键”进行修改，如确认无误，请点击“下一步”进入

“填写发票”界面。 

二、 填写发票信息：请按要求填写报销单位的发票抬头和发票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如不需发票，请选择“个人”。 

三、 点击确认，提交报名信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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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1157433 （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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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推广国际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适宜技术分论坛》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2019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三 
全天 报到 

11 月 28 日

星期四 

上午 
8:00-12:00 全体参加主论坛 

下午 

 

 

 

 

 

 

 

 

 

 

 

 

13:00-13:30 

一、开幕式 

1、宣布推广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适宜技术建设基地和师资团队名单 

2、颁发匾牌和证书 

3、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13:30-14:00 

二、讲座 

1、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项目成果与体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美（北京）母婴健康培训中心主任邢舒茶 

14:00-15:00 
2、美国产科临床新进展、高危孕产妇管理及引产   

                       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妇产科执行主席范渊达 

15:00-16:00 
3、产房安全核查流程管理 

                                                  北京大学三院产科主任赵扬玉   

16:00-16:40 
4、大分娩量的公立医院，实现产房人性化管理服务方法及挑战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院长朱元方 

16:40-17:20 

5、高危孕产妇产前、产时、产后护理管理要点及美国催产素使用流程 

管理 

                                         美国斯坦福大学临床护理博士黄曼丽                             

17:20-18:00 
6、无创产钳技术分解及会阴深度裂伤缝合技术分述 

                        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医学中心妇产科执行主席范渊达 

晚上 18:00-19:00 
晚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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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 

星期五 

上午 

08:30-09:10 
7、产儿科防院感误区解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控处长李六亿教授 

9:10-09:50 
8、难产早期识别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孙丽洲                     

9:50-10:00 休   息 

10:00-10:40 

9、持续多年平均 1.7%-2.8%的低会阴侧切率是如何做到的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张哲                                  

10:40-11:20 
10、无创产钳技术临床经验分享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产房杨俊玲主任                          

11:20-12:00 
11、无创助产对新生儿窒息及盆底影响临床研究分析 

                                        山东枣庄妇幼保健院 产科主任李姗姗 

中午 12:00-13:00 午  餐 

11 月 29 日

下午 

 

13:00-13:40 
12、美国临床麻醉、与产时麻醉用药对比以及副作用分析；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唐江               

13:40-14:20 
13、产后出血的救治策略 

                                                    石家庄市第四医院郭清院长                                 

14:20-15:00 
14、产儿科防院感建筑设计的重大改进 

                       国家卫计委卫生工程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张九学 

15:00-15:10 休  息 

15:10-15:50 
15、中美产儿科卫生制度差异化分析 

                                美国爱玛客服务产业（中国） 邵长征经理                           

15:50-16:30 
16、国际母乳喂养临床新进展 

                    美德乐（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学经理 张美华                                 

16:30-17:10 

17、瘢痕子宫再孕的安全管理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主任医师崔世红 

17:10-17:30 
18、推广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项目的发展与展望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王玲 

18:00-19:00 晚餐后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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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