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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19］264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第十届妇幼健康发展大会院长论坛》的通知 

 

各省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 

各妇产、儿童医院及相关医疗机构: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刚要》和《健康中国行

动 2019-2030》工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和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19年 11月 28-29

日在重庆市举办《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期间举办《院长

论坛》及《第二届第四次理事大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旨在认

真总结协会成立十年来开展贯彻落实国家政策与创新、改革与促进、

建设与发展妇幼健康事业的成功经验与成果，在新时期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妇幼方针政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和健康的向往，

提高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管理能力与水平，不断创造新的妇幼健康伟业。

具体事宜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地市级工作委员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县级工作委员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卫生管理专业委员会 

二、会议内容： 

（一） 政策、形势与任务 

（二） 第二届第四次理事、会员代表大会 

（三） 创新改革与发展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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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典管理经验交流 

（五） 妇幼健康新技术交流 

三、参会人员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及相关医疗机构院长、副院长以及

医院职能、业务科室的管理人员等。  

四、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9 年 11月 27 日全天报到；11 月 28日上

午全体参加主论坛；11月 28日下午-29 日全天院长论坛；11月 28

日下午 16:00-17:30第二届第四次理事大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二）会议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市渝北区悦来大道

66号，交通路线图见附件 3）； 

院长论坛及第二届第四次理事大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场

（会议中心—欣悦厅）：  

（三）会议报到： 

1.参会人员需通过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进行

报名、注册、交费，参会时到各住宿酒店报到； 

2.未进行注册、交费的参会人员报到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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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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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报到缴费，完成报到后再到注

册选定酒店入住。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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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明参加院长论坛。 

（二）费用事项 

1.会务费标准（含会场费、资料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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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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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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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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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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期间因房源紧张，未提前缴纳注册费及房费的参会人员，

到大会报名现场分配酒店及房间，会务组可能无法保障住房的个人意

愿和协议价格。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赵原卉  010-82647981  13683261163 

（二）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卫生管理专业委员会  

 刘功姝  13920316213 

（三）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   

黎曼侬  1890885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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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地市级工作委员会  

 黄迎  13661913359    喻琼波 15074813815  

（五）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县级工作委员会 王文波 18790290162 

（六） 大会联系人见《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通知》 

 

 

 附件： 1.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流程 

2.院长论坛及第二届第四次理事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日程 

3.交通路线图 

4.论坛入选酒店名单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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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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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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论坛（一） 

及第二届第四次理事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日程 

 

日期 内  容 主持人 

2019 年 

11 月 27 日 
全天报到 

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 11 月 28 日 

8:00-12:00 

全体参加主论坛 

12:00-13:00 午餐  

13:00-13:20 
一、开幕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会长张文康讲话 
宫露霞 

13:20-16:00 二、形势与任务 

1. 健康中国与妇幼健康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王卫国 

2. 妇幼保健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思考 

                   上海市卫健委科教处处长 张勘 

3. 百年妇幼话医魂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长 仇杰 

张小安 

钱犁 

16:00-17:30 三、会员代表大会： 

（一）协会工作汇报 

（二）财务工作说明 

（三）监事会工作汇报 

（四）增补副会长、更换法人说明 

（五）协会设立学术委员会说明 

（六）新增分支机构说明 

于小千 

18:00-20: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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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论坛日程（二） 

 

 

 

 

 

 

 

日期 内  容 主持人 

11月 29日 

8:00-10:00 

 

 

四、创新、改革、发展 

1. 为出生缺陷防控耳聋基因筛查优秀单位颁奖和第四

期项目单位颁牌： 

（1）宣布出生缺陷防控耳聋基因筛查优秀和第四期项

目单位名单：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颁奖和颁牌 

2. 中国儿童健康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原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副巡视员曹彬 

3.妇产专科医院医联体模式的探讨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长 徐丛剑 

邵 平 

方文莉 

10:00-12:00 4. 创新驱动儿童妇女健康发展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书记 夏慧敏 

5. 基于信息化基础的县乡村妇幼一体化建设思路 

湖南省长沙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夏宇 

6. 妇幼保健院信息化建设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长 沈嵘 

7. 质量体系与循证医学工具应用：让等级评审更容易 

山东省莱州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张晓平 

 

丘小霞 

 贾跃旗 

12:00-13:0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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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论坛日程（三） 

日期 内  容 主持人 

11 月 29 日 

13:00-14:30 

五、经典经验交流 

1. 产科一站式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院长 张万龙 

2. 学习国际医疗质量安全、人文的深刻感悟与思考 

中美（北京）母婴健康教育培训基地主任邢舒茶 

3. 全生命周期妇幼健康服务实践探索 

河南省郏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王江定 

程龙献 

 李长卿 

14:30-16:00 4. 医学人文与学科体系建设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姚吉龙 

5. 医院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贵州省六盘水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刘春萍 

盛小奇 

王守磊 

16:00-18:00 六、妇幼健康新技术交流 

1.云南省儿童眼底病普筛模式初探 

云南省优生优育协会副会长、昆明医科大学教授  

唐松源 

2.建设智能妇幼，打造妇幼健康服务 

重庆市九龙坡区妇幼保健院 蓝代礼院长 

3.信息化助力妇儿学科发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副院长 张成普 

4.出生缺陷防控手段 

广东省 HPV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谢龙旭博士 

5.母乳、人乳、母乳喂养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 杨燕涛 

6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学科发展之路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张华 

王玲 

刘功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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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 通 路 线 图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大道 66号，联系人：曾毅 18523587602 

 
1.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江北机场 T2 航站楼上车(王家庄方向)悦来站下车（站内换乘）

乘坐轻轨 6 号线（礼嘉方向）国博中心站下车（3 号出口）全程约 40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20 分钟，费用约 27 元； 

2.火车北站-南广场 

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上车（鱼洞方向）红旗沟站下车（站内换乘）乘

坐轨道 6 号线（北碚方向）礼嘉站下车（站内换乘 6 号线支线）国博线到国际博览中心站

下车即到，全程约 53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45 元 

3.火车北站-北广场 

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重庆北站北广场上车（王家庄方向）悦来站下车（站内换乘）

乘坐轻轨 6 号线（礼嘉方向）国博中心站下车（3 号出口）全程约 50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30 分钟，费用约 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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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论坛入选酒店名单 

 

序号 酒店名称 星级 报价 地址 会场距离 联系人 

1 重庆金陵大饭店 5 650 
重庆 渝北区春华

大道 99 号 
5.4 公里 

邓玲

13527505315 

2 
重庆保利皇冠 

假日酒店 
5 650 

重庆 渝北区北龙

怀街 1 号 
10 公里 

赵丽娟 

18580872037 

3 
重庆滨乐·宝轩 

酒店 
5 600 

重庆 渝北区赛迪

路 2 号 B 座 
11 公里 

彭佳圆 

19923221817 

4 
重庆维景国际 

大酒店 
5 530 

重庆 渝北区金开

大道 1598 号 
5.3 公里 

吴佩佩 

15998979717 

5 
重庆华侨城嘉途

酒店 
4 550 

重庆 渝北区两江

新区悦华路 2 号 
6.4 公里 

尹金虹 

13102391188 

6 
重庆银鑫世纪 

酒店 
5 538 

重庆 渝北区回兴

宝桐路 9 号 
13 公里 

胡林玉 

18523333892 

7 重庆熙美酒店 4 520 
重庆 渝北区睦邻

路 160 号 13 幢 
6.8 公里 

李陶 

1898371338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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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海锋 

17666033919 

9 重庆盈田酒店 4 380 
重庆 渝北区北部

新区金福路 35 号 
12.2 公里 

吴长端 

18580859686 

10 重庆奥蓝酒店 4 380 
重庆 渝北区两路

双龙大道 218 号 
11 公里 

岳永梅 

13618357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