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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 

关于举办《产后母婴康复管理与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优生优育协会）： 

各级妇幼保健及医疗卫生机构： 

各产后母婴康复机构及月子中心（会所）：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更好地提高产后母婴康

复机构的管理水平及服务人员的素质和技术、促进产后母婴康复服务

行业规范化发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

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8 日在安徽省阜阳市举办《产后母婴康

复管理与技术研讨会》，旨在提高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管理与技术

的专业理论与实践水平、加强产后母婴康复机构间的行业交流、推动

行业建设和健康发展。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 

承办单位：安徽省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 

广东仕馨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0 年 11 月 7 日-8 日。 

会议地点：安徽省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线下会议，线上同步实

况转播。）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三、会议内容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机构评审方案》解读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机构管理指南》解读 

3．《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机构档案书写规范》解读 

4．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运营问题分论坛 

5．母体产后康复关键问题分论坛 

6．母乳喂养与新生儿护理分论坛 

7．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感染控制分论坛 

8．产后康复时期母婴心理问题分论坛 

四、参会人员 

（一）线下会议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员单位的管理人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2．安徽省内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相关医疗机构行政领导、管理

人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为做好新冠肺炎的疫情防疫工作，减少人员聚集，每个分论坛限

制线下参会者 80 人之内，优先满足安徽省内人员需要，再以报名先

后顺序给线下参会者发布个人参会通知。 

（二）线上会议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员单位的管理人员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2．全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相关医疗机构的行政领导、管理人

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3．全国各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月子中心或会所）管理人员和相

关技术人员。 

五、参会方式 

（一）线下会议报到时间、地点  

1．2020 年 11 月 6 日全天，安徽省阜阳市格林豪泰商务酒店(阜

阳正基首府店)大堂（淮河路与西清路交叉口）；或：阜阳宝龙温德姆

至尊豪廷大酒店大堂（安徽省阜阳市淮河路 1000 号）。 

2．2020 年 11 月 7 日上午，安徽省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 15 楼会



 

议室大堂（淮河路与西清路交叉口）。 

（二）线上会议报名时间 

2020 年 11 月 6 日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官网会议平台报名

系统（详见附件 2），在该系统中注册、报名、缴费后获取参会二维

码参会。 

六、其他事宜 

（一）所有参会人员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会议报名系统（见附件 2）进行注册、报名、参会。 

（二）费用事项 

1．线下会务费标准（含会场费、资料费等） 

一般参会人员：1300 元/人；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员单位人员或个人会员：1000 元/人。 

2．线上会务费标准（含终端接入费、电子资料费等） 

一般参会单位每个终端 2000 元；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员单位或个人会员每个终端 1500 元。 

3．缴费方式 

线上及线下参会人员均可如上所述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官网会

议平台报名系统由网上注册、报名、缴费； 

线下参会人员也可于报到当天在报到现场注册、报名、交费。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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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和缴费时请注明：是否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员或会员单位，

及单位名称。 

（三）住宿安排 

会务组可为在报名系统注册者统一安排食宿，也可自行安排住

宿。所有参会者交通、食宿费用均自理。 

住宿地点：1. 阜阳宝龙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安徽省阜阳市



 

淮河路 1000 号（离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步行 1km），房价：双床标房

（含双早）及单床（含单早）均约 550 元/间夜。 

2. 格林豪泰(阜阳正基首府店)：安徽省阜阳市淮河

路与西清路交叉口（离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步行 200m），房价约 160

元/间夜。 

以上二处房价具体以报到时酒店收取为准。 

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一）会议专职联系人： 

贾罗琦 13816957504，邮箱：lqjia@fudan.edu.cn 

巩福玉 13505589802，邮箱：gongfuyu@126.com 

 

附件 1、2020 年产后母婴康复管理与技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图 

 

                                        

 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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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产后母婴康复管理与技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第 1 会议室 第 2 会议室 第 3 会议室 

11

月
7

日 

08:00-12:00 

2020 年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产后康复管

理委员会理事会 

  

13:00-18:00 
分论坛一：产后母婴

康复机构管理与运

营专题 

分论坛二：产后

母婴康复机构感

染控制专题 
分论坛五：产

后康复时期

母婴心理问

题专题 
11

月
8

日 

08:00-12:00 
分论坛三：母体

产后康复关键问

题专题 
13:00-18:00 

分论坛四：母乳喂养

与新生儿护理专题 
 



 

会议日程 

主论坛（第 1 会议室） 

2020 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康复管理委员会理事会日程 

日

期 
时间 会议项目 

11

月
7

日

上

午 

08:00-08:10 李忠民院长（阜阳市领导）致欢迎词 

08:10-08:20 安徽省（阜阳市）领导致欢迎词 

08:20-08:3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小千致开幕词 

08:30-08:50 

2020 年年本理事会工作总结及 2021 年工作计划。 

讲者：徐丛剑（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

会主任委员、理事长，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08:50-09:00 
第四批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等级评审通过单位颁证仪式。 

颁证者：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 

09:00-09:15 
2020 年理事替换、增补公告暨新任理事聘任仪式。 

宣读者：宋世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 

09:15-10:00 

专题报告：《产后保健工作在妇幼健康专科建设中的作用》 

讲者：郑睿敏（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女保健部副

主任，副研究员） 

10:00-10:30 

解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评审实施方案》 

讲者：徐丛剑（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

会主任委员、理事长，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10:30-11:0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总结发言 

11:00-12:00 

解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服务指南》 

讲者：王宏（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

理事兼秘书长，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主持人：王宏（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会议日程 

分论坛一（第 1 会议室）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与运营问题专题 

主持：宋世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会长） 

日

期 
时间 会议项目 

11

月
7

日

下

午 

13:00-14:0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对管理和服务指南的践行心得”。 

   讲者：潘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副理事长，新妈妈（北京）月子护理院院长） 

14:00-15:00 

基层医院产后康复的建设和多元化发展 

讲者：沈亚梅（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产后康复科主任，副

主任医师） 

15:00-16:00 

资本的介入可给产后母婴康复机构带来什么？ 

   讲者：方邓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

委员会理事兼继续教育部部长，广东仕馨母婴护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 

16:00-17:00 

信息化管理在产后康复母婴机构的应用。 

   讲者：施庆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

委员会理事兼法律维权部部长，江苏省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院

长，主任医师） 

17:00-18:00 
解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档案书写规范》 

讲者：贾罗琦（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治医师） 

11

月
8

日

上

午 

08:00-09:0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的团队建设及人才培养。 

   讲者：姚淑霞（山东聊城东昌府妇幼保健院院长） 

09:00-10:00 

浅谈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的营销模式。 

   讲者：杨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理事，郑州哈佛宝贝月子会所总经理） 

10:00-11:00 
现存产后康复机构的模式及特点。 

   讲者：刘丽（哈尔滨红十字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11:00-12:0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的管理与服务在疫情形势下的新变局。 

   讲者：曹伟（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副理事长兼宣传推广部部长，馨月汇母婴专护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http://www.baidu.com/link?url=nv2FI2G_CEFh3_Uq_JbOdMQSscOhGZ-WGQ6slSCxUN5lA9SCHjLHCCub3QBFjir2v1gZ4ZZ0ESYbeYf6LnS8h_
http://www.baidu.com/link?url=OLdK2QuITIKspf0vLiZv5oJJSoiWKsoLb9xVw1rzpWnzCT2HxZ6gAloex2kK1AF26DN9K_3AaMskXNzVQQ-xu_
http://www.baidu.com/link?url=OLdK2QuITIKspf0vLiZv5oJJSoiWKsoLb9xVw1rzpWnzCT2HxZ6gAloex2kK1AF26DN9K_3AaMskXNzVQQ-xu_


 

会议日程 

分论坛二（第 2 会议室）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感染控制专题 

主持：王靖（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理事） 

日

期 时间 会议项目 

11

月
7

日

下

午 

13:00-14:00 

产后康复机构中新生儿感染谁之过？ 

   讲者：汪吉梅（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

委员会理事，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

师） 

14:00-15:00 

留住有益菌！ 

   讲者：王俊生（教授，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后、世界卫生组

织感染控制客座教授） 

15:00-16:00 
新生儿肺炎的早期识别和诊断。 

   讲者：刘敬（北京朝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 

16:00-17:0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感染控制常态化管理。 

   讲者：袁晓宁（北医三院院感控制科主任,主任医师） 

17:00-18:0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内感染控制的过度与不足。 

   讲者：钟秀玲（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

委员会理事，主任护师） 

 



 

会议日程 

分论坛三（第 2 会议室） 

母体产后康复关键问题专题 

主持：王玲（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日

期 时间 会议项目 

11

月
8

日

上

午 

08:00-09:00 

产褥期产妇康复管理。 

   讲者：董丽（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理事，昆明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09:00-10:00 

妊娠分娩对盆底的影响及康复。 

   讲者：熊永芳（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

委员会理事，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10:00-11:00 

乳房肿胀的预防及处理 

讲者：方玲（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母乳喂养指导师，主管

护师、IBCLC） 

11:00-12:00 
慢性盆腔痛及性功能障碍的诊治。 

   讲者：程芳（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主任,主任医师） 

11

月
8

日

下

午 

13:00-14:00 
产后体态改变引发功能障碍的评估与治疗。 

   讲者：李善凤（江苏省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14:00-15:00 

产后腰背痛的运动康复干预策略。 

   讲者：葛环（江苏省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 

15:00-16:00 

产后形体康复技术的应用。 

   讲者：苏园园（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

师） 

16:00-17:00 

产妇产后康复院内外一体化服务。 

   讲者：朱维培（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

师） 

17:00-18:00 

中医药在产后康复中的应用。 

   讲者：刘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盆底诊治中心主

任,主任医师） 

 



 

会议日程 

分论坛四（第 1 会议室） 

母乳喂养与新生儿护理专题 

主持：汪吉梅（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员会理事） 

日

期 时间 会议项目 

11

月
8

日

下

午 

13:00-14:00 

保证产后成功母乳喂养的综合干预指导策略。 

   讲者：王靖（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理事，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感染控制科主任，副主任

护师） 

14:00-15:00 

乳母母乳不足和新生儿体重不增的原因和对策。 

   讲者：罗碧如（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

委员会理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15:00-16:00 

我们能为降低产后乳腺炎发生做些什么？ 

   讲者：黄群（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16:00-17:00 

母乳喂养中婴儿不耐受现象识别和处理。 

   讲者：张蓉（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理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 

17:00-18:00 

母乳性黄疸的“功”与“过”。 

   讲者：郑军（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委

员会理事，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会议日程 

分论坛五（第 3 会议室） 

产后康复时期母婴心理问题专题 

主持：郭春明（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健康职业岗位培训基地主任） 

日

期 时间 会议项目 

11

月
7

日

下

午 

13:00-14:00 

围产期心理保健的现状与探索。 

   讲者：郑睿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女

卫生保健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14:00-15:00 
积极心理学在围产期心理保健服务中的应用。 

   讲者：唐艳（北京市丰台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15:00-16:00 
心理危机和心理服务。 

   讲者：唐艳（北京市丰台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16:00-17:00 
心理咨询的原则与技巧。 

   讲者：陈慧（暨南大学附属东莞常平医院，主任护师） 

17:00-18:00 
妇幼保健工作中心理相关问题研究与进展。 

   讲者：周志春（北京市房山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11

月
8

日

上

午 

08:00-09:00 
产后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判断。 

   讲者：陈慧（暨南大学附属东莞常平医院，主任护师） 

09:00-10:00 

极低出生体重儿建立成长相册对产后母亲焦虑情绪的影响 

讲者：王娜（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主管

护师） 

10:00-11:00 
家庭关系视角下的产后心理问题。 

   讲者：姜文胜（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11:00-12:00 
产后自杀的风险评估与干预。 

   讲者：姜文胜（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服务号”进入“会议广场”。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产后母婴康复管理与技

术研讨会”点击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面； 

3. 选择分会场：分为网络直播会议和线下会议，您

可根据实际会议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

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后再进行勾选；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

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正确的发票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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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报名”并

支付注册费。 

三、 酒店预订： 

1.网络直播会议，无需预定酒店； 

2.点击“酒店选择”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酒店和房型，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选择入住时间、离店时间。（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

店自理） 

四、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五、 观看直播方式（非网络直播会议，请忽略）： 

1、第一次需要微信登录，验证手机号，必须是报名填写的手机号。 

2、缴费成功后可以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播观看。 

3、请于直播开始前到《直播回看》点击会议名称直播观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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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服务热线 400-004-2599、 苑

福仁 13311319458（同微信）、焦东健 16601157433 （同微信） 
 



 

附件 3：                     交通路线图 

1．阜阳市西关机场 – 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驾车共约 7 公里。 

2．阜阳西站（高铁站） – 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驾车共约 6 公里。 

 



 

3．阜阳火车站 – 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驾车共约 12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