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20〕210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开展 

《2020 年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大赛》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院及相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及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关于《早产儿保健工作规范的通知》，规范早产儿营养支

持临床实践，推广交流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的新进展，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决定组织开展“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大赛”，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 大赛主题 

“蔼启新程，全例以赴” 

大赛围绕“汇集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个案管理，促进基层医务

人员营养治疗规范”，聚焦“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支持”的热点，以“蔼

启新程，全例以赴”为主题，切实提升广大基层医务人员早产儿营养

管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助力学术发展，选拔优秀的团队及个人成为

规范早产儿营养管理的学术使者，扩大参赛人员所属专业医疗机构的

影响力。同时，促进妇幼保健机构及医疗专业机构的新生儿科、儿童

保健科、营养科、护理等多学科共同协作，保障早产儿新生儿健康成

长。 

二、 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 

三、 赛事安排 

分病例征集、预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病例征集时间：2020年 11月 1号至 2020年 12月 6日（星期日）

前。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院及相关医疗单位的

参赛人或参赛团队将《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治疗病例》和《早产儿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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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营养病例大赛报名表》（见附件二）统一上传至大赛组委会邮箱：

17706437@qq.com。 

预赛时间：2020 年 12 月 6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3 日。预赛分预

选和复选两部分。 

决赛时间：2020 年 12 月 26 日（根据疫情发展情况，若届时无

法举办现场比赛，则改为线上形式）。 

决赛地点：武汉市。 

有关病例比赛的具体方案详见附件一。 

四、 相关要求 

(一) 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院及相关医疗

单位、团队、个人自愿组织报名参加。 

(二) 参赛要求：妇幼保健机构及相关医疗单位新生儿科、营养

科、儿保科以及护理等从事早产儿诊疗的相关专业医务人员或团队。 

(三) 报名时间及要求：参赛选手或团队应在 12月 6日前完成报

名及病例递交。 

五、 联系方式 

(一) 大赛赛制联系人： 

陈佩佩 18600820962    李燕琼 18611648697 

(二) 案例要求联系人： 

赵  文 15921687171 

 

附件： 1.2020年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大赛实施方案 

2.2020年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大赛申请表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0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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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大赛实施方案 

 

一、 大赛主题 

“蔼启新程，全例以赴” 

二、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营养专业委员会 

大赛分病例征集、预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各参赛团队或个

人通过大赛组委会专用邮箱 17706437@qq.com递交病例及报名表，12

月 6日递交截止。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比赛组

委会汇总比赛病例。预赛分为预选与复选两部分，由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儿童营养专委会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团，对预选病例进行盲审，

评选出 50份优秀病例进入复选。复选病例经过区域比赛，筛选出 12

位优秀病例进入全国总决赛。全国总决赛将在 12月 26日进行。 

三、 病例征集 

(一) 内容要求：参赛《早产儿个体化营养治疗病例》需包括以

下 8个部分内容：1）患者信息； 2）主诉病史；3）辅助检查；4）

临床诊断；5）营养评估及营养诊断；6）治疗经过(营养治疗)； 7）

治疗结果（营养结局）；8）分析讨论。 

(二) 参赛病例统一格式要求：PPT  

(三) 病例上传截止时间：2020年 12月 6日（星期日）。 

(四) 上传方式：各妇幼保健院及相关医疗单位将《早产儿个体

化营养治疗病例》和《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大赛报名表》（见附件

2）统一上传至大赛组委邮箱：17706437@qq.com；上传邮箱时，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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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及参赛病例中标题统一标注：早产儿营养病例大赛-医生姓名-

城市。 

(五) 病例上传成功后，组委会将在 48小时内，将参赛作品是否

符合参赛标准邮件反馈给参赛人或参赛团队。符合参赛标准的病例将

参与后续评选；不符合参赛要求的病例，将要求按照大赛细则调整后，

重新提交。 

四、 预赛--预选赛制 

(一) 征集到的病例将按照盲法的原则分配到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区域专家评审团进行评选。 

(二) 评审规则。组委会在分配前将隐藏参赛医院、参赛人/团队

姓名等重要信息，采用交叉审核的原则，将由其他区域专家评审团进

行点评评分。 

(三) 预赛-预选。组委会收集区域专家团的所有评分，按照分数

排名，评选出优秀病例共 50份，评选出的 50份病例交由国家级专家

评审团进行复核，最终选出 12份优秀病例进入全国总决赛。 

(四) 评分标准： 

评选项 评分要点 单项得分 实际得分 

病例内容 

以营养管理为主线，涵盖早产儿住

院及出院后的全程营养管理；体现

多学科合作的营养诊疗 

30 
 

临床基本能力 

相关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扎实、熟

悉程度高 
10 

 

理论结合实际，说服力强 10 

 
对问题理解准确，能针对问题提出

高质量的见解 
10 

 

临床思维水平 思路敏捷，逻辑性强，阐述问题调 15 
 



理清晰 

病例理解透彻、重点突出，论证严

谨 
15 

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表达自然流畅 10 

 
总得分 100 

 

五、 预赛—复选赛制 

(一) 预赛复选的病例将按照盲法的原则分配到国家级专家评审

团进行评选。 

(二) 评审规则。组委会在分配前将隐藏参赛医院、参赛人/团队

姓名等重要信息，采用盲法进行交叉审核评分。 

(三) 预赛-复选。组委会根据国家级专家评审团的评分，按照分

数排名，评选出优秀病例共 12份，参与总决赛。 

(四) 评分标准：同预选赛。 

六、总决赛赛制 

(一) 总决赛时间：2020年 12月 26日。 

(二) 赛制：参与总决赛的个人/团队抽签决定病例演讲比赛的次

序。10位国家级专家评委参与评审、提问、点评和评分。 

(三) 案例演讲要求：每个病例分配 20分钟时间。采用 12+5+3

分配原则。12分钟演讲，5分钟评委提问、选手回答，3分钟评委现

场点评（每个病例邀请两位评委提问+点评）。 

(四) 评分标准： 

演讲评分表 

团队/个人名称：                                                       

出场顺序： 

评选项 评分要点 单项得分 满分 实际得分 



病例内容 

以营养管理为主线，涵盖早

产儿住院及出院后的全程营

养管理 

20 

50 
 

相关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扎

实、熟悉程度高 
10 

理论结合实际，说服力强 10 

对问题理解准确，能针对问

题提出高质量的见解 
10 

团队合作 
体现多学科合作进行临床诊

疗 
10 10  

幻灯制作 
幻灯制作，整体简洁美观大

方 
10 10 

 

演讲形象与技巧 

演讲富有感染力、吸引力 5 

15 
 

适当的肢体语言，良好的现

场互动能力 
5 

着装正式得体，语言规范合

理，符合专业表达 
5 

互动问答 
应答切题，分析严谨 

表达流畅，简明扼要 
15 15 

 

总得分 100 
 

(五) 评分方式。共 10位专家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计算

剩余分数的平均分进行排名。 

(六) 奖项设置。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秀

奖 6名，并进行现场颁奖。另将根据参赛病例的数量和质量对相关参

赛单位或科室颁发优秀组织奖。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蔼启新程，全例以赴” 

2020 年早产儿个体化营养病例大赛申请表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地址  邮编  

分娩量（年）  
早产儿数

（2019） 
 

联系人 

信息 

姓名  座机电话  

职务  手机电话  

传真  邮箱  

参赛 

病例题目 
 

内容简介 

（200 字以

内） 

 

申请人 

签字 
 

联系人： 赵 文 15921687171        邮箱：17706437@qq.com 

注：邮件及参赛病例中标题统一格式：早产儿营养病例大赛-医生姓名-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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