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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代谢专业委员会关于举办 

第二届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精准诊疗官洲论坛的通知（第二轮） 

 

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 

为了全面提高我国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代谢病防治水平，规范遗

传代谢病和维生素缺乏症诊治，进一步提高防治质量和效果，为从事

相关专业人士搭建一个合作、交流、培训的学术平台，广泛推广新技

术新方法，开拓创新、共同促进遗传代谢和维生素代谢病防治事业的

健康发展，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代谢专业委员会定于 2021 年 9 月

23-25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第二届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精准诊疗

官洲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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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代谢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2021年 9 月 23-25 日。正式会议 24 日全天、25

日上午。 

（二）会议地点：官洲生命科学创新中心会议中心。（广州市海珠

区国际生物岛螺旋大道 51 号）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三）报到时间：9 月 23 日下午 14 点-22 点报到。报到地点为广

州市海珠区国际生物岛螺旋大道 51号官洲生命科学创新中心 A塔 47

楼盛捷服务公寓大堂。 

三、参会人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 

四、会议主要内容 

会议将邀请国内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代谢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

传授疾病的诊断与评估、诊疗与康复等，内容精彩，形式多样。设有

学术讲座，临床病例分享，专题讨论等，促进全国行业间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提升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缺乏症的诊疗和康复水平。 

五、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方式举行，无特殊原因，专委会

的全体委员须线下参加。 

（一）报名注册 

参加会议人员请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前务必登录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注明参加第二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遗传代

谢病和维生素精准诊疗官洲论坛。 

本次会议不接受现场报名，今年所有参会人员必须提前在系统

上报名。参加线下会议的请按时到指定地点报到。 

（二）住宿安排 

本次会议免收会务费与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三）会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 

1.中高风险地区及和新冠肺炎有密切接触者谢绝参加会议； 

2.会前 14天没有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持会前 3天核酸检测“阴

性”报告参会； 

3.参会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会场时

请主动出示健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和健康码绿码者方可

进入。 



会议疫情防控第一负责人：江剑辉；13822289122；遗传代谢病

和维生素代谢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会议疫情防控第二负责人：曾伟宏；18027311132；遗传代谢病

和维生素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 

六、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袁  莹 13650256137；850258261@qq.com     

曾伟宏 18027311132；zengwh2005@126.com 

 

附件  1、会议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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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 

日期：2021 年 9 月 24 日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8:30~9:00 开幕式：领导讲话   

（一）维生素缺乏症和遗传代谢病质谱应用精准诊断专题 
 

 

 

张宏红 

欧建平 

 

 

 

 

 

9:00~9:30 
遗传代谢病和维生素缺乏症质谱 

应用精准诊疗新进展 
江剑辉 

9:30~10:10 
叶酸和维生素 B12 代谢机制 

与临床应用 
施红军 

10:10~10:50 
遗传代谢病与出生缺陷实验室检测

的室间质评 
王治国 

10:50~11:00 茶歇 

11:00~11:30 遗传代谢病基因筛查 郭永超 黄志伟 

刘运华 

 11:30~12:10 
妇幼遗传病精准诊断技术及 

遗传资源管理 
高华方 

12:10~14:00 午餐 

（二）遗传代谢病精准诊治专题 

14:00~14:40 
重型地贫的治疗现状及基因治疗进

展 
吴学东 

朱文斌 

黄小玲 
14:40~15:20 有机酸血症精准诊疗和规范管理 韩连书 

15:20~16:00 脂肪酸代谢病精准诊疗和规范管理 邹  卉 



 

 

16:00~16:10 茶歇 

16:10~16:50 氨基酸代谢病精准诊疗和规范管理 欧明才 
张志强 

张翠梅 
16:50~17:30 新生儿地中海贫血筛查和规范管理 黄烁丹 

9 月 25 日 （三）维生素缺乏症精准诊治专题 

8:15~8:45 
维生素 A 缺乏症精准诊疗 

和规范管理 
苗静琨 

刘舒 

 
8:45~9:15 

维生素 D 缺乏症精准诊疗 

和规范管理 
    柯海劲 

9:15~9:50 
维生素 K 缺乏症精准诊疗 

和规范管理 
王  琳 

9:50~10:00 茶歇 

10:00~11:40 
脐血治疗技术在妇幼临床的应用 

进展 
魏  伟 

张金凤 

 
10:40~11:10 

质谱技术在维生素精准检测中 

的应用 
曾伟宏  

11:10~11:40 
维生素中毒的精准诊治 

和规范管理 
江剑辉 

11:40~12:00 总结 江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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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第二届中国遗传代谢病和

维生素精准诊疗官洲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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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线上（即网络直播）会议和线下会议，您可根据实际会议

的具体情况勾选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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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选（每次报名只能勾选

一人）； 

5. 提交报名信息：核对填写的报名信息，无误后请点击屏幕最下方“确认报名

信息无误，下一步”，确认报名即可。 

三、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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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成功后可以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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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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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交通线路图 

❖ 公寓信息：广州盛捷生物岛服务公寓，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国际生物岛螺旋

大道 51号官洲生命科学创新中心 A塔 47 楼。电话：02089670888。 

❖ 乘车路线： 

1、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盛捷生物岛服务公寓 

⚫ 出租车--乘坐出租车约 55 分钟（约 160 元） 

⚫ 公交--乘坐广州地铁 3 号线北延线转至 4 号线官洲站下，约 1 小时 30 分钟

（9 元） 

2、高铁：广州南站→广州盛捷生物岛服务公寓 

⚫ 出租车--乘坐出租车约 40 分钟（约 50 元） 

⚫ 公交--乘坐广州地铁 7 号线转至 4 号线官洲站下，约 35 分钟（6 元） 

 

❖ 酒店交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