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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分便函﹝2021﹞202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出生缺陷防治与分

子遗传分会关于举办分会换届选举大会暨第四届中国妇儿临床诊

断与实验医学大会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定于 2021 年 12 月 22-25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

办“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在此大会上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将举办

“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换届选举

大会暨第四届中国妇儿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大会”论坛。本次参会代

表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2021-11-01-409(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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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 

承办单位：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福建省儿童医院、 

福建省妇产医院 

协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市儿科临床分子临床诊断重点实验室 

二、大会时间及地点 

（一）大会时间：2021 年 12 月 23-25 日，12 月 22 日全天报到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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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论坛：12 月 23 日 8:40-12:40  

      分论坛：12 月 23 日 13:30-18:00,12 月 24 日 8:30-12:00 

      换届选举会：12 月 24 日 13:30-17:30 

（二）主论坛、会议地址：福建省福州海峡会展中心 

      分论坛会议地址：104 会议室 

（三）主论坛、分论坛会议报到说明 

1.参加线下会议的人员，需通过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

会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注册、缴费，参会时到各住宿酒店报到。 

2.未进行注册、缴费的参会人员，报到地点：福建省福州海峡会

展中心报到处 

三、参会人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出生缺陷防治与分

子遗传分会及其各学组（工作委员会）委员；委员单位、各妇幼保健、

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大会（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控制参会人员

2500 人，按报名先后次序确认参会资格。 

（二）参加会议的人员请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务必登录“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点击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选择“出

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换届选举大会

暨妇儿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论坛”，注册、报名、缴费、参会（详见附

件 2）。 

（三）费用事项 

1.会务费标准（含会场费、资料费等）  

线下会议：参会人员如在报到现场注册缴费的非会员 1500 元/人、

会员 1400 元/人；如在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缴费的非会员 1300 元/

人、会员 1200 元/人。 

线上会议：参会人员线上报名非会员 1000元/人、会员 800元/人。 

注：（1）特邀讲课专家及主持人的注册费、食宿、交通费由“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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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支付。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出生缺陷防

治与分子遗传分会及其各学组（工作委员会）委员及委员单位人员、秘

书处成员以及承办、协办单位参会人员免会议注册费；但仍需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登录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按流程

报名，注册费支付选择“转账”，不支付注册费,完成住宿酒店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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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流程具体见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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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  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时，请注明：第四届中国妇儿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大会+姓名 

（四）住宿安排 

会务组为在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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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五、会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一）疫情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谢绝参加会议； 

（二）会前 14 天无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 

（三）持会前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提供健康绿码； 

（四）接受宾馆疫情防控要求办理住宿手续；  

（五）参会人员请主动接受体温测量、手消，请全程佩戴口罩，保

持安全社交距离；凭代表证进入会场。 

(六)现场疫情防控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傅启华，13930830870；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主任委

员；顾学范，13564726862；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拟任主任委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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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责任人：王洁，18689856319；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

员兼秘书长；龚波，13661908202；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拟任副

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会议联系人：颜优萍  电话：13916190841 

               王林铄  电话：13075920486 

2、会议展览合作联系人：陈春宝 电话：1771768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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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领取方式 

4.交通路线图 

5.论坛入选酒店                            

       

                                               

                            

                          2021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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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 

12 月 23 日   

08:40-12:40   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 

13:30-14:00   论坛开幕式 

14:00-14:30   项目总结/新产品发布会 

主持人： 廖世秀 王洁 

14:30-15:00   出生缺陷防控与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顾学范 

15:00-15:30   遗传病分子诊断技术发展及临床应用案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傅启华 

15:30-15:50   产学研交流 1 

15:50-16:10   茶歇 

主持人：贾莉婷 渠巍 江鸿 

16:10-16:40   PCT/IL-6 在新生儿脓毒症中的应用价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尚世强 

16:40-17:10   新型生殖激素在儿科临床的应用价值 

              江西省儿童医院   柯江维 

17:10-17:40   细胞因子检测在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张 泓 

    

12 月 24 日   

主持人： 龚波 吕康模 王剑 

08:30-09:00   单基因遗传病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的临床应用与进展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刘艳秋 

09:00-09:30   脊髓性肌萎缩的筛查和诊断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徐两蒲 

09:30-09:50   产学研交流 2 

09:50-10:10   茶歇 

主持人：贾卉 莫茜 陈慧芬 叶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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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30   产学研交流 3 

10:30-11:00   大数据时代肿瘤诊断利器—液体活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潘秋辉 

11:00-11:30   新冠病毒的血清学检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夏勇 

11:30-12:00   百日咳杆菌的核酸检测       

              深圳市儿童医院   马东礼 

12:00-12:30   午餐 

12:30-13:00   产学研交流 4 

13:00-13:30   产学研交流 5 

13:30-14:30 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改选会议 

14:30-15:10 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分会全体委员会议 

（其中 14:30-14:50 产学研交流 6） 

15:10-15:30   茶歇 

15:30-16:30 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改选会议 

16:30-17:30 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分会全体委员会议 

（其中 16:30-17:00 产学研交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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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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左下角“会议报名”，进

入报名页面。 

 

二、 大会报名说明：大会采用线上直播和线下

会议同步进行： 

1. 在会议列表中点击“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

发展大会线下会议”进入报名流程，报名参加线

下会议； 

2. 在会议列表中点击“第十二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线下会议线上

直播”进入报名流程，报名参加线上直播会议。报名线上直播会议，缴

费后可观看全部论坛会议。 

 

三、 详细报名流程： 

1. 在会议列表中点击会议图片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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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根据实际会议的具体情况勾选分论坛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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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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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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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费不需要开发票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0”）； 

6. 选择学分信息（无学分会议，请忽略此步骤）：在弹出项目中点击

“选择学分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学分信息后

再进行勾选，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参会人的学分信息，点击“选择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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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信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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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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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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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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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观看直播微信（手机号）需与报名缴费微信（手机号）一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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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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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分论坛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书申领须知 

 

    2021 年度申领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申报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学分证书要求如下： 

    1.在注册信息时，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 

    2.在协会会议广场报名时间一定要选择“我要学分”并填写相关信

息； 

    3.参加线下培训的学员，以参会时长为学习记录，发放学分。参加

线上培训学员，以观看有学分的论坛直播时长为学习记录并在直播期

间在直播间内扫码考试才能发放学分； 

    4.学员学分证书的查询和打印，直接登录“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网上申报及反馈系统网站”（http://cmegsb.cma.org.cn）或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网站（http://www.cmcha.org），点击“继续教育部相关服

务”，→项目编号→姓名→点击“查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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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交通路线图 

会议地点：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南江滨西大道 198 号 

 
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发： 

方案 1：空港快线长乐机场站（公交站）-空港快线师大仓山校区站方向，乘坐 1站

到闽江世纪金源会展大饭店公交站。全程约 70分钟，费用 31 元； 

方案 2：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130元。 

二、福州火车站出发： 

方案 1：福州火车站地铁站 B口（三江口方向），乘坐 11站，到葫芦阵地铁站 B西

北口，换乘地铁葫芦阵站（公交站）-公交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东站方向，乘坐 5站，

到中庚喜来登酒店（公交站），步行 160米（约 3分钟）。全程约 80分钟； 

方案 2：火车站北广场公交站（公交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西站方向），乘坐 27站，到

公交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西站公交站，步行 252 米（约 4 分钟）。全程约 100 分钟； 

方案 3：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25 分钟，费用约 40元。 

三、福州火车南站出发： 

方案：福州火车南站地铁站 B北口，乘坐 6站，到葫芦阵地铁站 B西北口出站，换

乘地铁葫芦站公交站（公交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东站方向），乘坐 5站，到中庚喜来

登酒店（公交站），步行 160米（约 3分钟），全程约 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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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论坛入选酒店 

 

序

号 
酒店名称 

星

级 
地址 会场距离 联系人 

1 
福州闽江世纪金源会

展中心大饭店 
五星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潘墩

路 188 号 
步行 5-10 分钟可抵达 

高燕铭

13911257175 

2 聚春园会展酒店 五星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潘墩

路 189 号 
步行 5-10 分钟可抵达 

唐  勇

18628142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