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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分便函﹝2022﹞67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关于举办 

第八次全国助产士大会暨助产专业建设及发展新进展 

培训班的通知（第二轮） 

 

各省妇幼保健协会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学会： 

为了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面对国家新的生育政策调整后，母婴健康的新需求，促进安全舒

适分娩，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继续秉承“赋能助产士，促力母婴

健康事业发展”的宗旨，以守护母婴健康为使命，加强助产学术交流，持

续推动助产专业建设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全国助产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为我国助产专业建设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提供专业支撑，经研究决定于

2022 年 8 月 11-12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办“第八次全国助产士大会暨助产

专业建设及发展新进展培训班”。 

全国助产士大会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和联合

国人口基金会的一贯支持下，已连续举办七届，成为行业内交口称赞的品

牌会议，影响和激励着我国广大助产士为妇幼保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大会将继续秉承求真务实的办会理念，用行动演绎“赋能·聚能·筑梦·圆

梦”的主题，通过专家学者的知识讲座、经验分享及与参会代表的交流互

动，充分展现助产人文精神和职业内涵，推动专业传承和发展。受疫情影

响，大会将开启持续传播模式，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助产专业的精英人士

围绕助产专业领域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探讨，本次大会有国

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学分（项目编号：2022-14-03-001 ）。 

一、组织架构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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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 

支持单位：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协办单位：威海市妇幼保健院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威海）培训基地 

          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8 月 10 日报到，8 月 11-12日会议 

（二） 会议地点： 

1.报到地点：威海城投北辰大酒店 

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松涧中路 366 号 

现场会议地点：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 

2.会议直播方式：详见附件 2 

三、大会形式及参会人员 

为了适应当前形势，更好的防控疫情，保障安全，又让更多的助产士

能聆听会议内容，大会决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展开的形式进行。会议部分

内容将面向全国同步直播，欢迎全国助产士及关心支持助产专业发展的相

关人士在线关注。 

四、会议内容 

（一）赋能 

主题一 助产士分会未来发展前景 

主题二 助产士核心能力培训 

主题三 科研引领，教育先行 

主题四 助产技术规范与创新发展 

（二）聚能 

主题五 专业前沿信息主题报告 

主题六 《指南》与新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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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七 优秀论文交流 

（三）筑梦 

主题八 助产专业发展国际形势报告 

主题九 中国助产专业未来愿景畅想 

（四）圆梦 

主题十 助产士专业职称晋升序列的可行性探讨 

五、召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委员及扩大会议（时间：8 月

10 日 17:00-18：00 地点：城投北辰酒店二层观澜厅 

六、其他事项 

（一）参会人员于 2022 年 8 月 9 日之前关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

号”进行报名缴费，详细报名方法见“附件 2” 

（二）费用标准： 

线下会议会务费: 1280 元/人，会员单位 1080 元/人（含餐费）。 

线上直播会议会务费: 680元/人（参与线上直播会议并按要求学习

可获得学分，学分名额有限，如果超额按考试成绩及报名次序发放）。 

（三）会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1.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谢绝参加现场会议； 

2.会前 14 天无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 

3.持会前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提供健康绿码； 

4.接受宾馆疫情防控要求办理住宿手续； 

5.参会人员请主动接受体温测量、手消，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凭代表证进入会场。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专业联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助产士分会 

          王  芳  13588457621 

高亚莉  18053153777 

2.会务联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王  永  1370120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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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务合作联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互联网及产业合作办公室 

单晓颖 13910895462     许津航 18713582979 

（五）住宿酒店：威海城投北辰大酒店（酒店地址见附件 3） 

 

附件: 

1. 会议日程安排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 会议酒店交通信息 

 
 
 
 

2022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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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八次全国助产士大会议程 

授课主题 主讲人 

8 月 11 日 8:30-9:00 主会场---交流中心二楼大宴会厅 

开幕式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长陈资全致词  于小千（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 

2.威海市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3.威海市卫建委领导致辞  

4.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致辞  

8 月 11 日 9:00-12:00 主会场---交流中心二楼大宴会厅 

主题一：助产历史与生育策略 

5.我国妇幼保健面临的现状与发展策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妇幼司领导 

6.重复性出生缺陷遗传学诊断和再生育策略 

黄荷凤（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7.有关助产事业的全球视角 景军（清华大学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 

8.产科助产术的历史及现状 

杨慧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教

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妇

产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产科学组组

长） 

9.代谢疾病的配子胚胎起源 
盛建中（浙江大学教授） 

10.在新的人口政策下，助产士面临的现状 

庞汝彦（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副会

长、助产士分会终身荣誉主任委员） 

8 月 11 日 13:30-16:00 主会场---交流中心二楼大宴会厅 

主题二：助产创新发展 

11.赋能助产士---专业能力培训体系构建 

熊永芳（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原护理部主任、

助产士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12.全球群组化保健模式（Group Care Global, 

GCG）的国际实践 

Marlies Rijnders（荷兰创新与应用科学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 

翻译：张晶（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副院长

助产士分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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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全球群组化母婴保健模式（Group Care 

Global, GCG）的中国实践 

Amy MacDonald（全球群组化保健组织(GCG）促

导专家) 

翻译：张晶（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副院长

助产士分会委员） 

8 月 11 日 16:00-17:00 主会场---交流中心二楼大宴会厅 

主题三：助产管理与学科发展 

14.你我共携手，一起向未来 

---持续推进我国助产行业协会建设与发展 

徐鑫芬（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海宁分院

/海宁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助产

士分会主任委员） 

15.开展分娩体位管理，全面提升母婴安全 

陆虹（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博士生导师 助产士分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8 月 11 日 19:30-21:30 主会场---交流中心二楼大宴会厅 

第八次全国助产士大会暨“百年铸就助产梦”主题活动 

活动1-妇幼服装团体标准制定启动仪式。 

活动2-《哺乳期乳房损伤防护临床实践指南》、《产后会阴护理临床实践指南》发布。 

活动3-第二批专科助产士临床培训基地授牌。 

活动4-颁发专科助产士理论师资证书。 

活动5-首届正常分娩接生技术大赛启动仪式。 

活动6-中国助产士纪录片拍摄开拍仪式。 

8 月 12 日 8:00-12:00 第一分会场（交流中心一楼 102） 

主题四：助产适宜技术/导乐培训/信息建设/助产士门诊/围产保健 

16.胎头在三个骨盆平面的母亲体位与作用 

余桂珍（广东省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原护理部

主任、助产士分会委员） 

17.温柔分娩与自主哺乳：人一生关联性和自

主性经验的开端 

叶敏捷（温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康宁医院副院

长/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浙江省医学会

精神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18.生育舞蹈的时代意义、内涵特征、临床效

果 

范尧（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音乐治疗负责人） 

19.基于《温柔分娩》的一体化产房智慧家居

设计对分娩的影响 
杨双齐（台州恩泽医院妇儿分院副院长） 

20.专科助产士临床实践经验分享 

朱社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 助

产士分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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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数字化助力产科门诊精细化管理 

邬俏璇（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主任护师、助

产士分会常委员） 

22.互联网媒体助力孕产健康教育传播 
王贵芳（邢台市信都区中心医院孕妇学校负

责人） 

23.论文交流  

（1）基于 Donabedian 卫生保健质量框架

的城市流动女性社区孕期保健质量现状

及影响因素研究 

郭荣煌（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 

（2）孕产妇心理分娩创伤的研究进展 樊雪梅（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3）杭州地区专科助产士培训体验的质

性研究 
蔡锋成（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4）“互联网+护理服务”在母婴居家延

续护理中的构建及应用 
刘红芳（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5）产科护理人员围产期丧亲护理培训

体系的构建 

钱嘉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在

读博士） 

8 月 12 日 8:00-12:00 第二分会场（交流中心一楼 103） 

主题五：助产教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准爸妈健康促进 

24.基于不同人群的生殖健康教育 
江秀敏（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 助

产士分会副主任委员） 

25.剖宫产术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 

刘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大科护士长 

助产士分会副秘书长） 

26.助产本科生2+2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柳韦（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教授） 

27.建设助产领域慕课课程，加强学科内涵式

高质量发展 

侯睿（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助产士分会

副秘书长） 

28.聚焦母乳喂养抗逆力，助力母乳喂养促进

行动 

郭洪花（海南医学院国际护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助产士分会委员） 

29.三维舒缓疗法的应用与效果 
罗碧如（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 

主任护师、助产士分会副主任委员） 

30.健康促进：核心策略与优先领域 赵莉（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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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论文交流  

（1）第二产程分娩体位管理方案与实施

影响因素探索 
臧瑜（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博士） 

（2）基于移动医疗的孕产妇尿失禁风险

识别与干预研究 陈玲（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博士） 

（3）文化和精神在中国围产期死胎女性

哀伤疗愈中的作用 

郑琼（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博

士） 

（4）妊娠期夫妻互动的理论构建研究 黄川雅（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博士） 

（5）院内母乳喂养对早产儿肠道菌群结

构和发展的影响 

杨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博

士） 

8 月 12 日 8:00-12:00 第三分会场（交流中心一楼 107） 

主题六：助产延伸/助产康复/中医适宜技术/行政管理 

32.妇产科一病一品建设 

冯素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护

理部主任、助产士分会常务委员） 

33.产褥期的中医药膳调理  

夏佳芬（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副院长、助产

士分会常务委员） 

34.孕期康复一体化管理 

蔡文智（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博士

生导师、助产士分会副主任委员） 

35.产褥期母婴及家庭需求与支持 

黄群（中福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原护理部

主任、助产士分会副主任委员） 

36.基于信息化的妇产科护理质量与安全管

理 

顾水琴（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 

37.中医适宜技术在新生儿黄疸中的应用   

徐东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护理部主任浙江

省中医药学会护理学会副主任委员） 

38.专科助产士临床实践经验分享 
徐萌艳（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护理部主任、助

产士分会常务委员） 

39.产后康复：传统与变革 万美丽（台湾五结乡贝斯特助产所） 

8 月 12 日 8:00-12:00 第四分会场（交流中心一楼 108） 

主题七：母乳喂养/母婴传播阻断/袋鼠护理/新生儿护理 

40.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袋鼠护理临床实 陈琼（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科副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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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指南（2022）解读 长） 

41.新生儿家化病房的建设与管理 
陈红雨（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新生儿科大科

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42.母亲常见感染与母乳喂养指导专家共识 

周乙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主任

医师、教授，中华围产医学分会围产感染及

免疫学组副组长） 

43.袋护式护理中的风险评估管理 段怡（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NICU护士长） 

44.延续性护理在早产儿中的应用及效果评

价 

胡晓静（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护理部副主

任） 

45.FICare中国项目：家长零分离对于NICU

团队的作用 
张谦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主任医师、博士） 

46.如何做好高满意度线上咨询 

马蕾（马蕾医生孕哺工作室医学硕士、国际

认证泌乳顾问（IBCLC）、马蕾孕哺育自媒体

创立人） 

主题八：助产人文/传播/指南介绍 

8 月 12 日 13:30-17:00 主会场（交流中心二楼大宴会厅） 

47.《哺乳期乳房损伤防护临床实践指南》、

《产后会阴护理临床实践指南》介绍 

王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

部副主任、助产士分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48.赋能团队 人文助产 
高永玲（威海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

师  山东省医学会妇产分会委员） 

49.非药物分娩镇痛的人类学意义 
马良坤（北京协和医院博士 教授 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妇幼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委） 

50.5G时代下自媒体传播在孕产教育中的应

用 

陈治琨（医疗健康博主 2020微博十大影响力

健康养生大V） 

51.本届年会东道主代表发表感言 

王静（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分娩室护士长、山

东省妇幼保健协会助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姜雪芹（威海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 

52.闭幕式致辞 
徐鑫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海宁

分院/海宁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助产士分会主

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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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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第八次全国助产士大

会暨助产专业建设及发展新进展培训班”点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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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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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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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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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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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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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成功后可在订单详情页面，点击《跳转直播界面》，进入直播观

看。 

3、直播开始前，微信打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选择“会议咨询”

按钮内的《往期回看》，点击会议名称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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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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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酒店交通信息 

酒店名称：威海城投北辰大酒店 

酒店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泊于镇松涧中路 366 号 

酒店电话： 0631-6108888 

1、威海站 

出租车：30 分钟，18 公里，费用约 35 元 

2、威海北站 

出租车：50 分钟，35 公里，费用约 70 元 

3、文登东站 

出租车：30 分钟，26 公里，费用约 50 元 

4、威海大水泊机场 

出租车：30 分钟，30 公里，费用约 6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