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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2〕327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开展 

《“臻旋杯”全国乳腺微创旋切视频大赛》重庆赛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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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超声引导

下真空辅助乳腺活检手术（以下简称VABB）治疗方案，推广VABB在临床

的应用和新进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决定组织开展“臻旋杯”全国乳

腺微创旋切视频大赛－－重庆赛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大赛围绕“乳腺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促进各级医院

规范化治疗乳腺疾病”，聚焦VABB术式重点难点，以“臻我风采”为主题，

切实提升广大医务人员VABB专业知识和技能，推动各级医院乳腺外科的

学科建设，选拔优秀团队及个人成为规范VABB术式之践行者，提升参赛

者所属医疗机构影响力。同时，促进各医疗机构的乳腺外科、乳腺甲状

腺外科、普外科、超声科等多学科共同协作，保障女性乳房健康。 

二、组织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重庆市妇幼卫生学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中医院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三、大赛架构 

大会主席：高寒、印国兵、吕钢、王梦远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http://www.baidu.com/link?url=V38wxHFx8dL5_OjFuYToD8ejh42juwdDqvqO3uYV2y-Qq83OlaUbHc_S6Jv9CkmKMEZXE2jIWnXeHwlKum7CEkcwgtLC7Y6rzGf9K_B02EQf7WGxGimF_Iz7sFZPgF1CmSUDy-myDBleGdcUmKK9jRlY8S-FxTuKj9F_H6oh1y_Ju5O2LejBoebVHkqkSAyal7JjGkJF6YPyWSFW1zEze-yMQJJOAmA6LfWS8xdlt1QLdxF9Hvocc4xuvJrKAp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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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委团：高寒（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印国兵（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吕钢（重庆市中医院）、王梦远（重庆

三峡中心医院）、郑晓东（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向江明

（长寿区妇幼保健院）、李杰（涪陵区妇幼保健院） 

四、赛事安排 

分为重庆赛区初赛和全国决赛两个阶段。 

（一）重庆赛区初赛：分为“最佳人气奖比赛”和“正式比

赛”两个部分。 

1.最佳人气奖比赛 

时间：2022 年11月2日—2022年11月9日 

报名：参赛选手微信报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

号”，注册、报名（详见附件2）。 

方式：参赛选手的“臻我风采”视频在“体贴乳微”公众号，

进行“观众最喜欢的乳腺微创手术医生”投票，选出前三名为最

佳人气奖。颁发证书和奖品。 

自我风采视频内容：选手自我介绍+手术案例介绍+乳腺小科

普 

作品上传：自我风采视频统一上传至重庆赛区专用通道spds-

hwz@outlook.com 

2.正式比赛 

时间： 2022 年11月10日 

方式：11月10日，参赛者进行作品演讲，并由会务方选择的

专业评委老师，按评分细则（详见附件3）进行现场打分，并按总

分排序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级三名，颁发证书

和奖品。 

作品上传：参赛者将《超声引导下VABB乳腺旋切手术视频》

和《“臻旋杯”全国乳腺微创旋切视频大赛报名表》（见附件1）

于 11 月 10 日 之 前 统 一 上 传 至 重 庆 赛 区 专 用 通 道 spds-

hwz@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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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演讲内容：案例PPT+手术视频 

（二）全国决赛 

1．时间：202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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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点：第13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南昌市） 

3．决赛选手：各分赛区优胜者获得全国决赛资格。 

4．决赛形式：参赛者进行作品演讲，并由会务方选择的专业

评委老师，按评分细则（详见附件3）进行现场打分， 

5．奖项设置：按总分排序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

三等级三名，颁发奖杯、证书和奖品。 

五、赛制规则 

（一）初赛规则 

参赛作品将分配至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专家评审团

进行评选，并于11月20日前完成各地区初赛。组委会须隐藏参赛

医院、参赛个人/团队姓名等显示选手个人信息的部分。如初赛选

手较多，将由分赛区组委会成立专家团，对参赛视频进行初选，

从中选出10份优秀作品入围分赛区初赛。 

（二）决赛规则 

各赛区优胜者将晋级全国总决赛，将由全国专家评审团进行

点评评分，组委会须隐藏参赛医院、参赛个人/团队姓名等显示选

手个人信息的部分。 

（三）优秀作品展播 

全国进入决赛的选手作品将通过臻旋学院小程序，在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公众号进行宣传展播。 

（四）全国总决赛 

1.决赛选手作品将在第13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上进行展

播。 

2.颁发奖杯和证书。 

六、相关要求 



- 4 - 

 

（一）参赛单位：重庆各医疗机构、团队、个人自愿报名参

加。 

（二）参赛选手：重庆各医疗单位乳腺外科、影像科、超声

科等从事乳腺诊疗的相关专业医务人员或团队。 

七、参赛作品要求 

（一）内容要求：参赛作品需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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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

报告；6）治疗经过； 7） 治疗结果；8）分析讨论。 

（二）参赛形式：视频作品 

（三）上传方式：各妇幼保健院及相关医疗单位将参赛作品

和《“臻旋杯”全国乳腺微创旋切视频大赛报名表》（见附件1）

统一上传至大赛各赛区专用通道（敬请关注各赛区具体通知）。

作品上传成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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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团队。符合参赛标准的作品将参与

后续评选；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作品，将要求按照大赛细则调整后，

重新提交。 

（四）手术类型：超声引导下真空辅助乳腺微创旋切手术

（VABB）； 

（五）手术设备：要求在乳房病灶旋切式活检系统下完成； 

（六）视频格式：视频格式统一为MP4、720p以上，最低码流

（数据速率）3500kbps，单个视频大小在500MB以下，且画面流畅、

背景无杂音； 

（七）视频时长：视频时长控制在10分钟以内； 

（八）视频组成：要求有完整的片头，包括病人病情、影像

报告、主刀医生（参赛者）、诊疗思路、微创手术过程（包括操

作影像）等； 

（九）手术效果呈现：片尾有样本的展示、术前术后对比照

片、回访结果等 

（十）字幕及配音：重要的手术步骤有配音解说或者字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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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配音及字幕均要求清晰； 

（十一）视频允许剪辑：片中不得出现logo、医院名、术者

姓名、患者姓名等敏感因素。 

（十二）视频原创及权力保护声明 

要求本次比赛涉及的所有手术视频均由参赛者本人上传，并

保证手术视频中的手术均系参赛者本人操作及完成，同时参赛选

手需知晓，上传后的视频将会在提前告知并征得许可的情况下由

主办方做适当的剪辑并无偿用于本次比赛及“臻旋学院”小程序

的全国展播中。 

备注：具体评分细则详见附件3 

八、联系方式 

（一） 大赛赛制联系人： 

李万坤 13996220702   赵帅 13896187323   

许津航 18713582979 

(二) 案例要求联系人：  

赵  帅 13896187323 

   

附件：1.臻旋杯全国乳腺微创旋切视频大赛报名表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视频大赛评分细则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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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臻旋杯”全国乳腺微创旋切视频大赛报名表 
 

 

作品名称  选送单位  

照片 

省区  赛区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科室  职称  

E-mail  联系电话  

作品简介  

是否接受赛区调整本人赛事时间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备注 

 

 

填写须知： 

要求本次比赛涉及的所有手术视频均由参赛者本人上传，并保证手术视频中

的手术均系参赛者本人操作及完成，同时参赛选手需知晓，上传后的视频将

会在提前告知并征得许可的情况下由主办方做适当的剪辑并无偿用于本次比

赛及“臻旋学院”小程序的全国展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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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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旋杯”

全国乳腺微创旋切视频大赛》重庆赛区报名通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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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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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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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大赛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评分细则 评估角度 权重分数 

手术评估 

超声报告 病灶定位、大小、数量  

 

10 
 

诊疗思路 

切口位置设计 

病灶旋切顺序及路线 

麻醉方案 

手术难度 病灶位置、大小、数量 

手术实操 

 

术前 

手术信息核查 
5 

手术器械准备 

 

 

 

 

 

术中 

超声定位、标记  

 

 

 

30 

超声引导下麻醉 

手术切口 

超声引导下进针 

超声引导下的旋切过程 

超声引导下的灌洗 

超声引导下确认病灶切除完全 

样本展示 

旋切针退出病灶 

压迫止血、包扎 

 

术后 

病理结果  

10 超声复查 

回访结果 

手术技巧评估 

设备使用 熟练、流畅  

15 旋切针使用 定位准确、进针流畅 

取样 取样完全 

病例PPT 

病史 陈述完整、准确  

10 病例分析 思路清晰、证据充分 

PPT制作 字体清晰、简洁大方 

后期制作 
视频拍摄 

画面清晰  

10 视角转换流畅 

视频剪辑 剪辑流畅、自然 

演讲表达 

 

演讲表达 

思路清晰  

10 节奏流畅 

临场应变 

加分项 
乳腺微创旋切系统创新

技术使用 

乳腺微创旋切系统创新技术在

临床中的应用 

5 

总分：100分+加分项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