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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2〕457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召开 

“妇幼健康教育标准化建设及师资培训基层行”项目 

专家研讨会（第二轮）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提高妇幼人群的健康素养，提高医务人员科普技能，是推动健康

中国行动的重要保障。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拟开展全国妇幼健康教育标准

化建设及师资培训基层行项目，原定于 2022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妇

幼健康教育标准化建设及师资培训基层行”项目专家研讨会，受疫情

影响，调整到 2022年 11 月 27 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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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健康教育专委会 

二、会议时间及形式 

会议时间：2022 年 11 月 27日  13：00-17：00 

会议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 

线下地点：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络会议室 

三、参会人员 

省市、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健康教育实践者，及妇幼保健工作

者及特邀专家等。 

四、其他事项 

（一）费用说明 

会议免收注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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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会方式： 

线下定向邀请参会，线上参会请微信报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参会（详见附件 2）。 

（三）线下会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1．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谢绝参加线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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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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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会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会议疫情防控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马守玉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第二责任人：游  川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健康教育专委会 

2.会议联系人及电话 

刘  佳 15120082188   倪佳玉 15810389180 

单晓颖 13910895462 

 

附件：1.会议日程安排及参会邀请名单（拟）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络报名系统 

      3.会议期间会场疫情防控措施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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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妇幼健康教育标准化建设及师资培训基层行 

项目专家研讨会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13：00-13：30 项目启动会 

吴青青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健康教育专委会

主任委员  

 

13：30-13：50 

项目方案及工作规划介绍 

游  川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健康教育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3：50-14：50 
专题讨论： 

妇幼健康教育标准化建设研讨 

14：50-15：30 

默沙东专题会： 

预防接种，守护生命 

王  琳 

首都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  

游川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健康教育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15：30-16：30 

专题讨论： 

家长学校的前景与标准化科普体系规划 

16：30-17:00 总结 吴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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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邀请名单（拟） 

 

序号 姓名 专委会职务 单位 

1 吴青青 主任委员 北京妇幼保健院 

2 游川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北京妇幼保健院 

3 方彤 副主任委员 健康报社 

4 郭金仙 副主任委员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5 黄美华 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6 黄群 副主任委员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7 李兵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8 李智 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9 刘芙蓉 副主任委员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10 宋波 副主任委员 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11 王磊 副主任委员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 

12 王新良 副主任委员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3 王绪东 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14 吴丹华 副主任委员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15 杨慧霞 副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 邴佳 常务委员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 

17 陈倩 常务委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8 崔玉涛 常务委员 北京崔玉涛诊所 

19 杜莉 常务委员 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 

20 黄明莉 常务委员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 姜莹 常务委员 北京妇幼保健院 

22 蒋秋静 常务委员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23 李光辉 常务委员 北京妇产医院  

24 刘广美 常务委员 北京市大兴区妇幼保健院 

25 刘恺 常务委员 安徽省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26 彭振耀 常务委员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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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任霞 常务委员 北京市石景山区妇幼保健院 

28 尚煜 常务委员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中心 

29 孙崟 常务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 

30 陶惠芬 常务委员 北京市延庆区妇幼保健院 

31 王凤英 常务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32 王玮 常务委员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33 王文丽 常务委员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34 王彦德 常务委员 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35 温红蕾 常务委员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36 修晓燕 常务委员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37 张  燕 常务委员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38 张莲勋 常务委员 青海省妇幼保健院 

39 张晓辉 常务委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40 刘佳 秘书 北京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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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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教育标

准化建设及师资培训基层行”项目专家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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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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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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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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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会议期间会场疫情防控措施 

 

一、 疫情期间现场会议防控措施会议入场防控措施： 

1. 为了配合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进入会场前参会人员持健康码、

行程码，非当地人员需携带核酸检测报告，会议室门口设置体温检测

岗。 

2. 全程注意洗手消毒，佩戴医用口罩参会。 

 

二、 会议室内防控措施： 

1. 开会前要先开窗通风 30分钟，保持会议室空气的高度清洁，再关

窗进入，会议间歇再通风 30 分钟。 

2. 开会用到的纸和笔各自使用，不要共用。 

3. 会议室内放置免洗消毒洗手液。 

4.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 1米以上，尽量分散开 

5. 中央空调打开新风系统，并关掉回风。 

6. 会议结束后，会场进行消毒，加强安全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