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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3〕6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调整召开 

“首届首都妇幼健康大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尺，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为落实健康中国、

健康北京以及“十四五”时期妇幼健康重点工作，实现生命全程健康

服务，以首善标准系统精准地提供全流程、全要素、高品质服务，全

面开启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更好地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

能建设，同时进一步推进新时期妇幼健康领域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发

展，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将原定 2022

年 11 月 26 日召开“首届首都妇幼健康大会”，调整至 2023 年 2 月

25 日召开，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北京妇幼保健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一）会 议 时 间：2023 年 2月 25日 （星期六） 

主会场论坛：8:30-12:00 

分会场论坛：13:00-18:30 

（二）会议地点：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络会议室 

   三、参会人员 

（一）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及妇幼健康领域国内外专家； 

（二）医疗卫生机构及科研院所从事妇幼健康领域工作人员。 

四、会议内容 

（一）主论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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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论坛设置：妇幼健康领域相关领导致辞、大师话妇儿健康、WHO

全球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北京市妇幼健康工作报告等环节。向公众

和社会介绍妇幼健康事业发展状况，引导全社会更加关注妇女儿童健

康，探讨如何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在新起点上着力推动首都妇

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分论坛报告 

分论坛设置：孕产保健、儿童健康、妇女保健、妇幼管理，母婴

安全保障、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儿童保健服务、妇女健康发展、妇幼

事业管理等内容。国际、国内妇幼健康专家针对妇女和儿童健康领域

相关问题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如何坚守保健康、促发展，创新服务理

念，深化服务内涵，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五、其他事项 

（一）参会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主论坛）结合方式，请于2023年2月24

日前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参会（详见附件2）。 

（二）费用说明：本会议免注册费。 

（三）会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卢老师 18610407919    刘老师 18519017609 

魏老师 010-52275313 

附件：1. 会议日程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络报名系统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3年 1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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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届首都妇幼健康大会会议日程 

主论坛 

会议时间 2023年 2 月 25日 8:30—12:00 

会议地点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络会议室 

开幕式 

主持人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吴青青副院长  

8:30-8:35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阴赪宏院长致辞 

8:35-8:40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于小千副会长讲话 

8:40-8:4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李志新副主任致辞 

8:45-8:50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郗淑艳致辞 

8:50-8:55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领导致辞  

8:55-9:00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领导致辞 

大师讲堂 

主持人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副院级领导     李光辉 

9:00-9:40 
《环境与妇幼健康》 

President of FIGO                                  Jeanne Conry 

9:40-10:20 
《产科特发综合症：共同致病通路》 

国际妇产科联盟秘书长                          Gian Carlo Direnzo   

主旨演讲日程 

主持人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         吴青青 

10:20-11:00 

《全球妇女儿童健康与发展》 

Director of Maternal, Newborn,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r Anshu Banerjee 

11:00-11:30 
《我国妇幼健康从生存到繁荣》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领导 

11:30-12:00 
《数说北京妇幼健康》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郗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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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一：孕产保健 

会议时间 2023年 2月 25日 13:30—18:30 

会议地点 线上直播 

主持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孕产保健部主任      王爱玲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   吴青青 

主旨演讲日程 

13:30-14:00 
《我国出生缺陷防控政策解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 

14:00-14:30 
《消除艾梅乙母婴传播还有多远》 

WHO驻华代表处技术官员                               陈仲丹 

14:30-15:00 
《中国产科质控管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                            赵扬玉 

15:00-15:30 
《全国出生缺陷防控新进展》 

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主任                            朱  军 

15:30-16:00 
《中国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对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                          杨慧霞 

16:00-16:30 
《产前筛查与诊断转会诊体系运行情况》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                      刘俊涛 

16:30-17:00 
《新一代红细胞叶酸检测技术的全新临床解决方案》--专题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                          杨慧霞 

17:00-17:30 
《北京市出生缺陷体系建设及成效》 

北京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科主任                        刘凯波 

17:30-18:00 
《北京市孕期健康教育体系建设和实践》 

北京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主任                        游  川 

18:00-18:30 
《北京市 1996-2020 年孕产妇死亡分析》 

北京妇幼保健院北京市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          沈汝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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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儿童健康 

会议时间 2023年 2 月 25日 13:00—17:50 

会议地点 线上直播 

主持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徐  韬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保健部副主任    李一辰 

首都儿科研究所生长发育研究室主任                           李  辉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主任                                     张知新 

主旨演讲 

13:00-13:30 《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解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 

13:30-14:00 《我国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现状与挑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原儿童保健部主任          王惠珊 

14:00-14:30 《北京市儿童保健工作介绍》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副处长                          金英楠 

14:30-15:00 《“国际儿童发育监测指南”服务包介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儿童保健部副主任          张  悦 

15:00-15:30 《儿童眼保健和近视防控》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                                        魏文斌 

15:30-15:40 《长效生长激素的临床应用》--专题会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陈晓波 

15:40-16:10 《日本的妇幼保健体系简介》 

日中介护协会理事、原大阪医科药科大学卫生学公共卫生学教研室讲师 

                                                         顾艳红   

16:10-16:40 《遗传代谢病的筛查、诊断思路及方法》 

上海市儿童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                              顾学范 

16:40-17:20 《儿童青少年肥胖症的危害和防控及管理经验案例分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主任          巩纯秀 

17:20-17:50 《北京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工作》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科主任 

                                                          孔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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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妇女健康 

会议时间 2023年 2 月 25日 13:00—17:10 

会议地点 线上直播 

主持人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王海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女保健部副主任         郑睿敏 

主旨演讲日程 

13:00-13:30 《妇女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妇女卫生处处长                   徐晓超 

13:30-14:00 《美国宫颈癌筛查的进展和现状》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教授                                 赵澄泉 

14:00-14:30 《从 HPV 感染流行病学特征看子宫颈癌防控》--专题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原主任                       王临虹 

14:30-15:00 《青少年保健理论与实践》 

北京妇幼保健院保健部主任                                 韩历丽 

15:00-15:20 《北京市两癌筛查现况分析》 

北京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副主任                           沈  洁 

15:20-15:40 《北京市妇幼健康服务信息系统建设与实践》 

北京妇幼保健院群体信息科主任                             武明辉 

15:40-16:10 《绝经激素治疗与乳腺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       郁  琦                        

16:10-16:40 《妇女常见心理问题的预防》 

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教授                             邸晓兰 

在线讨论 

主持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原主任                       王临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WHO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原主任          赵更力 

16:40-17:10 《消除宫颈癌离我们远吗？》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名誉主任                               魏丽惠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群医学及公卫学院教授          乔友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 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   赵方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女保健部研究员         赵艳霞 

北京妇幼保健院保健部主任                                 韩历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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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妇幼管理 

会议时间 2023年 2 月 25日 13:00—17:00 

会议地点 线上直播 

主持人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张世琨 

中华预防医学会 副秘书长                                   张伶俐 

主旨演讲日程 

13:00-13:40 《“云上妇幼”规划与应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 

13:40-14:20 《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健康保障部副主任            朱兆芳 

14:20-15:00 《科学研究与妇幼保健院高质量发展》 

北京妇幼保健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院长            阴赪宏 

15:00-15:40 《优质服务与妇幼保健院高质量发展》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书记                                      沈  嵘 

15:40-16:20 《AI病理助力智慧医疗》 

北京朝阳医院病理科主任                                    金木兰 

16:20-17:00 《绩效考核与妇幼保健院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刘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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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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首都妇幼健康

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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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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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