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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3〕56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延期举办 

2023 年宫颈癌综合防控规范行（第一期） 

的通知 

 

尊敬的医护同仁 、各相关医疗企业：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

“保健康、防重症”,各级医疗构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压力，正在全

力积极应对新冠肺炎感染高峰，原定于 2023 年 1 月 12日线上举办的

2023 年宫颈癌综合防控规范行（第一期），将延期至 2023 年 3 月 9

日举办。“2023 年宫颈癌综合防控规范行”拟举办十二期,相关信息

详见附件，为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望予以理解。 

 

感谢您对协会工作的支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许津航  18713582979 

单晓颖  13910895462 

 

附件：1. 2023 年宫颈癌综合防控规范行日程安排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3年 2 月 2 日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 2 - 

 

附件 1 

2023 年宫颈癌综合防控规范行日程安排 

 

第一期：2023 年 03 月 09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宫颈癌的病理学最新进展 赵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推进三级预防， 聚力中

国宫颈癌消除 
陶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00-16：30 无 V不止，后疫苗时代的宫颈筛查思考 孙蓬明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二期：2023 年 03 月 23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如何提高阴道镜的诊断能力 隋龙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我国 HPV疫苗应 用

策略的思考 
陶育晖 

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6：00-16：30 
HPV 疫苗在成年人女性应用效果的

评价 
王临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三期：2023 年 04 月 06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生殖道感染对生育力的影响 安瑞芳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HPV疫苗对已感染人

群的保护 
陈飞 北京协和医院 

16：00-16：30 早期宫颈癌阴道镜诊断的难点 钱德英 广东省人民医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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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2023 年 04 月 20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宫颈癌防控的机遇与挑战 王建东 北京妇产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子宫颈癌等人乳头瘤

病毒相关疾病免疫预防专家共识》解读 
张建军 

丰台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16：00-16：30 《疫苗法》解读 孟凤霞 
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五期：2023 年 05 月 11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临床应用中国专

家共识》解读 
魏丽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中国成年女性 HPV

疫苗接种获益探讨 
薛凤霞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00-16：30 
HPV扩展基因分型在宫颈癌筛查中的

临床意义 
张丽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六期：2023 年 06 月 08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全球及中国消除宫颈癌的目标 赵方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推进三级预防，聚

力中国宫颈癌消除 
刘朝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

产医院 

16：00-16：30 
宫腔镜在宫颈管病变诊断和治疗

中的应用 
孔宪超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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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2023 年 07 月 06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性传播感染与 HPV 薛凤霞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临床

应用中国专家共识》解读—高危、特殊人

群 HPV疫苗接种 

郝敏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 

16：00-16：30 不同 HPV检测方法的特点及临床应用 张淑兰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

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八期：2023 年 08 月 10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正确认识宫颈鳞状上皮病变及原位腺癌 宋文静 
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四价 HPV疫苗上市前研发和

临床研究回顾 
赵烨 

山西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 

16：00-16：30 妊娠期宫颈病变筛查管理 赵小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妇产科医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九期：2023 年 09 月 07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从临床试验看宫颈癌筛查策略变迁 孔北华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四价 HPV疫苗在全球真

实世界中的应用 
林蓓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 

16：00-16：30 HPV感染和宫颈癌 赵更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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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2023 年 10 月 12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外阴病变诊治经验分享 李静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30-16：00 凯普生物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16：00-16：30 新冠疫情下的医防融合及公共卫生管理 崔涛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十一期：2023 年 11 月 09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中国宫颈癌的流行病学特征与预防 王华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30-16：00 凯普生物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16：00-16：30 宫颈癌预防的重要性 毕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十二期：2023 年 12 月 07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阴道病变的规范化诊疗 汪  清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5：30-16：00 凯普生物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16：00-16：30 疫情后预防接种工作开展 邵祝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30-17：00 合生元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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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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宫颈癌综合

防控规范行（第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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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聪慧 17610510599（同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