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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便函〔2023〕57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延期举办 

2023 年中国儿童儿保免疫与健康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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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线上举办的中国

儿童儿保免疫与健康论坛（第一期），将延期至 2023 年 3 月 16 日举

办。“2023 年中国儿童儿保免疫与健康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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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儿童儿保免疫与健康论坛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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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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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中国儿童儿保免疫与健康论坛 

日程安排 
 

第一期：2023 年 3月 16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的早期识别 韩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 

--由新冠到轮状的思考 
刘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00-16：30 EB病毒感染与免疫缺陷 金玉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二期：2023 年 3月 30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婴幼儿营养指南解读 荫士安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

品安全所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 

-一轮状病毒腹泻及其疾病负担 
赵煜 天津市儿童医院 

16：00-16：30 感染病原与宿主的权重 杨艳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三期：2023 年 4月 13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反复呼吸道感染临床诊治路径 王立波 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非免疫规划疫苗同

时接种指导原则（2020年版） 解

读 

姚文清 辽宁省疾控中心 

16：00-16：30 儿童轮状病毒感染与预防 赵瑞芹 河北儿童医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 3 - 

 

第四期：2023 年 4月 27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新生儿 20项行为神经测定 鲍秀兰 北京协和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 

-一轮状病毒腹泻及其疾病负担 
张艳玲 首都儿科研究所 

16：00-16：30 《疫苗法》解读 邵祝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五期：2023 年 5月 25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儿童细菌感染性疾病病原学检测及诊

断 
孙淑英 首都儿科研究所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儿童轮状病毒胃肠炎

预防诊疗专家共识 2020 年版》解读 
赵瑞芹 河北省儿童医院 

16：00-16：30 特殊健康状态儿童预防接种 何守森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六期：2023 年 6月 26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发热机制与发热待查诊断思路 刘秀云 北京儿童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非免疫规划疫苗同时

接种指导原则（2020年版） 解读 
闫绍宏 

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16：00-16：30 
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免疫机制与临床

表现 
王琳 首都儿科研究所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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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2023 年 07 月 27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儿童肥胖与生殖障碍 李辉 首都儿科研究所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基层预防接种 AEFI处

置难度分析与对策及特 殊健康状态

儿童接种轮苗建议 

刘军青 
石家庄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16：00-16：30 早产儿多学科合作研究 于广军 上海市儿童医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八期：2023 年 08 月 24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免疫相关性疾病与儿童发热 赵煜 天津市儿童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儿童轮状病毒胃肠炎

预防诊疗专家共识 2020 年版》解读 
李玺琨 

哈尔滨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16：00-16：30 食物过敏的诊断 高源 武汉儿童医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九期：2023 年 09 月 21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原发性免疫缺陷患儿病营养与发育问题 刘春阳 北京儿童医院 

15：30-16：00 
默沙东专题会一《特殊健康状态 

儿童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专家系列共识
之—轮状病毒疫苗》解读 

王海红 
北京市昌平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16：00-16：30 周期性呕吐综合征的诊疗 张宝元 首都儿科研究所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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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2023 年 10 月 26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小儿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孔小行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5：30-16：00 科伦药业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16：00-16：30 接种疫苗后各种反应的正规处理 田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十一期：2023 年 11 月 23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感染性腹泻的诊断与治疗 俞慧菊 上海新华医院 

15：30-16：00 科伦药业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16：00-16：30 儿童保健与儿童心理 张建娜 首都儿科研究所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第十二期：2023 年 12 月 28 日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5：00-15：30 婴幼儿生长发育与精神发育评估 刘莉 北京儿童医院 

15：30-16：00 科伦药业专题会-待定 待定 待定 

16：00-16：30 儿童流感与重症流感 刘静 湖南省儿童医院 

16：30-17：00 恒瑞医药专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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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儿童儿

保免疫与健康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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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