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中妇幼便函〔2022〕277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召开
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论坛》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院、相关医疗机构：
鉴于当前妇幼保健围产医学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机遇，经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研究决定，成立妇幼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
委员会。通过提倡及推广“以胎儿/新生儿为中心的围产期一体化诊
治”管理理念，强化并规范早产儿从产前、产时到产后延续的治疗方
案，进一步提高早产儿综合救治水平，提高早产儿生存率和改善近远
期预后。同时促进产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等多学科合作发展，
推动我国在该领域与国际领域的融合与发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定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18 日在上海市举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早产儿围
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
管理高质量发展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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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
会（筹）
协办单位：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二、会议内容
（一）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二）第一届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高质量发展论坛
三、会议形式
（一）成立大会、常委工作会限委员报名参加，拟任委员必须线
下参会，否则取消委员资格；
（二）论坛采取现场参会和线上直播两种方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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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时间及地点
线下报到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 14:00-17:00
成立大会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 17:00-18:00
常委工作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 18:00-18:30
论坛会议时间：2022 年 9 月 17 日 08:30-17:30
2022 年 9 月 18 日 08:30-12:00
线下报到、住宿地点：久事衡山大酒店（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衡
山路 516 号；550 元/晚，距离会议地点 500 米）
会议地点：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衡山路 910
号）3 号楼 5 楼
五、收费标准及报名方式
（一）会务费 800 元/人，会议提供 9 月 16 日晚餐，9 月 17 日
午餐和晚餐，9 月 18 日午餐，交通和住宿自理。
（二）报名方式
1.微信报名：参加会议人员请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前务必登录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缴费、参会（详见附件
2）
。
2．对公汇款信息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账 号：110906850910605
汇款请备注：第一届《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论坛》+姓名
（三）会议通知可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或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网站直接下载：http://www.cmcha.org。
六、参会人员
（一）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
管理专业委员会拟任主任委员、拟任副主任委员、拟任常务委员、拟
任委员等。
（二）第一届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论坛：
省级卫健委、省级妇幼保健学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相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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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妇幼保健院专家和从业人员。
七、其他事项
（一）会议防控要求
1.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或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者谢绝
参加线下会议。
2.会前 14 天无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持会前 72 小时以内核酸检
测“阴性”报告参会（以采样时间计算）。此条参照相关防疫政策进
行调整和执行。
3.按照入住宾馆疫情防控要求办理住宿手续。
4.参会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会场时请
主动出示健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体温正常和健康绿码者方可进入。
（二）会议疫情防控负责人
第一责任人：刘志伟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拟任主任委员
第二责任人：黄小艺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拟任秘书长
（三）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谢诗意 18616210953
附件：1.会议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交通路线图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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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论坛》日程
2022 年 9 月 16 日 17：00-18：00
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筹委会宣读成立倡议书
宣布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批复
宣布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名单
推荐表决
17：00-18：00

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
主任委员表态发言

中国妇幼保
健协会领导

颁发聘书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讲话
合影留念
18：00-18：30
18:30

全体常委工作会议

专委会主任
委员

晚餐
2022 年 9 月 17-18 日
第一届《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管理论坛》
9 月 17 日 8：30-19：00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8:30- 9:00

开幕式

主任委员

9:00-12:00

专家论坛

副主任委员

12:00-12:30
13:30-17:30
17:30-19:00

午餐
专家论坛

副主任委员

晚餐
9 月 18 日 8：30-12：30

8:30- 11:30

专家论坛

副主任委员

11:30-11:45

闭幕式

主任委员

11:45-12: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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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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围产期一体化
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早产儿围产
期一体化管理论坛》
”点击图片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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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
统报名，需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 个
“0”。自费不需要开发票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
“0”）
；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
认报名”并支付注册费。
三、 酒店预订：
1.网络直播会议，无需预定酒店；
2.点击“酒店选择”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酒店和房型，点击窗口右上角
的“完成”，然后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选择入住时间、离店时间。
（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店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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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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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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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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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线图
一、到酒店（久事衡山大酒店）交通路线：

1）上海火车站
（到酒店）驾车路线：从上海火车站出发，途经：南北高架路、肇嘉浜路，全
程 8.6 公里，预计时长 26 分钟，打车约 30 元；
（到酒店）地铁路线：从上海火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7 站后在衡山路站下
车，步行 550 米到达酒店。
2）上海虹桥高铁站/机场
（到酒店）驾车路线：从上海虹桥高铁站/机场出发，途经：延安高架路、内环
高架路，预计时长 45 分钟，全程 17 公里，打车约 54 元；
（到酒店）地铁路线：从上海虹桥高铁站/机场乘坐地铁 10 号线，10 站后在上
海图书馆站下车，步行 900 米到达酒店。
3）上海南站
（到酒店）驾车路线：从上海南站出发，途经：沪闵高架路、漕溪北路，预计
时长 25 分钟，全程 5.9 公里，打车约 24 元；
（到酒店）地铁路线：从上海南站乘坐坐地铁 1 号线，4 站后在衡山路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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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550 米到达酒店。

二、到医院（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交通路线：

1）上海火车站
（到医院）驾车路线：从上海火车站出发，途经：南北高架路、肇嘉浜路，全
程 10.0 公里，预计时长 31 分钟，打车约 34 元；
（到医院）地铁路线：从上海火车站乘坐地铁 1 号线，8 站后在徐汇站下车，
步行 400 米到达医院。
2）上海虹桥高铁站/机场
（到医院）驾车路线：从上海虹桥高铁站/机场出发，途经：延安高架路、内环
高架路，预计时长 41 分钟，全程 13.4 公里，打车约 42 元；
（到医院）地铁路线：从上海虹桥高铁站/机场乘坐地铁 10 号线，8 站后在交
通大学站下车，步行 890 米到达医院。
3）上海南站
（到医院）驾车路线：从上海南站出发，途经：沪闵高架路、华山路，预计时
长 19 分钟，全程 5.1 公里，打车约 22 元；
（到医院）地铁路线：从上海南站乘坐坐地铁 1 号线，3 站后在徐汇站下车，
步行 400 米到达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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