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19〕248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第二轮通知 

 

各位理事、常务理事、会员单位： 

各省、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优生优育协会）：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自 2010 年以来，坚持每年

一次，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以下简称“发展

大会”）。该发展大会已成为全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和妇幼保健同仁共同

总结分享、互相交流妇幼健康事业改革经验和成果的品牌平台。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更好地调动各级妇幼保健

机构和妇幼健康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展示全国妇幼健康工作的改革创新

成果，协会定于 2019 年 11 月 28-29 日，在重庆市举办《第十届中国妇

幼健康发展大会》。本次大会将由主论坛和分论坛组成，现将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主办及支持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支持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司 

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国际救助儿童会 

承办单位：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妇幼保健协会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协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各分支机构及相关单位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二、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9年 11月 28-29日，11月 27日全天报到 

      主论坛：11月 28日上午  

      分论坛：11月 28日下午、29日全天 

（二）会议地点：重庆悦来国际会展中心（重庆市渝北区悦来大道

66号）联系人：曾毅 18523587602 

（三）会议报到 

1.参会人员需通过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进行报

名、注册、交费，参会时到各住宿酒店报到。 

2.未进行注册、交费的参会人员报到地点：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中

央登录大厅）。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悦来大道 66 号  博览中心联系人：

曾毅 18523587602 

三、参会人员 

（一）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的理事、常务理事、会员单位及会员； 

（二）各级卫生健康委（厅、局）领导、妇幼（妇社）处长，各省、

市、自治区妇幼保健协会（优生优育协会）领导； 

（三）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救助儿童会驻华

代表，国外妇产科、儿科领域专家。 

（四）相关专业的院士，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妇产科、儿科专科医

院、综合医院的行政领导、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四、会议日程及主要内容 

（一）开幕式（11月 28日上午 8:00-8:40） 

1. 重庆市政府领导致辞；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致辞； 

3. 国际组织代表致辞；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致辞。 

（二）主论坛：主旨演讲（11月 28日上午 8:40-12:40） 

1. 秦  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司司长 

2. 王陇德  中国工程院院士   

健康中国行动的关系问题 

3. 黄荷凤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 



 

剖宫产再生育的挑战 

4. 乔  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健康中国行动计划，母婴健康 

（三）分论坛主题（11月 28日 13:30--11月 29日 17:00结束） 

1.院长分论坛暨二届四次理事大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2. AI宫颈癌筛查新技术成果应用专题分论坛 

3. 宫颈癌筛查技术及策略研究分论坛 

4.妇女心理保健分论坛 

5.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分论坛 

6.乳腺保健分论坛暨第二届重庆乳腺癌筛查与诊疗培训班 

7.妇幼微创分论坛 

8.产科麻醉与分娩镇痛新进展分论坛 

           9. 助力健康中国•围孕期健康及预防出生缺陷项目的回顾与展

望基层妇幼实验医学适宜技术分论坛 

10. 高危妊娠管理与安全分娩分论坛 

11.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成果分论坛 

12.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及适宜技术分论坛 

13.新时代妇儿医院感染的挑战与防控策略分论坛 

14.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分论坛 

15.儿童营养标准与规范分论坛 

16.“探索－创新”儿童眼保健分论坛 

17.儿童哮喘精准诊疗及肺功能检查呼吸分论坛 

18.儿童心理保健分论坛 

19.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分论坛 

20.儿童健康管理 1+N工程项目经验交流分论坛 

21.儿童疾病和保健学术研讨分论坛 

22.妇幼药学分论坛 

23.妇幼健康中医和中西医学术交流分论坛 

24. 妇幼健康教育规范化管理分论坛 

25.妇儿生物样本及生物信息数据研究与应用分会成立大会暨 

妇儿生物样本信息数据研究与应用分论坛 



 

26. 妇幼健康职业能力建设分论坛 

27.孕妇学校分论坛 

28.青年工作委员会分论坛（演讲比赛） 

29．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工作研讨分论坛 

30．助产士核心能力建设分论坛 

31．2019妇儿健康临床标准与规范化建设分论坛 

32. 全生命周期健康学术交流分论坛 

33. 医疗美容专委会成立大会暨 2019年产后相关医疗美容技术 

学术分论坛 

34. 多胎妊娠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多胎妊娠高峰学术分论 

坛 

35. 婴幼儿养育照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分论坛 

五、其他事项 

（一）参加会议人员请将回执于 2019年 11月 15日前务必登录第十

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详见附件 1），注册、报名、缴费、

参会，并注明参加的分论坛名称。 

（二）费用事项 

1.会务费标准（含会场费、资料费等）  

参会人员如在报到现场注册、交费的，会员单位 1400 元/人；非会

员单位 1500 元/人。参会人员如在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交费的 1200 

元/人。 

2.电子发票 

参会人员在会议签到时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回去后自行下载打印。

参会人员务必提供单位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协会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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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时，请注明：第十届中国妇幼年会 

（三）住宿安排 



 

会务组为在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注册者统一安排

食宿。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住宿宾馆及标准详见附件 4。 

酒店预订、缴费、退费需知： 

1. 住宿酒店由大会提供酒店名录和标准，参会人员自愿选择入住，

酒店房间分配按参会人员注册缴费时间排序，住满为止。 

2. 参会人员报名成功缴纳注册费后，系统将提示参会人员选择酒

店，并缴纳房费。缴纳房费后，会务组视为酒店预订成功，并为参会人

员留房。 

3. 因大会期间房源紧张，未按要求提前缴纳注册费以及房费的参

会人员，只能到大会报名现场分配酒店及房间，而会务组无法保障现场

分配住房的个人意愿和协议价格。 

（四）《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分论坛通知由牵头单位负责

下发。(通知可在协会网站直接下载：http//www.cmcha.org) 

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办公室统筹联系人：黎  频  13426319342    

李寒思  13811182286 

 分论坛审核联系人：张  冰  13911823011 

   会议合作及分会场统筹联系人：单晓颖  13910895462 

   住宿餐饮联系人：王  永  13701206230 

   系统网络联系人：邓  君  13701085664 

 附件：  1. 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2. 分论坛会场分布 

3.交通路线图 

4.论坛入选酒店 

二○一九年十月十日 

 

 

 

抄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司 

综合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0日印发 

校对：李  林 



 

附件 1 

第十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报名流程 

 

一、个人注册流程： 

1.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右侧二维码进入“第十届中

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的大会首页。 

2. 点击“会议报名”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面，填写手

机号码，通过短信获取验证码，输入验证码，点击下方

“确定”，系统会跳出回到大会首页。 

3. 再次点击“会议报名”，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面，

填写所有个人信息。 

4. 在分论坛列表中选择您将要参加的分论坛名称。 

5. 填写完个人信息以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报名方式”页面。 

6. 选择注册费支付方式。注册费有三种支付方式： 

 线上直接支付； 

 线下支付：对公转账汇款/现场支付（即刷公务卡 / 现金支付）。 

7. 酒店预订：选择是否预订大会为您提供的酒店，如不需要会议提供的酒

店，请选择“不预定酒店”。 

8. 点击“下一步”进入“预订酒店”页面。 

9. 预订酒店信息填写： 

 选择酒店； 

 选择入住日期和离店日期（具体时间以酒店规定为准）； 

 选择房型。如果是选择“标间床位”即拼住，请务必勾选您的性别，以

便后期分配拼住对象； 

 点击“下一步”进入【确认信息】页面，核实您填写的信息是否有误，

如有误，请点击手机屏幕下方的“返回键”进行修改，如确认无误，请

点击“下一步”进入“填写发票”界面。 

二、填写发票信息：请按要求填写报销单位的发票抬头和发票税号即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如不需发票，请选择“个人”。 

三、点击确认，提交报名信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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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东健 16601157433 （同

微信） 

 



 

附件 2 

《第十届中国妇幼健康发展大会》分论坛会场分布 

 
序

号 
专委会 分论坛名称（全称） 会议室名称 

1 地级市工作委员会 
儿童健康管理 1+N 工程项目

经验交流分论坛 

S 馆展厅-M101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2 儿童心理保健专委会 儿童心理保健分论坛 
S 馆展厅－M102 

（28 日下午） 

3 胎儿心脏病防治专委会 胎儿心脏病母胎医学分论坛 
S 馆展厅－M103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4 妇女心理保健专委会 妇女心理保健分论坛 
N 馆展厅－M104 

（28 日下午） 

5 
妇儿生物样本及生物信息

数据研究与应用分会 

妇儿生物样本及生物信息数

据研究与应用分会成立大会

暨妇儿生物样本信息数据研

究与应用分论坛 

S 馆展厅－M107 

（28 日下午） 

6 
儿童神经发育障碍防治 

专委会 
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分论坛 

S 馆展厅－M106 

（28 日下午） 

7 

出生缺陷防治与分子遗传

分会临床诊断与实验医学

分会 

助力健康中国-围孕期健康及

预防出生缺陷项目的回顾与

展望基层妇幼实验医学适宜

技术分论坛 

N 馆展厅－M101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8 
妇幼健康职业（岗位）培训

基地 

妇幼健康职业能力建设 

分论坛 

S 馆展厅－M105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9 
妇儿健康临床标准与规范

委员会 

2019 妇儿健康临床标准与

规范化建设分论坛 

N 馆展厅－M202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10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委会 
产后母婴康复机构管理及适

宜技术分论坛 

N 馆展厅－M203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11 儿童疾病和保健分会 
儿童疾病和保健学术研讨 

分论坛 

N 馆展厅－M204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12 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 

分论坛 

会议中心－101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13 医疗美容专委会（筹） 
成立大会暨 2019 产后相关

医疗美容技术学术分论坛 

会议中心－102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14 妇幼微创专业委员会 妇幼微创分论坛 
会议中心－202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15 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妇幼药学分论坛 
会议中心－203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16 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乳腺保健分论坛暨第⼆届重

庆乳腺癌筛查与诊疗培训班 

会议中心－205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17 妇幼健康教育专委会 
妇幼健康教育规范化管理 

分论坛 

会议中心－207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18 儿童营养专委会 儿童营养标准与规范分论坛 
会议中心－欢悦 A 

（28 日下午） 



 

序

号 
专委会 分论坛名称（全称） 会议室名称 

19 精准医学专委会 
儿童哮喘精准诊疗及肺功能

检查呼吸分论坛 

会议中心－欢悦 A 

（29 日全天） 

20 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妇幼健康中医和中西医学术

交流分论坛 

会议中心－欢悦 B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21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专委会 

全生命周期健康学术交流 

分论坛 

会议中心－欢悦 C 

（28 日下午） 

22 麻醉专委会 
产科麻醉与分娩镇痛新进展

分论坛 

会议中心－欢悦 C 

（29 日全天） 

23 助产士分会 

助产士会阴切开缝合与裂伤

修复技能大赛 

会议中心－两江 A 

（28 日下午） 

助产士核心能力建设分论坛 
会议中心－喜悦 B 

（29 日全天） 

24 协会 孕妇学校分论坛 
N 馆展厅－M205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25 儿童眼保健专委会 
“探索－创新”儿童眼保健

分论坛 

会议中心－喜悦 A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26 医院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 
新时代妇儿医院的感染挑战

与防控策略分论坛 

会议中心－喜悦 B 

（28 日下午） 

27 
高危妊娠管理专委会 

促进自然分娩专委会 

高危妊娠管理与安全分娩 

分论坛 

会议中心－相悦厅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28 

地级工作委员会 

县级工作委员会 

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委会 

妇幼卫生管理专委会 

院长分论坛暨二届四次理事

大会和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中心－欣悦厅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29 
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

工作委员会 

党建工作和医院文化建设工

作研讨分论坛 

温德姆酒店会议室 

－1 号＋2 号 

（28 日下午） 

30 青年工作委员会 
青年委员会分论坛 

（演讲比赛） 

温德姆酒店会议室－7 号 

（28 日下午） 

31 妇女病防治专业委员会 
AI 宫颈癌筛查新技术成果 

应用专题分论坛 

温德姆酒店会议室－8 号 

（28 日下午） 

32 中美（北京）产科培训基地 
产儿科管理服务新模式成果

分论坛 

温德姆酒店会议室－宴会 A 

（28 日下午、29 日全天） 

33 妇科肿瘤防治专委会 
宫颈癌筛查技术及策略研究

分论坛 

温德姆酒店会议室－宴会 B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日） 

34 多胎妊娠专业委员会（筹） 

多胎妊娠专业委员会成立大

会暨第一届多胎妊娠高峰学

术分论坛 

S 馆展厅－M201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35 
婴幼儿养育照护专业委员

会（筹） 

婴幼儿养育照护专业委员会

成立暨学术研讨分论坛 

N 馆展厅－M102 

（28 日下午、29 日上午） 

 

 



 

附件 3 

交 通 路 线 图 

 

重庆悦来国际会展中心（重庆市渝北区悦来大道 66 号） 

联系人：曾毅 18523587602 

 

1.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江北机场 T2 航站楼上车(王家庄方向)悦来站下车（站内换乘）乘坐

轻轨 6 号线（礼嘉方向）国博中心站下车（3 号出口）全程约 40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20 分钟，费用约 27 元； 

2.火车北站-南广场 

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上车（鱼洞方向）红旗沟站下车（站内换乘）乘坐轨

道 6 号线（北碚方向）礼嘉站下车（站内换乘 6 号线支线）国博线到国际博览中心站下车即到，

全程约 53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45 元 

3.火车北站-北广场 

乘坐轨道交通 10 号线，重庆北站北广场上车（王家庄方向）悦来站下车（站内换乘）乘坐

轻轨 6 号线（礼嘉方向）国博中心站下车（3 号出口）全程约 50 分钟； 

乘坐出租车，全程约 30 分钟，费用约 40 元； 



 

附件 4 

论坛入选酒店名单 

 

序号 酒店名称 星级 报价 地址 会场距离 联系人 

1 重庆金陵大饭店 5 650 
重庆 渝北区春华

大道 99 号 
5.4 公里 

邓玲

13527505315 

2 
重庆保利皇冠 

假日酒店 
5 650 

重庆 渝北区北龙

怀街 1 号 
10 公里 

赵丽娟 

18580872037 

3 
重庆滨乐·宝轩

酒店 
5 600 

重庆 渝北区赛迪

路 2 号 B 座 
11 公里 

彭佳圆 

19923221817 

4 
重庆维景国际 

大酒店 
5 530 

重庆 渝北区金开

大道 1598 号 
5.3 公里 

吴佩佩 

15998979717 

5 
重庆华侨城嘉途

酒店 
4 550 

重庆 渝北区两江

新区悦华路 2 号 
6.4 公里 

尹金虹 

13102391188 

6 
重庆银鑫世纪 

酒店 
5 538 

重庆 渝北区回兴

宝桐路 9 号 
13 公里 

胡林玉 

18523333892 

7 重庆熙美酒店 4 520 
重庆 渝北区睦邻

路 160 号 13 幢 
6.8 公里 

李陶 

18983713388 

8 
维也纳酒店 

（宜必思酒店） 
4 490 

重庆 渝北区国博

城悦城路 53 号 
965 米 

麦海锋 

17666033919 

9 重庆盈田酒店 4 380 
重庆 渝北区北部

新区金福路 35 号 
12.2 公里 

吴长端 

18580859686 

10 重庆奥蓝酒店 4 380 
重庆 渝北区两路

双龙大道 218 号 
11 公里 

岳永梅 

13618357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