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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美妇女儿童健康论坛第二轮通知 
——开放、协同、共享—— 

 

“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在国内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中

美妇女儿童健康论坛，群英荟萃，共享学术盛宴。为继续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加强国内

外学术交流和成果分享，携手推动妇儿专科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升妇儿专科诊治能力，

在国内外医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下，我们定于 2019年 4月 18日—4月 20日在广西南宁

举办第五届中美妇女儿童健康论坛。 

本届论坛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联合广西妇幼保健协会共同主办，主题为

“开放、协同、共享”，将设有 1个主论坛及妇科新技术论坛、儿童疾病与遗传论坛、护

理论坛、产科危重症及临床热点问题论坛、胎儿医学暨产前超声诊断论坛、管理论坛 6

个分论坛。届时将继续邀请我国各妇幼保健和医疗机构，以及来自美国的权威知名专家

学者围绕相关领域学科进展、前沿热点难点问题及新技术、新经验等作主旨报告并开展

专题学术交流。本届论坛将授予国家级或省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一、论坛组织委员会 

会议主席：丘小霞  沈亦平 

执行主席：马  刚 

会议秘书：余  杨  邹  雄 

二、时间和地点 

论坛名称 
报到安排 会议安排 

时间 地点 时间 地点 

总论坛 

4月 18日 
10:00-21:00 

\ 19日 08:30-12:00 荔园山庄会议中心 
二楼主会议厅 

管理分论坛 
南宁市荔园山庄 

11号楼大堂 
（青山路 22 号 1号门） 

Tel：0771-5333399 

19日 14:30-17:40 荔园山庄会议中心 
二楼 5号会议厅 

护理分论坛 19日 14:00-18:00 
20日 08:00-12:20 

荔园山庄会议中心 
一楼小会议厅 

妇科新技术分论坛 19日 14:00-18:00 
20日 08:00-16:30 

荔园山庄会议中心 
一楼新闻发布厅 

儿童疾病与遗传 
分论坛 

南宁荔园维景国际 
大酒店 1楼大堂 
（荔滨大道 2号） 
Tel：0771-3893000 

19日 13:30-18:00 
20日 08:00-17:45 

维景国际大酒店 
报告厅 

产科危重症及临床
热点分论坛 

19日 14:00-18:00 
20日 08:00-16:30 

维景国际大酒店 
宴会厅（1） 

胎儿医学暨产前 
超声诊断分论坛 

19日 14:00-18:10 
20日 08:00-16:30 

维景国际大酒店 
宴会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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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程安排 

（一）总论坛 

 
（二）管理分论坛 

 

 

 

日期 时  间 授课内容 授课专家 

4月 19日 
上午 

08:30-09:00 开幕式 

09:00-09:40 Integrating genomic science into medical practice.  
基因组医学在现代医疗实践中的作用 

美国人类遗传杂志 
Bruce R. Korf  教授 

09:40-10:20 Setting up genomics program for precision medicine 
精准医学的基因组学计划的构建 

新加坡坎丹路宝妇女儿童医院 
Saumya Jamuar  教授 

10:20-10:30 茶歇 

10:30-11:10 医学科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李秋  教授 

11:10-11:50 出生缺陷防治是我们妇幼人的共同任务 波士顿儿童医院 
沈亦平  教授 

12:00-13:30 午餐 

4月 19日 
下午- 

4月 20日 
各分论坛 

日期 时  间 授课内容 授课专家 

4月 19日 
下午 

14:30-15:30 深化医学内涵发展，有效提升人文素养— 
医务社会工作在医院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季庆英  教授 

15:30-16:30 绩效与质量目标管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李秋  教授 

16:30-16:40 茶歇 

16:40-17:40 活力绩效，激活医院运营核心动力 河南省信阳市中心医院 
任书伟  主任医师 

17:40- 晚餐/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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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护理分论坛 

 

 

 
 

日期 时  间 授课内容 授课专家 

4月 19日 
下午 

14:00-15:30 护理科研论文选题和投稿 中华护理杂志社 
姜小鹰  教授 

15:30-16:30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护理学科发展前景思考 广西中医药大学 
杨连招  教授 

16:30-16:40 茶歇 

16:40-17:20 护理观察典型案例奖励机制建立与应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黄芳  副主任护师 

17:20-18:00 磁性管理对护理人员的影响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全健  主任护师 

18:00- 晚餐 

4月 20日 
上午 

08:00-09:00 儿童慢病全程照护模式的探讨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陆红  主任护师 

09:00-10:00 妇幼护理质量管理与持续改进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曾淑贤  主任护师 

10:00-10:10 茶歇 

10:10-11:00 创新引领护理新发展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应燕萍  教授 

11:00-11:50 “三化融合”护理质量敏感指标过程监测行与思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傅桂芬  教授 

11:50-12:20 总结、考核 

12:20- 午餐 

4月 20日 
下午 14:00-17:30 参观交流/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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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妇科新技术分论坛 

日期 时  间 授课内容 授课专家 

4月 19日 
下午 

14:00-14:40 复发性流产诊治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 
陈建明  教授 

14:40-15:20 二氧化碳激光在妇产科的临床应用与前景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黄柳  教授 

15:20-16:00 定位疼痛——慢性盆腔疼痛图谱的临床研究 澳大利亚行为医学研究所 
Marek Jantos  教授 

16:00-16:10 茶歇 

16:10-16:50 超声聚焦在妇科的应用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罗喜平  教授 

16:50-17:30 盆底磁刺激技术在妇科泌尿盆底疾病中的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施国伟教授   

17:30-18:00 宫颈高级别病变治疗后的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白华  主任医师 

18:00- 晚餐 

4月 20日 
全天 

08:00-08:40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的诊治策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黄薇  教授 

08:40-09:20 滋养细胞肿瘤的诊治 北京协和医院 
向阳  教授 

09:20-09:30 茶歇 

09:30-10:00 排卵障碍异常子宫出血诊治指南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韦敏  主任医师 

10:00-10:40 宫颈癌腹腔镜手术相关的利弊 四川省肿瘤医院 
张国楠  教授 

10:40-11:20 海扶刀在治疗子宫肌瘤与子宫腺肌病方面的临床运
用 

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 
艾星子.艾里  教授 

11:20-12:00 高龄妇女的辅助生殖策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赖巧红  教授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PCOS诊治新进展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陈晓莉  教授 

14:10-14:50 生育力评估与生育力保护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张波  主任医师 

14:50-15:00 茶歇 

15:00-15:40 子宫肌瘤术后避孕相关问题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黄飞凤  副主任医师 

15:40-16:30 总结、考核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韦敏  主任医师 

16:30-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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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儿童疾病与遗传分论坛 

日期 时  间 授课内容 授课专家 

4月 19日 
下午 

14:00-14:45 NF1的诊断与治疗的现在与展望 美国人类遗传杂志 
Bruce R. Korf  教授 

14:45-15:30 基因组学在新生儿出生缺陷诊断的临床实践 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周文浩  教授 

15:30-15:45 茶歇 

15:45-16:30 二代测序技术在儿科内分泌遗传代谢领域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顾学范  教授 

16:30-17:15 线粒体医学的最新进展 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 
黄涛生  教授 

17:15-17:45 专家答疑及讨论 授课老师及学员 

18:00- 晚餐 

4月 20日 
全天 

08:00-08:45 临床药物基因组学的实用性 波士顿儿童医院 
Shannon Manzi  教授 

08:45-09:30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江帆   教授 

09:30-09:45 茶歇 

09:45-10:30 基因组医学时代的儿科癫痫诊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姜玉武  教授 

10:30-11:15 以儿童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功能异常综合征解读儿
童呼吸系统单基因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刘秀云  教授 

11:15-12:00 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治疗新进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熊晖  教授 

12:00-12:30 专家答疑及讨论 授课老师及学员 

12:30-13:30 午餐 

14:00-14:45 迎接中国发育行为儿科学时代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邹小兵  教授 

14:45-15:30 儿童矮小症的基因组研究及对临床的指导意义 波士顿儿童医院 
沈亦平  教授 

15:30-15:45 茶歇 

15:45-16:30 16p11.2微缺失综合征研究进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阮毅燕  主任医师 

16:30-17:15 高危儿管理的内涵和外延 
中国 CDC妇幼保健中心 

儿童保健部 
张悦  教授 

17:15-17:45 专家答疑及讨论、总结和考核 授课老师及学员 

17:45-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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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科危重症及临床热点分论坛 

日期 时  间 授课内容 授课专家 

4月 19日 
下午 

14:00-14:40 死胎的预防及孕期管理策略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陈敦金  教授 

14:40-15:20 新产程实施背景下的母婴安全管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漆洪波  教授 

15:20-16:00 宫内感染的产时诊断及处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冯玲  教授 

16:00-16:10 茶歇 

16:10-16:50 死亡病例讨论 
专家面对面：羊水栓塞?产后出血？胎盘早剥? 

杨慧霞、陈敦金、漆洪波、冯玲、
夏红卫 

16:50-17:20 妊娠期糖尿病的产后管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慧霞  教授 

17:20-18:00 巨大儿的预防策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慧霞  教授 

18:00- 晚餐 

4月 20日 
全天 

08:00-08:40 妊娠合并胰腺炎的早期识别及处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龙燕  教授 

08:40-09:20 凶险性前置胎盘的规范化管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赵扬玉  教授 

09:20-10:00 肺动脉高压相关的心脏病妊娠期管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李燕娜  教授 

10:00-10:10 茶歇 

10:10-10:50 死亡病例讨论 
专家面对面：妊娠合并心脏病 

赵扬玉、龙燕、李燕娜、古航、
刘慧姝、夏红卫 

10:50-11:20 肩难产的识别及紧急处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孔琳  副主任医师 

11:20-11:30 产后出血的药物治疗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韦红卫  主任医师 

11:30-12:10 羊水栓塞临床诊断与处理专家共识（2018）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古航  教授 

12:10-13:30 午餐 

13:30-14:10 电子胎心监护技术培训在产科安全中的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夏红卫  主任医师 

14:10-14:50 低危足月妊娠引产时机及方式：39周还是 41周? 美国霍华德大学 
罗国阳  教授 

14:50-15:30 与胎盘疾病相关的胎儿预后及评估 
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刘慧姝  教授 

15:30-16:00 专家答疑、讨论 罗国阳、刘慧姝、夏红卫 

16:00-16:30 总结、考核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夏红卫  主任医师 

16:30-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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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胎儿医学暨产前超声诊断分论坛 

日期 时  间 授课内容 授课专家 

4月 19日 
下午 

14:00-15:00 微超血流技术在胎盘超声诊断中的应用 日本香川大学 
Toshiyuki Hata  教授 

15:00-15:40 胎儿肾脏回声增强的产前超声评价 北京协和医院 
戴晴  教授 

15:40-16:20 胎儿圆锥动脉干畸形与遗传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 
田志云  教授 

16:20-16:30 茶歇 

16:30-17:10 胎母输血综合征的产前诊断及处理 美国霍华德大学 
罗国阳  教授 

17:10-17:40 胎儿贫血产前诊断及治疗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潘平山  副主任医师 

17:40-18:10 
产科医生与超声科医生对话 
专家面对面：胎儿多普勒血流检测常见问题及病
例讨论 

罗国阳、李胜利、田志云、戴晴、
田晓先、潘平山、韦红卫 

18:10- 晚餐 

4月 20日 
全天 

08:00-08:40 TTTS 的超声诊断与评估 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 
孙路明  教授 

08:40-09:20 多学科框架下的胎儿医学管理模式 上海市第一妇婴医院 
孙路明  教授 

09:20-10:00 主动脉弓及其分支异常改良分类法 
南方医科大学 

附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李胜利  教授 

10:00-10:10 茶歇 

10:10-10:50 
产科医生与超声科医生对话 
专家面对面：双胎妊娠超声诊断常见问题及病例
讨论 

李胜利、孙路明、罗国阳、 
陈欣林、杨芳、田晓先、韦红卫 

10:50-11:30 产前诊断及出生缺陷的医学伦理学视角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丛亚丽  教授 

11:30-12:10 双胎之一死胎的超声监护及临床处理策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赵扬玉  教授 

12:10-13:30 午餐 

13:30-14:10 胎儿畸形与病理基因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陈欣林  教授 

14:10-14:50 以产前超声表型为线索的遗传综合征诊断思路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杨芳  教授 

14:50-15:30 FGR的产前诊断及孕期监护规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韦红卫  主任医师 

15:30-16:00 专家答疑、讨论 李胜利、陈欣林、杨芳、 
田晓先、韦红卫 

16:00-16:30 总结、考核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田晓先  主任医师 

16:30- 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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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和注册方式 

（一）报名方式：请参会者于 2019年 4月 10日前用Word表格形式将回执表发送

到邮箱 gxfbypxb@vip.163.com报名，邮件主题请写明所在单位+会议名称。回执详见附

件 1，请务必留下准确的手机号码及邮箱 (如已把参会回执发至原 qfykyjy@163.com邮

箱的学员，敬请您重新将参会回执发至本次通知的邮箱 gxfbypxb@vip.163.com) 。 

联系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科教科黄泽清，联系电话：0771-2860938、 

18077166150；陈晓奕，联系电话：0771-5807389。 

（二）培训费：800元/人。 

温馨提示：请参会学员报到缴费时提供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以

便顺利开具发票。 

（三）注册缴费方式：报到现场现金缴费或 POS机刷卡缴费。 

五、住宿安排 

（一）南宁荔园山庄 

参考价格：标双/标单约 500元/间/天（含双早）。 

（二）南宁维景国际大酒店 

参考价格：标双/标单约 550元/间/天（含双早）。 

温馨提示：酒店房间预订请于 2019年 4月 10日前回执报名，会务组将根据报名先

后顺序统一安排住宿，之后回执报名将不能保证住宿安排。住宿会务组统一协调安排，

费用回单位报销。 

六、其他 

本通知可在广西妇幼保健院网站“通知公告”或广西妇幼卫生微信服务号的“历史信

息”中下载。 

 

附件:1.第五届中美妇女儿童健康论坛报名回执 

2.南宁吴圩机场至南宁荔园山庄、南宁维景国际大酒店交通地图交通地图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广西妇幼保健协会                  

2019年 3月 26日 

mailto:gxfbypxb@vip.163.com
mailto:qfykyjy@163.com
mailto:gxfbypxb@vip.163.com)


- 9 - 

附件 1： 
第五届中美妇女儿童健康论坛报名回执 
 

                                                            

姓名 职称 职务 学历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 电子邮箱 参加分论坛名称 是否住宿 

         

         

         

         

         

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 
 
 
(如已把参会回执发至原 qfykyjy@163.com邮箱的学员，敬请您重新将参会回执发至本次通知的邮箱 gxfbypxb@vip.163.com) 
 
 
 
 
 
 

mailto:qfykyjy@163.com
mailto:gxfbypxb@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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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宁吴圩机场至南宁荔园山庄、南宁维景国际大酒店交通地图 
（两个酒店一墙之隔） 

 
 
 
 
 
 
 
 
 

 
 
 
 
 
 
 
 

备注： 

吴圩机场至荔园山庄、南宁维景国际大酒店可乘坐出租车或机场大巴出行。 

1.出租车：机场出口至荔园山庄约 40公里，车程约 50分钟,费用约 120元。出租车

白天起步价 9元，夜间（23:00—次日 6:00）起步价 11元，起步里程均为 2公里，超出

部分每公里 2元计算。 

2.机场大巴：乘民航大巴 1号线直达到民航大厦或乘坐 2号线到沃尔顿国际大酒店，

票价 20元，再转乘出租车到荔园山庄，约 10公里，车程约 20分钟，费用约 15元。首

班时间车:5:30，末班车时间：国内航班结束，间隔时间:随航班时间调整，机场咨询电

话:0771-2095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