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分便函【2019】13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

关于开展“实用妇科内分泌培训工程（2019）”

会议通知

各医疗与妇幼保健机构医师：

为深入贯彻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提高我国妇科内分泌临

床诊疗水平，响应中央健康扶贫号召，推进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

分泌专业委员会的《妇幼健康联学联建“她健康家幸福”健康扶贫项

目》，2019 年将在全国深入开展《实用妇科内分泌培训工程》，普及

妇科内分泌与常见病知识，实现“她健康”公益培训未覆盖的省份、

基层、贫困地区及边远地区医疗单位妇科内分泌技术与一二线城市同

频共振，促进妇科内分泌专业学科发展，推广妇科内分泌人才梯队的

管理及培养。

妇科内分泌贯穿女性生命全周期，妇科内分泌疾病发病率高，疾

病谱广，发生机理复杂，临床表现多变，导致临床处理存在诸多误区，

同时随着妇科内分泌领域涵盖范围的不断拓展和延伸，亟需最新知识

和理念的持续更新。

为推进我国妇科内分泌事业发展，维护和促进妇女享受规范、优

质的医疗服务，从 2011 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发展并成立了 37家培训基

地，每年针对这 37 家培训基地进行规范化及系统化培训，每年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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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万名医生，惠及约 2亿人次患者。培训内容贴近实际需求，结合

当前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难点、重点和热点问题；培训人员多为从

事多年妇科内分泌临床工作、具备丰富的培训管理经验、有志于医师

专业素质培养的知名专家教授及各地学科带头人。

2019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拟于3月至12

月在全国召开“实用妇科内分泌培训工程（2019）”培训。届时将邀

请国内长期从事妇科内分泌知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从基础到临床，

剖析诊治误区、传递诊疗规范诠释相关专业知识以及研究进展。诚邀

全国妇产科临床和保健科医师积极参加，共同提高本领域医务人员的

专业技术水平，促进我国妇科内分泌学科发展，从而更好服务广大妇

女同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一）从内分泌与代谢异常角度理解 PCOS 的诊治策略

（二）医源性异常子宫出血的诊治误区与对策

（三）口服避孕药在月经异常中的治疗机制及临床应用误区

（四）MHT 慎用情况疑惑解析及临床处理

（五）有生育要求 POI 诊治与疑惑解析

（六）月经过少的临床诊治误区与对策

（七）病例分享

二、参会人员

全国妇产科临床和保健科医师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三、各培训班具体时间、地点和交通路线等详情以附件 1 为准



四、其他事宜

（一）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

杏霖妇科内分泌研究院

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

协办单位：中国医师协会妇科内分泌培训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各培训基地

（二）请各地学员就近报名；

（三）会议咨询电话：

王萍 18511355466 邹颖 18229857777

附件 1：各培训基地会议详情内容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件1

实用妇科内分泌培训工程（2019）

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第九届妇科内分泌学习班

会议通知

一、会议时间：

报到时间：2019 年 5月 10 日 15:00-21:00

培训时间：2019 年 5月 11-12 日

二、会议地点及交通：

1、报到地点：南宁市东春大酒店大堂

2、会议地点：南宁市东春大酒店八楼多功能厅

3、交通路线： 南宁市厢竹大道 11号（总台电话：0771-5818088、

5818098，详见附件 2）

三、承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四、费用：

1、会务费：免收培训费

2、资料费：50元/人

3、交通住宿：住宿统一安排，交通、住宿等费用回单位报销。

五、报名方式：

为保学习班顺利进行，参会者请于 2019 年 5 月 8 日前将回执表

以电子版格式发至以下邮箱 gxfbypxb@vip.163.com（邮件主题请务

必写单位及学习班名称），务必留下准确的联系电话。（注意：由于本

次培训人员多，住宿紧张，回执时不标明住宿情况者视为不住宿，本

会议安排学员在两家酒店住宿，先报到者优先安排东春大酒店）。

联系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妇科 李艳 15277026730；

科教科 黄泽清 18077166150。

六、其他：

1. 学分授予：培训班将按规定对学员授予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编号：2019050146)Ⅰ类学分 4分，学分数量有限，先报名者先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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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参加培训的学员在办理住宿及资料费发票时提供本单位的纳税

人代码（或社会信用代码）。

研讨内容：

序号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职称

1 从内分泌与代谢异常角度理解 PCOS

的诊治策略

孙爱军 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

2 口服避孕药在月经异常中的治疗机

制及临床应用误区

马刚 广西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3 有生育要求 POI 诊治与疑惑解析 邓成艳 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

4 月经过少的临床诊治误区与对策 邓成艳 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

5 口服天然黄体酮在黄体支持中的应

用

邓成艳 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

6 MHT 慎用情况疑惑解析及临床处理 杨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7 医源性异常子宫出血的诊治误区与

对策

杨欣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8 中西医结合治疗 PCOS 临床现状与研

究进展

曾晓琴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主任医师

9 孕产相关疾病的中医药临床应用 曾晓琴 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主任医师

10 盆底康复治疗在生殖健康疾病中在

应用

蒋丽 广西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11

排卵障碍诊治指南解读 韦敏 广西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12 复发性流产诊治规范 杜娟 广西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13 2018 年 PCOS 评估与管理国际指南解

读

李茜西 广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14 子宫内膜息肉治疗及预防策略 陈梅 广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15 中医药在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中的应用

莫琳玲 广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16 病例分享 莫琳玲 广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17 病例分享 彭晓竹 广西妇幼保健院 主治医师

参会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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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宁东春酒店交通地图

交通路线：

1.地跌路线：乘坐地铁 1 号线至会展中心站 （D 口出）下车 ，换乘

42路.43 路.90 路到厢竹云景路口站下车，步行过天桥

即可达到东春大酒店。

2.公交路线：乘坐公交车 42路、43 路、90 路到厢竹云景路口站下车，

步行过天桥即可达到东春大酒店。

3.机场路线：乘坐机场大巴 2 号线公交车，在沃顿大酒店下车，步行

400 米在双拥桂春路口公交停靠站坐 29 路公交车开往

火车东站南在云景厢竹路口下车，步行 500 米过天桥到

达东春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