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17〕37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推进“妇幼健康中医年”启动大会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机构及相关医疗机构： 

2016 年底颁布的《中医药法》，将于 2017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

施。《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

碑。1 月 9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将 2017 年作为落实《中医药法》、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和推动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为大力推进《中医药法》在各级妇幼保健机

构的贯彻落实，更加广泛地做好中医药与妇幼健康服务的紧密融合，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妇女儿童健康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经协会研究决

定，于 2017 年 4 月 16-18 日在山东省举办推进“妇幼健康中医年”

启动大会期间，同时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中西医结合诊

治妇儿疾病规范化培训（项目编号 2017-05-03-152），参会学员按

照附件 3 填全学员信息后，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详见附件 1） 

（一）中医药发展战略报告及解读《中医药法》 

（二）推进妇幼健康中医年启动仪式 

（三）中医与妇幼健康工作交流与推广 

（四）中医适宜技术应用专题讲座 

二、会议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山东省潍坊市妇幼保健协会 

山东省安丘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山东省安丘市妇幼保健院 

三、参会人员 

（一）邀请国家、省中医药管理局行政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 

（二）各级妇幼保健院领导及相关负责人；上述单位的中医、

妇、产、儿科负责人和医护人员； 

四、会议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2017 年 4 月 16 日全天报到，4 月 17-18 日

会议。 

（二）报到地点：山东省安丘市新东方大酒店    

（三）会议地点：山东省安丘市新东方大酒店 B 座二楼幸福

大厅 

（四）山东省各妇幼保健机构及相关医疗机构参会人员报到 

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2 点前，报到地点为山东省安丘市

新东方大酒店，4 月 16 日下午参加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

西医结合分会成立大会。 

五、其他事宜： 

（一）请参会人员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前务必将回执以电子邮

件形式 发送至大会会务组。 

回执邮箱：aqsfybjybgs@163.com（回执表见附件 2）； 

（二）本次会议会务费 1200 元，会议统一安排食宿，住宿、

交通费自理； 

(三)因会议安排接送，请在回执上注明往返航班、车次等，本

次会议接站点为潍坊火车站和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四）联系方式及人员：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黎频   13426319342 

     2.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分会办公室黄主任    13808605018 

     3.山东省安丘市妇幼保健院办公室田夕卫  13853608652 

附件：⒈日程安排  2.报名回执 3. 学员信息 

       4.交通路线图 5.安丘市概况 6.安丘市妇幼保健院简介 

                                        

二○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附件 1 

“妇幼健康中医年”启动大会日程 

 

日期与时间 内容 主持人 

4 月 16 日 全天报到 安丘市妇幼 

4 月 17 日 

8:00-8:30 

 

 

 

一、开幕式 

（一）安丘市政府领导致辞 

（二）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领导致辞 

（三）山东省卫计委领导致辞 

（四）中华中医药协会领导致辞 

（五）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长陈资全讲话 

 

 

 

 

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 

于小千 

 

 

8:30-9:00 

 

二、推动妇幼健康-中医年启动仪式 

（一）宣布推动妇幼健康中医年实施方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

主任委员金志春 

（二）宣读首批妇幼保健中医示范基地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王玲 

（三）主席台领导颁发匾牌与证书 

（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讲话 

（五）国家卫计委领导讲话 

（六）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会长张文康讲

话 

 

9:00-10:00 

 

10:00-10：15 

 

10:15-11:00 

 

 

11:00-12:00 

三、讲座 

（一）中医药发展战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司桑滨生司长 

（二）北京市贯彻《中医药法》实施意见的介绍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处原处长赵建宏 

（三）中医护理在妇幼保健的优势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拓展部主任刘香娣 

（四）中医药融合妇幼健康新模式的现实意义 

浙江省东阳市妇幼保健院郭兰中院长 

 

 

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副秘书长

王玲 

12:30-13:30 午餐  



 

 

13:30-18:00 

 

 

每人 40 分钟 

 

 

 

四、推广中医经验交流 

（一）“妇幼中医树”全生命周期的保健 

广东省佛山南海市妇幼保健院易锦发院长 

（二）拓展中医服务，呵护妇幼健康 

山东省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吴修荣院长 

（三）知时节，治未病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妇幼妇幼保健院 

中医健康养生部部长孙继伟 

（四）中医药护佑母婴健康 

    山东省潍坊安丘市妇幼妇幼保健院吴耀炫院长 

（五）转变观念、全面推进，中医服务天地宽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妇幼保健院王江定院长 

（六）强化中医药应用，满足妇女儿童的需求，促进妇

幼保健事业稳步发展 

北京市房山区妇幼保健院王东院长 

 

 

中国妇幼保健

协会中医和中

西医结合分会

主任委员 

金志春 

分会副主委 

胡辰生 

4 月 18 日 

7：00-9：00 

 

五、参观考察安丘市妇幼保健院 山东省安丘市 
妇幼保健院 
吴耀炫院长 

 

 

9：00-13：

00 

 

 

 

 

每人 40 分钟 

 

 

 

 

 

 

 

六、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讲座 
 

（一）中西医结合在卵泡发育不良中的应用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金志春 

张秀荣，陈晓勇 

（二）卵巢早衰及针灸治疗策略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房繄恭 

（三）殊途同归，百虑一致 

——中西医结合在妇科中的应用优势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金富锐 

（四）卵巢储备功能不足的评估及中西医诊治策略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陈晓勇 

金富锐，田青乐 

（五）中西医结合在小儿脑瘫中的应用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朱登纳 

（六）三部推拿疗法为主在小儿发热防治中的应用 

江苏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田青乐 

七、会议总结 

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主任委员金志春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张秀荣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陈晓勇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

院    金富锐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 

田青乐 

13:00-14:00 午餐  

14:00 以后 离会  

 



附件 2 

参会人员回执表 

 

参会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民

族 

职称与 

职务 
联系方式 邮箱 

交通 

方式 

航班 

车次 

到达 

地点 

到达 

时间 

返程 

时间 

           

           

           

           

           

 

 

 

 



附件 3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中西医结合诊治妇儿疾病规范化培训》 

学员信息（项目编号：2017-05-03-152（国）） 
 

姓名 单位 职称 职务 学历 联系电话 备注 

       

       

       

       

       

       

       

       

       

注：以上信息缺一不可。 



附件 4 

交通路线图 

 
    由于此次会议地点受交通条件限制，会务组专门安排在潍坊火车站和青岛

流亭国际机场进行接站。 

1.潍坊火车站： 

乘坐高铁、动车参会人员，请到潍坊站下车后，从出口出站，会务组专门

安排人员接站。 

2.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乘坐飞机到达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参会人员，到达后从出口出站，会务组专

门安排人员接站。 

3、济南遥墙机场（不推荐）： 

乘坐飞机到达济南遥墙机场参会人员，请您乘坐机场大巴到济南火车站，

转乘至潍坊方向的高铁、动车到潍坊站下车后，从出口出站，会务组专门安排

人员接站。 

 

 
山东省安丘市新东方大酒店简介及地图 

 

安丘新东方大酒店是一家四星级酒店，集客房、餐饮、康乐、会议服务功

能于一体。座落在世界风筝都南 30 公里，一流的设施，迷人的环境，是宾客休

闲度假的理想之选。安丘新东方大酒店拥有 111 间客房，设有普通标准间、豪

华标准间、精品标准间、豪华大床房、精品单人间及套房，房间装修简洁、大

方，住宿环境温馨、舒适，是商旅人士理想的下榻之选。 

酒店地址：山东省安丘市向阳路东首（前台电话：0536-4389999） 

 

 

 



附件 5 

安丘市概况 

    安丘市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市之一。

市境总面积 1760 平方公里，辖 10 个镇、2 个街道、2 个开发区，866 个行政村，

总人口 96万。 

  安丘历史悠久，先贤辈出，人文荟萃。公元前 148年置县，境内已发掘大

汶河、龙山、商周文化遗址 41 处、文物 1 万多件，并有庵上石坊、公冶长书院、

大型汉画像石墓等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了宋代著名军事家陈规、清朝阁

老刘正宗、著名诗人曹贞吉、文字学家王筠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据记载，自宋

代至清末，安丘共有 101人进士及第。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围绕建设实力安丘、活力安丘、魅力安丘这一总体

目标，激情担当，砥砺奋进，深入推进转型跨越均衡发展，全力以赴稳增长、

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全市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工

业快速发展，已培植起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医药化工、纺织服装、建筑材料

五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初具规模。农业率先发

展，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被确定为“安丘

模式”在全省、全国推广。先后被确定为全国园艺产品（蔬菜）出口示范区、

中国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示范县、全国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典型示范区、

国家级农业综合标准化优秀示范市。旅游业繁荣发展，建成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2处、3A级旅游景区 2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和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各 1处。城

乡建设日新月异，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

先后荣获“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农田水利建

设先进市”、“全国科普示范市”、“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双拥模范

城”、“中国金融生态市”、“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市”、“全国农村

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市”、“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等称号。 

  安丘是一座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城市，更是一方投资兴业的热土。勤劳智慧、

热情质朴的安丘人民，着力做大做强工业、做长做特农业、做活做优服务业、

做美做靓城乡，践行新理念，迈向新征程，努力建设实力安丘、活力安丘、魅

力安丘，真诚欢迎四海宾朋、五洲客商前来观光旅游、洽谈贸易、投资兴业，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附件 6 

安丘市妇幼保健院简介 

    安丘市妇幼保健院（安丘市妇女儿童医院、安丘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安丘市妇女儿童健康中心）位于安丘市南区双丰大道中段，占地 140 亩，

建筑面积 10.2万平方米，免费开放地上、地下停车位 1300个；编制床位 700

张，开放床位 900 张。医院现有职工 689 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515人，

高、中级职称的 146 人。拥有飞利浦 1.5T 磁共振、超声聚焦治疗系统（海扶

刀）、800毫安数字胃肠、乳腺钼靶机、GE、飞利浦、西门子彩色 B超、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腹腔镜、宫腔镜、婴儿高压氧舱等先进仪器设备，配有中心监护

系统和中心呼叫系统等 

近年来，医院坚持“人才强院，特色兴院，服务优院”的方针，加强人才

培养，强化纵向联合，积极引进新项目、新技术，产科、儿科、新生儿科、妇

科、中医、儿童早教、不孕不育等服务得到了较快发展，多项工作为全省乃至

全国树立了标杆。特别是注重中医中药在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妇女保健和

计划生育服务中的广泛应用，将中医药服务融入妇幼健康服务的各个环节，得

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医妇科为潍坊市重点学科，中医儿科为潍坊市备案重

点学科。先后创建为“全国妇幼健康服务先进集体”、“全国妇幼保健机构中医

药工作示范单位”，潍坊市县市区首家“省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 

市妇女儿童健康中心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投入使用，该中心集月子会所、

水上乐园、儿童康复中心、儿科病房、早教中心（东方爱婴早教中心）、预防接

种门诊、产后康复中心、3D 影院、孕婴超市、儿童西餐厅及儿童乐园等于一体，

从而使该院成为全国设置高端、复合功能最齐全的妇女儿童保健机构。 

地址：安丘市市南区双丰大道中段（永安路与兴安路之间）乘 1 路、3 路、

13路公交车直达 

网址：http://www.aqsfybjy.com 

http://www.aqsfybj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