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17‟2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相关人员：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5 年下发了《妇幼健康服务机构

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各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

务部门设置指南》，2016年下发了《三级和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标准

（2016 年版）》。为了让妇幼保健机构顺利落实上述文件，并以此为

契机加强机构业务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建设，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经过精心准备，定于 2017

年 3月 23-26日在广东省江门市举办“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

行方法培训班”。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班主要内容 

（一）妇幼保健发展方向和机制的思考； 

（二）新时期妇幼保健机构发展； 

（三）妇幼保健院标准化建设的目标、约束、路径与方法； 

（四）通过妇幼保健学科体系建设系统化扩展业务范围和提升服

务水平； 

（五）妇幼保健院整体规划设计的步骤、方法与案例展示； 

（六）基于学科体系的妇幼保健院绩效管理实践； 

（七）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工作平台； 

（八）新形势下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与运行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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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于学科体系的妇女保健部（计划生育）、孕产保健部、

儿童保健部建设与发展； 

（十）妇幼保健二级专科建设与运行的方法及实践经验介绍。 

课程第一至第二天为公共课，第三至第四天分孕产与妇女保健

（计划生育）和儿童保健两个培训班。 

二、参会人员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 

（二）各级妇幼保健院（所、中心）院长、主管院长、基建处长

（科、股）、妇女保健部、孕产保健部、儿童保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

部（专科）主任及医护人员等。 

三、会议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7年 3月 22日全天 

主会场时间：2017年 3月 23-24日  

分会场时间：2017年 3月 25-26日 

报到地点：广东省江门市名冠金凯悦酒店（地址：广东省江门

市北新区发展大道 188 号，电话： 0750-3938888

转前台，联系人：马莹莹 13702283196） 

会议地点：广东省江门市名冠金凯悦酒店 

交通线路：见附件 5。 

四、 其他事宜 

（一）请参会人员于2017年3月6日之前将回执发送至报名邮箱； 

（二）费用标准：会务费1200/人（含学习费、资料费），会员单

位1100元/人，报到时缴纳并即时开具发票； 

（三） 会务组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四） 会议不安排接站，请参加人员自行到会。 

五、主办协办单位及联系人 

（一）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

员会 



联系人：卢瑞红  13901375773 

邱丽媛  18600815394  

陈风然  13381057282 

 

报名邮箱： chxlee@126.com    

（二）协办单位 

1.广东省妇幼保健协会 

联系人：吕方柳 020-83703446，13433969534 

报名邮箱：gdmcha@163.com（广东省人员报名专用） 

2.广东省江门市妇幼保健院 

联系人：谭忠伟 13702277820 

徐玉云 0750-7361969，13680468180 

 

附件：1.《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参会回

执 

2.《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公共课

程培训日程 

3.《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孕产与

妇女保健（计划生育）培训日程 

4.《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儿童保

健培训日程 

5. 交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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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职称 职务  学历 工作单位 科室 电话  邮箱 会场 

 
    

     
  

 
    

     
  

 
    

     
  

 
    

     
  

 

住宿房间预订信息： 

（房间紧张，请准确填写） 

双人标准间（330元/天）      间          入住时间3月   日    退房时间3月   日 

单人间（330元/天）          间 入住时间3月   日    退房时间3月   日 

备注：以上信息缺一不可。 

“会场”一栏填写“公共课”（只参加第一天和第二天公共课程）、“妇保”（参加全部四天公共课程和围产、妇女保健课程）

或“儿保”（参加全部四天公共课程和儿童保健课程）。  

 



附件2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公共课程培训日程 

 

日 期 培 训 班 内 容 

3 月 23 日

（周 四） 

上 午 

开幕式：08:30-09:00 

     省（市）卫计委领导致辞、协会领导讲话 

主题发言：《妇幼保健发展方向和机制的思考》09:00-10:20 

    主讲：李长明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终身荣誉副会长 

茶歇：10:20-10:40 

主题发言：《新时期妇幼保健机构发展》10:40-12:00 

    主讲：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领导 

3 月 23 日 

（周 四） 

 

下 午 

主题发言：《妇幼保健院标准化建设的目标、约束与路径》14:00-15:30 

1． 妇幼保健院现有业务模式与《指导意见》之间的差距 

2． 妇幼保健院建设过程中的主要约束：《指导意见》、专业指南… 

3． 医院四级综合品质评价体系与妇幼保健院可行建设目标（III 级） 

4． 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系统性建设方法：学科体系建设的六个方面 

5． 服务模式：从以设备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 

6． 业务内容：从业务堆积到基于学科体系的业务树形结构 

7． 技术规范：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和分析医学 

8． 医疗规范执行质量保证体系：构成与实施方法 

9． 医院技术升级策略：更新技术规范、技术配套、人员培养、质量体系 

10． 医院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业务内容的差异化和系统化，技术专业化 

11． 技术规范升级带来的跨越式发展，范例分析 

12． 医护人员培养目标：从专业技能到职业素质 

13． 卫计委学科体系建设专项课题与对妇幼保健院建设的综合支持 

     主讲：宫露霞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副秘书长 

电视片播放：《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业务的系统化扩展》15:30-15:50 

          -分别介绍学科体系建设的六个方面 

茶歇：15:50-16:10 



主题发言：《妇幼保健院规划设计方法与建设过程》16:10-17:10 

1. 妇幼保健院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中的误区与教训 

2. 医院建设目标与策略：落实标准化与学科体系建设 

3. 新院建设步骤与核心工作 

4. 原址改造工作目标与步骤  

5. 医院整体规划的内容：业务结构及其空间布局 

6. 业务流程设计的内容与原则 

a) 以患者为中心标准、感染控制规范 

b) 业务技术规范、科室构成与布局 

c) 工作效率、人机工效与医疗环境 

d) 儿童情景化环境设计原理与使用效果 

7. 建筑设计任务书与建筑设计原则 

8. 设计与建设过程质量控制：打造 III+综合品质医院的策略 

9. 工作小组构成与工作方法：医院建设过程范例 

    主讲：孙允高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电视片播放：《妇幼保健院规划设计方法与案例展示》17:10-17:40 

          -整体规划、建筑设计、流程设计、环境设计、特种设计、施工设计 

讨论答疑：17:40-18:00 

3 月 24 日 

（周 五） 

 

上 午 

主题报告：《基于学科体系的绩效管理政策》08:30-09:40 

1． 学科体系建设与专业分工带来的业务跨越式扩展和技术质的飞跃 

2． 绩效管理的目标：专业的机构和职业的医护人员 

3． 绩效计算的基本单元与专业团队建设 

4． 奖惩措施与医护职业发展 

5． 绩效政策实施辅助工具与持续改进 

6． 经验教训总结及建议 

    主讲：黄其美  湖南省浏阳市妇幼保健院业务副院长、副书记 

专题发言：《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工作平台》09:40-10:50 

1. 妇幼保健行业标准化建设需求 

2.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支持团队构成 

3. 妇幼保健机构学科体系建设网络工作平台的构成与功能 

4. 妇幼保健行业标准化建设合作工作机制 

5. 网络工作平台介绍 

    主讲：钱犁  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题报告：《新形势下妇幼保健院整体建设的经验与教训》10:50-12:00 

1． 医院改造过程中的问题 

2． 新的等级评审标准以及学科体系建设思路：重新规划医院的未来 

3． 评审标准、《指导意见》、《科室设置指南》、学科体系的关系 

4． 建设过程、关键步骤、问题与教训 

5． 新形势下建成的医院：社会评价与运行状态 

6． 经验教训总结及建议 

   主讲：李玉萍  广东省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院长 

3 月 24 日 

下 午 
参观江门市妇幼保健院门诊 14:00-17:30 



附件3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孕产保健部与妇女保健部（计划生育）规范化建设培训日程  

 

3 月 25 日 
（周 六） 

上 午 

专题报告：《个体化营养指导理论与方法：科学分析与生活化指导》08:30-12:00 

1. 营养分析与指导的误区及其危害 

2. 定量个体化饮食营养分析的目标及原理 

3. 工作 1：饮食中有害物质调查与预防指导 

4. 工作 2：饮食结构合理性指导：临床检验方法及个体化饮食指导 

5. 工作 3：营养安全性指导：24 种营养成分定量分析与个体化指导 

6. 工作 4：营养补充安全性分析：基于个体化营养曲线定量指导 

7. 工作 5：血糖控制、体重控制与形体促进 

8. 相关的检测技术和分析方法：尿靛甙、体成分、代谢率 

    主讲：叶万兴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3 月 25 日 
（周 六） 

 
下 午 

电视片播放：《孕产保健部：系统化与专业化建设策略》14:00-14:40 

          -从孕前到产后十项业务工作内容与核心技术，全程服务构建策略 

          -公共卫生群体指导与门诊个体保健指导之间的关系与处理原则 

          -重点探讨：孕前保健、妊娠糖尿病、产时质量、哺乳、产后恢复 

专题报告：《孕产保健部系统化专业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14:40-15:30 

1． 常规围产保健工作与“指导意见”在业务结构上的差距 

2． 基于学科体系系统性扩展业务范围，从孕前到产后 

3． 明确各二级专科业务内容和操作规范，如孕前保健、产后保健 

4． 各专科及病房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5． 发展与系统化管理：团队建设、人才培养、监督与调整、绩效政策 

6． 孕产妇个体保健的社会需求：满足个体需求的专业化服务 

7． 科室建设与运行经验与教训：思想意识、技术水平、运行管理 

主讲：周 敏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围产保健部主任 

茶歇：15:30-15:50 

专题报告：《孕前保健专科建设与运行》15:50-16:40 

1． 从叶酸补充到孕前保健：孕前检查和孕前准备的 10 项工作 

2． 孕前检查工作的 5 项内容：是否适宜怀孕/妊娠风险评估 

3． 孕前准备工作的 5 项内容：创造胎儿发育最佳环境 

4． 适宜人群：科普教育与普及型适应征自查，形成广泛来源 

5． 门诊操作典型过程：将夫妇的需要转化为专科工作内容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后续跟踪服务及与孕期管理连接 

    主讲： 赵 丹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专题报告：《孕期营养专科建设与运行》16:40-17:20 

1. 科室配置与人员构成：门诊、营养实验室、辅助检查、健康厨房 

2. 业务内容与技术规范：危害因素、饮食结构、GDM、营养安全性 

3. 门诊科室布局与分工合作：医生门诊与营养咨询师的咨询指导室 

4. 适宜人群：所有孕产妇、补充营养品、体重超重 

5. 人群来源：具有自查功能的教育材料、宣教材料、孕检转诊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业务运行方法及运行效果总结 

    主讲：黎箐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孕期营养专科负责人 

专题报告：《产后保健专科建设与运行》 17:20-18:00 

1. 产后不同时期健康问题及产后保健工作内容 

2. 母乳喂养中常见的临床问题及筛查指导方法（BREAST 方法） 

3. 生殖系统产后安全检查与防护、产后避孕 

4. 盆腔肌体常见问题与康复方法 

5. 形体康复过程中的检测和康复策略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产后保健专科的建设与运行方法经验总结 

主讲：孟宏霞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产后保健专科负责人 

3 月 26 日 
（周 日） 

 

上 午 

电视片播放：《妇女保健部：业务结构与运行模式》08:30-08:50 

          -全科健康管理与七个二级专科的业务内容、门诊与住院结合模式 

          -重点探讨：健康管理、妇科内分泌调节、不孕症康复、慢病康复 

专题报告：《妇女保健部系统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08:50-09:50 

1． 妇女保健工作与“指导意见”在业务结构上的差距 

2． 妇女健康需求促进健康管理和专科业务发展 

3． 临床与保健融合的难点与解决方法：学科体系系统化建设 

4． 妇女健康（妇科+妇保）中心二级专科业务结构 

5． 专业化操作规范建设过程与成效 

6． 患者中心化服务模式的优势与实践经验 

7． 各专科及病房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8． 基于学科体系建设妇女保健部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主讲：李茜西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部主任   

茶歇：09:50-10:00 



专题报告：《从更年期保健工作到妇科内分泌专科的建设过程》10:00-12:00 

1． 更年期妇女面临的症状和健康问题 

2． 更年期出现症状的原理及对内分泌调节的要求 

3． 激素补充个体化最佳方案：一个世纪研究结果总结 

4． 更年期妇女保健发展方向：从激素补充到综合保健 

5． 从更年期保健到妇科内分泌专科；学科建设方法  

    主讲：李茜西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部主任 

3 月 26 日 
（周 日） 

 
下 午 

专题报告：《妇女营养与慢病康复专科：营养与代谢理论与技术应用》

14:00-16:00  

1. 健康管理后续工作重点：慢病康复及其理想目标-消除病因 

2. 妇女营养科的出路：解决全院疑难问题-代谢综合症相关慢病 

3. 营养与代谢理论与技术概述 

4. 典型代谢性和运动相关十大慢性疾病：病因分析 

5. 慢病的外形特征 - 形体：形体指标、判断准则、代谢综合症 

6. 慢病与形体康复：药物、物理康复、饮食调节、运动与活动 

7. 慢病康复与健康管理的合作运行模式探索 

8. 营养与代谢理论与技术应用示例：PCOS 康复 

a)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病因与发病机制 

b) 青春期保健与 PCOS 预防 

c) 育龄期 PCOS 诊治与康复：生育力恢复、预防卵巢早衰 

d) PCOS 综合防治：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 

e) 涉及 PCOS 诊治工作的专科及其临床诊治目标和原则 

9. 妇女营养与慢病康复专科:业务范围、专科构成、建设步骤 

    主讲：赵 丹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部研究员 

茶歇：16:00-16:20 

专题报告：《全科体检与健康管理科的建设与运行方法》16:20-17:40 

1. 从体检到（家庭医生式）个体健康管理的跨越：社会需求 

2. 科室建设：科室配置、设备设施、人员 

3. 体检流程的其它用途：孕前保健、男性保健、慢病与形体康复 

4. “全科+特色”体检内容确定：适应不同群体的健康需求 

5. 个体健康管理人群来源：集体及个体体检、不同的个体需求 

6. 个体健康管理的服务模式：主动的家庭医生式管理与转诊安排 

7. 个体健康管理的技术支持：数字化及智能化系统 

8. 科室建设与运行的经验与教训 

主讲：李 伟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体检与慢病康复中心健康管理师 

闭幕式：17:40-18:00 

 



 附件 4 

《妇幼保健院学科体系建设与运行方法培训班》 

儿童保健部规范化建设培训日程 

 

3 月 25 日 

（周 六） 

 
上 午 

 

电视片播放：《儿童保健中心》08:30-09:20 

专题报告：《儿童保健部建设步骤与运行策略》09:20-10:30 

1. 当前儿童保健工作与“指导意见”的差距 

2. 儿童保健部建设目标、整体规划与建设过程 

3. 儿童保健部科室构成及其功能 

4. 医护人员职业规划与培训 

5. 各专科及儿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6. 业务运行策略及发展方向 

    主讲：陈艳娟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副主任 

茶歇：10:30-10:50 

专题报告：《从儿童体检到儿童健康管理》10:50-11:40 

1. 儿童的健康需求与儿童体检的局限性 

2. 儿童体检项目的大幅度扩展与家长需求 

3. 个体儿童体检与健康管理、全面保健计划与全科主动管理 

4. 信息化和智能化对主动健康管理的技术支持 

5. 集体儿童体检与幼儿园联合保健计划 

6. 政府与社会参与对儿童保健工作的促进 

7.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8. 儿童完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与运行 

    主讲：张淑琨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体检与健康管理专科负责人 

讨论答疑：体检与健康管理专科的建设与运行 11:40-12:00 

3 月 25 日 

（周 六） 

 

下 午 

专题发言：《儿童认知心理专科：工作内容与操作规范》14:00-16:00 

1. 专科概述：工作内容、服务人群、科室配置 

2. 儿童认知（发展）心理学基本概念、当前儿童早期发展的误区 

3. 情景式认知训练：多媒体视听认知训练、形象思维训练、抽象思维

训练、言语表达训练 

4. 工作 1：认知能力评估与促进 

5. 工作 2：儿童心理行为调适与干预 

6. 工作 3：智障儿童认知能力康复 

7. 专科管理方法:训练处方与训练记录专案管理 

8. 妇联下属：儿童早期发展促进中心 

9. 专科的发展方向：官方权威机构+个体促进全面服务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茶歇：16:00-16:20 



专题发言：《认知心理专科运行：通过探索逐步深入和规范》16:20-17:40 

1. 专科建设：科室配置、人员构成、适宜人群与相应工作内容 

2. 患者来源：儿童体检、幼儿园体检、科室转诊、个体/家庭 

3. 门诊评估：基本体检、认知能力与心理行为问题筛查 

4. 常见儿童精神心理问题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5. 个体化适宜训练处方的制定 

6. 发育落后儿童的综合情景式训练探索与效果 

7. 心理行为问题儿童的训练模式探索与效果 

8. 延伸服务和社会活动与专科业务的相互促进 

9. 专科建设与运行经验教训 

    主讲：孔莉芳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中心认知心理专科负责人 

讨论答疑：认知心理专科的建设与运行 17:40-18:00 

3 月 26 日 
（周 日） 

 

上 午 

专题发言：《儿童运动体质专科：业务内容及操作规范》08:30-10:30 

1. 专科概述：工作内容、服务人群、科室配置 

2. 儿童运动发育过程，基因与环境共同决定儿童发展 

3. 各年龄段儿童适宜运动形式，避免运动伤害 

4. 情景式主动运动训练：特种环境、工作模式、应用领域 

5. 工作 1：运动发育促进、运动功能促进 

6. 工作 2：儿童体质检测与促进，体育局下属儿童体质监测促进中心 

7. 工作 3：感觉统合能力促进 

8. 工作 4：脑瘫康复中的主动运动功能训练 

9. 工作 5：下肢矫形技术在专科工作中的应用 

10. 专科的发展方向：国家法定监测机构+个体促进全面服务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茶歇：10:30-10:50 

专题发言：《儿童运动体质专科：建设、运行与发展》10:50-11:40 

1. 专科建设：科室配置、人员构成、适宜人群与相应工作内容 

2. 患者来源：儿童体检、幼儿园体检、科室转诊、个体/家庭 

3. 门诊评估：基本体检、体质监测和运动能力筛查 

4. 个体化适宜训练处方的制定 

5. 体质和运动能力发育落后儿童的综合情景式训练探索与效果 

6. 感觉统合失调儿童的训练模式探索与效果 

7. 康复科情景式训练应用探索与效果 

8. 延伸服务和社会活动与专科业务的相互促进 

9.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10. 专科建设与运行经验教训 

    主讲：董尚胜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运动体质专科负责人 

讨论答疑：运动体质专科的建设与运行 11:40-12:00 



3 月 26 日 
（周 日） 

下 午 

专题报告：《儿童营养专科：工作内容与操作规范》14:00-16:00 

1. 专科概述：工作内容、服务人群、科室配置 

2. 儿童饮食营养指导的误区及其危害分析、个体化指导的必要性 

3. 工作 1：婴儿喂养——母乳喂养、人工喂养、添加辅食 

4. 工作 2：饮食结构合理性的实验室检验与个体化指导 

5. 工作 3：饮食与环境危害因素筛查及预防:父母最需要做的工作 

6. 工作 4：体重与肥胖控制、形体监测与促进 

7. 工作 5：营养相关疾病营养指导 

8. 工作 6：PKU 饮食计算与指导 

9. 卫计委下属：儿童营养监测指导中心 

10. 专科的发展方向：区域官方儿童饮食营养专业的权威机构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茶歇：16:00-16:20 

专题发言：《儿童营养专科：建设、运行与发展》16:20-17:00 

1. 儿童营养专科构成 

2. 专科的业务范围及适宜人群 

3. 儿童营养门诊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案例讨论 

4. 患者来源/营养相关筛查：儿童体检、幼儿园体检、儿科、个体 

5. 延伸服务：政府定点专业机构、联合保健计划、家庭健康教育 

6. 专科转诊关系及相应业务连接：服务的可及性与连续性 

7. 专科建设与运行的经验与教训 

    主讲：刘颖妍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营养专科负责人 

专题报告：《儿童保健部学科体系建设与科室结构》17:00-17:40 

1. 儿童健康与全面发展的社会需求 

2. 基于学科体系的科室结构、业务内容和医护人员职业发展 

3. 基于全科医学的儿童体检与健康管理科的核心功能 

4. 实现完整的三级预防服务模式的科室运行方法 

5. 儿童保健部建设、运行与发展策略 

    主讲：晁 咏  北京医网现代医学研究中心儿童保健部主任  

闭幕式：17:40-18:00 

 

 

 

 

 

 

 

 



附件5 

交通路线 

名冠金凯悦酒店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北新区发展大道 188 号(与广场西路交汇处) 

电话：(0750)3938866 

 

江门新车站： 
1.乘出租车直达会场路程约 4 公里，约 10 分钟。 

2.从总站乘坐 23、27、56 路 (坐 5 站)到会展中心(万达广场)站下，过马
路往左走约 230 米到达会场。 

广州白云国标机场： 
A 区候车处购票乘坐机场快线到江门逸豪酒店候机楼（时间约 2 小时），然
后出租车直达会场，路程约 9 公里，约 7 分钟。 
广州白云机场—江门逸豪酒店候机楼（每 30 分钟一班车，早班 8：40，晚

班 22：50） 
广州火车南站： 

从广州火车南站转乘江门城轨到江门站下，从江门城轨站坐出租车直达会场，
路程 9 公里，约 2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