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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妇幼分便函〔2018〕127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关于举办 

《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分论坛》第二轮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机构： 

为了全面提高儿童康复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和规范儿  

童康复医疗行为，交流康复医学新动态、新成果，广泛推广新技术、

新方法，新知识、新理念，凝心聚力，同谋发展，共同推动儿童康  

复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拟定于 2018 年 11 月 27-30 日由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

上，承办《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分论坛》，现通知如下： 

一、 主办、承办及协办部门 

主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承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协办：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 

二、 分论坛内容 

会议将邀请国内外儿童康复领域知名专家讲授有关全人发展观  

下的儿童康复、医教结合、儿童辅具适配、作业疗法新技术、孤独  

症评估训练、机械振动疗法、肉毒毒素注射技术、儿童悬吊治疗技

术、肌张力障碍的遗传代谢病诊断治疗等专题。打造高端学术平台，

共享最新研究成果，推进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儿童康复技术，

提升儿童康复质量。 

三、 参会人员 

 



（一） 全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其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机

构、特教机构的儿童康复科、儿科、儿保科、小儿神经科及相关专业

医师、护师、治疗师，特教学校教师等业务和管理人员。 

（二）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第一届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及河南省残

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和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脑瘫     

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们务必参会，连续两年无故不参会者   

将取消资格。 

四、 会议时间及地点： 

（一）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27-30 日，27 日报到，30  

日离会。 

1. 主论坛《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展大会》：11 月 28 日   

上午；会议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

园一号）； 

2.分论坛《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分论坛》：11 月 28 日下 

午--11 月 29 日全天讲座，30 日参观医院和现场观摩操作演示；会 

议地点：郑州市嵩山饭店迎宾楼三楼国际会议中心。（日程安排详  

见附件 1） 

（二） 报到及住宿地点： 

1.报到时间：11 月 27 日全天报到 

2.报到及住宿地点： 郑州市嵩山饭店迎宾楼一楼（郑州市中

原区伊河路 156号），嵩山饭店总台电话：0371-67176699，宾馆联系

人：席琛，电话：13663006503。 

五、 学分授予：凡参会注册缴费者授予 2018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

目Ⅰ类学分 10 分，项目编号：2018-16-00-275（国）。 

六、 其他事项 

（一） 参加会议人员请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务必登录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详见附件 2），注册、缴费、选择住宿和

参会， 并注明参加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分论坛。如有疑问，请联

系：邓君 13701085664；焦东健 17610510599。 



（二） 费用标准 

参会人员如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直接注册缴费的， 

1200 元/人。现场缴费的（包括转账汇款），会务费会员单位 14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1500 元/人。 

参会人员系统报名注册时，务必先选择参加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

术分论坛，填写正确的单位名称、单位税号，否则无法开具发票。参

会时必须到会议报到处注册报到，即时开具电子发票发至个人微信卡

包里，自行下载打印。 

如单位要求必须转账汇款的，请在备注栏注明“妇幼年会儿童康

复分论坛 ”。 

汇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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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会务组为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注册者统一 

安排食宿。交通、住宿费用自理。如无注册信息，请自行安排食宿。 

（四） 协会网站：会议通知可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站直接下

载： http//www.cmcha.org。 

（五）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闫超然 18236969021；王遐 13683819331  

朱登纳 13838141626；王军 1393900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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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康复新知识新技术分论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者 主持人 

11 月 27 日 全天报到 

11 月 28 日 

上

午 
08:30-12:30 主 论 坛 

12:30-14:30  午 餐 

下

午 

14:30-15:10 开幕式暨儿童营养包捐赠仪式 王 军 

15:10-15:50 孤独症共病癫痫的诊疗管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秦炯 罗 蓉

刘 靖 15:50-16:30 ADS常见共患问题的识别与处理原则 南京脑科医院 柯晓燕 

16:30-16:40  茶 歇 

16:40-17:20 儿童孤独症早期干预 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徐秀 
邢舒茶

贾飞勇 17:20-18:00 
原始反射残存对儿童姿势运动发育的影

响及干预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

李海华 

11 月 29 日 

上

午 

08:00-08:40 脑瘫儿童疼痛问题及管理 
佳木斯大学康复医学院

李晓捷 
钱旭光 
王守磊 08:40-09:20 

针灸对脑瘫患儿神经修复和重塑的临床

与实验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南

海妇产儿童医院 刘振寰 

09:20-10:00 悬吊训练技术在脑瘫儿童康复中的应用 郑州大学三附院 王 军 

10:00-10:10  茶 歇 

10:10-10:50 
国际功能残疾与健康分类儿童青少年版

在儿童作业治疗中的应用 
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林国徽 
孙克兴 
赵 澎 

10:50-11:30 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诊治新进展 郑州大学三附院 姚梅玲 

11:30-12:10 
基于构建 ICF的言语康复核心分类和言

语语言康复标准 
华东师范大学 黄昭鸣 

12:10-13:50  午 餐 

下

午 

13:50-14:30 认识脑瘫与脑瘫康复 河北医科大学 魏国荣 

关春荣 
张纪水 

14:30-15:10 儿童重症康复的需求与对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肖 农 

15:10-15:50 脑瘫儿童矫形器管理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

博爱医院 刘劲松 

15:50-16:00  茶 歇 

16:00-16:40 0-3岁婴幼儿及其家长的心理支持 
国际合作志愿组织 OVCI 

我们的家园 孙丽佳 
马彩云 
邱久军 16:40-17:20 孤独症认知模式与干预策略 郑州大学三附院 段桂琴 

17:20-18:00 儿童康复质量与安全管理 郑州大学三附院 朱登纳 

18:00-18:10 闭幕式 郑州大学三附院 王 军 

11 月 30 日  08:30 参观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康复科 

备注：1.主论坛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中央公园一号）； 

2.午餐结束后乘车返回嵩山饭店参加儿童康复分论坛。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一、第一步：微信扫描右图二维码，找到“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服务号”，点击“关注公众号” 

二、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左下角，进入“会议广 

场” 找到会议，点击进入； 

1、本次会议的会议名称为“《第九届中国妇幼保健发

展大会》”，点击会议图片进入会议介绍页面；三、点击 

“会议介绍”页面下方【我要报名】按钮，进入“填写 参

会信息”页面，开始报名。 

1、 添加参会人：点击页面中“+添加参会人”进入 

“报名管理”页面，填写参会人个人信息、单位信息、学分信息（均为必填项），点击

【保存并使用】；注：可添加多名参会人； 

2、 勾选参会人：保存参会人信息后，在参会人列表中，在参会人名字前的小圆点里

勾选参会人（可多选）； 

3、 分会场确认：在“分会场”选项中，选择相应分会场；分会场菜单为下划式菜

单，直接划动分会场名称，选中相应分会场即可； 

3.1、 如需预订酒店：滑动“酒店预订”后方按钮，将出现“酒店选择”选项，点

击【点击选择】，选择对应酒店与房型； 

3.2、 参会人员参会人预订酒店后,会议报到当天到所预订的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相

关费用到酒店前台直接缴纳;酒店费用发票将在入住结束后,由酒店开具(拼房参会人可

分开开具发票); 

3.3、 填写发票信息:在“发票信息”填写处,填写单位名称(正确发票抬头单位名称)

和单位税号(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点击【提交订单】; 

4、填写发票信息:在“发票信息”填写处,填写单位名称(正确发票抬头单位名称)和单位

税号 

(正确税号为 15 或 18 位),点击【提交订单】; 

4.1、参会人填写报名人资料时,请务必正确填写发票信息,否则后期无法开具发票四、

选择相应支付方式: 

1、 提交订单后,进入“参会人信息确认”页面,把页面拉到最底部,选择“支付方式”; 

1.1、支付方式有微信支付、现场支付、两种方式;为节省您的报名现场等待时间,请优

先选择微信支付;现场支付可以选择现金支付和刷卡支付;如转账支付账号请见会议通

知正文; 

2、 选择“支付方式”后,选中微信支付的参会人点击【立刻支付】,选中现场支付和

转账支付的参会人点击【确认参会】,会出现“您已报名成功”的相关提示,点击确认

返回会议广场,即报名成功。 

五、注册发票开取流程,非常重要,请务必认真仔细阅读: 

1、 注册费发票统一为电子发票,无纸质发票。无论何种支付方式,开放发票申请时间

为,参会报名日起至参会结束日止; 

2、 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广场”右侧,找到“个人中心”页面点击进入,在历史

会议中找到需要开发票的已支付订单,点击“开取发票”。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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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0510599(同微信)。 



附件 3： 报到住宿和交通路线图 

一、 报到及住宿地点： 郑州市嵩山饭店迎宾楼一楼（郑州市中原区

伊河路 156 号），嵩山饭店总台电话：0371-67176699，宾馆联系人：席

琛，电话：13663006503。住宿标准：350 元/天/双人标准间（含早

餐）。 

 

二、 具体报到路线 

郑州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陇海路快速通道（西广场也可走中原路）—嵩山

路--伊河路，全程 6 公里，约 10 元左右。 

公交车： 

（1） 201 路：郑州火车站西广场站上车，在伊河路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达

嵩山饭店。全程 4 公里。 

（2） 1 路：火车站东广场上车，在嵩山路伊河路站下车，沿嵩山路伊河路十字

路口向西步行 200 米路南到达。全程约 6 公里。 

（3） 102 路：火车站乘 102 路，到市委站下车，沿百花里路向南走 500 米到 



伊河路斜对面即到。 

地铁 1 号线：西广场上车--绿城广场站下车，C 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交

车 1 站到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 

郑州东站出发 

出租车：郑州东站--107 国道--陇海路快速通道—嵩山路-伊河路--嵩山饭店，全程

约 18 公里，约 30 分钟，约 35 元。 

地铁 1 号线：郑州东站上车--绿城广场站下车，C 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

交车 1 站到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全程 16.54 公里，约 58 分钟。 

新郑国际机场出发 

出租车：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机场迎宾大道--机场高速--陇海路快速通道----陇海西 

路—嵩山路下高架--伊河路--嵩山饭店，全程约 40 公里，50 分钟，约 90 元。 

地铁 2 号线：机场乘坐地铁 2 号线到紫荆山站换乘地铁 1 号线，-绿城广场站下

车，C 出站口出站后可转乘 S112 路公交车 1 站到百花里路下车对面即到，约 2 

小时。 

温馨提示：酒店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伊河路 156 号，酒店电话：0371—67176677， 

67176699。酒店联系人：席琛：电话：13663006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