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乳喂养专题会：生命初期 1000 天—给母乳喂养 

会议议程 
 

 

 

2018 年 9 月 13 日（周四） 苏州文博诺富特酒店一楼宴会厅 

08:00-08:10 上午开场  主持人：庄薇 王悠炯 

08:00-08:10 开幕致辞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08:10-08:55 母乳喂养的医院和社会支持体系在国内外的建设进展 赵敏慧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09:00-09:45 生命初期 1000 天与母乳哺育 杨靖莹 台北青年诊所 

09:45-10:00 休息 

10:00-10:45 推动证据转化，促进母乳喂养 周英凤 复旦大学 JBI 循证护理合作中心 

10:50-11:35 新生儿出生时及产后三天的基本保健 刘军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40-12:25 母乳哺育与药物使用 魏凯 解放军武汉总医院 

12:30-13:30 午餐   

13:30-13:35 下午开场                                                                        主持人：庄薇 王悠炯 

13:35-14:20 
国际泌乳顾问 IBCLC 特别门诊成就现代家庭个性化的哺育

模式 
任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14:25-14:55 母乳咨询门诊的心理评估和疏导 陈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55-15:10 休息 

15:10-15:40 案例深度分享—成功追奶 赵文虹 懿英教育 

15:45-16:15 案例深度分享—住院早产儿母乳喂养建立 刘金凤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6:20-16:50 同伴教育—妈妈支持团队的运作 金喆君 懿英教育 

16:55-17:25 母乳喂养咨询师的品牌建设 陈蕾 春田医管 

17:30-18:00 春田妇儿母乳喂养整体解决方案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8:00-18:10 会议总结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暨“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会议议程 

第一天 
 

2018 年 9 月 14 日（周五）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一楼（COCC 会场） 

08:30-08:50 开幕式 （COCC 会场+CCND 会场） 主持人：漆洪波 陈敦金 

08:30-08:50 开幕致辞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08:50-10:00 人卫出版社第九版妇产科教科书的修改与争议专题 主持人：漆洪波 陈敦金 

08:50-09:25 教科书修改的原则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09:25-10:00 子痫前期与 HELLP 综合征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0:00-10:25 中国产后出血指南发布后的新进展                            讲者：贺晶教授   主持：段涛教授 

10:25-10:30 茶歇 （展厅内） 

10:30-12:15 人卫出版社第九版妇产科教科书的修改与争议专题 主持人：漆洪波 陈敦金 

10:30-11:05 产程与羊水栓塞 漆洪波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5-11:40 胎儿医学与产前诊断的修改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1:40-12:15 早产与 VBAC    刘铭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2:15-12:35 从指南共识谈钙营养补充的重要性 讲者：贺晶教授   主持：段涛教授 

12:35-13:30 午餐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二楼用餐区 

13:30-15:50 产科危急资源管理专题 （COCC 会场） 主持人：严晓玲 刘江勤 

13:30-14:05 领导力建设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4:05-14:40 正义文化 田沐 绿叶医疗 

14:40-15:15 多学科团队的有效沟通 严晓玲 春田医管 

15:15-15:50 如何向家属披露坏消息 刘江勤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5:50-16:10 妊娠期代谢性疾病的远期影响 讲者：杨慧霞教授   主持：段涛教授 

16:10-16:20 茶歇 （展厅内） 

16:20-18:00 多学科疑难危重病例讨论 主持人：陈敦金 赵扬玉   

16:20-17:10 案例 1   

17:10-18:00 案例 2   

18:00-18:35 早产专题 主持人：陈敦金 赵扬玉   

18:00-18:35 宫颈长度需要常规测量吗？  杨慧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8:35 当天会议结束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暨“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会议议程 

第二天 
 

2018 年 9 月 15 日（周六）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一楼（COCC 会场） 

08:30-09:05 产后出血专题 主持人：段涛  

08:30-09:05 重新定义产后出血 郑博仁 台湾长庚医院 

09:05-10:15 产科争议与辩论专题 1 （COCC 会场） 主持人：马润玫 古航  

09:05-10:15 在分娩时胎心监护重要还是自由体位重要？ 
王子莲 

郑剑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解放军第 174 医院 

10:15-10:35 临床医生云伙伴     讲者：徐先明教授   主持：程蔚蔚教授 

10:35-10:45 茶歇 

10:45-12:00 产科争议与辩论专题 1 （COCC 会场） 主持人：马润玫 古航  

10:45-12:00 剖宫产疤痕部位妊娠都要终止妊娠吗？ 
李晓翠（正方） 

马润玫（反方）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00-13:30 午餐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二楼用餐区 

13:30-14:40 产科争议与辩论专题 2 （COCC 会场） 主持人：郑剑兰 邹丽  

13:30-14:40 废除骨盆外测量 
漆洪波（正方） 

古航（反方）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14:40-15:50 国外临床指南解读专题 主持人：刘彩霞 孙丽洲   

14:40-15:15 ACOG 子痫前期突发严重高血压的处理 贺晶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5:15-15:50 ACOG 产后疼痛管理 徐振东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5:50-16:05 产后出血的贫血防治 讲者：陈敦金教授   主持：王谢桐教授 

16:05-16:20 益母草注射液防治产后出血应用共识（2017 版）解读 讲者：贺晶教授   主持：王谢桐教授 

16:20-18:40 国外临床指南解读专题 主持人：刘彩霞 孙丽洲   

16:20-16:55 RCOG 妊娠期癫痫 邹丽 武汉协和医院 

16:55-17:30 RCOG 新生儿早发型 GBS 感染的预防 刘彩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7:30-18:05 RCOG 产科输血 王谢桐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18:05-18:40 RCOG 妊娠期水痘 孙丽洲 江苏省人民医院 

18:40 当天会议结束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暨“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会议议程 

第三天 
 

2018 年 9 月 16 日（周日）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一楼（COCC 会场） 

08:30-09:40 针对产科医生的胎儿医学专题                （COCC 会场） 主持人：孙路明 邹刚  

08:30-09:05 哪些胎儿问题需要转诊给胎儿医学专家？  邹刚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09:05-09:40 NIPT 时代的超声软标志物 杨颖俊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09:40-09:55 茶歇 （展厅内） 

09:55-11:05 针对产科医生的胎儿医学专题                （COCC 会场） 主持人：孙路明 邹刚  

09:55-10:30 常见的“胎儿危急重症”的处理原则 孙路明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0:30-11:05 圆桌讨论：胎儿有病，放弃还是保留 孙路明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1:05-11:40 国外临床指南解读专题 （COCC 会场） 主持人：孙路明 邹刚  

11:05-11:40 ACOG 优化产后保健 姚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1:40-12:00 闭幕式 （COCC 会场+CCND 会场）  

12:00-13:00 午餐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二楼用餐区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暨“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会议议程 

第一天 

 

2018 年 9 月 14 日（周五）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一楼（CCND 会场） 

08:30-08:50 开幕主题演讲 （COCC 会场+CCND 会场） 主持人：漆洪波 陈敦金 

08:30-08:50 开幕式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08:50-10:00 人卫出版社第九版妇产科教科书的修改与争议专题 主持人：漆洪波 陈敦金 

08:50-09:25 教科书修改的原则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09:25-10:00 子痫前期与 HELLP 综合征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0:00-10:25 中国产后出血指南发布后的新进展                                     讲者：贺晶教授   主持：段涛教授 

10:25-10:30 茶歇 （展厅内） 

10:30-12:15 人卫出版社第九版妇产科教科书的修改与争议专题 主持人：漆洪波 陈敦金 

10:30-11:05 产程与羊水栓塞 漆洪波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5-11:40 胎儿医学与产前诊断的修改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1:40-12:15 早产与 VBAC    刘铭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2:15-12:35 从指南共识谈钙营养补充的重要性   讲者：贺晶教授   主持：段涛教授 

12:35-13:30 午餐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二楼用餐区 

13:30-15:15 母乳喂养专题 （CCND 会场） 主持人：赵敏慧 陈蕾 

13:30-14:05 如何成为国际认证哺乳顾问（IBCLC）  赵敏慧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4:05-14:40 母乳喂养实战训练：模拟实训    赵敏慧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4:40-15:00 母乳喂养的整体解决方案   段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5:00-15:25 母乳喂养和乳母营养支持                                              讲者：段涛教授 

15:25-15:45 妊娠期铁缺乏-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讲者：汪云教授   主持：段涛教授 

15:45-18:05 孕期用药专题 主持人：张华 王志坚  

15:45-16:20 孕期用药原则 冀连梅 问药师创始人 

16:20-16:55 孕期精神心理药物的应用 陈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55-17:30 孕期抗生素与抗病毒药物的应用 王志坚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7:30-18:05 ACOG 孕期流感免疫指南 张华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8:05 当天会议结束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暨“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会议议程 

第二天 

 

2018 年 9 月 15 日（周六）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一楼（CCND 会场） 

08:30-09:40 孕期保健指南专题 （CCND 会场） 主持人：许雅娟 苏放明 

08:30-09:05 2018 版中国孕前与孕期保健指南解读  漆洪波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05-09:40 美国孕前孕期保健与中国的区别   郑勤田 广州妇女儿童医院 

09:40-09:55 胎心监护在临床中的应用及推广                          讲者：王文卿教授 

09:55-10:10 茶歇 （展厅内） 

10:10-11:55 水中分娩专题  主持人：郑勤田 林文欣 

10:10-10:45 水中分娩的安全性评价   李霞 石家庄妇产科医院 

10:45-11:20 水中分娩会增加母儿感染吗？   许雅娟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11:20-11:55 水中分娩对产程和母儿并发症的影响  高岩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11:55-13:30 午餐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二楼用餐区 

13:30-15:15 产房管理专题  主持人：陈敦金 肖梅               

13:30-14:05 中美产房的区别     林文欣 大连妇幼保健院 

14:05-14:40 产房人手不够和年轻医生值班与不良分娩结局   陈敦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40-15:15 助产士主导产房 Vs 医生主导产房  肖梅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15:15-15:30 二胎产后出血预防的时机与药物应用                        讲者：陈敦金教授  主持：段涛教授 

15:30-15:40 茶歇 （展厅内） 

15:40-17:40 孕产妇与围产儿死亡病例讨论 主持人：古航 苏放明 

15:40-16:40 案例 1   

16:40-17:40 案例 2   

17:40 当天会议结束  

 

 

 

 



“第十三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暨“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第六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会议议程 

第三天 

 

2018 年 9 月 16 日（周日）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一楼（CCND 会场） 

08:30-10:50 早产专题 （CCND 会场） 主持人：刘铭 冯玲  

08:30-09:05 宫颈短该如何处理？  刘铭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09:05-09:40 感染与早产 冯玲 武汉同济医院 

09:40-10:15 紧急宫颈环扎的围术期管理 刘颖琳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0:15-10:30 茶歇 （展厅内） 

10:30-11:40 辩论                                                                          主持人：刘铭 冯玲 

10:30-11:40 早产的预防，经阴道环扎 Vs 经腹部环扎 
刘铭 

王良岸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1:40-12:00 闭幕式 （COCC 会场+CCND 会场）  

12:00-13:00 午餐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 馆二楼用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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