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 

暨“第七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会议日程 第一天 

2019.9.20-22 苏州 

 

2019 年 9 月 20 日（周五）  

08:00-08:10 开幕致辞 

08:10-09:40 产后出血管理专题 主持：陈敦金   漆洪波 

08:10-08:40 产科安全质量，从产后出血抓起 段  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08:40-09:10 产后出血风险评估工具和预警系统的效用评价 刘兴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09:10-09:40 产科快速反应团队在产后出血中的作用 陈敦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9:40-09:55 基于孕产妇铁缺乏现状及其对母婴健康影响的围产期补铁策略 讲者：刘兴会    主席：漆洪波 

09:55-10:10 宫颈环扎围术期的管理 讲者：刘  铭    主席：段  涛 

10:10-10:25 茶歇 

10:25-11:55 产后出血管理专题 主持：陈敦金   漆洪波 

10:25-10:55 好的产科预警系统：如何是好？ 漆洪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5-11:25 产后出血管理的 bundle 严晓玲 春田医管 

11:25-11:55 如何有效、正确产科输血？ 李颖川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1:55-12:10 妊娠期缺铁贫与地贫的再思考 讲者：漆洪波    主席：刘兴会  

12:10-12:30 脑磷脂群——婴幼儿早期脑发育营养的前沿探究 讲者：朱雪萍    主席：段  涛 

12:30-13:30 午餐 

13:30-14:50 产科危急重症抢救的原位模拟实训专题 主持：段  涛 

13:30-14:50 

Emergencies in Obstetrics and How to Train 

Them with In-situ Simulation: European 

Successful cases and Lessons Learned 

产科危急重症与原位模拟培训-欧洲成功经验分享 

Iris Scharnreitner 奥地利林兹克卜勒大学附属医院 

Lukas Drabauer 奥地利艾尔发医学顾问中心 

14:50-15:50 产科 VTE 专题 主持：段  涛  徐先明 

14:50-15:20 D-二聚体及其他指标在 VTE 中的诊断价值 赵扬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20-15:50 产科 VTE 的风险评估及管理 徐先明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5:50-16:05 Kiwi 胎头真空吸引器在阴道助产和剖宫产中的应用 讲者：姚  强    主席：段  涛 

16:05-16:20 缺铁性贫血最新研究进展 讲者：刘兴会    主席：段  涛 

16:20-16:30 茶歇 

16:30-18:00 疤痕子宫管理专题 主持：马润玫   刘  铭 

16:30-17:00 国内、外 VBAC 的开展现状：经验与教训 马润玫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00-17:30 子宫瘢痕憩室孕前妇科医生的管理 牛  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7:30-18:00 从产科角度谈剖宫产瘢痕妊娠的处理 刘  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第十四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 

暨“第七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会议日程 第二天 

2019.9.20-22 苏州 

 

2019 年 9 月 21 日（周六）  

08:00-11:00 剖宫产与产科临床研究 主持：段涛   张军 

08:00-09:00 全球剖宫产率的挑战与对策 
Ana Pilar 

Betra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esearch  

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和研究部 

09:00-10:00 新产程的 RCT 研究 Stine Bernitz  Ostfold Hospital Trust, Gralum Norway 

10:00-10:30 无痛分娩对剖宫产的影响 张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30-11:00 中转剖宫产的管理 姚  强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1:00-11:15 CCM 胃肠道友好型钙补充剂，孕期优选 讲者：段  涛    主席：陈敦金 

11:15-11:30 茶歇 

11:30-12:30 产科管理模式专题 主持：郑勤田   贺  晶 

11:30-12:00 产控中心与产科分诊 郑勤田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医学院 

12:00-12:30 欧美国家产房管理模式 郑博仁 台湾长庚纪念医院 

12:30-13:30 午餐 

13:30-16:00 产房管理 主持：王子莲   冯  玲 

13:30-14:00 产房规范化管理的新要求 段  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春田医管创始人 

14:00-14:30 如何规范引产？ 孙丽洲 江苏省人民医院 

14:30-15:00 
产房几种干预措施的评价（缩宫素、人工破膜、会

阴切开） 
贺  晶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5:00-15:30 病例讨论为主导的产时胎儿窘迫的管理 王子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6:00 子宫破裂的识别与救治 冯  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同济医院 

16:00-16:20 产后出血相关新进展 讲者：汪  云    主席：贺  晶 

16:20-16:30 茶歇 

16:30-18:00 高危妊娠 主持：牛建民   孙丽洲 

16:30-17:00 妊娠期和产褥期重度高血压的管理 王志坚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7:00-17:3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脑卒中风险防控 牛建民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17:30-18:00 中国“羊水栓塞临床诊断与处理专家共识” 古  航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http://www.baidu.com/link?url=Qe5eI3HkuPxnZIeZE8JQcnu_40VU5WbSbWnVW0hdKH_OHvReSUZoeRm1Zabfcfd_6pvrbh2acsryhopyuHcuWD3LHn0drUQH7KMy473TVWpzvNG7Sx2eOCW6MSudoyWb


 

“第十四届产科危急重症学术研讨会（COCC）” 

暨“第七届正常分娩大会（CCND）” 

会议日程 第三天 

2019.9.20-22 苏州 

 

2019 年 9 月 22 日（周日）  

08:00-12:25 MMD（Mortality Morbidity Deviation）案例讨论专题 主持：古  航   刘  铭   

08:00-09:00 急性脂肪肝 黄亚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09:00-10:00 肺栓塞 沈  策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10:00-10:15 茶歇 

10:15-11:15 妊娠合并重度肺动脉高压病例分析 林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1:15-12:15 围产儿死亡和严重并发症案例讨论专题 
古  航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孙路明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2:15-12:25 闭幕式 

12:25-13:30 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