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妇产科研究与发展论坛

（第二轮会议通知）

尊敬的专家：

为提高研究型医院妇产科临床科研转化，加强多中心临床研究合作，促进医

学人文及职业精神培养，为妇科肿瘤、妇产科感染、盆底疾病等专业及妇产科青

年医师搭建交流平台。由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妇产科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主办，北京市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北京市医师协会妇产科专科医师

分会、中国医学装备学会妇产装备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妇产科在线联合协办的

“2019 中国妇产科研究与发展论坛”拟于 2019 年 12 月 20-22 日在北京举办。

会议内容丰富，包括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医学人文及职业精神、妇科肿瘤及手术

新进展、盆底医学焦点问题讨论、妇产科感染热点问题交流、青年医师临床及基

础科研经验交流及多中心临床研究专题会议等。届时将邀请全国著名跨学科专家

及妇产科临床、科研专家就上述议题进行专题报告及讨论，欢迎全国妇产科同仁

参会交流。

请您于 2019年 12 月 15日前将回执发送给会务组，感谢您对会议的支持。

会议免会务费、交通费及食宿自理

会议地址：北京德宝饭店

会议联系人：

张 果： 手机：13681282917，邮箱：zhangguo-2005@163.com

赵丽君： 手机：13693225975 邮箱：lilyzhaopku@163.com

付 静： 手机：15001320598 邮箱：fujing0315@163.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11 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科，邮编 100044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妇产科学专业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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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中国妇产科研究与发展论坛

会议日程

2019年 12月 20 日（周五），北京德宝饭店

10:00-18:00 报到（酒店一层大堂）

中国医学装备学会妇产装备专业委员会

荧光腹腔镜前哨淋巴结识别技术专题研讨会

地点：九层 928会议室 参加人员：专题会受邀专家

13:30-14:00 开幕式

13:30-13:40 中国医学装备学会 赵自林会长 致辞

13:40-13:50 中国医学装备学会妇产装备专业委员会 王建六主任委员 致辞

13:50-14:00 全体合影

14:00-17:30
荧光腹腔镜前哨淋巴结识别技术专题研讨会

主持人 胡元晶 李斌

14:00-14:10 开场发言 王建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10-14:40
国家癌症中心妇科肿瘤前哨淋巴结

前期研究及经验分享
李 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4:40-15:10
子宫内膜癌 ICG 荧光引导前哨淋巴结活检技术

的研究及应用
胡元晶 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

15:10-15:40
子宫颈癌 ICG 荧光引导前哨淋巴结活检

及病理超分期技术
王志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40-15:50 茶 歇

15:50-17:30
前哨淋巴结协作组专家工作会

主持人 王建六

15:50-16:10 汇报《子宫内膜癌前哨淋巴结切除专家共识》 梁斯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10-17:10

讨 论

讨论专家（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晓欣、马耀梅、王世军、王永军、王 刚、王志启、王建六、王 珂、王淑珍、 许天敏、

刘永刚、向 阳、任琛琛、吴大宝、张正茂、陆安伟、汪宏波、宋 坤、陈晓军、李 斌、

张 蔚、孟云光、苗劲蔚、胡元晶、贺红英、赵淑萍、袁 勇、凌 斌、黄守国、崔满华、

韩丽萍、韩 璐、薛 敏

17:10-17:15 讨论专家合影



17:10-17:30 总结 王建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8:00-19:00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妇产科学专业委员全体会议

地点：九层 928 会议室 参会人员：全体委员

主持人：李小平

18:00-18:10 妇产科学专业委员会工作总结及计划 李小平

18:10-18:20 妇科恶性肿瘤研究与转化学组工作总结及计划 沈晓燕

18:20-18:30 盆底医学研究与转化学组工作总结及计划 孙秀丽

18:30-18:40 妇科感染性疾病研究与转化学组工作总结及计划 梁旭东

18:40-18:50 母乳喂养研究与转化学组工作总结及计划 李晓丹

18:50-18:55 青年委员会工作总结及计划 张 果

18:55-19:00 会议总结 王建六

19:00-21:00 晚宴 地点：五层德宝大厅

2019年 12月 21 日（周六），上午，五层 德宝大厅

7:50-8:00 合影

全体参会人员

8:00-8:30 开幕式

主持人： 李小平

领导致辞

上半场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主持人 万小平 杨永秀 韩璐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8:30-9:05 人工智能的伦理考量 丛亚丽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系

9:05-9:40 真实世界数据采集和质量控制 姚 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9:40-10:15 大数据下的安全用药 周颖玉 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

10:15-10:25 茶歇

下半场 医学人文及职业精神

主持人 张小为 吴玉梅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0:25-11:00 临床知情同意的法律异化与因应求解 王 岳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系



11:00-11:30 关于医学研究的认识与实践 凌 斌 中日友好医院

11:30-12:00 关爱病人，由心而生 王建六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2:00-13:00 午餐

2019年 12月 21 日（周六） 下午

分会场一 五层 德宝大厅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上半场 妇科肿瘤新进展

主持人 黄守国 杨英捷 王志启

13:00-13:25 妇科恶性肿瘤靶向治疗进展 吴令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3:25-13:50 子宫内膜癌免疫治疗研究 万小平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13:50-14:15 复发卵巢癌手术与化疗的进展 张师前 山东齐鲁医院

14:15-14:40 子宫内膜癌规范性治疗 汪宏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

14:40-15:05 中国妇科恶性肿瘤紫杉醇专家共识与解读 李小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05-15:15 茶歇

下半场 宫颈癌手术方式世纪之争

主持人 王世军 张蔚

15:15-15:35 宫颈癌手术规范与微创 陆安伟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15:35-15:55 阴式腹膜后淋巴结切除术与早期宫颈癌切除术 谢庆煌 广东省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15:55-16:15 宫颈癌手术治疗进展 林仲秋 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

16:15-17:30 讨论

讨论专家： 黄守国 王志启 张师前

林仲秋 王建六 王世军 王 悦

谢庆煌 张 蔚 卞丽红 陆安伟

17:30-18:00 撤离会场

分会场二 九层 928会议室

上半场 妇产科感染性疾病研究与转化专场

主持人 蔺莉 祝洪澜 陈勇华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00-13:20 ICU 重症感染及抗生素使用 安友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3:20-13:40 高危 HPV 感染女性下生殖道菌群初步研究 刘朝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3:40-14:00 影响阴道镜检查的敏感性及对策 尤志学 江苏省人民医院

14:00-14:20 妇科重症感染 梁旭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20-14:40 常见生殖系统感染的实验室诊断 李曙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40-15:00 妇科疾病中的发热与感染 陈美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5:00-15:10 茶歇

下半场 盆底医学研究与转化专场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辩论一 女性私密整形是否必要

主持人 张兰梅 张广民

15:10-15:25 私密整形综合治疗 李峰永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5:25-16:00 讨论专家：王飚、吴桂珠、李环、郑萍、安方、谈诚

16:00-16:10 点评专家：王建六、夏志军、鲁永鲜、韩劲松

辩论二 经阴道盆底网片应不应该用

主持人 洪莉 肖斌梅

16:10-16:25 盆底网片的回顾与思考 孙秀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6:25-17:00 讨论专家：卢丹、赵小峰、陆叶、张坤、李晓伟、谢冰

17:00-17:10 点评专家：王建六、夏志军、鲁永鲜、韩劲松、陈叙、黄向华

18:00 撤离会场

分会场三，三层 328会议室

青年委员分会场

参加人员：全体青年委员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13:00-13:20 王建六 主任委员致辞

主持人 张青 张果

13:20-14: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书写注意事项 张晓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4:00-14: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流程 廖书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14:40-15:10 临床科研的设计，实施及经验分享 杨冰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主持人 李科珍 董阳阳

15:10-15:40 妇科肿瘤科研选题---个人经历 孙朝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

15:40-16:10 SCI 论文书写经验交流 王颖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10-17:00 讨论

17:00-18:00 撤离会场

2019年 12月 22 日（周日） 上午，九层 928会议室

宫颈病变精准筛查研究一期项目总结会暨二期项目进展沟通会

参加人员：专题会受邀专家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08:30-09:00 签到 专题会受邀专家

09:00-09:10 王建六副院长致辞

09:10-09:40 联合筛查，岂止精准—宫颈癌筛查现状与进展 胡元晶 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

09:40-10:10 宫颈病变精准筛查研究一期项目数据总结 汪海波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10:10-10:30 茶歇

10:30-11:00 宫颈病变精准筛查研究二期项目方案介绍 张 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1:00-11:30 二期项目进展情况介绍及入组单位分享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11:30-12:00 讨论与总结 全体

12:00-13:00 工作午餐 全体

14:00 撤离会场



附件二：回执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到达时间及交通工具：

返回时间及交通工具：

是否住宿 是 否 住宿时间 20 日 21日 其他时间：



附件三：交通线路

会议地点：北京德宝饭店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德宝新园 22 号

乘车路线：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上车（机场线）-东直门站下车-步行 510 米-东直门站上车（地铁 2 号线外环）-西
直门站下车（A1 西北口出）-步行 790 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大兴机场站（大兴机场线）上车-草桥站下车-步行 480 米-草桥站（地铁 10 号线）上车-角门

西站下车-换乘地铁 4 号线大兴线（安河桥北方向）-西直门站下车（A1 口出）-步行 780 米

北京南站：34 分钟 10.7 公里 步行 790 米

北京南站上车（地铁 4 号线大兴线安河桥北方向）-西直门站下车（A1 西北口出）-步行 790
米

北京西站：32 分钟 9.2 公里 步行 810 米

北京西站上车（地铁 9 号线国家图书馆方向）-国家图书馆站下车-国家图书馆站上车（地铁

4 号线大兴线）-西直门站下车（A1 西北口出）-步行 790 米

北京站：34 分钟 11.3 公里 步行 790 米

北京站上车（地铁 2 号线）-西直门站下车（A1 西北口出）-步行 79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