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美国际妇女儿童健康高峰
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届中美国际妇女儿童健康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07月在南宁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在国内外医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第二届中美国际妇儿健康高峰论坛（中国，南宁）第二届中美国际妇儿健康高峰论坛（中国，南宁）将于2016年7月29日-2016年7月29日-
31日31日在广西南宁市广西南宁市举办，本次论坛由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共同主办，主题为“合“合
作、交流、推动妇儿专科发展”作、交流、推动妇儿专科发展”。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SCAPE）是首个全美范围内跨学科、跨专业的海外华人医师团体，精通中英双语。本次论
坛将邀请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
等国际知名院校的外籍专家、美籍华人专家，以及国内著名的妇产科、儿科、胎儿影像及医学遗传学专家，分别在
母胎医学、儿科、遗传医学等领域进行专题讲座。届时国内外知名专家将分享他们的临床经验和近期研究成果，共
享中美医疗成果。这必将是一次交流与合作的论坛，是与国内外知名专家直面交流的良好机会，欢迎广大妇产科、
儿科、超声、产前诊断、遗传医学等专业的同行踊跃参加。本次论坛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10分。

会议组织机构：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方：主办方：
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会议组织委员会：会议组织委员会：
中方会议主席：郑陈光
美方会议主席：黄涛生
会议执行主席：潘新年
秘书：韦红卫 陈少科
会议学术委员会：会议学术委员会：
中方学术委员会主席：贺林
美方学术委员会主席：罗国阳
母胎医学分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杨慧霞
儿科分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周文浩
胎儿影像医学分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李胜利
遗传医学分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沈亦平

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时间、地点：2016年7月29-31日，广西南宁市青山路22号荔园山庄会议室。

报到时间、地点：报到时间、地点：2016年7月29日10:00-22:00在广西南宁市青山路22号荔园山庄（原国宾馆）会议厅。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本次论坛为期2天，设主论坛及分论坛两大部分本次论坛为期2天，设主论坛及分论坛两大部分

（一）主论坛：（2016年7月30日8:00-12:00）（一）主论坛：（2016年7月30日8:00-12:00）

1、“热闹医学”中的新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士 贺林 院士

2、线粒体病替代治疗的最新进展——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 黄涛生 教授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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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胎儿超声软指标再认识——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医院 李胜利 教授

4、染色体病与基因组病无创产前诊断——中南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梁德生教授

5、医学遗传学及基因组医学的机遇和挑战——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沈亦
平 教授

6、美国医疗纠纷的防范及处理——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Medicine（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
院）罗国阳 教授

（二）母胎医学分论坛：（二）母胎医学分论坛：

（2016年7月30日13:30-18:00；2016年7月31日8:00-12:00；13:30-18:00）

1、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ve disorder in pregnancy

妊娠高血压疾病的临床诊断和处理——德克萨斯州Driscoll儿童医院(Driscoll's Children Hospital) 李超 教授

2. Management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

自身免疫性疾病妊娠期的临床管理——德克萨斯州Driscoll 儿童医院(Driscoll's Children Hospital) 李超 教授

3.Management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diabetes

妊娠期糖尿病的管理——美国Aurora 医疗集团 Sinai医学中心 陈凯 教授

4. Management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thyroid diseases

妊娠合并甲状腺疾病的管理——美国Aurora医疗集团 Sinai医学中心 陈凯 教授

5. Management of pregnancy complicated with matern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s

妊娠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的孕产期处理——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Medicine（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
学院）罗国阳 教授

6. Management of preterm labor/早产管理的美国经验——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Medicine（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罗国阳 教授

7. Management of multiple gestation/多胎妊娠的管理-美国指南——塔夫茨大学医学院（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Errol R. Norwitz 教授

8. Counseling and management of fetal thoracic disorders /胎儿常见胸腔疾病的咨询和管理——塔夫茨大学医
学院(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Errol R. Norwitz 教授

9、 新产程标准及处理专家共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慧霞 教授

10、早产治疗：宫缩抑制剂应用的再评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慧霞 教授

11、胎儿疾病宫内治疗的指征和原则——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孙路明 教授

12、凶险型植入胎盘，如何拟定最佳手术治疗策略？——来自台湾的经验——台中荣民总医院妇女医学部 周明明
教授

13、镇痛分娩的实施与管理——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 蔡贞玉 教授

14、妊娠期腹腔镜手术的应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尹玲 教授

15、臀位外倒转术的临床应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韦红卫 教授

16、疤痕子宫阴道试产的实施与管理策略——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夏红卫 教授

（三）儿科分论坛：（三）儿科分论坛：

（2016年7月30日13:30-18:00；2016年7月31日8:00-12:00；13:30-18:00）

1、 Management of MAS and PPHN-updated guidelines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56/


（胎粪吸入综合征及持续肺动脉高压的管理指南新进展）——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 林锦 教授

2、重症监护病房精准医疗的实践——复旦大学儿科医院 周文浩 教授

3、待定——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杜立中 教授

4、新生儿脑膜炎诊治的相关问题：CSF结果的解读与激素的应用——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俞惠民 教授

5、精准医学与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北京儿童医院 申昆玲 教授

6、遗传代谢病的围产期损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杨艳玲 教授

7、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增生症的诊治共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顾学范教授

8、肾上腺危象的处理——北京儿童医院 巩纯秀 教授

9、癫痫共患ADHD的治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秦炯 教授

10、Important Role of NICU in High Risk Prenatal Consolation

NICU在高危儿的产前咨询的重要作用——Jeff Gordon Children's Hospital/Levine Children’s Hospital 杨青 教
授

11、遗传性肌病的诊治进展——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熊晖 教授

（四） 胎儿影像医学分论坛：（四） 胎儿影像医学分论坛：

（2016年7月30日 13:30-18:00；2016年7月31日 8:00-12:00；13:30-18:00）

1、Counseling fetal congenital spinal abnormalities（胎儿先天性脊柱畸形的遗传咨询）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Medicine（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院） 罗国阳 教授

2、胎儿脑部及脊椎异常之产前超声波诊断之挑战——台中荣民总医院妇女医学部 周明明 教授

3、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及畸形——第三军医大学组织胚胎学教授 李泽桂 教授

4、核磁共振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超声科 陈欣林 教授

5、胎儿侧脑室增宽、第五脑室、中间帆腔等异常的产前超声评价与临床意义——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超声科
任芸芸 教授

6、胎儿脊柱裂超声诊断：我们能做多好？——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谢红宁 教授

7、胎儿少见神经系统畸形的产前超声诊断——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医院 李胜利 教授

8、胎儿视交叉的产前超声评价方法与临床意义——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医院 李胜利 教授

9、胎儿神经系统磁共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影像中心 朱铭 教授

10、海马的产前超声评价方法与临床意义——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超声科 吕国荣 教授

11、先天畸形的外科处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陈其民 教授

12、儿童脊髓栓系综合征的手术治疗——北京301医院神经外科 尚爱加 教授

13、胎儿脊髓圆锥的产前超声评价与临床意义——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田晓先 教授

（五）遗传医学分论坛：（五）遗传医学分论坛：

（2016年7月30日13:30-18:00；2016年7月31日8:00-12:00；13:30-18:00）

1、Cardiovascular genetic disorders: from gene discovery to molecular diagnosis and precision medicine
 心血管遗传病：从基因发现到分子诊断和精准医疗——美国贝勒医学院德克萨斯儿童医院   范玉新 教授

2、遗传病致病基因研究进展——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学 教授 

3、产前遗传病诊断——中南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邬玲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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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致人类红细胞疾病的KLF1基因突变谱——南方医科大学  徐湘民 教授

5、DMD以及其他遗传性肌病分子诊断在中国的挑战——浙江大学罗切斯特大学联合基因与基因药物中心  祁鸣 教
授

6、Molecular Genetics of Glaucoma/青光眼的分子遗传——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杨正林 教授

7、药物基因组及临床应用——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Jonathan Picker 教授

8、Genome Sequence-Based Screening for Childhood Risk and Newborn Illness

基于基因组测序的高危儿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Pankaj B.
Agrawal 教授 

9、肺癌的精准医疗进展——香港城市大学  郑宗立 教授

10、超声异常胎儿分子诊断及遗传咨询——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尹爱华 教授

11、儿科疑难病基因诊断分析及病例分享——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王 剑 教授

12、遗传性骨病的鉴别与遗传学检测——中南大学中国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李
浩贤 博士

13、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桂宝恒 博士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务费：会务费：2016年7月22日（含7月22日，以缴费日期为准）之前报名者会务费1000元/人，7月22日以后或会议现场
报名，会务费1200元/人。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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