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18]37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2018 海丝核心区中美加国际

妇科微创技术高峰论坛》暨“2018 世界妇科腔镜协会  

(ISGE)福州峰会”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医疗卫生机构，专家及会员单位： 

由中国妇幼保健主办，世界妇科腔镜协会（ISGE)协办，福建省

妇幼保健院，中卫融康（北京）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2018

海丝核心区中美加国际妇科微创技术高峰论坛》大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6日在福州举行。 

此次会议从世界前沿妇科微创手术的技术路径和方法处理着手，

特别是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疾病，慢性盆腔疼痛，和妇科肿瘤的

临床处理进行分析，现场演示和总结, 探讨微创在妇科手术中的应用

及安全性，并展望了解未来的发展趋势，促进国内外妇科微创领域学

术的交流与合作，使妇科微创技术得到发展。 

此次会议将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大家共同关注的妇科微创

治疗技术进行专题学术研讨，并展望学科发展的未来，鼓励热爱妇科

微创技术工作的各地各级医院的妇产科医师以及相关科室从事妇科

微创工作的临床医师积极参与！ 

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协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协办单位：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 

          世界妇科腔镜协会（ISGE）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承办单位：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中卫融康（北京）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二、会议主要内容 

（一）熟悉妇科疾病治疗中涉及的关键解剖和生理原则； 

（二）腹腔镜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三）熟悉各种妇科疾病治疗的手术路径； 

（四）腹腔镜手术和开放手术在肌瘤切除，子宫切除，盆地修复，

妇科肿瘤的最新进展； 

（五）现场演示腹腔镜手术的应用技术和原则。 

三、会议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2018年 5月 5日  

报到地点：福州西湖宾馆贵宾楼（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11号） 

会议时间：2018年 5月 5-6日 

5月 5日：手术视频演示 

5月 6日：会议论坛 

会议地点：福建大会堂国际厅（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11 

号） 

四、参会人员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相关科室的妇产科医生、相关教学

单位的师生以及相关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 

五、会议费用 

会务费：1200元（含教材费，午餐费） 

酒店费用：400元/间（自理） 

交通：自理 

付款方式：1、协会会议信息系统 

            2、电子汇款到协会账户 

            3、现场付费 

开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账  号：110906850910605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电  话：01082647987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小南庄 400号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卢瑞红：13901375773 

苗自传：18660119160 

纪丽萍：18660115798 

曲云鹏：13501256561 

七、本次会议商务合作由承办方中卫融康（北京）健康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联系人：张雪琪 15201007018） 

 

附件：1.会议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3.会议交通 

4.专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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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 

 

时间 题目 专家 主持人 

2018年 5 月 5 日

08:00—08:40 

重视妇科内镜质控工作 促进学科

发展 
林  元 

林丹玫 08:40—09:20 腹腔镜下根治性宫颈切除术 郑祥钦 

09:20—10:00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微

创治疗 
谢  熙 

10:00—10:10 茶歇   

10:10—10:50 特殊类型子宫肿瘤的临床处理 孙蓬明 陈秀娟 

10:50—11:30 宫腔粘连的综合管理 黄小琛 
刘超斌 

11:30—12:00 经阴道卵巢肿瘤切除 林超琴 

12:10—13:00 午餐   

14:00—14:40 
腹腔镜骶骨阴道/子宫固定术的前

世今生 
林丹玫 林超琴 

14:40—15:20 子宫不同部位肌瘤剜除术 陈  丽 

黄小琛 

15:20—16:00 生殖器畸形的腔镜诊治 陈秀娟 

16:00—16:40 

附近扭转的微创手术治疗探讨— 

2017 SOGC《附近扭转诊治临床实

践指南》解读 

刘超斌 

19:00—22:00 手术视频演播   

 

 

 

 

 

 



时间 题目 专家 主持人 

2018 年 5 月 6 日

08:00—09:00 

大会开幕式 

大会主席： 

曹  华 Dr.Hua Cao 

雷萨德佩西 Dr. R. Pasic 

 

郑祥钦 

Dr.Xiangqin 

Zheng 

衣欢 

Dr.Huang Yi 

09:00—09:40 

1. 妇科微创手术的过去, 现在和未

来, 及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在妇科微

创的应用 

1. The Past, Then and Future of 

Minimally Invasive Gynecologic 

Surger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aVinci Robotic Surgery in 

Gynecologic Surgery 

2. 腹腔镜手术入径：技术回顾和并发

症 

2.Laparoscopic Entry: A Review of 

Techniques, Technologies, and 

Complications 

雷萨德佩西 

Dr. R. Pasic 

谢  熙 

Dr. Xi Xie 

易劲松 

Dr.Jinsong Yi 

09:40—10:20 

宫腔镜诊治囊性子宫腺肌病,子宫畸形 

Hysteroscop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uterine adenomyosis, 

and malformations 

夏恩兰教授 

Dr. E Xia 

郑祥钦 

Dr. Xiangqin 

Zheng 

柯张红 

Dr. Zhanghong 

Ke 

09:40—10:20 
现场手术/答疑 

Live Surgery 

雷萨德佩西 

Dr. R. Pasic 

易劲松 

Dr.Jinsong Yi 

11:10—12:00 
现场手术/答疑 

Live Surgery 

罗伯特祖拉万 

Dr.r Zurawin 

孙蓬明 

Dr. Pengming 

Sun 

12:00—13:00 
午餐 

Lunch 
  

13:00—13:40 

腹腔镜盆腔基本解剖, 腹腔镜妇科手

术并发症，以及如何避免并发症 

Fundamental Laparoscopic Pelvic 

Anatomy, Complicationsof 

Laparoscopic Gynecologic Surgery 

and How to Avoidthem 

罗伯特祖拉万 

Dr.r Zurawin 

林  元 

Dr. Yuan Lin 

黄小琛 

Dr. Xiaochen 

Huang 



13:40—14:20 

腹腔镜手术并发症的预防及处理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mplication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 

孟元光教授 

Dr.YuanGuang 

Meng 

林  元 

Dr. Yuan Lin 

黄小琛 

Dr. 

Xiaochen Huang 

14:20—15:00 

微创技术在妇科急腹症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acute gynecologic 

abdomen 

张蓉教授 

Dr. R Zhang 

林  元 

Dr. Yuan Lin 

黄小琛 

Dr.Xiaochen 

Huang 

15:00—15:40 

盆腔器官脱垂手术治疗方案抉择 

The choice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pelvic organ prolapse 

孙秀丽教授 

Dr.Xiuli Sun 

林丹玫 

Dr. Danmei Lin 

林超琴 

Dr. Chaoqin Lin 

15:40—16:20 

腹腔镜输卵管嫁接吻合，宫角植入术治

疗女性输卵管梗阻造成的不育不孕 

Laparoscopic tubal graft 

anastomosis, uterine angle 

implantation treatment for female 

infertility caused by tubal 

obstruction 

江依群教授 

Dr. Y Jiang 

林丹玫 

Dr. Danmei Lin 

林超琴 

Dr. Chaoqin Lin 

16:20—17:00 

不孕不育的微创减肥手术 

Minimally invasive bariatric 

surgery for Infertility 

哈根教授 

Dr. J Hagen 

陈  丽    

Dr. Li Chen 

林典梁 

Dr. Dianliang 

Lin 

17:00—17:40 

腹腔镜下根治性宫颈切除术 

Radical trachelectomy by 

laparoscopy, the advance of 

treatment skill 

郑祥钦 教

授 

Dr. Xiangqin 

Zheng 

陈  丽 

Dr. Li Chen 

林典梁 

Dr. Dianliang 

Lin 

17:40—18:20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微创治

疗 

Laparoscopy for deep infiltrating 

endometriosis 

谢  熙 教授 

Dr. Xi Xie 

陈  丽    

Dr. Li Chen 

林典梁 

Dr. Dianliang 

Lin 

18:20— 
会议结束 

Closing 
  



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一、使用微信扫描右图二维码关注“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 

二、点击公众号下方【参会报名】按钮，

进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管理系统》“会议

列表”页面。 

三、点击选择“《2018 海丝核心区中美加

国际妇科微创技术高峰论坛》暨 2018 世界妇

科腔镜协会 (ISGE)福州峰会”进入“会议详情”

页面。 

    四、点击“会议详情”页面下方【我要报名】按钮开始报名。 

    五、完善报名人“个人信息”点击【保存】，如本单位还有其他

参会人，请点击页面下方“+”，新增参会人，并填写新参会人信息，

保存后勾选本次会议参会人员，点击【下一步】。 

    六、进入发票抬头填写界面，填写单位发票抬头和单位税号（正

确税号为15或18位），点击【下一步】 

    七、进入分论坛选择界面，为每位参会人选择要参加的分论坛，

选择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八、进入报名信息确认界面，确认无误，点击【下一步】进入缴

费页面，如有误，请点击【取消报名】重新修改后，重新提交报名信

息。 

    九、进入缴费页面，在微信缴费和线下缴费中二选一，其中线下

缴费包含现场刷卡和现金，选择后，看到写有“报名成功”字样的二

维码门票时报名成功，同时微信将会提示报名成功。 

    十、报到当天凭二维码门票办理报到、缴费、开具发票、领取会

议材料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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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珈玚 18811179255 （同

微信号）



附件3 

会议交通 

乘车路线： 

会议酒店地址：福建会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1号 

住宿酒店地址：福州西湖宾馆贵宾楼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

路11号 

从福州火车站： 乘坐地铁1号线福州火车站 （D2口）入至屏山

站（B口）出步行876米 

从福州长乐机场：乘坐空港快线阿波罗专线至阿波罗酒店站步行

至地铁1号线入茶亭站(A口）至屏山站（B口）出步行876米 

 

 



附件4 

专家介绍 

大会主席 

曹华 院长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教授。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心脏中心先心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华小儿外科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

血管外科医师分会胸腔镜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心

血管外科技术与工程分会微创学组副组长，福建省医学会器官移植学

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福建胸心外科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器官

移植》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承担了科技部 983 课题、福建省发改委、

科委等课题 7项，以第一作者获得中华医学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福

建省医学迄今在该奖项的最高级别）、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项、

福建医学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主持经胸微创房、室间隔缺损封堵术的

系列临床研究，完成该类手术超 2300余例，无一死亡。发表论文 40

篇, 国际顶级医学 SCI 收录杂志论文 20 余篇，著作 2 本，7 项研究

成果国际首次报道，引起了国际学术的强烈反响，打破欧美医学界认

为“该术式不能开展”的传统观点。 

 



国际专家 

大会主席，手术专家，讲者：雷萨德.佩西教授 

 

 

 

 

 

妇产科教授, 2018 国际妇科腔镜学会主席和现任执行董事;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Gynecologic Endoscopy) 美国

妇科腔镜协会(AAGL) 前主席 

美国妇科腔镜学会医生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妇科微创及机器人中心主任 

2005-2017 年美国年度最佳医生奖  

国际上公认的腹腔镜微创手术的领导者  

全球许多腹腔镜和宫腔镜讲习班和大会特邀发言人, 在多个国家和

国际妇科会议演示微创手术; 出版 “腹腔镜手术”,“宫腔镜子宫内

膜消融技术”,“微创妇科” 等教科书.擅长: 妇科微创手术, 不孕

不育。 

 



手术专家，讲者：罗伯特祖拉万教授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贝勒医学院妇科教授;  

贝勒医学院微创妇科前主任;  

2018美国腹腔镜外科医师协会主席; 

美国妇科腔镜协会执行执行董事;  

德克萨斯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  

休斯顿妇产科学会前会长 

手术专家，讲者：约翰哈根教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微创外科教授，加拿大安大略省癌症中心腹腔

镜微创手术治疗胃肠道肿瘤的领导者，多伦多大学亨伯河医院大外科

主任, 美国胃肠内镜外科医师协会专家委员会会员 



国内专家 

讲者：夏恩兰 

 

 

 

 

中国妇科内镜医学——宫腔镜诊治医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从事

妇产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 50 余年。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

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宫腔镜中心主任，国际宫腔镜培训

中心亚洲分中心主任，国家卫生部内镜专业技术妇科培训基地主任，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妇科

内镜学组副组长，美国妇科腹腔镜医师协会会员，国际妇科内镜协会

终身会员，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实用妇产科

杂志、中国妇产科临床、国外医学妇产科学分册、中国医刊等杂志编

委。 

讲者：张  蓉 

 

 

 

 

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妇产科主任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委, 上海健康医学院妇产

科系主任。 



讲者：孙秀丽 

 

 

 

 

妇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

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2008年至2009年赴美留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进行子宫内膜癌发生机制的研究，发表相关SCI收录文章3篇。研究结

果获2012年华夏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预防医学会专项基金、教学基金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SCI

收录文章7篇。合作主编书籍2部，参与编著及翻译多部妇产科书籍。

学术及社会兼职  

中国女医师协会妇产科专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北京乳腺病防治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英文编辑 

《中国综合临床杂志》编委及审稿专家 

《现代妇产科进展杂志》审稿专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北京市自然基金项目评阅人 

所获奖励 （要求：500字以内。科研奖励以省部级以上为主。） 

获得2012年北京市优秀中青年医师荣誉称号 

获2011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获2012年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获得2006年及2013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优秀教师奖 



讲者： 江依群 

 

 

 

第一军医大学妇产科硕士学位。从事妇产科临床专业25年，有着

丰富的妇科腔镜技术和高危产科急救临床经验。擅长各种妇科及不孕

等微创手术，能够熟练运用宫腹腔镜进行各种大小妇科手术，如腹腔

镜下各种妇科肿瘤切除术、输卵管宫角植入术、输卵管嫁接吻合术、＂

石女＂阴道成形术、以及子宫疤疤憩室修补术等。江依群主任是国内

知名擅长生殖畸形矫治者，而且生殖道矫正术方面已经达国际水平，

曾为多个双性人做了正畸手术，先后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参与主编、参编巜妇科肿瘤学》、巜简明妇科肿瘤学》、 《妇科肿瘤

手术精选》等书籍。多次被邀请参加北京国际宫腹腔镜学术研讨会、

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暨南大学附属医院举办的全国微创会议上进行讲

课及手术演示。 

 

 

 

 

 

 



讲者：郑祥钦 

 

 

 

 

 

妇科主任 教授 主任医师 硕导 

福建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 

福建省肿瘤防治联盟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亚洲妇科肿瘤学会(ASGO) 会员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生殖道疾病诊治分会 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妇产科专家委员会 常务委员 

福建省优生优育与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秘书） 

福建省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 委员 

福建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镜学组 委员 

福建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盆底学组  委员 

《妇产与遗传》杂志编委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SCI收录3篇 

在研课题3项 

擅长妇科内镜、阴式和盆底手术 



讲者：谢熙 

 

  

 

 

 

教授 主任医师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  硕士研究生导师 

 担任: 

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委员、遗传与优生学组副组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 

妇幼健康研究会生育调控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电子版）编委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微创专业委员会宫腔镜学组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盆底与盆腔疼痛专业委员

会委员 

福建省计划生育学分会主任委员 

福建省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学分会常务委员 

福建省妇产科学分会内镜学组副组长，内分泌学组委员 

福建省显微外科学分会委员 

福建省妇科内镜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