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全国中青年围产医学论文演讲比赛 （第二轮）
为纪念 2018 年《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创刊 20 周年，“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论坛”举办 10 周年，
同时为活跃学术氛围，培养围产医学领域中青年科研能力，《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将举办“全国中青
年围产医学论文演讲比赛”。
本次比赛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东北、华北、西北、华南、华中、西南六个赛区分别进
行预赛，第二阶段：在 2018 年 4 月 13 日 第十届围产医学新进展高峰论坛（北京）举行决赛。

一、预赛时间及地点

东北赛区
赛区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
赛区负责人：刘彩霞
赛区评审团：杨慧霞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毛健
滕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雪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姜春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孙敬霞

哈尔滨医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吴红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薛辛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2017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日 13：30 开始

地点：沈阳市 东北大学国际交流中心 405 会议室（四层）（沈阳和平区文体西路 80 号(市档
案局斜对面)）
交通路线：距沈阳站 5.2 公里

打车约 20 分钟 ，13 元。

距沈阳南站

15.6 公里

距沈阳北站

8.8 公里

距沈阳桃仙机场

打车约 30 分钟 ，32 元。
打车约 29 分钟，19 元。

23 公里

打车约 32 分钟，52 元。

华中赛区
赛区省份：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湖北、湖南
赛区负责人：李笑天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朱建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赛区评审团：杨慧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雪莲

儿科医院、贺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曹云 复旦大学附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胡娅莉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王杨

安

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俞惠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 、岳少杰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邹
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周晓光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排名不分先

后）
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五 14：00 开始

地点：上海市 上海中航泊悦酒店

云冠厅（三楼）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机场申达三路 181 号(虹

桥机场 2 号航站楼出发 2 号门））
交通路线：距上海虹桥站
距上海站

800 米 步行 11 分钟。

20 公里，打车约 35 分钟，69 元。

西南赛区
赛区省份：云南、西藏、广西、四川、重庆、贵州
赛区负责人：漆洪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赛区评审团：杨慧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雪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陈晓霞 贵州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董旭东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唐 军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韦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邬卫东 贵州省人民医院、钟丹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2017 年 12 月 23 日
地点：重庆市

星期六 8：00 开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内 5 号楼 315 教室 （渝中区袁家岗友谊路 1

号）
交通路线：距重庆江北机场

29.4 公里 打车约 1 小时 ，62 元。

距重庆站 4.5 公里，打车约 17 分钟，12 元。

华南赛区
赛区省份：福建、广东、海南、江西、香港、澳门、台湾
赛区负责人：陈敦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赛区评审团：杨慧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雪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陈运彬 广东省妇幼保
健院、付芬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子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余加林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颜建英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朱小瑜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2017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日 9：00 开始

地点：广州市 广东胜利宾馆 东楼 9 楼会议厅（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53 号）
交通路线：距广州站 6.4 公里，打车约 21 分钟 ，21 元。
距广州南站

20.5 公里，打车约 46 分钟 ，57 元。

距广州东站

17 公里，打车约 39 分钟，59 元。

距广州白云机场

36.6 公里，打车约 1 小时，140 元。

西北赛区
赛区省份：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
赛区负责人：李占魁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赛区评审团：杨慧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雪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芦莉 青海省妇幼保健

院、李雪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孟海霞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邱银萍 宁夏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石静云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孙晓彤 甘肃省人民医院、王红云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
保健院（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2018 年 1 月 6 日
地点：西安市

星期六 9：00 开始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培训楼二楼会议室（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 1616 号）

交通路线：距西安站 15 公里，打车约 40 分钟，41 元。
距西安北站 44 公里，打车约 44 分钟，124 元。
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58 公里，打车约 49 分钟，166 元。

华北赛区
赛区省份：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
赛区评审团：杨慧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高雪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边旭明 北京协和医院、
崔世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陈叙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封志纯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附
属八一儿童医院、姜红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梁梅英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朴梅花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王谢桐 山东省立医院 、辛虹 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徐发林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阴怀
清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郑军 天津市妇产科中心医院 、张眉花 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赵扬
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2018 年 1 月 7 日
地点：北京市

星期日 9：00 开始

金台饭店 B2 层第一会议室（地安门西大街 38 号）

交通路线：距北京站 11 公里，打车约 38 分钟，31 元。
距北京西站 8.5 公里，打车约 24 分钟，26 元。
距北京南站 9.4 公里，打车约 38 分钟，28 元。
距北京北站 3.1 公里， 打车约 12 分钟， 14 元。
距北京东站 13 公里， 打车约 43 分钟， 36 元。
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30 公里， 打车约 54 分钟， 93 元。

二、参赛资格
1、参赛论文必须是未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的原创性研究论文。
2、参赛者必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3、参赛者须是产科或新生儿科在读研究生或在职围产医学工作者。
4、参赛者须在 1978 年 4 月 16 日（含）之后出生，以身份证日期为准。
5、同一单位报名人数不限，但同一篇论文只能由一人参赛，且参赛者需是文章的第一作者。
6、 本次赛事不收取任何会务费，但参赛者的交通、食宿请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三、比赛规则
1、自愿报名。

2、最终选 30 名入选者参加决赛。
3、整篇论文投稿，英文论文适当加分。
4、所有投稿参赛论文的内容及作者顺序一经投稿，不可修改，修改视同自动放弃比赛。
5、所有比赛均在赛前 5 分钟由主办方随机决定比赛顺序，之前未到场者，视为弃权。
6、入选预赛和决赛的论文，届时将进行微信投票，有适当加分。
四、比赛形式
1、论文演讲。
2、时间：8 分钟／人。
3、自行制作 PPT。
五、奖项说明
1、凡选入预赛的参赛者均有纪念奖。
2、闯入决赛的论文，如投稿《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可优先发表，并免收“2018 年第十届围产
医学新进展高峰论坛”注册费。
3、决赛设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
比赛的最新动态请密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平台“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发布的信息，或登录大会官
方网站 http://cjpm2018.medmeeting.org/cn 进行详细了解！
扫描二维码关注《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官方微信平台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编委会及编辑部

2017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