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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V I TAT I O N



欢迎辞

各相关单位、会员，尊敬的各位专家、同道：

中国营养学会“2018妇幼营养国际论坛

暨妇幼营养学术年会”组织委员会

2018年7月20日

由中国营养学会、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办的 “2018妇幼营

养国际论坛暨妇幼营养学术年会” 将于2018年11月2-4日在浙江省

杭 州 市 召 开。本 次 会 议 的 主 题 是 “Health promotion: focusing on 

early life nutrition（全民健康：聚焦生命早期营养），会议秉承 “创新、

融合、发展” 的宗旨，邀请国内外妇幼营养及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围绕大会主题进行特邀报告、热点问题和专题讨论，以及论文报告、

应用实践等多种形式，主要内容包括：生命早期营养健康，妇幼人群

常见疾病的营养问题与对策，婴幼儿营养与科学喂养，母乳组分研究及

喂养促进策略等。本次会议是中国营养学会2018年重大学术活动之一，

也是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妇幼营养综合性年度学术盛会。

大会期间将举办 “第二届中国妇幼人群膳食及月子餐设计营养大赛”

颁奖活动等。



大会主席

汪之顼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科学技术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学组副组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托幼机构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营养与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妇幼营养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杨月欣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国际营养科学联合会院士（IUNS Fellows）

国际粮农组织-东北亚合作组织总协调员

中国科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全球食物传统声称合作委员会（GHC）委员

亚洲营养联合会执委

国家食物营养咨询委员会委员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委员

执行主席



学术顾问

执行副主席

苏宜香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教授 

广东省营养学会荣誉理事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特殊膳食及营养标准委员会委员

邵  洁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委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营养与生长发育学组副组长

浙江省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妇幼分会副会长



国际专家

Dr. Frank Bloomfield

Dr. Jon Vanderhoof

Dr. Bo Lönnerdal 

Dr. Chouraqui Jean- Pierre

Dr. Wi-Qi Fan

Dr. Raghavendra Rao, MD

报告嘉宾

Dr. Ekhard E. Ziegler, MD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Iowa Director, Fomon Infant Nutrition Unit

Professor of Neonatology,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Z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of Nutrition & 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Harvard University

Head of the Pa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 and Nutrition Unit at Grenoble University Hospital, France

The Norther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USA



报告嘉宾

杨晓光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卫生部营养专业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

国家营养食物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专家

杨慧霞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

北京大学妇产科学系主任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总编辑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兼任胎儿医学学组副组长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常务委员

兼任全国产科学组组长，中国医院协会妇产科医院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

WHO妊娠期糖尿病诊断标准专家组专家，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母

胎医学专家组专家，《中华妇产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妇幼临床杂志》、

《中华产科急救杂志》、《妇产与遗传》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Journal ofMaternal, fetal and neonatal Medicine》、《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

杂志》、《现代妇产科杂志》等杂志编委及常务编委



报告嘉宾

汪之顼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科学技术奖专家委员会委员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围产营养与代谢

学组副组长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托幼机构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营养与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赖建强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

北京市营养学会营养宣教分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

中国专家



报告嘉宾

邵  洁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委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营养与生长发育

学组副组长

浙江省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浙江省医师协会妇幼分会副会长

中国专家



会议嘉宾

丁钢强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新资源健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第一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国家食物与营养咨

询委员会委员、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慢性病防治与营养专

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营养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年红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秘书长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 

湖北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湖北省儿童全面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及儿童

营养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

员会委员，湖北省食品安全与健康科普专家委员会委员



会议嘉宾

李光辉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

副主任兼围产内分泌代谢科主任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围产营养及代谢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营养健康学组

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委员，美国

维克大学北大学访问学者

盛晓阳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儿童与青少年保健科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卫生学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学会儿童营养学组

委员，中国优生协会小儿营养专业组委员，上海市妇幼保健协会理事，

上海市微量元素研究学会理事



会议嘉宾

曾  果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营养系教授

国家卫生计生委营养标准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营养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四川省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

毛丽梅 教授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

广东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广东省营养学会公共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Professor of Pediatrics, University of 
Iowa Director, Fomon Infant Nutrition Unit

Professor of Neonatology,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Z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of Nutrition & 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Harvard University

Head of the Pa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
 Hepatology and Nutrition Unit at Grenoble University Hospital, France

The Norther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USA



2018年11月2日

注册、报到

2018年11月3日

开幕式＋学术会议

2018年11月4日

学术会议

会议日程



会议征文

凡围绕会议主题与会议内容开展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文章，未在任何

刊物上公开发表或未在大型公开学术会议交流，均可投稿，范围不

限，论文、综述均可。

提交正文摘要，限500-800字（可额外附带必要的图和表格），注明

作者的工作单位、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等。

摘要应按照 “目的”、“方法”、“结果” 和 “讨论” 四要素的格式撰写。

要求内容科学性强、重点突出、数据可靠、结论恰当、文字通顺精炼。

投稿方式（通过会议网站投稿）

1. 会议网站地址：www.mcnc-congress2018.shjunxi.net/

2. 投 稿 方 法 ：首先网站注册，然后在“大会论文”入口进行投稿。

3. 投稿截止日期：2018年9月30日

4. 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 颜晓东                    电话：189-1296-6166                       

邮箱:  foodatlas@126.com

征文内容

征文要求02



会议征文

本次会议欢迎和鼓励青年学者、研究生积极投稿，投稿截止日期

（2018年9月30日前）完成投稿，经审核符合会议征文要求，均给予

注册费优惠或减免。

经会议组委会学术委员会审核，邀请会议报告(口头presentation)的

论文第一作者（且被邀请为会议报告人），会议提供交通费、住宿费

资助。

会议论文激励



会议注册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活跃会员：

1、在2017年和2018年内缴费注册参加过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任意一次

学术会议（含继续教育培训班）的人员。凭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出具的证明

材料注册。

2、缴费注册参加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基层医院孕期营养门诊技能培训》

1-9期讲师和学员。

**投稿论文首位作者：须经会议组委会确认。

***学生代表：

营养学相关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读学生，凭学生身份证复印件注册。

普通代表

优惠注册1

中国营养学会会员

优惠注册2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

活跃会员*

优惠注册3

中国营养学会现任理事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

历届委员

投稿论文首位作者**

优惠注册4

学生代表***

1600元

1500元

800元

免费

800元

900

1800元

1600元

1000元

免费

板报交流，500元

会议口头发言，免费

1000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2000元

早注册
(2018年9月30日前)

会议前注册
(2018年11月1日前) 现场注册注册类型



欢迎参会

会务组联系方式

注册咨询：
联系人: 颜晓东                    
电话：189-1296-6166                       
邮箱:  foodatlas@126.com

住宿交通预定：
联系人：章晓妍                    
电话：189 3012 2799
邮箱：xiaoyan_zhang@scyts.com

大会网址

www.mcnc-congress2018.shjunxi.net/

网络注册

www.mcnc-congress2018.shjunxi.net/



萧山国际机场到逸林希尔顿酒店：机场大巴下沙线

杭州火车东站到逸林希尔顿酒店：地铁1号线金沙湖站

杭州火车站到逸林希尔顿酒店：地铁1号线金沙湖站

交通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