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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会议通知 

（第 2 轮） 
 

上海国际护理大会是上海市护理学会精心为护理同行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第三届大

会将于 2017 年 9 月 27-30 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会议得到了香港护理学会和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等华东地区各省护理学会的大力协助，由上海 13

家医院联合承办，上海市护理学会 16个专委会共同参与。会议设 16个分论坛，包括：静

疗实践、慢病管理、外科护理、急诊急救、灾害护理、手术室护理、骨科护理、老年护理、

儿科护理、呼吸道传染病护理与防治、造口伤口失禁护理、护理创新论坛、院内感染控制、

中医护理、肿瘤护理、口腔护理；会议期间还将举办护理技术与用品展示会，护理创新发

明展、优秀论文评选等多项学术活动。欢迎广大护理同仁积极报名参会。大会为国家级继

续教育项目，项目编号：2017-14-05-1099（国），全程参会可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Ⅰ类学

分 7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7年 9月 27-30日 

二、会议地点：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2727号） 

三、会议议程概览：（见附件 1） 

四、特邀讲座（见附件 2） 

五、会议注册 

【注册方式】 

（1）登录会议官网 www.nursingconference-sh.com在线注册。 

（2）微信“扫一扫”扫描本右侧二维码进入大会移动端微站手机注册。 

 

【注册费】 

  
先期注册 

（2017 年 9 月 10 日前） 

2017 年 9 月 11 日以后 

及现场注册 

上海市护理学会团体会员单位成员 600 RMB 1000 RMB 

非上海市护理学会团体会员单位成员 800 RMB 1200 RMB 

国内学生代表 400 RMB 400 RMB 

海外代表 400 USD 500 USD 

海外学生代表 250 USD 250 USD 

上 海 市 护 理 学 会 

http://www.nursingconference-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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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将在 2017年 9月 10 日 24:00关闭网上注册缴费通道，此前先期注册并缴费的代

表，可享受优惠注册费标准，未按时缴费者按现场注册标准收费。 

未先期注册的代表，可通过电话或 email 在大会会务组登记信息，并于 2017年 9

月 27日 9:00-21:00到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注册处现场注册缴费。 

注册费包括：（1）大会资料包，包括最终学术会议议程和电子论文汇编；（2）2017

年 9月 28-29日的学术会议、午餐；（3）壁报展区、护理器具创新展、护理技术与用品展

示会。 

 

【付费方式与发票申请】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一律开具电子发票，请您在注册信息填写页面务必准确填写发

票信息，务必与本单位财物部门确认是否填写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否则

可能无法使用。 

1、线上缴费：网上报名后可直接进行在线支付，支付成功即可返回或重新登陆首页

“个人中心”申请发票，并下载发票（一旦发票生成，将不能修改，目前暂不支持手机端

申请发票）。 

 2、银行转账：报名成功后 1周内转账（户名：上海市护理学会，账号：

1001255309014466368，开户行：工行静安寺支行，用途栏请注明：姓名+国际会议）。 

 3、现金缴费：先期注册并拟现金缴费的代表，请于 9月 11-13日到上海市护理学会

（北京西路 1623号）104财务科付费，后凭支付凭证至 203室登记。2017年 9月 11日以

后登记及现场注册的代表，于 2017年 9月 27日 9:00-21:00到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注

册处缴费。 

 

【取消参会】 

需提供书面申请（附本人签字）； 

9月 10日 24:00以前可以退款，收取 150元手续费，9月 11日及以后不办理退款。 

六、酒店预订 

① 登录大会官网首页 http://www.nursingconference-sh.com，选择顶部导航菜单

“酒店预订”，即可进入酒店预订详细页面。 

②进入大会移动端微网站，点击“酒店预订”绿色模块，即可手机预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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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预订和付款截止日期：2017年 9月 10日，酒店预订截止日期以后，视酒店客房

数量情况接收预订。因会期临近国庆长假，为确保代表能够入住合适的酒店，请尽量提前

预订。酒店预订的截止日期为 2017年 8月 30日。现场注册的代表我们将尽量安排住宿，

但不能保证房源。 

 

【注册确认】 

联系方式：86-21-62580348 

邮箱：shgjhldh@126.com 

联系人：顾老师  张老师 

 

 

 

上海市护理学会 

2017年 7月 31日 

 

 

 

 

附件 1：第三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会议议程概览 

附件 2：第三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主讲嘉宾及演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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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三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会议议程概览 

日期 时间 议程 

9月 27日 0900-2100 
现场注册/领取会议资料 

注册地址：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注册处） 

9月 28日 

0830-0900 大会开幕式 

0900-1010 综合报告 1-2 

1020-1150 综合报告 3-5 

1150-1330 午餐、卫星会 

1330-1500 

专科护理论坛（护理创新、儿科护理、手术室护理、骨科

护理、造口伤口失禁、呼吸道传染病护理与防治、口腔护

理） 

1500-1520 茶歇、壁报展示 

1520-1700 

专科护理论坛（护理创新、儿科护理、手术室护理、骨科

护理、造口伤口失禁、呼吸道传染病护理与防治、口腔护

理） 

9月 29日 

0830-1020 
专科护理论坛（静疗实践、慢病管理、外科护理、急诊急

救护理、灾害护理、院内感染控制护理、老年护理） 

1020-1040 茶歇、壁报展示 

1040-1140 
专科护理论坛（静疗实践、慢病管理、外科护理、急诊急

救护理、灾害护理、院内感染控制护理、老年护理） 

1140-1330 午餐 

1330-1500 
专科护理论坛（静疗实践、慢病管理、外科护理、急诊急

救护理、灾害护理、中医护理、肿瘤护理） 

1500-1520 茶歇 

1520-1720 
专科护理论坛（静疗实践、慢病管理、外科护理、急诊急

救护理、灾害护理、中医护理、肿瘤护理） 

1720-1750 闭幕式 

9月 30日 全天 代表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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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三届上海国际护理大会主讲嘉宾及演讲主题 

（截至 2017 年 7 月 27 日确认） 

专家 单位  职务 报告主题 

郭燕红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 副

局长 
中国护理发展趋势与挑战 

Jeanette Ives Erickson 

（美国） 

美国麻省总医院 副院长兼护理

部主任 

卓越服务与护理质量、护理安全的

联系 

王一飞 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校长 大健康理念下护士的角色和作用 

刘华平 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院长 护理信息学发展与研究 

隋善中 彰滨秀传医疗及医品 副院长 推行集束化护理，提升照护品质 

李秀娥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护理部主任  口腔感染控制的护理管理 

罗伟彬 
香港全科牙科医学会中国内地

事务总监 

口腔机构医疗感染控制与风险管

理机制的国际标准趋势 

周曾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精准感控 

萧旭娟 
台湾桃园长庚纪念医院 牙科护

理技术组长 
牙科感染控制管理 

张利岩 
中国武警总医院 副院长兼护理

部主任 
面对灾害我们时刻准备着 

袁长蓉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教授 
灾害护理研究进展及常用科研设

计方法介绍 

王建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护理中

心主任 

外科护理发展 

急诊专科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监测 

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护理 

卢根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护理部主任 
突发公共事件急救护理新进展 

黄叶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护

理部主任 
海上救援卫勤保障和护理技术  

Sandra Galura 
美国佛罗里达医院 学术项目主

任 

飓风灾害：围手术期护理中的领导

/管理 

Hong Tao 
美国佛罗里达医院集团总部 护

理科学家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紧急护理和灾难

反应中学到什么 

护理模拟实践与胜任力 

金静芬 
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护理

部主任 
急诊预检病情分级分诊 

Kim Litwack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教授 急诊护理质量与患者安全 

黄彩霖 
台湾集美医院 人力资源部高级

顾问 
台湾护理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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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单位  职务 报告主题 

Patricia Anne Hickey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 儿科医学

助理教授 
儿科重症监护的质量与安全 

杨莘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主任护

师  
中国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现状 

Linchong Pothiban 
清迈大学护理学院卓越 护理中

心主任  
泰国的老年长期照护现状 

Tara A. Cortes 
纽约大学护理学院 哈佛老年护

理中心执行主任 
老年专科护士的认证和核心能力 

鸟居芳行 
日本医疗法人光寿会多和田医

院 护理部部长 
日本透析看护护理开展概况 

贾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副主任护师 

上海地区糖尿病护理门诊现况调

查  

唐建国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

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 
肠内肠外营养支持 

向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肾脏重

症监护病区护士长 
血液净化专科护士的系统化培训 

张蕾 
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医

院 内分泌科护士长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护理-2016 年

ADA 立场声明解读  

邢小红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肾

内科腹膜透析中心护士长 

基于知识管理视角的腹透专科建

设及发展 

Marion De Land 
加拿大 Sickkids 儿童医院 护理

总监 
危重新生儿安全管理策略 

胡必杰 
复旦大学呼吸病研究所 肺部感

染研究室主任 

懂感染、保安全—人人都是科学感

控实践者 

彭飞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护

理部主任 
护理感控与信息化 

Tushar Kshirsagar 
美国 AAMI 标准战略委员会成

员 

美国 IAHCSMM 年会热点话题分

享 

曹晋桂 
空军总医院 感染控制科主任医

师 
导管相关性感染的防控 

高晓东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医院感

染管理科主任 
预防医院感染---护理的价值 

卢水华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 呼吸结核科主任，

H7N9 应急病房主任 

儿童结核病的精准化诊疗与护理 

卢洪洲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 党委书记  
临床诊疗护理 国内外新进展  

陈瑛瑛 
台北荣民总医院 感染管制室护

理长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之感染管制    

沈远东 
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

员会副主席 
中医药的标准化建设 



—7 — 
 

专家 单位  职务 报告主题 

Anna  

Bogachko Holmblad 
上海中医药大学瑜伽太极老师 世界可以回避中医吗？不！ 

张素秋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护

理部主任 
对中医护理发展的构思 

徐桂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 副校长 中医护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Janine Porter-Steele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韦斯利医院

癌症专科项目主管 
乳腺专科护理新进展 

郎黎薇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护理部

副主任 

JCI构建下同质化专科护理——脑

动脉瘤的规范化诊治 

王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内镜中

心护士长 
内镜技术新进展配合技巧 

方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 护理部副主任 

乳腺癌化疗期体重改变现状及其

对预后的影响 

叶志霞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

科医院 护理教研室主任 
肝胆恶性肿瘤综合治疗护理进展 

尹仁子 
韩国首尔峨山医院 副主任护士

长 
内镜治疗护理新进展 

杨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护理部主任 
12 年仁济移植路——儿童肝移植 

马玉芬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总护士长 
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管

理体系的构建与临床实践  

Heidi Donovan 
美国匹兹堡大学护理学院 健康

和社区系科研副主席 
美国肿瘤患者症状管理进展 

徐波 
中华护理学会肿瘤护理专委会

主任委员 
中国安宁疗护现状与展望 

张晓菊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护理部

副主任护师 

基于证据的放化疗患者症状评估

与管理 

彭南海 江苏省南京军区总院 总护士长 肿瘤营养治疗新认识与临床实践 

陈治宇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肿瘤内

科副主任医师 

2017 年癌症疼痛诊疗上海专家共

识解读 

颜美琼 上海市胸科医院 护理部主任 
上海地区静疗现状与职业安全防

护 

邢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科科护

士长 

中心静脉导管疑难并发症预警与

干预 

张海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护理教研组

主任 
静脉治疗护理质量指标探讨 

吴欣娟 北京协和医院 护理部主任 专科护士发展 

Josie Stone 血管通道学会全球策略理事会 静疗实践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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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单位  职务 报告主题 

刘义兰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护理部

主任 
静疗护理科研热点 

Iris 

Meyenburg-Altwarg 

汉诺威医学院 护理专业董事总

经理 
欧洲静脉通路管理与实践标准 

蔡来荫 厦门长庚医院 护理部主任 创新静疗实践中的护患沟通 

Chee Shuzhen 
新加坡中央医院 骨科高年资护

士 
骨科专科护士临床实践与展望 

Karen Hertz 
英国北米德兰大学医院 创伤和

骨科高级实践护士 

英国骨科高级实践护士的现状与

发展 

孔甜 
香港基督教联合医院骨科 运作

部经理 

骨科专科护理质量控制标准与管

理 

宁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外科 总护士

长 

协同创新在骨科护理人才培养中

的应用研究 

胡三莲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护理部副

主任 
骨科专科护士的临床实践与发展 

郑美春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结肠科

护士长 
失禁相关性皮炎的预防 

孟晓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专职造口师 
证据转化：导尿管相关实践指南  

蔡蕴敏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专职造

口师、创面诊疗中心副主任 
MDT 在糖尿病足管理中的意义   

薛金意 
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 外科护士

长 

外科伤口负压治疗：资源集中与有

效性 

李伟娟 香港玛丽医院 护理顾问 困难伤口管理的分享 

赖幸伶 
国立台湾大学医院 资深造口护

理护士 

小肠造口患者——我们该如何帮

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