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养学会 2020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议程

（指导单位：中国营养学会，主办单位：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协办单位：江苏省营养学会、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20 年 11 月 6 日（周五），地点：三楼大会议厅 301+302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
7:45-8:00

直播

公安局部门相关、酒店安全员等

开幕式
领导致辞：中国营养学会杨月欣理事长、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陈永祥理事长、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厉梁秋副会长、江苏省营养学会钟才云教授、南京
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夏彦恺院长, 妇幼营养分会荣誉主任委员苏宜香教授

08:00-08:40

直播计划
直播

安全宣讲：消防安全教育、会场疏散指导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8:40-9:20

妇幼营养分会工作总结：助力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汪之顼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9:20-9:50

健康中国：营养的机遇与挑战

杨晓光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9:50-10:20

母乳成分与生命早期营养健康

张玉梅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0:20-10:30

茶歇

10:30-11:00

人乳强化的是与非

朱建幸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直播

11:00-11:30

贝因美专题报告: 早产儿母乳喂养

韩树萍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直播

11:30-12:00

Allergy prevention in early life （生命早期过敏预防）（视频） Yvan Vandenplas 教授

12:00-12:20

问题与回答

12:20-13:00

午餐时间

13:00-13:30

国际 FIGO2020 肥胖孕前孕期管理指南解读

杨慧霞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30-14:00

我国妇幼营养学理论框架和发展

赖建强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直播

14:00-14:30

蛋白质及氨基酸模式与婴儿营养

童笑梅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播

14:30-15:00

婴儿牛奶蛋白过敏全程营养管理

陈同辛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15:00-15:20

茶歇

直播

15:20-15:50

生命早期发展过程中锌营养的支持和调控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直播

15:50-16:20

我国七城市婴儿用水现况调查

何

梅 研究员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16:20-16:50

小胎儿与 FGR 的识别及对应营养干预建议

陈

倩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50-17:20

母乳糖蛋白：等待探索的强大功能成分

朱

婧 副研究员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17:20-17:50

问题与回答

18:00-

晚餐时间

直播

直播

18:00-21:00

布鲁塞尔大学医院(UZ Brussel)

主题活动： 1-惠氏主题论坛: 生命早期营养及婴幼儿免疫构建(18:00-20:00)（需提前另行报名注册）；
2-佳贝艾特研究基金发布及母乳研究方向论证讨论会(20:00-21:00，需受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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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学会 2020 年妇幼营养学术会议议程

（指导单位：中国营养学会，主办单位：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协办单位：江苏省营养学会、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20 年 11 月 7 日（周六），地点：三楼大会议厅 301+302 (南京白金汉爵大酒店)
直播计划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8:00-8:30

儿童肥胖和糖代谢异常的早期干预

余晓丹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直播

8:30-9:00

合生元专题报告: 母乳乳脂球膜(MFGM)和骨桥蛋白(OPN)
对婴幼儿健康的活性作用

苏宜香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直播

9:00-9:30

佳贝艾特专题报告：婴儿配方食品模拟母乳低聚糖的策略

赵

艾 博士/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9:30-9:40

茶歇

直播

9:40-10:10

围产营养实践策略的思考

腾

越 主任医师

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

直播

10:10-10:40

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

李光辉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直播

10:40-11:10

从益生菌预防乳腺炎，谈微生态与母婴营养的互助作用

曾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直播

11:0-11:40

孕期膳食营养补充剂的选用

杨年红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11:40-12:10

美国婴幼儿膳食指南的制定证据

杨振宇 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12:10-12:20

问题与回答

12:20-13:00

午餐时间

直播

13:00-13:30

孕期营养评价与指导策略新进展

曾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直播

13:30-14:00

汤臣倍健专题报告：精准营养在妇幼人群的应用

贺瑞坤 博士

汤臣倍健科技中心

直播

14:00-14:20

美赞臣专题报告: 生命早期营养与喂养对免疫功能发展的影
响

盛晓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直播

14:20-14:50

孕产妇维生素 D 营养状况及科学补充的思考

张

琚 副主任医师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

14:50-15:10

阿法林润康专题报告：α-亚麻酸对孕期妇女补充 n-3 脂肪酸
的价值

肖

雪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5:10-15:20

茶歇

直播

15:20-15:50

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国孕产妇营养与健康科学调
查》科学设计与实施计划

钟春蓉 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

直播

15:50-16:10

孕期妇女膳食指南依从性指数的建立和评价

徐芳萍 (论文交流)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直播

16:10-16:30

2010 至 2013 年中国育龄女性围孕期叶酸增补情况调查

董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直播

16:30-16:50

孕期和产褥期的膳食质量及其与产后血糖关系的队列研究

谢路勤 (论文交流)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卫生系

直播

16:50-17:20

COVID-19 疫情期间孕期营养：易忽略的问题及其对孕产健康
的影响

赵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

17:20-17:40

问题与回答

17:40-17:50

闭幕环节

18:10-19:30

晚餐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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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教授

果 教授

婧 (论文交流)

艾 博士/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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