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 
 

妇儿基办〔2019〕07 号 

关于开展2019年湖南省生殖健康知识进校园、

进社区、进企业公益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妇联、PAC 项目医院： 

为充分履行公益项目使命，推动妇女健康事业发展，

切实提高各年龄阶段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及自我防护意

识，自 2014 年至今，经省妇联指导，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

会选拔各级优秀医务人员组成妇女健康志愿宣讲团，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了 349 场生殖健康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

公益活动，受益人群超 20 万，取得了广泛、良好的反响。 

2019 年，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拟联合各级妇

联、各PAC项目医院继续在全省开展生殖健康知识进校园、

进社区、进企业公益活动（以下简称为“三进”活动），现

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名称 

2019 年湖南省生殖健康知识“三进”公益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19 年 6 月—12 月 



 

三、活动形式及内容 

1．活动形式：公益讲座+专家义诊 

2．活动内容：根据学校、社区、企业等不同场景，针

对各年龄阶段人群生理和心理特征及现代生活规律，组织

专家宣讲性保健和生殖健康知识，并开展义诊活动，为有

需要的在校学生、社区居民、企业职工等提供一对一专业

指导和建议，使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关爱他人，加强性

道德修养，提升生殖健康保护能力。 

3．指导单位：湖南省妇联 

4．主办单位：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 

5．承办单位：湖南省各市州妇联、PAC 项目医院 

四、活动任务分配及经费保障 

1.场次安排：各妇联统筹协调，各 PAC 医院全年开展

活动场次不少于 4 场。 

2.经费标准：基金会办公室根据完成情况，给予 2000

元/场次工作经费支持。 

3.拨付流程：6 月 30 日前提交全年工作计划，根据报

送场次和请款报告，开具首期款发票，可申请拨付 50%工作

经费（即 1000 元/场）；12 月 25 日前，提交项目完成资料

及尾款发票，可申请拨付剩余 50%工作经费。 

五、职责分工 

1．PAC 项目医院：负责牵头联系相关单位，共同制定

活动方案，策划活动开展，并对宣讲课件进行审核把关，

确保宣讲内容的合法性、科学性、专业性和趣味性。 



 

2．各市州妇联：协调联系辖区学校、社区、企业报告

会场地，组织相关人员参会，组织各单位志愿者做好活动

现场秩序维护，活动结束后，负责资料收集，按要求整理

后统一报送至基金会。 

六、活动要求 

（一）人员要求 

1．学校参与人员：在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每场次讲座

参与人数不低于 500 人。 

2．社区参与人员：社区居民，每场次讲座参与人数原

则上不低于 100 人。 

3．企业参与人员：企业职工，每场次讲座参与人数不

低于 300 人。 

4．宣讲和义诊专家：每场次不低于 3 人。 

（二）现场物料 

1．横幅内容：2019 年湖南省生殖健康知识进校园、进

社区、进企业公益活动 

2．宣传海报：包含项目简介一张（版式自拟，内容参

见附件 1）、讲师简介一张（版式自拟）。 

（三）资料报送要求 

1．每场活动结束后均需整理以下相关资料： 

（1）活动方案； 

（2）活动现场照片，每场次不低于 5 张（需在现场照

片中体现横幅、海报等物料）； 

（3）宣传资料； 



 

① 电视台报道提供视频文件，如无法提供视频，请提

供展示活动现场宣讲及义诊的画面截图； 

② 报纸报道的提供报纸原件或报道版面扫描件； 

③ 网络报道提供网址和截图（如下表）。 
序

号 
题 目 链  接 截  图 

1.  “守护青春

为爱改变”女

性健康讲座

进高校 

http://news.fengone.c

om/b/20151125/582540.

html 

 

2、12 月 25 日前，需将全年活动资料汇总报送至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诗艺 

电  话：0731-82218413        

E-mail：357805963@qq.com 

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1号省委七办公楼400室 

附  件： 1．项目简介 

2．时间安排表 

3．湖南省 PAC 项目医院 

4．湖南省专家讲师团名单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办公室 

                                              2019年6月3日 



 

附件 1 

项目简介 

“流产后关爱”（PAC）项目是旨在降低育龄妇女意外妊

娠和重复流产的公益项目。湖南省妇联、省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逐步形成一套由妇联组织主导、专

家小组指导、基金会服务、医疗机构实施、全社会参与的“湖

南模式”，被中国妇基会授予“全国 PAC 项目突出贡献奖”。

自 2012 年至今，该项目已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的 31家医院，

受益女性超百万人。 

为推动妇女健康事业发展，保障妇女享有避孕节育知

情选择权，切实提高各年龄阶段人群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及

自我防护意识，2014 至 2018 年，湖南省妇联、省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选拔各级优秀医务人员组成妇女健康宣讲团，共

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349 场生殖健康知识进校园、进社区、

进企业公益活动，受益人群超 20 万人，取得了广泛、良好

的反响。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微信公众平台 



 

附件 2 

时间安排表 

序号 计划开展地点 
计划

时间 
讲课专家 

参与

人数 
备注 

      

      

      

      

      

      

      

      

      

      

      

      

      

      

      

注：请各单位在6月28日前将此表发送至：357805963@qq.com。 

 



 

附件 3 

湖南省PAC项目医院 

序号 市州 医院 备注 

1 

长沙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2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3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5 长沙市中心医院  

6 湖南省人民医院  

7 长沙县妇幼保健院  

8 浏阳市人民医院  

9 

株洲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10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11 株洲市人民医院  

12 株洲市中心医院  

13 湘潭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14 衡阳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15 邵阳 邵阳市妇幼保健院  

16 岳阳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17 
常德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18 石门县人民医院  



 

19 汉寿县妇幼保健院  

20 

益阳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21 益阳桃江县妇幼保健院  

22 益阳资阳区妇幼保健院  

23 

郴州 

郴州市妇幼保健院  

24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5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6 永州 永州市妇幼保健院  

27 
娄底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医院  

28 娄底市妇幼保健院  

29 怀化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30 湘西 湘西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31 张家界 张家界市永定区妇幼保健院  

 

 

 

 

 

 

 

 

 



 

附件 4 

湖南省专家讲师团名单 

  

序号 医 院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1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方超英 党委书记 主任医师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吴颖岚 妇保科主任 主任医师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崔超美 综合治疗科顾问 主任医师 

4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李雪英 综合治疗科主任 主任医师 

5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邹  颖 妇保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6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程  卫 计划生育科主任 主任医师 

7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蒋翠辉 计划生育门诊主任 副主任医师 

8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张江霖 计划生育部副主任 主任医师 

9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张瑜 妇科主任 主任医师 

10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惠宁 主任 主任医师 

11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张卫社 产科主任 主任医师 

12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谭智慧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13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曾  飞 病室负责人 副主任医师 

14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肖松舒 科研秘书 副主任医师 

15 湖南省人民医院 厉碧荣 科室主任 主任 

16 湖南省人民医院 郑小青 PAC 负责人 主任 

17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周燕飞 主任 主任医师 

18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解艳娟 原护理部主任 主管护师 



 

序号 医 院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19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邓海欧 PAC 组长 主治医师 

20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范  幸 妇女健康中心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21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魏  静 护士长 主管护师 

22 长沙市中心医院 饶丽娟 主任 主任医师 

23 长沙市中心医院 章雪莲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24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胡令辉 主任 副主任医师 

25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聂三河 医师 主治医师 

26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谢雪玲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27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汪  岚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28 浏阳市妇幼保健院 周书进 副院长 主仼医师 

29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附属第一医院 
张伶俐 大妇产科主任 主任医师 

30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何美芳 主任 主任医师 

31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王季青 副院长 主任医师 

32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左湘凌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33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张  阁 主任 副主任医师 

34 株洲市中心医院 秦  梅 妇科门诊主任 副主任医师 

35 株洲市中心医院 王  玲 主任 副主任医师 

36 株洲市人民医院 王君辉 妇科主任 主任医师 

37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黄伏莲 主任 副主任医师 

38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黄春玲 主任 副主任医师 



 

序号 医 院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39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刘奕旻 主管护师 主管护师 

40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黄菊芳 副院长 主任医师 

41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谷群慧 主任 主任医师 

42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单鸿杰 护士长 主管护师 

43 邵阳市妇幼保健院 朱秋蓉 副院长 副主任医生 

44 邵阳市妇幼保健院 钟荣钟 妇女保健部主任 副主任医师 

45 邵阳市妇幼保健院 张恬恬 主管护师 主管护师 

46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沈小卜 副院长兼纪检书记 主任医师 

47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欧阳艳辉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48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谈  娣 PAC 组长 副主任医师 

49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陈克平 副主任 主治医师 

50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 姚志红 主任 主任 

51 常德市妇幼保健院 谢志林 计划生育服务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52 石门县人民医院 周美浓 妇二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53 汉寿县妇幼保健院 廖晓艳 妇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54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刘毅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55 益阳市妇幼保健院 陈满秀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56 益阳市资阳区妇幼保健院 颜  丹 妇产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57 益阳市资阳区妇幼保健院 刘  华 妇产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58 郴州市妇幼保健院 罗告琳 妇女保健部主任 副主任医师 

59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谭  琛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序号 医 院 名 称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60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海芬 主任 主任医师 

61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周晓娟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62 永州市妇幼保健院 郑兆平 主任 副主任医师 

63 娄底市娄星区妇幼保健院 曾  华 副院长 副主任医师 

64 娄底市娄星区妇幼保健院 熊  玲 PAC项目负责人 主治医师 

65 娄底市娄星区妇幼保健院 邵  珑 妇科门诊主任 副主任医师 

66 娄底市妇幼保健院 龙志贤 妇产科大主任 主任医师 

67 娄底市妇幼保健院 陈旭清  妇科主任 主任医师 

68 娄底市妇幼保健院 谢  媛 
PAC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部主任 
副主任医师 

69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杨梦婕 主任 副主任医师 

70 湘西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田梅英 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71 湘西自治州妇幼保健院 周成莉 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72 张家界市永定区妇幼保健院 陈承 计生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73 张家界市永定区妇幼保健院  伍凤琴 妇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74 张家界市永定区妇幼保健院 李晓俊 保健部主任 主治医师 

75 张家界市永定区妇幼保健院 汤丽 医务科长 主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