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
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各有关单位：

为持续贯彻健康中国“三步走”战略部署，纵深推进医改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建设更

加符合发展需求的现代医院，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筑医台联合多家权

威机构共同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简称 CHCC）将于 2018 年 5 月 19-21 日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

2016 年 8 月，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树立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

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017年7月，《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印发，“十三五”

医改“立柱架梁”迈出重要一步。以人民健康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势能不断聚合，关键改革与

重点任务不断聚焦，明日医疗与未来中国医院全景的构想蓝图已经从集体群像渐变到个体化、

人性化的健康服务。

同时，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认知计算为代表的科技变革，带来的是从 IT

到DT（Data Technology）、从点状创新到系统应用、从自我管理到服务大众的时代理念跃迁，

通过重塑服务体验带动重构行业价值，随之驱动健康产业的跨界融合与形态交织。站在国际

化医院建设发展潮头，集合医学信息、集成医疗功能、集约医建产业，全面创新符合未来复

合型发展需求的健康服务模式。

CHCC2018 紧随“健康中国”发展目标，把握医院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之需，

以“可预期可实现——系统应用创新的明日医院生态体系构建”为主题，通过全球多

机构、多领域、多资源的有效联接，全面探索可走向患者的全民健康制度体系，建立能

满足医院建设全周期系统应用的集成产业布局。在内容设计上，本次大会重点关注日渐

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对医院建设、基础设施、服务管理、临床业务等各领域的切实影响和

整体推进过程，强调系统化创新体系构建。特别增设贴合临床发展需求的学科空间建设

版块和经管内容，邀请国内外行业领导、顶级专家学者和高级管理者 4,000 余人，以“医

院建设大会”“智慧医院大会”“医学工程发展创新大会”三会同行的 70 多场结构化专

业论坛，实现知识叠加、项目落地的平台经济效应。同期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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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400 多家行业优秀供应商在 12 个主题展区、64,000 平方米宏

大舞台上交互分享，为医院建设领域政、产、学、研、用各方打通一个多元融合、多级共享

的全产业链交流合作广阔渠道。

谨此，诚邀全国各相关机构共襄本次年度盛会，携手创变中国医院建设发展的新未来。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北京筑医台科技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健 康 报》社                        《建 筑 技 艺》杂志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

                                                  二零一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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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规模
作为全球医院建设领域公认的知识与技术革新风向标，全国医院建设大会（CHCC）深耕行

业发展十余载，演绎了学术与商业完美结合的传奇，被誉为“亚洲医建第一会”。在 CHCC2017

转型升级基础上，CHCC2018 多项数据再创历史新高，规模直升医建行业“奥林匹克盛会”：会

议论坛上，CHCC2018“三会同行”，即：全国医院建设大会、中国智慧医院大会、医学工程发
展大会；以 70 多场结构化专业论坛，与全球 500 位行业领导和顶级专家学者，4000 多名高级管

理者和行业代表以及 30,000 多名专业观众齐聚武汉，共谋行业发展，共筑体系创变。

同期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400 多家行业优秀供应商

在 12 个主题展区、64,000 平方米宏大舞台上交互分享，为医院建设领域政、产、学、研、用各

方打通了一个多元融合、多级共享的全产业链交流合作广阔渠道。

       本届主题
        可预期可实现——系统应用创新的明日医院生态体系构建

       主题概述

在健康中国“三步走”战略部署下，聚焦关键改革与重点任务，成为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蓝图可实现到位、

可惠及到人的核心抓手。在现代医院建设的大版图上，多重力量正在突破传统藩篱创建全新格局；然而从另一

方面看，我国医院建设领域各方向创新尚在点状游离，系统化应用体系构建尚未形成可追踪可量化的进程路径。

在这样的时代预见和行业服务意识下，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

会（CHCC2018）站在国际化医院建设发展潮头，希望通过全球多机构、多领域、多资源的有效联接，全面探

索可走向患者的全民健康制度体系，建立能满足现代医院发展需求，即：医院建设全周期的系统应用集成产业

布局。

在内容设计上，CHCC2018 重点关注日渐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对医院建设、基础设施、服务管理、临床业务

等各个方面的切实影响和整体推进过程，特别增设贴合临床发展需求的学科空间建设版块和经管内容，强调系

统化创新体系构建。

01 大会概述 CONFERENCE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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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筑医台

联合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健康报》社  

          《建筑技艺》杂志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

承办单位：北京和源世纪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江苏环亚医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武汉华康世纪洁净室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汇健医疗工程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霍曼 ( 北京 ) 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铸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东健净化有限公司            

                  天津市龙川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诺瑞空气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柯渡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合作：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妇幼医学装备与技术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数字医疗分会

辽宁省医院协会建筑系统研究分会                                           山东省医院协会规划与建筑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建筑与规划管理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医院协会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广西医院协会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江西省医院建筑与装备学会             

中国气体协会医用气体与工程分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静态交通产业分会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起重机械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弹性地板分会                                 深圳市暖通净化行业协会

中国制冷学会                                                                            滨州医学院卫生工程管理研究所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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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地点

展会时间：2018 年 5 月 19-21 日 （5 月 18 日全天报到，19-21 日大会、展览）

会议地点：中国·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619 号）

报到地点：详见会期《展商手册》

媒体支持：筑医台资讯     《医养环境设计 》   《建筑技艺》     《健康报》     《中国医院管理》     中国数字医疗网  

                 《生命时报》    投资界     器械之家   《当代医生》    医谷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健康界     今日头条   

                  小桔灯   39 健康网    医疗口碑    华夏医界网   亿邦动力网   亿欧网   肽度   medworld 医疗世界   和医网

                  放疗圈    畅言网   绿建之窗   《城市建筑》 《康知了》传媒   《工业水处理》   环球医疗器械网    筑龙网

                  中国医采网     现代资讯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动脉网    活动家   3158 会展网    E 展网   贝壳社   蟠桃会

                 《洁净室》   3618 医疗器械网     科迅医疗网     第一健康报道   OFweek 医疗科技网    健康点     康强网

                  医药卫生网    医疗器械采购网    麦科田    中国医采网     建设网     中华检验医学网   来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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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亮点

02 亮点撷取 HIGHLIGHTS

充分结构  深入细分

系统创新  集成集约

再创新高  跃居全球

健康丝路  国际共享

线下展示  线上服务

CHCC2018 通过在行业领域上的广泛覆盖和在学术深度上的纵深挖掘，已形成了高度学术化、充

分结构化的经纬知识网体系：

横向拓展三个领域“三会同行”，即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医学工程发展大会、中国智慧医院大会；

纵向挖掘与临床高度贴合的学科空间建设和经管内容。

充分满足医院建设者和管理者的知识需求，为企业厂商提供不同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本届大会强调从点状创新到系统应用，重点关注日渐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对医院建设、基础设施、服

务管理、临床业务等各领域的切实影响和整体推进过程，倡导系统化创新体系构建。

特别增设贴合临床发展需求的学科空间建设版块和经管内容，集合医学信息、集成医疗功能、集约

医建产业，全面创新符合未来复合型发展需求的健康服务模式。

CHCC2018 多项数据再创历史新高：70 多场专业论坛，500 位行业领导和顶级专家学者，4000

多名高级管理者和行业代表以及 30,000 多名专业观众齐聚武汉。

同期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在 64,000 ㎡宏大舞台上细分

12 个主题展区，创建一个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国际化交流新平台。

CHCC2018 以医院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契机，立足全球视野战略布局，将邀请到美、德、

法、日、丹麦、瑞士、瑞典以及东南亚、中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共计 4,000 多位行业代表，与 30,000 多名专业观众零距离、多角度互动交流，携手打造国际化医

院建设共同体，铺设一条开放创新的“健康丝绸之路”。

CHCC2018 利用 020 方式实行线上征集、评选，线下展示、对接，将专家和知识资源进行二次聚合。

同时，通过主办机构筑医台“专家请教”和“筑医台学院”线上服务平台，将会议期间的问题和需求反

馈至线上平台，建立起行业标准化知识库和专家库，为行业各方人士提供不同需求定制化解决方案的品

牌矩阵效应。

学 术 国 际产 业 规 模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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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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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模

国  
际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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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CC2018 由主旨论坛、同期大会、品牌活动和同期展览四大部分构成，每一部分又下

辖二级或三级子会议、子活动；总计 70 余场专业论坛，4类品牌活动。

内容涵盖战略发展、体制创新、经营管理、前沿设计、后勤提升、专项工程、学科建设、

设备设施、医院信息化等行业全领域，术业专攻，横纵交错，致力于解决医院建设全过程中

不同团队所遇到的不同问题。

前沿设计版块

后勤提升版块

战略发展版块
中国卫生政策与医疗体制改革国际峰会：

- 健康中国战略与服务体系变革论坛

- 国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论坛

体制创新版块

1. 全国大型医院可持续发展院长高峰论坛

2. 分级诊疗模式与区域医疗服务体系创新论坛

2.1 全国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专题论坛

2.2 区域医疗体系模式发展创新论坛

2.3 分级诊疗下乡镇卫生院创新发展论坛

经营管理版块
1. 现代医院前期策划与商业设计创新实践
    暨学科策划与医疗工艺流程设计专业论坛

2. 第四届中国健康产业 PPP 发展论坛

专科医院版块

1. 中国特色医养结合投资与建设高端论坛

2. 妇幼健康与专科医院建设管理综合论坛

3. 肿瘤专科医院建设发展论坛

4. 康复专科医院设计与创新发展论坛

5. 现代中医机构环境空间传承创新论坛

1. 第七届中外医院建筑设计师高峰论坛

2. 第五届亚洲医疗服务设施建筑设计师专场论坛

3. 循证设计与设计方法创新论坛暨美国医院设计发展趋势专场

4. 医院环境艺术设计与材料应用专题论坛

5. 绿色医院建筑设计与建设专场论坛

1. 医院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论坛

2. 城市医院再规划与改造提升专题论坛

3. 现代医院高效后勤管理与模式创新论坛

4. 现代医院机电系统设计创新与节能运行专题论坛

       主旨论坛

03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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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版块

1. 多学科联合诊疗与空间变革优化学术论坛

2. 现代医院急诊医学发展与空间动线创新专题论坛

3. 核医学建设与医疗辐射防护专题论坛

4. 生殖中心规划设计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

企业专场

1. 数字孪生技术建设智慧医院暨达实智能专场

2. 全国首个公立医院 PPP 项目
    —— 三胞集团徐州市北区股份制医院一体化建设专场

3. 交通动线与智能装备
    —— 未来医院智慧药房、物流系统 、创新设计论坛暨艾信艾隆专场

专项工程版块
1. 医院生命支持系统专题论坛 — 医用供气系统建设专题

2. 医院生命支持系统专题论坛 — 洁净室与特殊病房建设专题

3. 医院生命支持系统专题论坛 — 物流系统建设专题

医技空间版块
1. 医院医疗设备配置规划与运行管理专题论坛

2. 检验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3. 影像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设计院专场
1. 医疗建筑全过程设计专场：孟建民院士专场

2. 绿色三星北戴河国际医院专场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专场

3. 装配式医院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专场

跨界融合版块

1. 第二届国际化医院建设与高端医疗服务发展论坛

2.“一带一路”国际医院建设合作论坛

3. 风水学与医院建筑环境布局规划论坛

4.“互联网 + 医院建设”，详见同期“中国智慧医院大会”专题

03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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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升级

建设创新

1. 现代医院质量管理与能力提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专场

2. 医院高效后勤管理与节能提效：无锡市人民医院专场

3. 合成设计与 BIM 应用创新：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建筑与规划管理专业委员专场

4. 医院生态后勤一体化运维论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专场

1. 现代医院创新设计：深圳大学总医院暨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专场

2. 上海医院建设成果专场论坛

3. 医院停车系统规划建设专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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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中国智慧医院大会（详细资料备索） 医学工程发展创新大会（详细资料备索）

主 题：创新研发联动创新应用，构建全新医学工程系统

创新·体系 医学工程发展创新峰会

研发·应用

医企研创新机制论坛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专题论坛

高值医用耗材管理应用论坛

医院医疗设备配置规划与运行管理专题论坛

专科·工程
（同CHCC
分论坛）

 分级诊疗下乡镇卫生院创新发展论坛

 影像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检验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妇幼健康与专科医院建设管理综合论坛

 肿瘤专科医院建设发展论坛

 康复专科医院建设发展论坛

 生殖中心规划设计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

 核医学建设与医疗辐射防护专题论坛

主题：未来已来，从数字化医院到智慧医院

创举·改革篇   健康大数据与医疗服务体系变革峰会

战略·启发篇
  分级诊疗与区域医疗体系发展创新论坛

  远程医疗和医联体建设专题论坛

业务·规划篇

  智慧医院规划与物联网技术应用论坛

  信息技术与医院精细化管理论坛

  大数据环境下医院临床信息化论坛

  智慧医院建筑与智能运维论坛

创新·升级篇   人工智能 + 医疗 AI  |  机器人论坛

       同期会议

       品牌活动

筑医台学院是筑医台旗下专注于医院基建后勤领域 SaaS 模式的专业知识机构，是继课堂教学、

网络教学后、以场景教学为主要方式的知识服务 3.0 先锋代表。学院依托筑医台 20 年行业服务经验

和 300 余位知名专家联合 600 多家供应商的资源基盘，通过案例教学和实地考察两大特色形式，搭

建医院管理和行业治理的生态体系，实现行业共生共荣的价值认同。

筑医台学院 - 实践培训

筑医台学院拓展实践培训
2018 年 5 月 18 日 14:00-17:00             注：每场培训限报 100 人，100 元／人

主     题 主讲人 单    位

医院建设项目管理实务培训 张建忠 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主任

医院工艺流程设计与实践培训 董永青 睿勤顾问公司董事长

医用气体系统规划设计 王宇虹等
《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编制组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供气系统学组

+

首席战略合作：环亚集团 首席战略合作：迈瑞医疗 战略合作：柯渡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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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医院建设奖颁奖盛典（详细资料备索）

★ “达实杯”第三届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评选

★ “达实杯”首届中国最美医院评选

★ “达实杯”第五届中国优秀基建管理者评选

★ “达实杯”第三届中国十佳医院建筑师评选

★ “达实杯”第三届中国十佳医院室内设计师评选

       同期展览

医院建设业内亚洲第一展——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作为 CHCC 同期重磅品牌活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自推出起，紧贴国内

外医院建设市场发展与创新应用，将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案同台共享，旨在构建一个产

业广泛覆盖、学术深度研发的“双引擎”品牌大战略平台。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展品范围充分整合又深度细分，400 多

家行业优秀供应商在 12 个主题展区、64,000 平方米宏大舞台上交互分享，为医院建设领域政、

产、学、研、用各方打通了一个多元融合、多级共享的全产业链交流合作广阔渠道。

+

+

+

03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为促进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的学术交流，激励更多的优秀基建人才脱颖而出，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

建筑与装备分会、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组委会等机构联合发起医院建设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为我

国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本届活动获奖的一二三等奖的学术论文将被刊登于知名建筑学

术杂志《城市建筑》（国家级刊物、核心遴选期刊）之中。

全国医院建设大会优秀论文评选+

★ “达实杯”第二届中国优秀机电工程师评选

★ “达实杯”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优秀论文评选

★   第二届现代医院建设解决方案大赛

★   第六届中国医院建设十佳供应商评选

★   首届医用家具配置概念设计方案大赛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 2018 年度编委会              

★中国医院建设与管理学术专著汇展              

★中国医院基建管理者俱乐部年会                             

★筑医台专家公益咨询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全委会        

★江西省医院建筑与装备学会年会       

★中国医促会临床工程与健康产业分会年会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编委筹备会 

行业活动

医院考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分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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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费用（费用包含会务费、会议资料费及午餐费）

▲普通报名
   政府、医院代表 1900 元／人，企业代表 2600 元／人

▲团队报名
   政府、医院代表 10 人以上 1600 元 / 人，企业代表 10 人以上 2300 元 / 人

▲会员优惠
   凡属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会员、中国医院节能产业联盟会员和

   中国医院基建管理者俱乐部会员者，政府、医院代表 1600 元 / 人，企业代表 2300 元 / 人

▲其他收费
   筑医台学院会前培训 100 元 / 人

   医院考察 100 元 / 人

  注：在建、拟建乡镇卫生院免费，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免费（需提前报名并提交相关资料 )

       会议报名
本届大会参会报名全部采取网上报名，以下三种渠道任选其一：

                     baoming.chccchina.com    

                     active.zhuyitai.com/chcc2018/baoming  

APP报名：                         

       汇款方式
户    名：北京筑医台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南线阁支行

帐    号：111 706 010 400 074 02

04 参会报名 REGISTRATION

       会议联络

崔   洋：137 1891 2568 （陕西  浙江  湖南）

杜   佳：130 3110 6628 （江西  江苏  福建）

李   然：152 1077 7317 （广东  贵州）

李鑫思：187 0167 9600 （重庆  内蒙古  黑龙江 新疆）

刘士峰：185 1189 6496 （云南  天津）

张明明：183 1090 3319 （河北 ）

卢超然：152 1039 5750 （安徽  吉林  甘肃  山西 ）

王    静：136 2103 3412 （山东  河南  海南）

温海兵：185 1032 9952 （四川  青海  上海） 

杨    迎：189 1019  2170  （北京  湖北   广西）

孙晓亮：185 1562  3218  （宁夏   辽宁）

下载筑医台 APP，安装→注册→报名

筑医台 APP

网站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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