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扎实推进新时期公共卫生项目基础设

施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由筑医

台、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中建三局联合多家行业权威机构举办的“医院建设

项目工程总承包发展大会暨区域医疗卫生应急能力建设论坛”将于 2021 年 10 月 29-31 日在湖北

省武汉市召开。

为聚合产业资源促进医院建设项目在设计、采购、施工及管理过程中衔接顺畅、深度融合的

同时，有效提升区域医疗卫生应急能力，对城市应急急救网络、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的建设、公共

设施平战结合、医院应急救治能力、各区域疾控中心持续发力等若干方面，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本次会议通过提升医疗设施建设综合管理能力，优先支持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设施建设双驱动，

以“精益规划  绿色建造  智慧管理”为主题，从医院建设全周期展开多角度、深层次的交流与

讨论。促进医院建设总承包模式多元化发展，提高医院建设产业链合作，增强行业发展活力。  

医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发展大会
暨区域医疗卫生应急能力建设论坛

邀 请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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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谨此，诚邀全国医院建设与管理专业人士、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等医疗机构、工程设计专业

机构、现代装备提供商、医院建设与施工及医院后期建设维护单位领导、学者参与本次大会，届时

群策群力，为中国医院建设项目与医院应急能力提升共建成功城市典范，为后续医院建设发展及时

铸造专有优势！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
2021 年 8 月

北京筑医台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香港澳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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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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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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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湖北省妇女儿童医院）( 拟 )

承办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健康产业工程事业部）

广州市仪美医用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9-31 日
               （10 月 29 日下午报到，30 日全天学术会议，31 日上午学术会议，下午医院考察 )

地　   点：湖北武汉·光谷皇冠假日酒店
（武汉市洪山区高新大道 668 号光谷金融中心 B 座）

精益规划  绿色建造  智慧管理

组织机构 

时间地点

大会主题

媒体支持：筑医台融媒体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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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规划 

主  论  坛   十四五医疗卫生规划与医院工程总承包管理论坛

分论坛一   医院建设项目前期策划与 EPC 工程设计管理专题论坛

分论坛二   医院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与专项工程管理专题论坛

分论坛三   区域应急医疗救治体系规划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专题论坛

分论坛四 “双碳”目标下的医院建设发展与运维管理专题论坛

分论坛五   医院智慧建造与智能化系统管理专题论坛

分论坛六   区域应急医疗机构规划与医院平疫结合建设发展专题论坛

分论坛七   医院建设项目招标采购与项目综合管理专题论坛

圆桌会议一  医院建设项目总承包—与建筑设计对话

圆桌会议二  医院建设项目总承包—与专项工程及配套供应商对话

圆桌会议三  区域医疗卫生应急能力建设—与公共卫生对话

圆桌会议四  医院的建设和运维—与节能减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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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内容

一、十四五医疗卫生规划与医院工程总承包管理

·我国“十四五”时期公立医院功能定位与发展规划
·我国“十四五”时期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规划与建设
·我国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政策解读

二、医院建设项目前期策划与 EPC 工程设计管理

·EPC 模式下的业主方管理职能转变与项目前期策划
·医院建设项目的管理组织与管理策划
·基于 EPC 模式的医院建筑工程设计管理
·综合医院 EPC 项目全过程设计管理流程及要点
·既有医院建筑改造项目中的工艺流程再造与设计要点
·BIM 技术对医院建设项目设计管理效益的提升
·医院建设 EPC 项目中的深化设计原则与策略
·医院建设项目 EPC 模式与 PMC 模式的优劣分析与管理对策
·工程总承包单位在医院建设 EPC 项目中的全过程管理
·设计院主导下的大型医院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

·医院建设项目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的优势

三、医院建设项目施工管理与专项工程管理

 ·绿色施工助力 EPC 模式下的医院建设项目高品质发展
 ·专项工程管理对工程总承包单位带来的挑战与对策
 ·医院净化区域改造工程项目管理与实践
 ·医院智能物流系统的选型建造与日常运行维护管理
 ·医院建设项目工程总体进度计划的合理衔接与保障措施
 ·快速建造在大型三甲综合医院中的应用
 ·医用气体工程设计要点与案例解析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医院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管理
 ·医院污水处理工程中的常见现状问题与处理对策
 ·装配式装饰建造技术助力医院工程高效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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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院智慧建造与智能化系统管理专题论坛

 ·智慧建造与精细化管理在医院 EPC 项目中的实践
 ·智慧医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未来演进趋势
 ·智慧信息化支撑医院工程智慧建造
 ·医院智慧交互系统引领医院高品质发展
 ·智慧管理背景下的医院楼宇自控系统应用与效益提升
 ·医院智能物流系统的设计与物资供应系统

五、医院建设项目招标采购与项目综合管理

·医院建设项目融资方案及资金管理控制
·医院 EPC 项目中的采购招标策略与供应链管理
·基于医院建设项目特点的工程总承包采购管理
·医院后勤部门在工程建设项目收尾中的作用与重点事项
·医院基础运行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构建与评估
·基于 EPC 模式的医院建设项目中的成本与合同管理

六、区域应急医疗救治体系规划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功能提升与资源配置优化
·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维护管理
·传染病医疗救治网络建设的要点与解析—以武汉市为例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的功能定位与机构建设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的规划与建设
·区域急救网络的构建与急救中心的建设发展

七、区域应急医疗机构规划与医院平疫结合建设发展

·湖北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与应急医疗机构规划
·《医学隔离观察临时设施设计导则》要点解读
·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功能转型与建设发展策略
·方舱医院对原有建筑物的技术要求及工程改造要点解析
·大型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常规设施建设与应急转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抢建项目的工程管理与实践
·智能切换技术在大型综合医院平疫结合建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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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观摩考察 

·“医院建设 EPC专家智库“成立仪式

·拟定：优秀医院建设项目经理评选启动（优秀项目经理比拼联赛）

·线路一：中国建筑科技馆
·线路二：新洲航天城同济医院
·线路三：光谷同济儿童医院

八、“双碳”目标下的医院建设发展与运维管理专题论坛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要点解析及其对医院建设带来的影响
·我国建筑领域碳排放相关标准化工作的解读及发展方向
·“3060”双碳目标下的医院建筑重点发展领域与技术路线
·电气储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医院建筑能耗解耦方向的应用
·光伏一体化发电技术的应用及其对医院外维护结构的影响
·医院太阳能供热系统的设计要点与碳排放降低
·大型公立医院非传统能源系统的运行维护与节能减排

与会对象 

1. 各医院院长、业务 / 后勤 / 基建副院长；各医院建设项目管理者、基建 / 后勤部门工作人员；  
2.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院长、业务 / 后勤 / 基建负责人；
3. 各省市区域医疗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研究人员、实验室、检验科相关负责人；
4.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心负责人、业务 / 后勤 / 基建负责人；
5. 国内外医院建设项目总承包管理模式研究人员；从事医院建设相关的设计、工程、材料、设备
    及运营维护等工作的从业者；
6. 各省市报纸、电视、网络媒体代表。



  
筑医台：郑老师 13552182322                

               李老师 15010052897

中建三局：魏少雄 1867278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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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咨询 

报名方式 

收费标准

本次论坛报名全部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请
务必在参会前完成线上注册。
网站报名：http://active.zhuyitai.com

扫一扫  即刻报名

参会单位 参会价格 备　注

医院代表 800 元 / 人
（同单位两人以上报名 600 元 / 人） 参会费用包含会议费、资料费、会期

午餐及医院考察交通，不含往返交通
及住宿费企业代表 1200 元 / 人

（同单位两人报名 800 元 / 人）

筑医台知识会员 0 元 / 人 含会务费、资料费，不含往返交通、
会期午餐及住宿费、医院考察交通

                 
                  张　浩 18986080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