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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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5年第16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将于2015年05月在大连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新医改5年来，我国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水平稳步提升，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但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
供给量不足、区域和机构间配置失衡，大型医院运行效率不高，基层医院建设滞后、服务能力薄弱等问题依然突
出，努力构建医疗服务体系发展新常态将是今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长期任务。为贯彻即将出台的《全国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精神，进一步促进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服务能力和运营效率，推动我国医院
建设向高效化、科学化、现代化迈进。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的指导下，《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决定联合多家权威学术、科研和管理
机构在既往15届大会的基础上，定于2015年5月23—25日在大连市共同举办“第十六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中2015年5月23—25日在大连市共同举办“第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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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2015年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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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大会将以“新常态下中国医院建设的发展、变革与创新 ”为主题，围绕医改政策导向、医疗市场发展形势以及
未来医院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方向等重点议题，从行业政策、发展理念、规划创新、科学建设、技术应用和运营管理
等维度，就未来我国医院现代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展开深入的研讨和交流。预计大会将有来自行业主管部门领
导、国内外权威医院建设专家、知名医院管理学者、各类企业技术人员、各级医院的管理者和建设者等3000 余人出
席。

会议报到：会议报到：5月22日（8:00—24:00 ） 

会议、展览：会议、展览：5月23-25 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中国·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地 址：地 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F区10号

同时，作为大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也将同期召开，本届展览会展览面积
达23500 平米，分为11 个专业展区，将有超过300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加展览展示，是我国医院建设行业最具规模
和专业水平的年度综合性展会，也是广大医院建设者洞悉行业发展趋势、更新知识、拓展视野的专业化平台。

谨此，诚邀全国各相关医疗机构、企事业单位领导、管理者及专业人士共襄本次年度盛会，共谋中国医院建设与发
展的新未来。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230398.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230398.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7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66/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30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75/


“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是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的关心和指导下，由其主办的《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
杂志联合相关组织共同举办的医院建设领域综合性学术交流盛会。内容涉及政策、管理、技术、装备等多个层面，
至今已成功召开15届，累计专业参会人数超2万人，对提高广大医院建设者、管理者的科学知识及管理水平，解决
医院建设中出现的难点问题，推动新理念、新技术、 新装备的科学应用发挥了极大地促进作用。目前，大会已发展
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融学术交流与专业展览于一体的综合性盛会。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2015年第十六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拟定日程

5月23日周六上午多功能厅

大会开幕式及相关表彰活动

嘉宾主持: 李月东—《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社长、主编

刘殿奎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副司长

齐贵新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副司长

赵明钢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梁铭会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

洪宓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于世利 青海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吴翔天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基建装备处处长

封国生 北京市医管局局长、北京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乌兰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蒙医院院长

王大南 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刘金涛 大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许速
 

上海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巡视员

阎青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副主任

周万春 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魏建军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投资建设部主任



王晨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徐英辉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陈肖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柴建军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

周崇臣
 

郑州市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于宗河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司原司长、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王东升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理事长

簡宗益
 

台湾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行政中心主任

黄锡璆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首席总建筑师、全国工程设计大师

许钟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亀田省吾
 

日本亀田医院院長、亀田医療技術専門学校学校長

布兰·爱德华兹 普林斯顿医疗系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上野淳
 

工学博士首都大学東京校长、首都大学東京名誉教授日本医療福祉建築協会会長

沙怡文
 

英富曼会展集团亚太区执行董事

张惊涛
 

江苏环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卫生政策与医院建设发展综合论坛

嘉宾主持: 李月东—《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社长、主编

刘殿奎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公立医院改革进展



齐贵新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副司长——医院建设发展思考

乌兰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蒙医院院长——民族医院发展探索与实践

王大南 辽宁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新常态下辽宁医院建设与发展之路

魏建军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投资建设部主任——上海市级医院投资建设与发展方向思考

洪宓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标准引领医院建设

张惊涛 江苏环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5月23日周六全天 1号会议室

全国大型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院长高峰论坛——医改新常态下的医院可持续发展

嘉宾主持: 李宝山—《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执行副主编

点评嘉宾: 徐英辉—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赵明钢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副局长——新常态下大型医院管理创新

陈海啸
 

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医疗建筑使用后评估
(POE)实践——以浙江恩泽医疗中心百年恩泽纪念楼为例

杜天信 河南省骨科医院院长——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发展探索与实践

簡宗益 台湾长庚医疗财团法人、行政中心主任——大型医院建设可持续发展策略

嘉宾主持: 陈海啸—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点评嘉宾: 丛汇泉—法国社会福利卫生部主任研究员

徐英辉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迎接医改新形势，实现转型新发展

李亚东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大型医院核心支持系统

王晨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天坛医院建设之路

韦铁民 浙江大学丽水医院院长——现代化医院的人性化设计

王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由“无序”到“有序”的升华是医院设计的终极目标

亀田省吾
 

日本亀田医院院長、亀田医療技術専門学校学校長——医院服务与医院建筑

布兰·爱德华兹
 

普林斯顿医疗系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医院管理和设计人员：利用建筑环境实现组织目标



陈肖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打造“智慧医疗”航母开启医疗新体验

5月23日周六下午一层会议活动区

未来医院创想论坛

嘉宾主持: 李宝山—《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执行副主编

 

点评嘉宾: 沈崇德—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于迪一 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第二小学——来到未来的医院

左为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工学硕士——会"呼吸"的医院

何炜 杭州市卫生信息中心主任——区域信息化打破医院围墙--杭州“智慧医疗”的探索和实践

阿伦·华纳 华纳鸿业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过程控制为向导的未来医院设计

郭金成
 

重庆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医院室内环境与能源未来发展

雷蒙德·潘 美国Atelier R Design设计工作室建筑师——解构未来医院—医疗建筑再进化

谷建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未来医院的猜想

蒋群力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建筑师——宿命的说，未来没有医院

5月23日周六下午 7号会议室C厅

医院基本建设管理论坛

嘉宾主持: 郭锡斌—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副院长

点评嘉宾: 刘作林—成飞医院院长

柴建军 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医院建设工程管理

周崇臣
 

郑州市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医院基础建设中的管理经验分享——郑州市儿童医院东区
医院项目

许速/金凯文
上海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巡视员/美国集思霈建筑设计公司副总裁——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
心-创新的高端医疗服务平台

刘玉泉
北京亚太医院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首席医疗环境设计顾问——地域文化在现代医疗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以安康市中医医院为例



金玉连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院长——工程建设各环节质量管控与流程管理

靳瑞君 北京华银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院院长——医院工程规划设计的一些特点及细节探讨

刘玉龙 北京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长庚医院模式的本地化探索

邢毅 清华大学基建处处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规划设计特色l

杨长清
博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总执行长（CEO）助理——医疗运营管理对建筑设计的影响—以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为例

5月23日周六下午 5 - 6号会议室

第三届中国民营医院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

嘉宾主持: 张国忠—《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副社长

点评嘉宾: 谢伦—广东东莞石新医院院长

赵淳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分会副会长——我国非公立医疗机构现状、发展与投资方向

沈群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府所副所长、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新常态下的中国
民营医院定位与战略选择

张远平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医疗健康建筑设计研究中心总建筑师——新时期民营（混
合所有制）医院设计趋势探讨

钟清 史赛克（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医院手术室建设规划与项目管理

苏元颖 CCDI悉地国际设计副总裁，医疗健康事业部的总建筑师——当下中国医院建设的四个发展方向

余志庆 上海国际医疗中心副院长——高端医疗实践与探索

林锦鸿 南京明基三期婦幼醫院籌備主任——從組織，流程和使用者的觀點，探討婦幼醫院的建築設計

夏梦超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医用中心供氧及其它供气系统规划及解决方案

滑修之 河南宏力医院院长——新常态下医院建设之我见

5月23日周六下午 8 - 9号会议室

医院环境艺术设计与装饰材料应用论坛

嘉宾主持：刘运祥—山东省医院协会副会长、规划与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点评嘉宾: 杨秀江—重庆大足区人民医院院长

李立荣
北大国际医院助理院长——现代大型综合医院环境建设创新与实践—以北大国际医院环境设计为



李立荣
例

蒙政强
 

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板材事业部总经理、广东绿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健康环保材料，打造绿色医院

衡潇 阿姆斯壮（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地材市场产品部经理——医院地面解决方案

张铁军 上海嘉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医疗装饰的细节集成

王岚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副院长———安全、便捷、人性、绿色——浅谈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室
内环境设计

申东千 韩国延世大学预防医学系主任、医学博士——韩国延世大学医疗系统绿色医院案例

张民 长春铸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绿色医院建设医疗用门系统解决方案

陈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装修与民用工程事业部所长———人性关怀—多层面
解读现代医院环境艺术创造

杨秀江 重庆大足区人民医院院长——人文环境建筑的融合—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新医院建设探索

5月23日周六下午 10号会议室

前期策划与医疗流程设计专业论坛

嘉宾主持: 朱希—朱希建筑设计工作室主任

点评嘉宾: 格伦—北京建筑大学医疗建筑研究中心教授

孙鸿新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医疗所所长——分散式、集中式、综合式医疗建筑

郭良 香港澳华医院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如何在医院设计全过程落实工艺设计

林威廷
台湾长庚医院行政中心高专副组长、医疗设计师——大型医学中心之永續經營之空間政策—以林
口长庚医学中心为例

江观全 浙江五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医院工程项目管理

孟建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院长——本原设计理念在医疗建筑领域的实践——香港大学深
圳医院的设计全过程

殷继超 西安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医疗家具论证的流程

张一 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新建门急诊综合楼项目

朱希 朱希建筑设计工作室主任——运营模式确定医院流程策划

5月23日周六下午 3 - 4号会议室



全国县级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与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院长高端论坛——首批500家重点扶持县医院的发展路径、策略与
挑战

嘉宾主持: 张彤—江苏兴化市人民医院院长

点评嘉宾: 洪宓—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吴翔天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基建装备处处长——县级医院建设与发展

邹浩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医院一体化设计与建设

张求水 福建光泽县人民医院院长——县级医院为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郑守埕
辽宁桓仁县人民医院行政院长——民族自治地区县级医院发展探索——桓仁满族人民医院异地新
建的发展体会

何亚雯
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党委副书记——建制度、保廉洁、勤谋划、巧组团——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
基建工程体会

李源 北京灵顿品牌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基于人文关怀的医院疗愈环境创造

格伦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医疗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县级医
院规划设计的五大特点

5月24日周日上午 1号会议室

第四届中外医院建筑设计师高峰论坛

嘉宾主持: 谷建—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点评嘉宾：李宝山—《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执行副主编

George J.
Mann

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UIA-PHG 执委，2014世界健康设计大会终身成就奖——美国医疗设计
发展的新趋势

Joan Saba NBBJ合伙人——以人为先：在一个数码诊断，机器人技术和数据时代中的以人为本的医院设计

贾敬龙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副院长——全新医院设计理念指导下的成功探索

钱宁亚
山东省设计研究院第六设计院建筑总工——综合医院建筑设计的若干思考-如何评价医院建筑设计
的优劣

Henning
Lensch

UIA-PHG 执委，德国RRP International 总裁——德国与欧洲最新医院项目案例分析

乌韦·埃格特
德国AEP(新外建医疗设计海外事业部，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欧洲医院之最---柏林夏洛蒂医科
大学医院Charite

全晓波 美国健康设计中心资深研究员——循证设计：加强环境设计科学性以提高医疗品质



5月24日周日下午 1号会议室

第四届中外医院建筑设计师高峰论坛——第二届亚洲医疗服务设施建筑设计师专场论坛

嘉宾主持: 林威廷—台湾长庚医院行政中心医疗设计师

点评嘉宾: 刘玉龙—北京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长泽泰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工学院大学副校长，UIA-PHG执委——日本医疗设计的新思路

张颂民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总建筑师——类诊疗中心式布局在医院规划中的运用

薛明 大连都市发展设计有限公司——医院设计的变革与创新-用创新设计优化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梁晓光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形势·新思维下的当代医院建筑设计

Norwina Mohd
Nawawi

UIA-PHG执委，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副教授——马来西亚医疗设计实践的未来趋势

王国栋 浙江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医院建设创新思考

孙亚明 江苏亚明室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型现代化医院室内装修设计方法与实践

郑榕 北京一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监（医疗和教育项目）——通过美学，艺术及文化提升疗愈

杨海宇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医疗院长——绿色医院建设的别样风景——城市既有建筑物的改扩
建

黄锡璆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首席总建筑师、全国工程设计大师——现代医院建筑设计传承与创新

5月24日周日上午10号会议室

医院生命支持系统专题论坛—医用供气系统建设专题

嘉宾主持: 刘光荣—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

点评嘉宾: 周恒瑾—北京协和医院基建办主任

陈宗蓬
 

第四军医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工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全日制研究生指导教师——医用气体及工
程现状与展望

辛华玉 烟台冰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洁净手术部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朱明星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消毒供应中心整体建设要点

Erk-Owe Hartz 德尔格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Technology For Life

张宏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基建运行部工程师——气体系统运行管理与设备维护及更换



范俏颜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室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物尽其用，安全运行—医疗净化工程全方位
保姆式售后托管解决方案

吴梅梁 克莱门特捷联制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洁净手术部空调节能及优化

吕政飞 江苏省人民医院维保科长——医用气体建设—重新站上规范化的起跑线

5月24日周日下午10 号会议室

医院生命支持系统专题论坛—洁净室与特殊病房建设专题

嘉宾主持: 洪宓—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点评嘉宾: 陈虹—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基建管理办公室主任

谭西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基建运行部支部书记、高级工程师——现代手术中心建设管理

李亚东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医院洁净工程整体解决方案

任建庆 江苏环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理总工程师——医院复合手术室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马兆勇 苏州通快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如橱柜般制造的洁净室

杨剑 四川晨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医院净化系统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刘秋秋 湘雅医院手术部主任——日间手术室的建设与管理

潘玮华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基建办主任、院长助理——洁净室、特殊病房—建筑功能布局专科化

陈琳炜 宁夏鑫吉海医疗工程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智慧手术系统

许钟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手术部新规范特点和新思维

5月24日周日上午 贵宾室2

新建医院的医疗设备规划专题论坛

嘉宾主持: 徐鹏—北京医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点评嘉宾: 沈晨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王东升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理事长——国产医疗器械发展与临床应用

舒洪权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部长——医院新建、改扩建医疗设备配置规划要点和难点

许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学工程处研究员——大型医用设备合理配置及机房优化设计



沈晨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代化手术室建设规划

董永青 北京睿勤医院建设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医疗设备是医院建设的重要变量

5月24日周日上午一层会议活动区

医院管理与医院信息化建设论坛

嘉宾主持: 李树强—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

点评嘉宾: 马戎—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

杨军 烟台毓璜顶医院院长——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刘帆 北大国际医院副院长——如何通过医院信息化建设打造高效医院管理

James Ticer 声美华有限公司——智慧医院建设的变革与创新

王韬 天坛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医院信息建设在医院精细化运营管理的应用

周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信息中心技术总监——决策支持系统在医院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

钟初雷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信息处处长——借助信息系统提高门诊整体效率

迈克尔·杰 美国HDR美国注册建筑师，医疗规划专家，LEED认证专家——数字信息化对未来医院环境的影响

5月24日周日下午一层会议活动区

创新移动医疗应用发展论坛

论坛主席：修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医院发展部主任

点评嘉宾: 张锐—春雨移动健康CEO兼创始人

潘传迪 温州大学一附院副院长——互联网医疗助力智慧医院建设--温医一院信息化建设案例分享

李天天 丁香园创始人、董事长——未来医疗是“酸”的

舒钧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建设无边界医院

车慧 埃森哲医疗卫生行业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从“传统医疗”到“互联网+医疗”的变与不变

肖明朝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移动医疗与患者安全

张锐 春雨移动健康CEO兼创始人——预见2020

王伟林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基于开放信息平台的专科化、个性化移动医疗应用分享和展望



5月24日周日全天8 - 9 号会议室

绿色医院建筑设计与建设专场论坛
 

嘉宾主持: 辛衍涛—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

点评嘉宾: 张社蚕—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公共建筑（中小学校和医院）节能项目主任

凯西·格维希 美国凯撒医疗集团——全球绿色健康医院

Thomas
Schinco

UIA-PHG委员，法国Vasconi Architects 总裁——绿色可持续医疗设计：来自法国的经验

克里斯蒂娜·尼
克-威勒石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医疗建筑系教授，德国尼克及合伙人建筑设计股份公司董事局主席——绿色医
院建筑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方国溪
 

厦门辉煌方式设计中心——减法·医疗

童学江 重庆海润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如何创建绿色三星级医院—以贵州息烽人民医院为例

Philip Patrick
Sun

UIA-PHG委员，美国ACMHS主任——绿色医疗设施的灵魂

苏珊·威尔伯恩 国际无害医疗组织可持续发展总监——全球绿色健康医院项目

嘉宾主持: 赵作伟—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点评嘉宾: 黄献明—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绿色建筑工程设计所所长、博士

姚蓁 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副主任——绿色建筑在上海市市级医疗建设中的探索与思考

李维东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五分院——绿色医院建筑的设计策略

卢求
北京五合国际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医院建设中绿色建筑设计理念与技术系统的应
用

王加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感控事业部副总经理——医院感染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辛衍涛 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书记——绿色医院的内涵与外延

黄德强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医院事业部及建筑节能事业部总经理——绿色医院建设及融资解
决方案

吴志国 南京天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数码变容量温湿分控洁净手术部净化空调系统

郑勇 重庆渝北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绿色医院建筑的创建过程—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实例分享



张之涵 拜耳材料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亚太区应用开发经理——满足医院高清洁要求的新建筑墙面漆

龙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博士——基于建筑综合效率观的绿色医院建筑设计

5月24日周日全天 3 - 4号会议室

中国特色医养产业投资与建设高端论坛

嘉宾主持: 高永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点评嘉宾: 周颖—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阎青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副主任、副会长——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养护结合的
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

王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理想和现实孕育下的医养建筑

蔡宇澄 CCDI悉地国际健康事业部总经理，CCDI集团副总裁——医养产业发展趋势与专业服务创新

周燕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日本新潟大学建设工学科任副教授——医养结合型养老设施实践案例剖
析

劉培森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銀髮養生環境結合醫護體系之設計與實踐

陈峥 北京老年医院院长——医养结合与老年长期照护

王丽华 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保健医疗部——日本多様的療養設施環境及医療服務

嘉宾主持: 王丽华—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保健医疗部

点评嘉宾: 张峰—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工程示范处处长

丛汇泉 法国社会福利卫生部主任研究员——医和养的有效结合—附设在法国综合医院的医养中心

高永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医养结合”大型养老社区规划设计探讨——万宁“东山
康城”项目简介

杨勇鹏 上海亲和源老年公寓高级项目经理——“新形势下养老理念的转变”—亲和源养老理念分享

田莉
北京亚太医疗环境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无用之美——陈设艺术设计在医疗空间中的
应用

上野淳
工学博士首都大学東京校长、首都大学東京名誉教授日本医療福祉建築協会会長——日本超高龄
社会的环境设计

丁勇 爱照护商业智能CEO——开放式养老机构的商业模式和IT技术

周颖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连锁式养老设施的规划与设计要点——兼论连锁式养老
设施的多样化服务与模块化设计



5月24日周日全天 5 - 6号会议室

医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与机电设备升级专题论坛

嘉宾主持: 项海青—杭州市卫生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点评嘉宾: 陈梅—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

田永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副研究员——项目概况介绍

李宝山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院管理研究所建筑研究部主任——项目简介

汪云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基建装备处——讲话

于宗河 中国医院节能产业联盟会长——代表中国医院节能产业联盟致辞

李宝山 中国医院节能产业联盟秘书长——中国医院节能产业联盟介绍

中国医院节能产业联盟成立仪式

袁向东 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基于绿色医院的高效能源管理探讨

虞海 南京天溯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医院建筑能源管理与后勤精细化

刘晓雷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院副院长、总工程师——既有与新建医院能耗监管系统实施策略
和关键点

杨瑞 北京世纪微熵科技有限公司——建筑节能技术在医院行业领域内的应用

孙绪宏 海尔集团中央空调产业高级总监——创新节能

鲁超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综合医院节能项目选择策略

嘉宾主持: 田晓峰—大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院长

点评嘉宾: 鲁超—安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

张社蚕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公共建筑（中小学校和医院）节能项目主任——医院能耗现状及节能潜力
——100家医院能效调查的启示

赵新正
陕西凯星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Kaistar新一代【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创建医院绿色
建筑能源管控平台

龚伟 博耳（无锡）电力成套有限公司——博耳电力助力绿色智慧医院建设

陈梅 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公共机构（医院）节能措施与实践

欧阳鑫南 丰电阳光（北京）清洁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绿色医院可再生能源站



李宝山 《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执行副主编——医院节能改造工作策略

赵海鹏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副院长、建筑学博士——市区医院改扩建中的土地使用效率提升——
以上海市同济医院院区规划为例

刘燕敏 同济大学教授、博导——医院节能效果的评价体系研究

5月24日周日全天7 号会议室C厅

医院智能建筑与高效运营专题论坛

嘉宾主持: 庞玉成—滨州医学院医院建设研究所所长

点评嘉宾: 薛志峰—中节能唯绿（北京）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黄久松 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会长——互联网+对行业发展的发展机遇

张翔 大连中山医院医院信息中心主任——智慧医院信息规划建设策略

吴闻新
Intel(中国)有限公司全球医疗中国区技术总监，资深架构师——智能化管理支持绿色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

薛志峰 中节能唯绿（北京）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建筑能效提升的“后半程比赛”

张建华 山东安泰智能工程有限公司——医院建筑智能化系统专项设计

刘妍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药房自动化现状及发展

卢再军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卫生医疗行业技术总监——卫生医疗行业的综合安防解
决方案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

庞玉成 滨州医学院医院建设研究所所长——医院建设项目业主方信息化研究与实践

嘉宾主持: 奚益群—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

点评嘉宾: 王宇宏—中国建筑业协会智能建筑分会智能专家

涂路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机电所所长——医院工程智能化设计浅析

陈金雄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计算机应用与管理科中心主任——医院数字化建设及对智能化要求

克雷格·比尔 美国HKS行政总裁、医疗建筑负责人——医疗项目研究的简洁方法

杨博丞 北京蝶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分布式药房自动化对给药及时、用药准确、服药安全的有效提高

檀德亮 深圳鑫德亮电子公司——现代医院医护传呼信息管理系统数字化解决方案



许文平 江苏环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数字化手术室解决方案

邹志武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珠江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医院智能建筑与医院信息化探讨

沈崇德 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医院信息智能化工程设计与建设值得关注的要点

5月25日周一上午一层会议活动区

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服务发展与企业成长沙龙

嘉宾主持: 周颖—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点评嘉宾: 赵红—中国健康界创始人

周颖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业化4.0时代医院建设的方法与方向

王晖 鼎晖资本合伙人——医疗服务产业投资体会

蔡宇澄 CCDI悉地国际集团副总裁、医疗健康事业部总经理——健康产业发展中的专业服务创新

黄连友 （杭州）绿城集团本部副总裁——绿城乌镇雅园学院式养老创新模式

段萱 北京保利安平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利养老地产发展战略规划

吴辛 彩虹鱼健康集团——实现医，养，护一体化的条件和运营机制

张国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项目管理与价值工程研发中心，北京价值工程学会——PPP模式在医院建设中的
应用

5月25日周一上午1 号会议室

风水学与医院建筑环境规划沙龙

嘉宾主持: 肖明宗—中国易经研究学会常务会长

点评嘉宾: 贾继茂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影视中心处长、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艺术总监

肖明宗 中国易经研究学会常务会长——易学智慧给医院建设带来的战略启示

羊彦儒 理气风水学学专家——易学智慧给医院管理带来的重要启示

倪梓洸 易学养生专家——易学养生与医院建设软实力提升的关系

庞钰龙 峦头风水学专家——风水形局与医院建设的关系

简诗林 命理易学专家——如何利用四柱生命密码来提升治疗效果

廖墨香
著名的数学和逻辑学统计学专家.中国国学和易学泰斗，“北派易学”开山宗师，中华北易第一代



廖墨香
掌门——如何利用易学预测来防范医院突发事件

李维东 山东第五设计院院长——浅论医院设计中的风水

5月25日周一上午 10号会议室

医院生命支持系统专题论坛—物流系统建设专题

嘉宾主持: 赵东方—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后勤基建处副处长

点评嘉宾: 谭西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基建运行部支部书记、高级工程师

梁晶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基建处处长、高工——气动物流在医院建设项目中的应用

马戎
 

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现代医院物流传输系统建设的核心

李金镖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气动物流系统解决方案

赵忠涛 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现代医院建筑装备与人文关怀

仲伟军 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轨道物流传输系统应用经验

陈虹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基建管理办公室主任——“医院物流系统”我们准备什么？

5月25日周一上午3 - 4 号会议室

医院后勤建设现代化管理与运行维护专题论坛

嘉宾主持: 高永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点评嘉宾: 郭锡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副院长

赵作伟 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构建医院大后勤保障体系实践

虞玉津 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提升后勤服务品质正能量研究

闫泰山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副院长——代建制下医院对大型建设项目的管理方式

沈崇德 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五常法在医院后勤管理中的应用

黄如春 江苏省人民医院总务处处长———医院后勤综合智能化管理

李宝山 《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执行副主编——医院基础运行设备分级与全生命周期管理探求

赵唯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所）长——医院后勤管理的质量与安全

郭锡斌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副院长——更新理念改革管理构建新型后勤管理体系中国医科大学附



郭锡斌
属盛京医院

5月25日周一上午 8 - 9号会议室

医院基本建设资金与财务管理论坛

嘉宾主持: 项海青—杭州市卫生事业发展中心副局长兼发展中心主任

点评嘉宾: 赵奇侠—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基建处处长

杜喜平
 

保定市卫生局局规财处处长、高级会计师——科学管理、规范运行，全面提高医院基本建设财务
管理水平

周恒瑾 北京协和医院基建办主任——工程建设管理与概算关系

沙允杰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正高职高级工程师——宁夏人民医院新院区全
过程跟踪审计探讨

奚益群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医院基建财务管理风险控制

吴晋垣 烟台毓璜顶医院副院长、总会计师——医院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及核算

赵奇侠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基建处处长——试论中国医院基建项目财务管理

5月25日周一上午 10号会议室C厅

医院数字化设计与BIM应用专场论坛

嘉宾主持: 徐民—千佛山医院副院长

点评嘉宾: 魏来—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BIM建筑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于洁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BIM中心主任——中国院BIM实施模式本土化BIM解决方案

高承勇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总工程师—— BIM在医院建筑设计中应用和探索

李维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基于BIM技术老旧医院参数化建设与运维研
究

高创库 北京博锐尚格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基于BIM的智慧管理系统在医院应用的展望

徐民 千佛山医院副院长——医疗建筑项目BIM全过程管控研究

陈宇军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BIM中心主任——BIM的内涵及发展—浅谈BIM在设计中的应用
问题与对策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收费：会议收费：（费用包含会务费、餐费、会议资料费）



1、 行业组织机构、医院代表1900 元/人，企业代表2600 元/人；1、 行业组织机构、医院代表1900 元/人，企业代表2600 元/人；

2、《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杂志社编委、中国医院基建管理者俱乐部会员报名参会1600元/人；

3、UIA会员5月10日之前报名参会收费250美金/人；

4、医院10人以上团队报名，报名费用1600元/人；企业10人以上团队报名，报名费用2200元/人；

5、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免费，需提前报名并提交相关资料；

6、典型医院专项考察，收费标准：考察费100元/人（两所医院任选其一）；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4日


	2015年第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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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通知
	会议日程
	会议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