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十八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年第十八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将于2017年05月在武汉召开。

大会亮点大会亮点

活动亮点活动亮点

1000亿现场采购需求亿现场采购需求

本届大会将有500个以上医院建设项目甲方与会，近1000亿的现场采购需求，零距离对接巨大商机。如此机会，错如此机会，错
过一次，再等一年！过一次，再等一年！

3000位采购决策人位采购决策人

大会将有近3000位项目甲方核心决策人参会，超过85%为采购决策人（院长、副院长、基建/后勤/信息等重要科室
管理者），直面交流合作最佳人脉。你平时想找又找不到的人，他们都在！你平时想找又找不到的人，他们都在！

4万平方米超大展览面积万平方米超大展览面积

本届大会展览面积超过4万平米，300余家企业参展，近3万观众现场参观，是促进参展商与医院合作的实效平台，
是拓展参展企业影响力的权威载体。本届13大专业展区涵盖医院建设行业全产业链。大专业展区涵盖医院建设行业全产业链。

50场医建专业论坛场医建专业论坛

内容设计涵盖医院建设全流程、各环节的专业学术论坛50余场，盛邀全球医建领域盛邀全球医建领域300位顶级学术专家、全球健位顶级学术专家、全球健
康康建筑建筑知名人士进行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知名人士进行学术交流、思想碰撞。

 

规规 模模

超过25个国家参与

超过500家厂商参展

超过15000名专业观众参观

超过220位行业顶级专家演讲

超过800家项目医院

超过3500位专业参会代表

 

时间地点时间地点

展会时间：2017年5月20-22日

（5月19日全天报到，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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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为深入贯彻“健康中国2030”医疗卫生事业创新发展精神，全面践行“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在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的指
导下，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筑医台和北京和源世纪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联合多家权威机构共
同举办的“第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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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0—

22日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

卓立于健康中国战略的开局之年，我国十三五医院建设也踏上了深水改革、全面提速之道。随着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
转变，医院作为唯一入口的单一诊疗模式将发生根本性重构，医院建设与政策、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已开始
了新一轮的优化重组，以健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中“下一代中国医院”建设发展，正在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同时，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科技的广泛应用，将驱动医院建设与其他健康服务新业态的跨界融合与智慧互联。

CHCC 2017 紧随健康中国战略，把握十三五建设需求，以“创新·迭变·智联·共享——建设下一代中国医院”为主题，以
产业链协同发展为基点，以智慧互联释放产业红利为目标，特邀国内外行业领导、顶级专家学者和高级管理者3,000

余人共襄盛会，从战略发展、体制转型、知识创新、区域协同和科技应用等方面，对现代医院建设的迭代发展和健康
服务体系的深层重构展开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与交流。同期举办“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以14大主题展区、40,000平方米专业舞台，为重度垂直的行业壁垒打开了一个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跨界交流新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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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概述大会概述

作为全球医院建设领域公认的知识与技术革新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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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行业领域的广泛覆盖和学术专业的深度创新，仅上一届
大会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瑞士、瑞典、比利时、西班牙、
荷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260位国内外顶级专家、300家知名企业共襄盛会。在同期20,000多名专业观众中，86%

具有采购决策权，奠定了CHCC在亚太地区的旗舰引领，乃至全球医建领域的影响力。

2017，CHCC转型起航，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契机，承载全新行业责任，打通各方信息和技术壁垒，同时与国际互
联，致力于提供全球视野下的一体化行业解决方案，为国内外医院建设行业搭建一个广泛互联、经贸互通的行业交
流与合作平台。做专业实效服务，建协同发展体系，从此出发开启下一代中国医院建设的创新之路。CHCC 2017

——不忘初心，智建未来。

本届详情本届详情

一、大会规模一、大会规模

大市场孕育百舸争流，大舞台彰显名家风采。2017年，新一届大会以更大舞台、更多瞩目迭变起航，规模再创历
史新高：50多场专业论坛、4大品牌活动，预计将邀请到350位国内外行业领导、顶级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3,000

多名参会代表和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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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以300余家专业展商、14大主题展区、40,000平方米
宏大舞台，为重度垂直的行业壁垒打开了一个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国际化交流新平台。

 

二、大会主题二、大会主题

创新·迭变·智联·共享——建设下一代中国医院

 



三、本届亮点三、本届亮点

广度覆盖广度覆盖 又又 纵深挖掘纵深挖掘

作为亚洲最大的医院建设行业盛会，CHCC聚合行业内各领域资源，广泛覆盖政策导向、规划建设、管理运营、技
术材料应用等不同方向、不同专业。同时，为保证学术深度，新一届大会重新整合行业知识、创新技术和应用成
果，预计将有350位行业顶级专家分享最新深度学术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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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创新跨界创新 又又 开放共融开放共融

本届大会根据政策引导及行业转型发展需求，在版块内容设置上拓展延伸至多个新兴领域。在保证核心主题内容实
现的同时，重点关注跨界创新，将互联网、旅游、保险等多行业与传统医院建设无缝对接，鼓励知识融合，提供“大
健康”视野下更为开阔、丰富的跨界交流平台。

国际共享国际共享 又又 形式多样形式多样

本届大会立足全球视野战略布局，将邀请到美、德、法、日、丹麦、瑞士、瑞典等发达国家和东南亚、中亚等发展
中国家共计3,000多位行业代表，与20,000多名专业观众零距离、多角度互动交流。在内容构成和形式安排上，以大
会核心论坛和同期会议为主体，平行辅以品牌活动和同期展览；50多场专业论坛、4大品牌活动，经纬多维地展现
中国医院建设的发展趋势、最新成果和实践应用。

线下展示线下展示 又又 线上服务线上服务

CHCC不仅让行业内各领域信息在展会期间实现互联互通，更加重视会后的延伸实效。大会利用互联网方式实行线
上征集、评选，线下展示、对接，将专家、知识进行二次资源聚合。同时，通过大会特有的“专家公益咨询”和“特邀
买家”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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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为行业各方人
士提供不同需求定制化解决方案的品牌矩阵效应。

 

大会构成大会构成

CHCC以大会核心论坛、同期大会（会中会）、品牌活动和同期展览四个部分构成，50余场专业论坛和4大品牌活
动，涵盖战略发展、体制创新、新兴投资、前沿设计、基建管理、运营提升、专项工程等行业全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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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展览同期展览

同期展览同期展览

医院建设业内亚洲第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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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展览会展品范围更加完整细分，以14大主题展区、40,000平方米专业舞台，为医院建设行业各领
域从业人员搭建了一个互联互通、智慧共享的国际化交流合作新平台。

展区部分：2017医院建设成果展示区、2017医疗养老建设展示区、第五届全国医院基建十佳供应商展示区、第四届
全国十佳医院基建管理者展示区、第二届全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展示区、第二届全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师及室
内设计师展示区、首届全国十佳医院建设机电工程师展示区、首届现代医院建设解决方案展示区、未来医院建筑设
计展示区。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管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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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技艺杂志

      HIMSS 大中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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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环亚医用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武汉华康世纪洁净室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常州市浩东净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霍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四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风神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长春铸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白象新技术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筑医台资讯、《医养环境设计》、《建筑技艺》、《当代医生》、《生命时报》、《中国医院管理杂
志》、《健康报》、《中华医学信息导报》、中华康复医学网、中国数字医疗网、中国医采网、环球医疗器械网、中
国采购招标网、《工业水处理》、器械之家、筑龙网、医谷、健康界、动脉网、今日头条、投资界、活动家

核心论坛核心论坛

核心论坛核心论坛

大会主题：大会主题：

创新创新·迭变迭变·智联智联·共享共享——建设下一代中国医院建设下一代中国医院

战略发展版块

1、中国卫生政策与医疗体制改革国际峰会：

A、健康中国战略与服务体系变革论坛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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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联体构建与基层医疗体系发展创新论坛

3、全国县级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与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院长高峰论坛

4、第二届医疗PPP创新与实践专题论坛

新兴投资版块

1、第五届中国民营医院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

2、中国特色医养结合投资与建设高端论坛

3、城市专科医院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

（妇产、儿童、肿瘤、康复）

4、新型轻资产健康服务业发展创新论坛



前沿设计版块

1、第六届中外医院建筑设计师高峰论坛

2、第四届亚洲医疗服务设施建筑设计师专场论坛

3、前期策划与医疗流程设计专业论坛

4、医院环境设计与材料应用专题论坛

5、循证设计与设计方法创新论坛

6、绿色医院建筑设计与建设专场论坛

基建管理版块
1、医院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论坛

2、医院基本建设资金与财务管理论坛

运营提升版块

1、城市医院再规划与改造提升专题论坛

2、现代医院服务转型与后勤服务提升专题论坛

3、医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与机电设备升级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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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2、影像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3、医院洗涤与消毒供应中心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4、医院医疗设备配置规划与运行管理专题论坛

学科空间版块

1、现代医院急诊医学发展与空间动线创新专题论坛

2、综合医院MDT发展与空间变革优化学术论坛

3、精准医学发展与空间设备配置专题论坛

4、“治未病”现代中医机构环境空间传承创新论坛

跨界融合版块

1、首届国际化医院创建研讨会

2、首届医疗旅游规划设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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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代发展
1、全国大型医院可持续发展－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专场

2、民营医院投资与建设－北大国际医院专场

1、医院基本建设管理－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专场

2、全国县级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与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医院专场版块 运营升级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专场

3、医院后勤现代化管理－江苏省人民医院专场

4、医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与机电设备升级－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场

建设创新
1、医院环境设计与材料应用创新－

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专场

同期会议同期会议

同期会议同期会议

中国智慧医院大会（详细资料备索）中国智慧医院大会（详细资料备索）

主题：健康大数据与医院服务方式变革主题：健康大数据与医院服务方式变革

主题论坛 健康大数据与医院服务方式变革综合论坛

管理版块

信息技术与医院精细化管理论坛

智慧医院建设创新与CIO峰会

互联网医院建设与创新论坛

技术版块

健康大数据与临床医疗信息化创新论坛

智慧医院建筑与硬件智能装备配置论坛

医学人工智能与医疗机器人应用论坛

专场论坛 浙江省智慧医院建设实战专场

品牌活动品牌活动

品牌活动品牌活动

筑医台学院实践培训筑医台学院实践培训

筑医台学院是筑医台联合多家专业机构共同组织成立的医院建设行业的专业研究和培训机构。依托筑医台医院建设
行业研究中心和专家服务平台，以行业领域方向为经线，趋势特点为纬线，对行业创新知识技能和跨界经营管理等
方面展开持续、系统、完整、实效的培训。致力成为“医院建设实践知识的普及者和传播者”，为行业创新发展培养专
业人才。

筑医台学院首期拓展实践培训筑医台学院首期拓展实践培训

2017年年5月月19日日13:30-17:00

注：每场培训限报注：每场培训限报30人，人，100元元/人人

筑医台学院成立仪式 暨 首期筑医台学院医院建设实践培训开班仪式



筑医台学院首批驻院讲师特聘仪式

主 题 主讲人 单 位

医院建设项目业主管理实务培训 庞玉成 滨州医学院

医院工艺流程设计与实践培训 沈崇德 无锡市人民医院

医院后勤信息化方案实践落地培训 黄如春 江苏省人民医院

风水探源 张树旗
国际易学联合会

中华易学研究中心

医疗PPP项目落地实操培训

童枚 北京金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国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县级医院学科运营实操培训 孙新颜 北京筑医台科技有限公司

医院建筑设计系统实践培训

（老年医院、妇儿医院）

刘玉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谷建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循证设计方法体系培训 吕志鹏 德克萨斯A.M大学

医院建筑摄影实务培训 杨玉凯 中国卫生摄影协会

业内评选业内评选

行业评选行业评选（详细资料备索）

“环亚杯”第四届全国十佳医院基建管理者评选

“环亚杯”第二届全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师及室内设计师评选

“环亚杯”首届全国十佳医院建设机电工程师评选

第五届全国医院基建十佳供应商评选

“环亚杯”第二届全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评选

第十八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优秀学术论文评选

首届现代医院建设解决方案评选大赛

未来医院建筑设计国际竞赛（详细资料备索）

平行活动平行活动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全体委员会

中国医院基建管理者俱乐部年会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2017年度编委会

筑医台新书发布：

《绿色医院节能建设与管理指南》、《医用家具设计与配置指南》新书发布会

医院考察医院考察（详细资料备索）

线路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线路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线路三：待 定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1、普通报名、普通报名

医院代表：1900元/人；企业代表：2600元/人。

费用包含会务费、餐费、会议资料费，不含住宿费

2、团体报名、团体报名

医院代表10人以上：1600元/人；企业代表10人以上：2300元/人。

费用包含会务费、餐费、会议资料费，不含住宿费

3、展览费用、展览费用

光地1800元每平米24平米起，标展2000元每平米12平米起。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