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年会 

暨第十三届医院建设高峰论坛(会议通知) 

各省市医院学（协）会、建筑系统分会、各级医院基建院长及相关负

责人、大学、医学院、设计院： 

为促进我国医院管理和基本建设水平的提高，中国医院协会定于2019年10月

24-27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2019年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年会暨

第十三届医院建设高峰论坛”，会议同期将举行会前医院建设管理培训班、三届三

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优秀论文颁奖等活动。中国医院协会诚邀各级医院院长、分管

基本建设及后勤院长、各界关心医院建设发展的同仁们于2019年10月同聚遵义，共

商绿色医院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会议由中国医院协会主办，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承办，遵

义市卫生健康局与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协办。 

主要议程： 

1、大会将设主题报告、专题研讨等交流活动，探讨医院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和热点

以及绿色医院建筑发展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2、表彰2019年度医院建设管理优秀论文获得者； 

3、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三届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请全体委员务必参加）。 

4、研究并决定下一届医院建筑学术研讨会的方向和主题。 

大会将邀请国际国内知名医院建设管理专家解读国内外医院建设的最新理念、

方法和技术；邀请国内外医院建筑装备、医院建筑设计院、节能环保技术（材料）

企业、医院建筑智能化建设企业参会，搭建医院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平台。 

十月的遵义秋高气爽、景色怡人，让我们相聚在这座历史悠久、民风厚朴的红

色根据地，共享盛会，共襄大业，再次热忱期待您的到来！ 

 

  中国医院协会 

2019年10月8日 



会议日程 

10月24日（周四） 

10:00—21:00   大会报到 

13:30—17:00   《医院建设项目管理与BIM应用培训班》       主持：诸葛立荣 

《医院建设与基建管理》                 

诸葛立荣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名誉主委   

《医院建设项目管理与BIM应用》 

张建忠   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主任  

 

10月25日（周五） 

08:15—08:30   医院建设高峰论坛展会开幕式                  主持：陈  梅 

08:30—08:40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 

08:40—09:00   大会开幕式                                  主持：张建忠  

致辞嘉宾：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李林康 

致辞嘉宾：遵义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刘  勇 

致辞嘉宾：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刘代顺 

致辞嘉宾：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      曹荣桂 

09:00—09:10  《医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指南》发布仪式         主持：朱亚东 

               发布嘉宾： 曹荣桂、李林康、郭重庆、于 冬、诸葛立荣、陈 方 

张  伟、田家政、陈  睦、张建忠、乐 云、许家穗、

王铁林、张庆林、樊世民、刘  勇、刘代顺、王志伟 

09:10—10:30   大会主题报告                          主持：陈 方、陈 睦 

09:10--09:50   未来医院的建设和管理模式  

郭重庆   中国工程院院士   

09:50--10:30   医疗发展趋势 

李林康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10:30--12:00   大会主题报告                         主持：张树军、朱亚东 

10:30--11:00   第七次信息革命与医院建设工程新探索 

罗  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党委常务副书记 



11:00--11:30   《医院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指南》解读 

张建忠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系统研究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主任 

11:30--12:00   智慧医院建设中的安全防范管理思考          

彭  华   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2:00--13:30   午餐 

 

14:00--16:00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扩建工程案例分析专题会    主持：吴锦华 

                出席专家：王铁林、罗 蒙、余 雷、戚  鑫、陈炜力、罗才虔、 

医院领导：龙庆松、刘代顺、张 雷、袁正强 

地点：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13:30--17:00   专题研讨会                          主持：杨燕军、孙福礼 

13:30—14:00   发挥上海医疗资源优势，助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魏建军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投资部主任   

14:00—14:30   项目管理2045 

李永奎   同济大学复杂工程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14:30—15:00   医院新院区建设前期工作策划  

李德令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15:00-15:30    数字化医院建造运营一体化新技术和实践       

余芳强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研究院技术总监 

15:30—16:00   赋能医院，打造智慧医疗建筑         

李国涛   同方股份上海运营中心总经理   

16:00—16:30   规划引领，流程再造，建设有“感知度”的医院 

                程  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副院长 

16:30—17:00   杭州医院的装配式智慧建造          

项海青   杭州市卫生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17:00—17:10   2019年优秀论文颁奖                          主持：陈  梅                                 

17:10—18:00   三届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                      主持：陈  梅                        

http://www.baidu.com/link?url=OpqTrlhscF--gqfJFIgTnRtw2ynJXvS_cvJ4EM9YHMgdrQtMWZiEIKuGvb1g93Ri


10月26日（周六） 

08:30—12:00   专题研讨会                          主持：张  威、徐  伟                          

08:30—09:10   洁净手术室最新发展趋势 

桥本 权四郎   日本central uni株式会社   

09:10—09:30   医疗工艺设计的核心理念和实践应用  

罗才虔   香港澳华医疗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09:30—09:55   通仓交融手术室研究与应用  

周  晓   上海市肺科医院副院长   

09:55—10:20   医院手术室改建难点与重点 

肖  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   

10:20—10:45   BIM应用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刘学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副院长                                       

10:45—11:10   基于BIM的后勤建设、管理、运维、服务大平台 

陈  梅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   

11:10—11:35   医院的新建和改扩建如何快速确定方案设计和深化设计 

舒洪权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集团项目办主任 

11:35—12:00   BIM在医院建设与运维中的应用   

许云松   南京鼓楼医院教授级高工                                                          

12:00—13:30   午餐      

 

14:00—17:00   线路一：参观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   

线路负责人：李应13379602772 

线路二：参观遵义市妇幼保健院  

线路负责人：王健13984526669 

参观遵义市中医院      

线路负责人：黄河13985682670 

               参观报名、会务、班车负责人：刘 珮 1316280728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zKk-Ec3ipz2ModfwMhCZEMUUGfKvEGbCyIwbyZEhg3&wd=&eqid=ebd8b2be002071cc000000045d91914b


会议要求： 

一、为了简化报到流程，请登陆http://chahasrb.medmeeting.org 进行网上报名、

付费。 

二、报到时间：2019年10月24日10:00—21:00；10月25日07:30—08:30 

为了支持红色圣地医院建设，遵义地区医院及行政单位参会代表免注册费。 

三、报到地点：遵义市遵义宾馆迎宾楼一楼（遵义市石龙路3号） 

四、注册缴费： 

1、注册费用1400元/人，（提前注册缴费1200元/人，截止到2019年10月12日） 

2、在校学生800元/人，（提前注册缴费600元/人，截止到2019年10月12日，现场

报到时需出示学生证）。 

3、团队注册（每个单位）8人以上免2人费用，5 人免1人费用。 

4、缴费方式：（1）、现场付费（刷卡、微信或支付宝）；（2）、提前注册缴费

（银行转账），转账时请务必注明“2019建筑分会年会”、姓名及手机，转账成功

后请准时参会，如缺席将不予退费，现场报到时须携带相关转账凭证；（3）、会

议注册费出具的是“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学员现场填写开票信息（必填：发票

抬头、税号、邮箱地址、消费内容，选填：手机、电话、地址、开户银行、开户帐

号）后，当天确认开票内容再点击开票。 

5、转账信息： 

单位名称：中国医院协会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北三环支行 

开户账号：862281299810001 

五、注册参会可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编号：2019-15-02-139

（国），会议结束后登录http://cmegsb.cma.org.cn，点击学分查询。 

六、大会联系方式： 

1、注册：刘  珮 13162807282  缪  粤 13916236748  

2、住宿：许智敏 15394537052  陈佳鸣 18602110854 

3、会务：施从新 13564025798  董  军 13816622360 

4、展览：施从新 13564025798    

5、学术：邵晓燕 13901999113  陈  梅 18930177409  魏建军13918664526 

http://chahasrb.medmeeting.org/
http://cmegsb.cma.org.cn/


七、住宿信息： 

遵义市遵义宾馆 --会务组统一预订 

地址：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石龙路3号 

电话：0851-28224903  价格：大床房/标准间均为370元/间/晚 

红色之旅酒店（老城店）--自行预订 

地址：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解放路55号，距离遵义宾馆约300米。 

电话：0851-27633333  价格：大床房/标准间200元左右/间/晚  

遵义天美酒店 --会务组统一预订 

地址：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366号，距离遵义宾馆约80米。 

电话：0851-27901111  价格：大床房/标准间180元/间/晚 

备注：由于会议期间住宿紧张，请于2019年10月15日前预定，现场不能保证住

宿，谢谢！ 

八、交通信息：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宾馆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石龙路3号 

遵义站（火车）: 

乘坐公交26路至凤凰山森林公园站下车，约步行500米即可到达，（总计约37分

钟）；打车约25分钟，8公里。 

遵义西站（火车）: 

步行500米至狮子酒店站乘坐公交1路至遵义宾馆站下车，约步行10米即可到达，

（总计约35分钟）；打车约20分钟，6公里。 

遵义南站（火车）: 

打车约50分钟，40公里。 

遵义新舟机场（飞机）: 

乘坐机场大巴直发线路1或2至遵义高铁客运站下车；换成公交26路至凤凰山森林公

园站，下车后约步行500米即可到达；打车约55分钟，45公里； 

特别提醒：为方便参会人员，10月24日09:00-21:00会务组安排班车从新舟机场至

酒店，整点发车，详细信息请关注大会微官网。 

遵义茅台机场（飞机）: 

打车约100分钟，125公里；  



九、天气情况 

10月24-27日遵义气温11-15℃，风力小于3级，可能有小雨，请注意保暖。 

十、大会微官网 

 

请扫描关注大会微官网，实时了解会议最新信息。 

 

附件一： 

回执表 

（请于2019年10月15日前回复，请正楷填写以便确认） 

单位  邮编  

地址  

姓名 性别 部门/职务 手机 邮箱 

     

     

     

     

     

     

     

     

意向 

酒店名称： 

是否需要安排住宿:□是，单间     间       标准间    间 

□否 

入住时间： □23日   □24日     离店时间： □26日   □27日 

是否参观医院：□ 是    □ 否；      □线路1        □线路2 

请邮件发送至：nicolas512@163.com 。 

mailto:nicolas5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