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是世界之窗。过去 40 年，深圳创造了
一个从零起步的世界经济奇迹；过去 10 年，它又
打造出了一座面向未来的明日医院之城。

2008 年，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悄
然挂牌，预示着深圳决心拼齐“国际化都市”的最
后版块。接下来，“十二五”投资600亿元，“十三五”
投资 1000 亿元，深圳市以乾坤一掷之势在中国医
院建设版图上再造一极。十年期间，深圳市打通全
球资源，一心谋求新制度、新技术、新方法，新改
扩建了 130 个医院建设项目，新增 7万张床位，
已然成为一座医院建筑博览会。

深圳，是最接近明日医院的地方，代表着未来
医院的发展方向。为此，筑医台、《医养环境设计》
联合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共同召开深
圳医院建设知识大会，分享深圳十年来的医院建设
管理经验和成果。

2018 深圳医院建设知识大会
 HOSPITAL CONSTRUCTION KNOWLEDGE CONFERENCE

指导机构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办机构   筑医台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 

联合主办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

承办机构   筑医台学院、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建筑与装备专业委员会

参会人员   建设单位、医疗建筑设计机构、医院室内设计机构、卫生行   

12 月6日—9日   中国深圳·深圳同泰万怡酒店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ies

同期活动

同期活动

医院建设单位“策划与设计”联合招标大会
（30 家以上医疗建筑设计院所现场磋商）

2018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ies

   
政主管部门、学术教育机构、筑医台学院年卡会员等。



12月6日（周四）全天

中国医院建设奖评委 /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发起人报到
参会代表（最佳团队竞技大赛选手、参加深圳医院一日游）报到

12月7日（周五）8：30 - 20：00

8：00-24：00 参会代表报到

8：30-18：00  “深圳医院”一日游
解说人：项目主创设计师—周   超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解说人：项目主创设计师—王   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院长——深圳大学总医院
解说人：项目主创设计师—邢立华  深圳市设计总院医疗建筑设计院院长——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9：00-17：00  2019 年中国医院建设奖专家评审会
——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
——中国十佳医院室内设计方案
——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师
——中国十佳医院室内设计师

14：00-17：00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最佳团队竞技大赛
主持嘉宾：陈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参与机构：20 家医疗建筑设计院所

18：00-20：00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首兴仪式
医疗建筑设计师培训体系发布暨医疗建筑设计师海外访学百万基金签约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吉尼斯之夜暨中国医疗建筑周发起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青年领袖授牌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最佳团队竞技大赛颁奖典礼

12月8日（周六）  8：30-12：00  

8：30-9：30

主持嘉宾：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致辞嘉宾：深圳市卫生计生委领导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领导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领导

典礼：《千亿规划——医院建设与深圳城市未来》图书发布仪式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成立十周年庆典

医院建设知识大会日程

THE PRICE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
深圳医院建设知识大会



9：30-12：00 主论坛：医院建设与城市规划
主持嘉宾：韩艳红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主任
演讲嘉宾：
罗乐宣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党组书记
A. Ray Pentecost 美国德克萨斯 A ＆ M 大学建筑学院健康系统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医疗建筑学院主席
Cor Wagenaar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格罗宁根大学建筑、城市与健康研究中心主席
孟建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小虎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1：00-12：00
医疗建筑设计机构发展战略研讨会
主持嘉宾：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2月8日（周六）13：30-17：30

13：30-17：30
分论坛：项目前期与医疗规划
主持嘉宾：肖  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原副院长
演讲嘉宾：
王铁林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中心总经理
冼   宁  深圳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副主任
邢立华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 本原设计·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朱   希  深圳市柏鹏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余海燕  香港华艺设计咨询顾问（深圳）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12月8日（周六）18：30-20：30

18：00-19：00 全国医疗建筑设计机构 2019 联合新闻发布会
主持嘉宾：谷  建  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合伙人 / 主持建筑师

19：00-20：00 全国医院建设机构“策划与设计”联合招标大会
主持嘉宾：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20：00-21：00 医学人文讲座
主持嘉宾：张春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演讲嘉宾：张大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12月9日（周日）8：30-12：00

 8：30-11：00
分论坛：医院建设项目管理精髓
主持嘉宾：许佳章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副主任
演讲嘉宾：
冯永乾  深圳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心主任
王  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院长
舒洪权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项目部原部长
梁学民  深圳市宝安区卫生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

医院建设知识大会日程

THE PRICE



2018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
 HOSPITAL CONSTRUCTION KNOWLEDGE CONFERENCE12 月6日—9日   中国深圳·深圳同泰万怡酒店

医疗建筑，乃生死之门。医疗建

筑设计师，不止是一份职业，更是一

项至高荣誉。

过去十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医

院建设的最大工地。自 2008 年起，

国家保持以每年超过 40 万张床位的

速度增长，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

规模的医院建设运动。医院建设者们

不辞劳苦，拼尽全力，完成了 3 万多

个医院建设项目。医疗建筑设计师，

作为医院建设的第一绘图人，不仅绘

出了新型医院的形色，更是绘就了新

医改之筋骨。在这一时期，医院以新

型医疗建筑为基石，实现了从传统到

现代的整体迭代，而医疗建筑设计师

也作为一支独立力量，首次以集体面

孔站上了历史舞台。

至此，筑医台与国内外数十家医

疗建设领袖机构，同心发起中国医疗

建筑设计师年会，以集体献礼“医疗

建筑设计师”这一荣耀之业，共同研

讨医疗建筑设计未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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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机构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主办机构   筑医台  《医养环境设计》杂志 

联合主办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

承办机构   筑医台学院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 本原设计·医疗建筑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建筑与装备专业委员会

2019 年中国医院建设奖专家评审会

中国医疗建筑吉尼斯之夜暨中国医疗建筑节发起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青年领袖授牌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 2019 服务计划发布

医疗建筑设计师培训体系发布暨海外访学百万基金签约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最佳团队竞技大赛

全国医疗建筑设计机构 2019 联合新闻发布会

《现代医院建筑设计》图书研讨会

医院建设单位“策划与设计”联合招标大会

深圳医院建设知识大会

同期
进行

深圳建筑工务署工程设计管理中心、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月6日（周四）全天

中国医院建设奖评委 /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发起人报到
参会代表（最佳团队竞技大赛选手、参加深圳医院一日游）报到

12月7日（周五）8：30 - 20：00

8：00-24：00 参会代表报到

8：30-18：00  “深圳医院”一日游
解说人：项目主创设计师—周   超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解说人：项目主创设计师—王   岗  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分院院长——深圳大学总医院
解说人：项目主创设计师—邢立华  深圳市设计总院医疗建筑设计院院长——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9：00-17：00  2019 年中国医院建设奖专家评审会
——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
——中国十佳医院室内设计方案
——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师
——中国十佳医院室内设计师

14：00-17：00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最佳团队竞技大赛
主持嘉宾：陈亮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
参与机构：20 家医疗建筑设计院所

18：00-20：00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首兴仪式
医疗建筑设计师培训体系发布暨医疗建筑设计师海外访学百万基金签约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吉尼斯之夜暨中国医疗建筑周发起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青年领袖授牌仪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最佳团队竞技大赛颁奖典礼

12月8日（周六）  8：30-12：00  

8：30-9：30

主持嘉宾：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致辞嘉宾：深圳市卫生计生委领导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领导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领导

典礼：《千亿规划——医院建设与深圳城市未来》图书发布仪式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成立十周年庆典

9：30-12：00 主论坛：医院建设与城市规划
主持嘉宾：韩艳红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主任
演讲嘉宾：
罗乐宣  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   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党组书记
A. Ray Pentecost 美国德克萨斯 A ＆ M 大学建筑学院健康系统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医疗建筑学院主席
Cor Wagenaar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格罗宁根大学建筑、城市与健康研究中心主席
孟建民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董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小虎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医院建设知识大会日程

THE PRICE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年会
深圳医院建设知识大会



11：00-12：00
医疗建筑设计机构发展战略研讨会
主持嘉宾：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2月8日（周六）13：30-17：30

13：30-14：30 研讨会①：中美医疗建筑设计研究机构与行业组织发展比较

主持 / 演讲嘉宾：吕志鹏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健康系统与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14：30-15：30 研讨会②：中国医疗建筑设计师品牌塑造—塑造与世界对话的中国医疗建筑师

主持嘉宾：李宝山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演讲嘉宾：杨   海  法国 AIA 建筑工程联合设计集团中国区总经理

15：30-16：30 研讨会③：跨界协同 -- 建筑技术与设计方法升级

主持嘉宾：陈国亮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首席总建筑师

演讲嘉宾：王   翔  美国 HKS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医疗设计总监

16：30-17：30 研讨会④：医疗建设设计 EPC 模式趋势

主持嘉宾：李   辉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建筑设计一院院长

演讲嘉宾：杜志杰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装配式建筑设计研发中心暨医疗建筑设计研发中心主任

12月8日（周六）18：30-20：30

18：00-19：00 全国医疗建筑设计机构 2019 联合新闻发布会
主持嘉宾：谷  建  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合伙人 / 主持建筑师

19：00-20：00 全国医院建设机构“策划与设计”联合招标大会
主持嘉宾：龙  灏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20：00-21：00 医学人文讲座
主持嘉宾：张春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演讲嘉宾：张大庆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12月9日（周日）8：30-12：00

 8：30-12：00
分论坛：深圳十年·医院规划与建设项目案例
主持嘉宾：罗国辉  深圳市新建市属医院筹备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建筑与装备专委会主任委员
演讲嘉宾：
张雷钧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
付  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副院长
陈  旭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院长
孙国平  深圳市坪山区人民医院院长

医院建设知识大会日程

THE PRICE



收费标准

报名方式

标准1：会务费3900元（含材料费、午餐费、一套200课时的医院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网络视频课程），
差旅费、住宿费自理。会议不安排接送站，请自行前往入住地点报到。

标准 2：报名参加全国医院建设机构“策划与设计”联合招标大会的医疗机构、深圳地区医疗机构
免会务费。（报名材料备索）

报名方式 1：会务费转账到以下账户，并请标注会议名称“深圳会”和参会人员姓名。
账户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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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 :111 706 010 400 074 02

报名方式 2：扫码报名（附加二维码）

会务组咨询电话：

刘   斌 183 0343 2815

李树翔 158 1121 4008

王婵博 138 1140 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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