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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文件

浙健促会〔2021〕19 号

关于组织参加
第七届浙江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浙江省现代医疗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大会暨
医院建设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的通知

（第三轮）

各有关单位：

经浙江省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批准，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

经信厅主办，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承办的第七届浙江国

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12-14 日在杭州举行。

按照袁家军书记对浙江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应打造成品

牌”的重要批示，结合当前改革背景，本届博览会将围绕医

疗机构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召开“浙江省现代医疗高质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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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发展大会暨医院建设发展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现将

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11 月 12-14 日，会期 3 天

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奔竞大

道 353 号）

二、组织架构

（一）主办单位：浙江省卫生健康委、浙江省发展改革

委、浙江省经信厅

（二）承办单位：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

（三）联合承办：筑医台

（四）联合支持：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

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省

新华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杭州市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中心、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台州市恩泽医疗集团（中心）、丽水市中心医院

（五）执行单位：筑医台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六）学术支持：各相关医疗机构及学术机构

（七）媒体支持：筑医台融媒体、中国健康网、搜狐健康、

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网易、新浪、凤凰网、健康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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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览会内容

（一）展览板块

1.医院建筑设计与配套产品：建筑设计，专项系统工程

（手术室、ICU、静脉配置中心、医用气体工程、医院用水

系统、门诊、诊疗大厅、走廊、诊疗室、病房等）整体规划

设计，室内环境装饰、装修设计，医院门、窗、电梯、（应

急、手术室）照明等及五金系统，医院墙、顶、地面等建材，

医院软装与家具，空调暖通，医院广告标识等；

2.后勤管理、保障服务：供应链管理，安全监控系统，

智能化药房管理，净化、消毒设备；医院用电，医院供水，

厨房设备，医疗安全，医用垃圾和废弃物处理，物业及配套

设施管理、电梯维保、安保保洁，制氧、供氧系统、氧气负

压站管理，物联网硬件及系统等；

3.医疗专项工程和器材：洁净室、特殊病房工程及配套

装备，医用净化系统及配套装备，医用气体工程及配套装备，

物流传输系统及配套装备，辐射防护工程及配套装备，医用

纯水系统及配套装备，一体化污水处理工程，实验室工艺系

统及配套装备，手术室工程及配套装备，医院用床（手术台

床、病床、移床等），医用冷藏箱等医疗器材；

4.智慧医院、医院信息化建设：“健康大脑”系统，“浙

里防疫”“浙医互认”“浙里急救”“数智卫监”等卫生健

康数字化改革应用场景展示；医院挂号管理、临床管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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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管理、电子病历管理、智能查房、财务管理、智能导航等

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以及医院信息（HIS）系统、存储和

传输管理（PACS）系统、临床决策支持（CDSS）系统、DRGs

管理平台等；

5.医疗健康服务及产品：健康服务业项目、信息技术产

品、可穿戴设备、健康中医药、健康保险产品、健康养老服

务及产品、健康食品、保健品等。

（二）论坛板块（详见附件）

1.“十四五”美好医院高质量建设发展大会

2.疫情常态化下医院空间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3.医院文化环境与就医品质营造论坛

4.浙江省现代医疗高质量建设与发展论坛

5.医学装备空间规划与精细化管理论坛

6.基于 BIM技术数字化医疗建筑全生命期建设与发展论

坛

7.“新基建”时代智慧医院建设与发展论坛

8.新时期医院建筑设计与品质提升论坛

9.医院高效运维与安全保障管理论坛

10.医院后勤信息化建设与精细化管理论坛

11.医院基础建设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论坛

四、报名须知

（一）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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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级卫生健康、发展改革、经信等行政部门领导和

相关处（科）室负责人；省内外医疗机构主要领导及基建、

后勤、信息化、医学装备分管领导、业务科室负责人和专业

人员；相关行业协会、学术组织、科研机构人员；医院建筑

/室内设计院所负责人、设计技术人员；智慧医疗、信息技

术、医学装备相关研发生产制造企业及产品代理商、分销商

等；投资机构及与投资、建设、运营相关负责人。

（二）参展费用

光 地：2000 元/平方米（仅提供光地，不含搭建）；

标准展位：18000 元/个（3 米*3 米，双开口展位加收

1000 元搭建费）；

精装展位（不享受折扣优惠）：50000 元/个（约 18 平

方米，组委会统一装修）。

优惠折扣

1.9 月 30 日前签约并付款享受 85 折优惠；

2.10 月 1-15 日期间签约并付款享受 9 折优惠；

3.10 月 15-31 日期间签约并付款不享受折扣优惠（浙江

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会员单位可享受展位费 9 折优惠）。

注：自即日起受理展位申请，请各参展单位登录博览会

官网（www.zihse.com）仔细阅读《参展须知》，下载并填

写《展位申请表》，加盖公章发至邮箱 zj_jianbohui@163.com

报名预定展位，展位号由组委会确认后回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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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会费用

1.个人报名：行政机关代表免费，医院代表 1500 元/人，

企业代表 2100 元/人；

2.团体报名：医院代表 5 人以上 1300 元/人，企业代表

5 人以上 1800 元/人；

3.会员优惠：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中国医学装备

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会员享受优惠政策，其中医院代表

700 元/人，企业代表 1300 元/人。

4.报名方式：如有参会意向的会员单位，可联系组委会

获取特殊报名通道，进行会议注册报名及缴费；非会员单位

报名，请扫描以下二维码进行注册报名及缴费。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参会人员应积极配合组

委会做好疫苗接种、行程监测和健康查验等有关工作，活动

期间严格落实佩戴口罩规定。组委会将根据展会属地政府疫

情防控要求，即时响应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二）会议协议酒店：杭州宝盛道谷酒店（杭州市萧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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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路 800 号），住宿费用：400 元/间（含双早），预定电话：

0571-83697877（每天 8:30-20:00 工作时间），预定时请报大会

名称。

六、联系方式

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办公室：

联系人：郭磊

电话：0571-87709107；

传真：0571-87709220；

邮箱：zj_jianbohui@163.com；

官网：www.zchsp.com（“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官网）；

www.zihse.com（“浙江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官网）；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110 号 1311 室。

附件：论坛一览表及论坛议程

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

2021 年 10 月 20 日

http://www.zchsp.com（“浙江省健康服务业促进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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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论坛一览表

论坛类别 论坛名称 论坛时间

开幕式 开幕式 11 月 12 日 9:00-10:00

主论坛 “十四五”美好医院高质量建设发展大会 11 月 12 日 10:00-12:30

分论坛 疫情常态化下医院空间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11 月 12 日 13:30-17:30

分论坛 医院文化环境与就医品质营造论坛 11 月 12 日 13:30-17:30

分论坛 浙江省现代医疗高质量建设与发展论坛 11 月 13 日 8:30-12:00

分论坛
医学装备空间规划与精细化管理论坛、

浙江省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设备学组论坛
11 月 13 日 8:30-12:00

分论坛
基于 BIM 技术数字化医疗建筑全生命期建设与发

展论坛
11 月 13 日 8:30-12:00

分论坛 “新基建”时代智慧医院建设与发展论坛 11 月 13 日 13:30-17:30

分论坛 新时期医院建筑设计与品质提升论坛 11 月 13 日 13:30-17:30

分论坛 医院高效运维与安全保障管理论坛 11 月 14 日 8:30-12:00

分论坛 医院后勤信息化建设与精细化管理论坛 11 月 14 日 8:30-12:00

分论坛
医院基础建设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论坛

浙江省医院协会建筑管理专业委员会论坛
11 月 14 日 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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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议程
论坛名称 开幕式及主论坛——“十四五”美好医院高质量建设发展大会

论坛时间 11 月 12 日 8:30-12:30（8:30—9:00 签到）

参会人员

1.各地各级卫生健康、发展改革等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处（科）室负责人；

2.各地各级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及基建主管院长、项目主管负责人；

3.设计、咨询、投资机构管理人员；

4.研发生产制造企业负责人等医院建设行业相关人员。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拟邀嘉宾：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

议题方向:“十四五”现代医院建设投资规划与思考

2.拟邀嘉宾：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

议题方向：健康中国与“十四五”规划/健康中国与健康城市/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四五”发展规

划/“十四五”现代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规划与思考

3.拟邀嘉宾：浙江省卫生健康委领导

议题方向：浙江省“十四五”医院建设高质量发展与规划

4.演讲嘉宾：樊嘉—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王建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党委书记

议题方向：大型医院发展与规划/大型综合医院党建

5.演讲嘉宾：樊代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议题方向：整合医学下的整合医院

论坛名称 分论坛——疫情常态化下医院空间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2 日 13:30-17:30

参会人员

1. 各地各级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代表;

2. 医院感控主管院长，感控部门负责人，各科室护士长；

3. 规划、设计等机构负责人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俞云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疫情常态化下社区医院一体化防控体系建设要求

2.演讲嘉宾：瞿婷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感部副主任

议题方向：疫情常态化下感染病房的设置

3.演讲嘉宾：陆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

议题方向：平战结合下的感染防控流程改进

4.演讲嘉宾：陆烨—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所副所长

议题方向：疫情常态下发热门诊建筑布局要求与实践

5.演讲嘉宾：吴南屏—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议题方向：疫情常态化下医学实验室再规划与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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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 分论坛——医院文化环境与就医品质营造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2 日 13:30-17:30

参会人员

1.各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处（科）室负责人；

2.各地各级医院基建、后勤主管院长，基建、后勤处（科）长，项目主管负责人；

3.设计、施工、咨询机构负责人、设计师。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项海青—杭州市卫生健康委一级调研员

演讲嘉宾：考察日本奥运会场馆对医院室内环境营造的思考

2.演讲嘉宾：刘莉莉—杭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儿童医院符合患者服务需求的医疗场所和环境整体氛围营造

3.演讲嘉宾：韦铁民—丽水市中心医院院长

议题方向：医院室内环境营造重点难点

4.演讲嘉宾：袁俏梅—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国际保健中心筹建组副主任

议题方向：国际医疗中心室内环境规划与营造

5.演讲嘉宾：刘建平—原海军总医院副院长，树兰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医院建设高级顾问

议题方向：高端民营医院文化环境规划与就医品质营造

6.演讲嘉宾：新昌县人民医院

议题方向：待定

论坛名称 分论坛——浙江省现代医疗高质量建设与发展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3 日 8:30-12:00

参会人员

1.各地各级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及基建、后勤主管院长，基建、后勤处（科）长，

项目主管负责人；

2.设计、施工、咨询、投资机构负责人；

3.研发生产制造企业负责人。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演讲嘉宾：

葛明华—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

王建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

黄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唐金海—江苏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夏景林—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

柯春海—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党委书记

严光—安徽省立医院院长

吴皓—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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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
分论坛——医学装备空间规划与精细化管理论坛

浙江省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设备学组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3 日 8:30-12:00

参会人员

1.各地各级医院医学装备主管院长、医工处负责人，医工处工程师；

2.医疗器械、耗材研发生产制造企业；

3.设计、咨询、投资机构负责人。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冯靖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工信息部主任

议题方向：国产医疗器械技术进展及创新

2.演讲嘉宾：谢鑫友——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编织一张链接全院的高效标本立体传输网

3.演讲嘉宾：周庆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医院智慧建设提升运行能力

4.演讲嘉宾：刘锦初——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采购中心主任

议题方向：智慧化建设下的医疗设备购置决策和设想

5.演讲嘉宾：倪筱奖——零库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战略规划研究院院长

议题方向：基于数据循证的医院运营决策管理

6.演讲嘉宾：王志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互融互通 高效同质——多院区发展下的医疗设备管理

7.演讲嘉宾：待定

议题方向：医共体医疗装备

论坛名称 分论坛——基于 BIM 技术数字化医疗建筑全生命期建设与发展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3 日 8:30-12:00

参会人员

1.各地各级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主管领导、负责人；

2.各地各级医院基建、后勤主管院长、处（科）长，项目主管负责人；

3.总承包方负责人、项目经理；

4．设计、咨询机构负责人、大型设备供应商。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王静—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议题方向：绿色健康医疗建筑数字化发展与展望

2.拟邀嘉宾：浙江省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

议题方向：浙江省医疗建筑数字化（BIM）应用的相关政策与要求

3.演讲嘉宾：周海强——杭州彼盟建筑科技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议题方向：第三方数字化技术服务在医疗建筑全生命期中的应用

4.演讲嘉宾：周庆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医疗建筑大脑的创建与管理

5.演讲嘉宾：林敏——浙江省中医院富阳院区筹建处主任

议题方向：“一模到底”数字协同在复杂医疗建筑的设计及建造过程应用管理

6.演讲嘉宾：湖州市卫生健康委规划信息处

议题方向：湖州市市级医院基本建设数字化应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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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 分论坛——“新基建”时代智慧医院建设与发展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3 日 13:30-17:30

参会人员
各级各地医院基建、后勤、信息化主管院长，基建、后勤、信息处（科）长，项目主

管负责人。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拟邀嘉宾：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

议题方向：云上医院系统规划建设与发展趋势

2.拟邀嘉宾：浙江省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

议题方向：浙江省卫生健康数字化改革实践和思考

3.演讲嘉宾：王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院长

议题方向：信息化、智慧化医院未来发展趋势

4.演讲嘉宾：何强—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在新建智慧医院中的创新与应用

5.演讲嘉宾：沈崇德—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新建医院智慧医院顶层规划与设计

论坛名称 分论坛——新时期医院建筑设计与品质提升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3 日 13:30-17:30

参会人员

1.各地各级医院基建、后勤主管院长，基建、后勤处（科）长，项目主管负责人；

2.设计、施工、咨询、投资机构负责人；

3.研发生产制造企业负责人；

4.第三方评审评价机构负责人。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孟建民—中国工程院院士

议题方向：设计符合未来需求的智慧医院

2.演讲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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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医台总编辑

议题方向：美好医院发展构想

3.演讲嘉宾：谷建—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

议题方向：以品质提升为核心，用心做医院建筑设计

4.演讲嘉宾：陈戎—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场馆建设部建设管理处处长，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原副

院长

议题方向：医院院区设计招标管理与设计落地

5.演讲嘉宾：温向阳—杭州市卫生事业发展中心规划建设和项目管理处处长

议题方向：医院建筑设计管理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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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 分论坛——医院高效运维与安全保障管理论坛

目标人群
全国各地各级医疗机构基建、总务、保卫、膳食、物业等后勤分管院领导，行业及

相关人员。

论坛时间 11 月 14 日 8:30-12:00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邵浙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副书记

议题方向：数智后勤赋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2.演讲嘉宾：段伯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基建总务部主任

议题方向：“四位一体”后勤管理模式提升老旧院区基建运维效能

3.演讲嘉宾：李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膳食科主任

议题方向：医院数智化膳食管理提升服务满意度

4.演讲嘉宾：王美豪—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构建立体防范体系，维护医院安全秩序

5.演讲嘉宾：孔建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保卫部副主任

议题方向：医院智慧安防体系建设

6.演讲嘉宾：王碧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基建总务部主任助理

议题方向：智慧物流推进医院后勤精细化管理

论坛名称 分论坛——医院后勤信息化建设与精细化管理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4 日 8:30-12:00

参会人员 各地各级医院后勤；信息化主管院长，后勤、信息处（科）长，项目主管负责人。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陈昌贵—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议题方向：求新求变，医院后勤数字化改革

2.演讲嘉宾：陈新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医院后勤转向，助力医院后勤向智能、信息、实时化

3.演讲嘉宾：何强—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基于精细化、精益化管理下的医院后勤系统建设

4.演讲嘉宾：王乃信—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议题方向：医院后勤应急管理与安全

5.演讲嘉宾：魏建军—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投资建设部主任

议题方向：上海市级医院智慧后勤管理系统建设与运维

6.演讲嘉宾：梁军波—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党委书记

议题方向：集团化/多院区医院后勤信息化建设与实践探索

7.演讲嘉宾：郑漫艳—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资处处长

议题方向：医院固定资产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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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名称
分论坛——医院基础建设模式创新与实践探索论坛

浙江省医院协会建筑管理专业委员会论坛

论坛时间 11 月 14 日 8:30-12:00

参会人员

1.各地各级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主管领导、负责人；

2.各地各级医院基建、后勤主管院长、处（科）长，项目主管负责人；

3.总承包方负责人、项目经理；

4.设计、咨询机构负责人。

演讲嘉宾及演讲议题

1.演讲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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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题方向：如何实施医院工程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2.拟邀嘉宾：浙江省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处

议题方向：现代医院基建项目审批报送管理要求

3.演讲嘉宾：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议题方向：医院建设项目投资管理要求

4.演讲嘉宾：温向阳—杭州市卫生事业发展中心规划建设和项目管理处处长

议题方向：新建医院建设重点难点管理

5.演讲嘉宾：邵浙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书记

议题方向：医院改扩建项目建设重点难点管理

6.演讲嘉宾：邓武—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

议题方向：医疗绿色建筑设计

7.演讲嘉宾：陆俊—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筑环境系副教授

议题方向：养老医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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