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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
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把握“十四五”时期创新发展机遇，全面推动美好医院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由筑医台、

国药励展、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筑而瑞联合多家权威机构共同举办的“第二十三

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简称 CHCC2022）将于 2022 年 5 月 21—

23 日在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现代医院建设也将由满足基本功能

需求，全面向建设既能满足良好的使用感受，又能实现优质医疗服务功能的美好医院转变。美好医

院建设需要全面提升认知层次，深刻认知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

刻认知美好医院建设的方法和知识体系革新，深刻认知美好医院建设产业体系创新升级，构建高维

认知体系，踏上创建美好医院的新征程。本届大会将围绕着美好医院建设的理念创新与认知升维及

知识体系与方法路径进行深度探讨，加快推动美好医院建设落地，持续提升新时期美好医院建设与

高质量发展水平。

 CHCC2022 紧跟新时代发展趋势，准确把脉美好医院建设发展方向，以“高维认知，创建美好

医院”为主题，“第二十三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与“第六届中国智慧医院大会”“第五届医学工程发展

创新大会”“第四届全国老龄机构建设与发展大会”“中国医院学科发展大会”“第四届中国新时期医院

建设发展企业家峰会”六会同行，100 余场不同方向的专题论坛，诚邀国内外行业领导、顶级专家

学者和高级管理者万余人，从战略发展、产业升级、学科发展、规划设计、装备配置、项目管理、

技术创新、智慧运维等多层次、多维度深度交流思想、共享智慧。同期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国际医

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汇聚 16 个主题展区、13 万平米展示空间，为政、产、学、研、 用

各方面搭建一个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广阔平台。

紧扣时代脉搏，创建美好未来。诚邀全国各相关机构同仁共襄本届年度盛会，共谱美好医院建

设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邀 请 函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医用洁净装备与工程分会 

北京筑医台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广东省医院协会                 北京筑而瑞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             《建 筑 技 艺》杂志     

深圳大学总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            

 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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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概述
CONFERENCE OVERVIEW

指导单位：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中国医建整合联盟

主办单位：筑医台     国药励展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     筑而瑞

联合主办：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用洁净装备与工程分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拟）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

首席战略：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医用工程有限公司          

协办合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正宇恒新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华展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德列孚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诺亚医院物流机器人                            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苏州德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艾信智慧医疗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三维海容（青岛）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和源世纪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行业合作：北京市医院建筑协会                                                    滨州医学院卫生工程管理研究所
福建省医院协会建筑分会                                                 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建筑管理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实验室设计建造技术协会
广东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现代医疗建筑管理分会          
广西制冷学会净化专业委员会                 
广西医院协会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甘肃省医院协会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河北医建整合联盟                                                               河北省医疗建筑学会
海南省卫生经济学会                                                          江苏省医院协会后勤管理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建筑与规划管理专业委员会      江西省医院建筑与装备学会                                    
南京市卫生系统后勤管理协会                                        上海实验室装备协会                                                          
山东省医院协会规划与建筑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后勤基建管理分会                
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建筑与装备专业委员会      深圳市暖通净化行业协会                                         
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卫生健康运力专委会            深圳市医院管理者协会感染防控与职业防护专委会
深圳市洁净行业协会                                                                 陕西省卫生产业监督协会医院后勤管理发展分会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协会天花吊顶材料分会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弹性地板分会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静态交通产业分会                  
中国气体协会医用气体与工程分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妇幼医学装备与技术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医养结合分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智慧医院分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用气体装备及工程分会            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                               
中国医疗建筑基建处（科）长联盟                                中国建材工业经济研究会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发展分会  
中国医院建设巾帼联盟        

媒体支持：筑医台融媒体   智医讯   肽度   网易新闻   筑蜂网   健康界  《洁净室》杂志   医疗器械创新网   中国建筑装饰网 
全球建筑展览网   现代资讯   建设网   建筑中国   亿邦动力网   MEDWORLD 医疗世界   中装新网      华夏医界网    
HC3i 数字医疗网   来宝网   康强医疗人才网   活动家   动脉网   放疗圈    3618 医疗器械网   东方医疗器械网 
岭南医药网   中数经纬   畅展网   汇展在线   优年网   九正建材网   药路通网   医药英才网    医盟网     医信网
59 医疗器械网   中国生物器材网   全球医疗器械网   医疗器械招标网   中实仪信网   十环网   博宇建材网  
环球工程机械网   医疗设备信息网   51 健康生活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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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四五”新发展阶段，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要求，综合各方影响因素，未来我国医院建设将从
满足基本功能需求，全面转向建设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美好医院。 “美”既满足使用者的良好使用感受，
为使用者提供高品质的空间环境；“好”既能实现优质医疗服务功能又能够应对未来高速变革的业务需求。
美好医院建设需要全面提升认知层次，深刻认知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刻
认知美好医院建设的方法和知识体系革新，深刻认知美好医院建设产业体系创新升级，高维认知、知行合一，
踏上创建美好医院的新征程。本届大会将围绕着美好医院建设的理念创新与认知升维及知识体系与方法路径
进行深度探讨，加快推动美好医院建设落地，持续提升新时期美好医院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水平。

高维认知——创建美好医院
本届主题 

主题概述 

时间地点 

体系架构 

展会时间：2022 年 5 月 21-23 日（5 月 20 日全天报到，21-23 日大会、展览）
会议地点：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大会概述
CONFERENCE OVERVIEW

战略发展、产业升级、学科发展、基础建设、医院管理、智慧
运营，从全球视野出发，解决现代医院建设发展的综合需求

广度 | 完整覆盖医院建设全过程知识体系
高度 | 把握医院建设领域前沿学术高地
深度 | 医院建设细分专业深度知识剖析

1张知识地图，读懂论坛
CHCC 医院建设奖
行业活动
医院考察

3大品牌活动

6大维度

战略与体系发展
运营与学科发展
设计与环境创新
项目管理与模式创新
专项工程与技术创新

10大热点
装备配置与管理创新
智慧医院与服务创新
专科发展与建设创新
社会办医建设与运营创新
老龄机构建设与发展创新

6会同行
第二十三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
第六届中国智慧医院大会
第五届医学工程发展创新大会
第四届全国老龄机构建设与发展大会
中国医院学科发展大会
第四届中国新时期医院建设发展企业家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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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亮点 

引爆·市场：
聚焦新时期发展趋势，满足刚需型市场需求

全面提档升级的美好医院建设，必将带动庞大的市场需求
与新的产业发展格局，本届大会将成为医院建设供需交汇
的广阔舞台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大会引领全国医院建
设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落地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武汉，
引爆重点区域刚需型医建市场。

平台·赋能：
发挥平台价值，联动多方资源，为产业赋能
18 年举办 23 届，年平均增长 30%——全国医院建设大会
（CHCC）演绎了学术与商业完美结合的传奇，已连续保
持全球医院建设行业品牌活动之首。本届 CHCC 更加强调
平台属性，联合更多行业组织、地方资源、优质企业举办
定制论坛和同期活动，搭建共商共建共享、跨界整合共生
的生态平台。

全球·视野：
打造国际化医院建设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全国医院建设大会（CHCC）从全球视野战略布局，持
续开展医院建设领域的深度国际交流，推动我国医院
建设知识体系与产业体系引进来、走出去。将邀请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万名医院建设行业关注者，打造
全球医院建设的广阔舞台，为共建国际化医院建设与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多维·圈层：
聚力打造医院建设多维圈层
CHCC2022 是推动行业共生发展的广阔舞台，将
汇聚数万名医建行业同仁，形成多类型机构、多
专业领域、多岗位层次的广泛、多维圈层，让每
一位参与者都可以快速找到并融入圈层，与同仁
共话、与专业共鸣、与圈层共融、与行业共生。

产业·升级：
合力开启医疗健康产业新格局

进入美好医院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医院建筑与装
备产业已驶入二次升级的快车道，精准连接行业
端，建设美好医院，系统整合产业端，服务全面
升级，新的发展阶段将催生出医疗健康产业的新
格局。

趋势·引领：
引领美好医院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趋势
新时期面对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中国医
院建设将全面提档升级，进入美好医院建设的新
阶段，本届大会聚焦美好医院建设，深刻理解未
来发展趋势，全面解读高质量发展内涵，完整呈
现美好医院建设知识体系与前沿、创新热点，引
领“十四五”医院建设风向。

知识·集成：
完整呈现美好医院建设全过程知识体系
美好医院建设需要完整的创新型知识体系支撑，百
余场专业论坛与 13 万平米展示空间，从战略发展、
产业升级、学科发展、规划设计、装备配置、项目
管理、技术创新、智慧运维等全过程知识体系到产
品、技术的完整解决方案，一站式满足美好医院建
设的所有需求。

理念·创新：
构建美好医院建设的高维认知体系 
认知决定行动、理念引领发展，美好医院建设需要全
面提升认知层次、构建高维认知体系，深刻认知人民
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深
刻认知美好医院建设的方法和知识体系革新，深刻认
知美好医院建设产业体系创新升级，以全面创新的理
念，引领美好医院建设发展。

本届
亮点

大会概述
CONFERENCE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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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发展版块

中国健康政策变革与健康中国行动峰会
“十四五”医疗服务创新发展与美好医院建设院士论坛（智慧医院大会同行论坛）
国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论坛
第四届“一带一路”医院建设发展峰会
美好医院建设理念与方向探索前沿论坛

体制创新版块

全国大型医院高质量发展院长高峰论坛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展专题论坛
“十四五”时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与建设创新综合论坛
全国县域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与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专题论坛
分级诊疗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论坛

产业升级版块
第四届中国新时期医院建设发展企业家峰会
第十届中国健康产业发展创新高峰论坛（老龄机构大会同行论坛）
第六届国际化医院建设与高端医疗服务发展论坛

公共卫生版块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论坛
新时期医院感染控制与建设管理专题论坛
医院感染性疾病防控空间规划与建设论坛
医院常态化防控与应急管理专题论坛

社会办医版块 国有企业与社会办医发展创新领袖峰会
社会办医投资建设与创新发展论坛

康复医院版块 康复医院创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综合论坛（老龄机构大会同行论坛）
康复医院规划设计与创新技术应用论坛

中医医院版块 中医医院传承创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综合论坛
中医医院规划设计与创新技术应用论坛

妇幼保健机构版 智慧妇幼保健机构创新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综合论坛
智慧妇幼保健机构规划设计与创新技术应用论坛

专科发展版块

肿瘤医院建设发展专题论坛
传染病医院建设发展专题论坛
精神卫生中心建设发展专题论坛
急诊急救系统规划与“五大”中心建设综合论坛
辅助生殖医学中心规划设计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医学工程大会同行论坛）

第二十三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主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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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设计版块

第十一届中外医院建筑设计师高峰论坛 - 欧美版块
第十一届中外医院建筑设计师高峰论坛 - 亚洲版块
现代医院前期策划与商业设计创新实践论坛
医院学科策划与医疗工艺流程设计专题论坛
2022 中外医院院长交流高峰论坛

室内环境版块
中国医院室内设计师国际化高峰论坛
医院艺术设计与室内软装专题论坛
医院装饰装修与材料应用专题论坛

智慧医院版块 智慧医院规划设计与建设综合论坛
（智慧大会共享论坛）预留

绿色医院版块
绿色医院建筑设计与建设综合论坛
医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与高效运行论坛
医院能源规划与智慧运营论坛

人文医院版块 无障碍医院建设发展综合论坛
医院健康建筑评价与创新技术应用专题论坛

专项工程版块

现代医院手术部创新建设与管理综合论坛
医院智慧手术部创新发展前沿论坛
医院智慧病区与特殊病房建设专题论坛
医用供气系统建设专题论坛
医院物流系统建设专题论坛
医院水系统建设专题论坛
医院电气系统建设专题论坛
医院暖通系统建设专题论坛

医技空间版块

影像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医学工程大会同行论坛）
核医学科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医学工程大会同行论坛）
内镜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医院洗涤与消毒供应中心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医院静脉用药配液中心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医学实验室版块
中国医学实验室建设发展高峰论坛
医院检验中心建设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医学工程大会同行论坛）
医院病理中心建设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医学工程大会同行论坛）

项目管理版块

医院基本建设管理高质量发展综合论坛
医院建设项目设计管理专题论坛
医院建设项目招标采购管理专题论坛
医院建设项目投资与财务管理专题论坛
医院建设项目廉政管理专题论坛

模式创新版块 医院建设项目全过程咨询与创新管理论坛
医院建设工程总承包模式专题论坛—中建三局集团专场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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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版块 医院智慧建造与建筑技术创新论坛（智慧医院大会同行论坛）
医学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与智慧管理综合论坛（医学工程大会同行论坛）

改造提升版块
医院既有建筑改造提升专题论坛
医院既有信息系统改造升级专题论坛

后勤提升版块 

医院智慧后勤平台建设与一体化管理专题论坛
医院后勤精细化管理与服务能力提升专题论坛
现代医院品质后勤管理与模式创新论坛——中国现代医院后勤管理十佳示范医院专场论坛
医院供应链精细化管理论坛（医学工程大会同行论坛）

跨界拓展版块 风水学与医院建筑环境布局规划论坛

国际发展版块 中美智慧医院建设论坛
荷兰医院建筑设计师专场

地方发展版块

北京市医院建设发展专场论坛
上海市医院建设发展专场论坛
广东省医院建设专场论坛——广东省医院协会论坛
江苏省智慧医院建设与运维专场论坛——江苏专场
湖北省医院建设发展专场论坛
广西医院建设与后勤管理发展论坛
深圳市政府投资公立医院集中建设管理论坛
新形势下苏州市医院建设发展专场论坛
厦门市新基建时代管理创新与智慧医院保障体系建设论坛

区域发展版块 “十四五”时期区域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与医院建设创新发展专题论坛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09·

政策与方向

方向趋势
⊙ 全球智慧医院发展峰会

⊙“十四五”医疗服务创新发展与美好医院建设院士论坛

系统融合
⊙ 新时期互联网医院建设与发展论坛

⊙ 医疗联合体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专题论坛

⊙ 平战结合的智慧医院应急体系建设论坛

创新规划与设计

规划建设
⊙ 健康城市建设与智慧医院顶层设计论坛

⊙ “新基建”时代智慧医院软硬件系统建设与创新技术发展论坛

⊙ 医院智慧建造与建筑技术创新论坛

⊙ 既有医院信息化系统一体化改造提升专题论坛

综合应用与提升

智慧医疗
⊙ 医院智慧护理与服务提升综合论坛

智慧管理
⊙ 医院供应链精细化管理论坛

⊙ 医院智慧运营与后勤管理综合论坛

⊙ “医教研”信息化建设创新发展论坛

⊙ 医学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与智慧管理综合论坛

⊙ 现代智慧医院文化品牌塑造与自媒体传播专题论坛

实践与成果 实践案例
⊙ 智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与发展综合论坛

第六届中国智慧医院大会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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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领 ⊙ 第五届医学工程发展创新峰会

规划·建设

⊙ 第八届新建医院医学装备配置规划与运行管理综合论坛 

⊙ 放射治疗设备配置与管理专题论坛

⊙ 核医学科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 影像中心规划建设与管理专题论坛

⊙ 辅助生殖医学中心规划设计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

⊙ 检验中心建设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

⊙ 病理中心建设与装备配置专题论坛

创新·管理
⊙ 医学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与智慧管理综合论坛

⊙ 医院供应链精细化管理论坛

⊙ 高值医用耗材创新管理论坛

风向标 ⊙ 第十届中国健康产业发展创新高峰论坛
⊙ 康复医院建设发展专题论坛

模式创新
⊙ 老龄健康政策及投融资合作模式创新论坛

⊙ 医养结合推动区域服务能力建设创新论坛

未来发展 ⊙ 无障碍医院规划设计与适老功能优化设计论坛

主题论坛

⊙ 政策解读，推进“十四五”规划落地新举措

⊙ 聚合发展，促进国内外医疗建设领域双循环

⊙ 智慧建造，构建医建领域产业一体化新态势

⊙ 拥抱未来，擘画大健康产业新格局与生态圈

第四届中国新时期医院建设发展企业家峰会

第四届全国老龄机构建设与发展大会

第五届医学工程发展创新大会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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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优秀学术论文 

★ 第七届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方案 

★ 第四届中国十佳医院室内设计方案 

★ 第五届中国最美医院

★ 第九届中国优秀医院基建后勤管理者 

★ 第七届中国十佳医院建筑设计师 

★ 第七届中国十佳医院室内设计师 

CHCC 医院建设奖（原“中国医院建设奖”）是由国内行业媒体平台和知名高校共同发起、组织的全国医院建设领域最具影响力、
最重要奖项之一，近年来对推动我国医院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成功举办“2021CHCC 医院建设奖”的基础上，为持续推
动奖项建设与升级，第二十三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组委会、筑医台、筑而瑞与北京建筑大学决定联合更多国内知名建筑类高校继
续举办“2022CHCC 医院建设奖”。

联合主办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 第六届中国十佳医院建设机电工程师 

★ 第十届中国医院建设十佳供应商 （独立颁奖）

★ 第三届中国医院建设杰出企业领袖 

★ 首届国际医疗建筑卓越设计奖

★ 首届中国医疗建筑设用户体验奖

★ 2022CHCC 医院建设奖“终身成就奖”

2022CHCC 医院建设奖颁奖典礼（详细资料备索）

行业活动

★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全体委员会 

★ 《中国医学装备》杂志社 2022 年度编委会

★ 筑医台专家公益咨询

★ 中国医院建设与管理学术专著汇展

·2022 筑医台图书新书发布会

·文化筑梦——医建行业标准、论文、专著写作沙龙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医院考察（每条线路限名额 100 人）详细资料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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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届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
医院建设业内全球第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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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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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届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展品范围充分整合又深度细分，800 多家行业优秀供
应商在 16 大主题展区、130,000 平方米宏大舞台上交互分享，为政、产、学、研、用各方搭建一个全产业链协
同发展的广阔平台。

大会构成
CONFERENCE CONSTITUTE

未来智慧医院交互式体验馆

◎ 四大主题展示区，体验感 up

“智慧门诊”“智慧医技”“智慧病区”“智慧后勤”四大主题体验区，覆盖诊前、诊中、住院、后勤等全流程沉浸式体验，生动展示微缩型智慧医院世界，
身临其境体验未来美好医院。专业团队展区设计，产品展示趣味多样更精彩，吸引更多观众流量。

◎ 前沿尖端技术集中呈献，期待值 up（同行业单位仅限 1-2 家，仅选择行业内技术尖端单位优先入驻）

导诊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智能发药机、智能手术示教、移动医生、移动护理、智能照明、智慧管理全平台等行业前沿尖端技术、产品集中展示，呈献
智慧医院领域高端盛宴。

◎ 入选单位优先展示，权威性 up

权威榜单、优秀案例集中展现：入围优秀智慧医院系列榜单的案例、单位、产品优先展示，榜单展示立体化。

◎ 目标人群定向邀请，针对性 up

定向邀请 100+ 位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院长、主管院长，信息、后勤、基建、设备相关负责人进行展区深入参观考察。

同期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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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耀东： 182 0127 9708 （湖北）

徐飞龙： 134 0110 9704 （湖南 安徽）

王 静： 136 2103 3412 （山东）

李 然： 152 1077 7317 （广东）

温海兵： 185 1032 9952 （四川）

李东旭： 188 0141 7755 （四川 ）

崔 洋： 137 1891 2568 （浙江）

刘士峰： 185 1189 6496 （天津  云南）

杜 佳： 130 3110 6628 （江苏）

刘 强： 138 1031 1438 （河南）

王 莹：  182 0155 1206 （陕西  甘肃  西藏  港澳台）

张明明： 183 1090 3319 （河北）

杨     洋： 150 1017 6635 （重庆  新疆）

卢    静： 137 2001 6272 （广西）

董志伟： 136 0110 2061 （福建  辽宁）

王婷婷： 131 4133 0958 （上海 海南）

姜雨含： 135 2008 6890 （江西  内蒙古  青海  宁夏  ）

杨 迎： 189 1019 2170 （北京）

李    瑾： 156 8514 0054 （贵州）

赵 婧： 135 2008 6791 （山西）

李金龙： 137 0127 1002 （吉林  黑龙江）

（费用包含会务费、会议资料费及午餐费）

通道 1：普通参会报名
▲个人报名
   政府、医院代表 2100 元 / 人，企业代表 2800 元 / 人 
▲团队报名
   政府、医院代表 10 人以上 1800 元 / 人，企业代表 10 人以上 2500 元 / 人 
▲会员优惠
   凡属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院建筑与装备分会会员、中国医院节能产业联盟会员和中国医院基建
    管理者俱乐部会员者，政府、医院代表 1800 元 / 人，企业代表 2500 元 / 人 

▲其他收费
   医院考察 100 元 / 人 
★注：大专院校在校学生免费（需提前报名并提交相关资料 )

通道 2：加入筑医台知识会员
▲费用标准  2980 元 / 年（自购买日起 12 个月有效 )

参会报名
REGISTRATION

户    名：北京筑而瑞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南线阁支行   帐    号：111 706 010 400 087 80

权益 1 赠送第 23 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门票 1 张 价值 2800 元
★ 2020年9月22日后加入知识会员所有用户享受权益1

★ 2020年4月1日- 2020年8月31日加入知识会员的
  医院用户享受权益1

权益 2 赠送医院建设图书 4 本 价值 1000 元

权益 3 赠送筑医台学院网络课程年卡 1 张 价值 2498 元

下载筑医台APP，安装→注册→报名

筑医台 APP

① 网 站 报 名 ： ③ 微 信 小 程 序 报 名：② A P P 报 名：
www.chccchina.com

本届大会参会报名全部采取线上报名，以下三种渠道任选其一：

会议费用 

报名方式 

联络方式 

汇款方式 

更多权益详见：

http://uc.zhuyitai.com/uc/member/knowledge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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