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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大健康产业集群
构建多元互联生态圈

主办单位：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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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 OVERVIEW
作为汇聚大健康产业高端资源的一体化展示交流平台，上海国际健康世博会（简称“健康世博会”）由上海博华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携手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长三角健

康产业联盟等行业权威机构联合主办，旨在共同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产业加速融合，助力企业抢占发展新高地。

2022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第三届健康世博会将移师上海世博展览馆，与上海“十四五”旅游高峰工程——

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简称“上海旅博会”）同期举办。展会将合力打造康、养、医、护、游五大产业链商贸展示，

覆盖康养旅游、健康器械、养老康复、中医养生、健康食品、健康管理六大板块，助力企业在“健康 + 旅游”产业

的大蓝海中把握商机。

2022 年，健康世博会将进一步拓宽产业链内循环经济，激活大健康区域市场，在深耕上海展的基础上布局成都

展及深圳展，形成长三角、川渝地区及珠三角市场多向联动发展。

共享上海旅博会

驱动“健康”+“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关于上海旅博会

优质展商
6,000+  

观众人次
400,000+  

展出面积
700,000

上海旅游产业博览会 Tourism Plus Shanghai 是全球规模与理念领先的综合性旅游产业博览会集群，由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指导、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主办。

“聚产业，天下游”，作为集群展的上海旅博会集旅游资源开发与投资、酒店和商业空间等旅游设施、餐饮设备和

美食文化、出行方式及户外活动方式、国际赛事和重要论坛活动等于一体，被列入上海“十四五”旅游高峰工程。

助力上海成为亚洲旅游投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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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类别 / EXHIBITOR PROFILE

康养小镇机构、森林 / 温泉 / 湖区 / 海滨度假区、特色

度假基地、文旅及康养地产、生态养生健康小镇、健康

产业园区、定制旅游等

按摩保健器械、可穿戴产品、助眠类产品、运动健身器材、

康复训练器材、自我监测设备、急救类产品、健康家居、

卫生保健用品等

养老服务机构 / 咨询、福利院及养老示范单位、旅居养

老、医养结合机构、社区健康管理机构、康复医疗机构、

辅助器具（听力 / 视力 / 语言 / 行动等）、智慧养老、

适老化设计改造等

中医养生馆、中药种植基地、艾灸护理用品、经络疗法

护理产品、红外线理疗产品、熏蒸疗法护理产品、中医

养生美容、中药保健品、药膳食疗等

健康营养品、天然滋补品、中医药材、美容养颜保健品、

婴幼儿奶粉、益生菌、有机 / 无糖 / 膳食 / 绿色保健品、

功能性食品、代餐品等

健身连锁机构、健康管理咨询、慢病管理、体检机构、

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健康人才培训服务、大数据信息服

务、健康评估 / 心理测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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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优质渠道商 / VISITOR PROFILE

亮点活动 / ONSITE ACTIVITIES

历届展商（部分）/ FEATURED EXHIBITORS

健康产品渠道商（经销、代理、

进出口等）

健康产品电商 / 微商

药店及连锁商超

养老 / 社区管理服务机构

康养旅居 / 地产开发商

旅行社 /OTA/ 线路运营服务商

酒店 / 餐饮投资管理

医疗服务机构

健身管理机构

健康管理中心

美容 / 养生会所

培训 / 教育

政府 / 商协会

*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健康世博会将进一步在 "健康 "+"旅游 "领域精耕细作，于2022年展会现场打造10余场高品质论坛，

邀请业内专家和领军企业共同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

- 上海国际健康与养老高峰论坛

-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 中医药与康养旅游高峰论坛

- 健康管理创新论坛

- 慢病康复管理高峰论坛

- 健康养生机构管理与发展论坛

- 康养旅游目的地投资和开发招商配对会

- 康养旅游产品体验展示区

- 康养旅游开发与运营管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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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举办：

展馆布局图 /  VENUE LAYOUT

上海国际旅游产业投资和资源开发展

上海国际游艇展及生活方式上海秀

企业推广的优选平台 / WHY EXHIBIT

权威行业协会鼎立支持，

专业组展机构全力打造，

汇集丰富行业资源

汇聚经销商、代理商、连锁商超、药店、

旅行社、医疗保健机构、电商等专业买

家渠道，尊享定制化配对服务

主流媒体、行业宣传、云直播，

全方位渠道推广，引发行业强烈

关注

共享“上海旅游产业博

览会”集群展 40 万人次

大客流，打通产业链合

作互联

展览 + 活动 + 互联网，

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新体验01 02 03

04 05

下沉式广场

地下一层

北广场入口

南广场入口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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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回顾 /  REVIEW

展商分析 / EXHIBITOR ANALYSIS

84.3%
展商表示满意展会

整体效果

83.6% 
展商乐意向行业

推荐健康世博会

85.9% 
展商表示会继续

参加下一届展会

2021 健康世博会于 6 月 25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圆满落下帷幕。展会携手“食品

加工包装与机械联展”同期举办，打造了“食品原料、健康、加工一站式商贸平台”。3天展期，

超过 7 万人次的观众莅临，行业对健康世博会的关注度逐年提升，也见证着大健康行业高速

增长带来的大市场。

71,107
参观人次

10+
行业活动

170,000 ㎡
展示面积

1,800+
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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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展商评价  / EXHIBITOR TESTIMO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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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满意度

2021 年观众分析 / VISITOR ANALYSIS

观众业务性质

观众评价

上海国际健康世博会 6 月成功举办，上海市老科协代表属下 44 职能委、

专委会、工作委和团体会员单位和一万多名会员表示热烈祝贺！我们上海

市老科协这次率 700 多会员代表参会，初次体验了呈现丰富的一场一站

式大健康产业盛会，进一步增强了科学健康观念，提高了品牌意识，收获

颇丰，收益良多。希望这样高端的“健康世博会”越办越好！希望我们的

合作更为广泛和深入！

——上海市老科协秘书处

82.5%
观众表示非常满意

15.3% 
比较满意

2.2% 
尚可

观众推荐度 86.3%

19.5% 生产企业

13.3% 经销代理 / 招商加盟

10.8% 批发零售企业

9.5% 健身及健康管理中心

6.9% 养老服务机构

6.4% 医疗服务机构

5.7% 贸易进出口企业

5.3% 健康产品电商 / 微商

4.8% 第三方服务企业

3.7% 药店及药房连锁

3.7% 康养 / 医疗旅居地产 / 开发商

2.6% 医美机构 / 美容 / 养生会所

2.2% 其他

2.1% 培训 / 教育

2.1% 政府 / 行业商协会 / 媒体 / 公关

1.8% 超市及商超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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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活动回顾（部分） / ONSITE ACTIVITIES

第九届营养健康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第二届上海国际健康与养老高峰论坛

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健康养

老服务评估与标准化建设专业委员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家用医疗器械监管与发展研讨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21 健康管理创新论坛

暨《智慧健康》圆桌会议

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上海交大健康传播发展中心

2021 HEP 健康器械及用品展供给侧创

新峰会暨华为运动健康生态产品合作

会议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CDMIR 第四届慢病康复管理

与康养旅游高峰论坛

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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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推广平台（部分） / MEDIA PARTNERS

关于主办方 / ORGANIZERS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简称“医保商会”）成立于 1989年 5月，

是由从事医药保健品研发、生产、贸易、投资及相关活动的各种经

济性组织组成的全国性、行业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医保商会

业务范围涵盖西药原料、西成药、生物制药、医院诊断和治疗设备、

保健康复器材、医用敷料与耗材、中药材饮片、中成药、植物提取

物、保健品、功能性化妆品、特医食品等诸多领域。会员企业囊括

国内外众多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医药保健品企业。具有专业的国

际医药贸易和投资促进职能，是沟通政府与企业，联系国内外市场，

推动中国医药健康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专业行业组织。

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

上海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协会于 2007 年底成立。协会性质是由上海

从事保健、医疗、卫生、健康管理机构、体检中心、健康养生等健

康产业的科研开发等单位及健康相关领域的企业自愿组成的群体性

专业团体，是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协会的宗旨是在遵守社会道德风

尚的基础上，团结和组织上海市健康产业系统的企业和工作者，积

极推动上海健康产业企业的有序发展；加强与国内外健康产业的交

流与合作；提高与健康相关产品的质量，支持新技术的开发与推广；

服务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积极推进上海保健产业的振兴和品牌战

略的实施，为我国乃至世界健康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英富曼集团

Informa Markets 旨在为各行各业和专业市场，提供交易、创新和发

展平台。业务包括 550 多个国际 B2B 活动和品牌，涵盖多个领域，

包括医疗、保健与制药，基础设施，建筑及房地产，时尚服饰，酒店、

食品与饮料，以及健康与营养等。通过举办面对面会展，提供专业数

据和可执行数据解决方案，为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参与、体验和

达成交易的机会。作为全球领先的会展主办方，我们为各种各样的贸

易行业注入发展动力，释放机遇，为其蓬勃发展助一臂之力。欲了解

更多信息 , 请浏览 www.informamarkets.com。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是英富曼集团 (Informa PLC 全球最大的

会展主办机构）与上海华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 创建于 1992 年 ) 于

1998 年在上海设立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展览公司。上海博华服务

行业 20 余年，旗下展会涵盖家具系列展、医药、健康系列展、食品

加工包装及食品系列展；酒店、商业空间、游艇系列展，其在各地的

区域展包括广东中山古镇灯博会，北京，成都广州酒店和食品展。上

海博华 2019 年展会租馆总面积达到 150 万平方米，为来自全球的近

百万采购人士创造多重贸易机会。同时大力发展线上业务，打造 8 个

B2B 网站，2 个 B2P 采购通小程序，4 个资讯类小程序及 2 款 APP

产品组成的线上平台。



10 

2022.7.7-9

2022.1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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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健康世博会自媒体矩阵

微信公众号：大健康博览会

微信视频号：大健康博览会

抖音：健康世博会

社群： 健康产品交流群

 健康行业直播群

 健康行业论坛群

 We-media

联系人：居女士

电话：021-33392256

邮箱：Anthea.Ju@imsinoexpo.com

联系人：邢女士

电话：010-58036297

邮箱：xingcheng@cccmhpie.org.cn

扫描添加官方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