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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
海内外观众（人次）

200,000
展示面积（平方米）

2,500+
海内外参展企业（家）

100+
现场会议活动（场）

Flagship Event of the Pharma Industry, Gathering for World-Class Annual Feast

持续领跑行业，打造制药工业年度盛宴

Establishing a New Journey of Pharmaceutical
Internationalization with Industry Force

集聚产业合力，共赴中国制药国际化新征程

回顾十三五期间，中国医药行业经历了重大变革，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集采、国谈等多项医改政策持续推行，行业整体正从营销驱动走向

研发创新。时下，中国正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医药企业将在

竞合共赢中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二十年砥砺前行，世界制药原

料中国展(CPhI China) 始终以国际化视野深耕细作，优化服务，在见证

了中国医药产业阔步前进与壮大的同时，已发展成为新形势下推动中国

医药产业高效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新的国际化布局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合同定制

合成订制、临床研究、

工艺开发 / 优化、定制生产等

中间体及精细化工

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等

天然提取物

植物提取物、动物提取物、

保健品原料、功能性食品原料等

生物制药

生物制品与新兴疗法、生物技术与研发

平台服务、生物工艺、制造及解决方案等

药用辅料

崩解剂、赋形剂、乳化剂、填

充剂、粘合剂、PH 调节剂等

制剂

化学药、生物制品、OEM 代

加工、中成药、保健品等

兽药及饲料

兽用原料药、饲料原料及添加剂、

兽用生物制品等

防疫物资

个人防护用品、医疗设备、消杀用品、

诊断产品、综合服务等

制药原料

医药原料、抗生素、

生物碱、氨基酸等

2022年，“第二十一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暨“第十六届世界制药机

械、包装设备与材料中国展”（CPhI & P-MEC China 2022）将于6月

21-23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启新征程。展会将以20万平方米展示

规模、2,500余家参展品牌、70,000余人次专业观众助力中国企业在高

质量发展航路上乘风破浪，向着实现制药强国的战略目标行进!

Join CPhI China & Boost the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y Chain

加入CPhI中国展，释放产业链新能量

以创新需求为导向

覆盖制药产业链九大板块

为原料药企业实现新的国际化布局和发展提供一体化专业平台



CPhI & P-MEC China 2020以超20万平米的展示规模以及2,958 家参展品牌

领跑行业展，为全产业链搭建了高端多元、“展”“网”深度融合的一站式商贸交

流平台。展会吸引了线上线下共计46,157人次观众倾情参与，其中包括5,105

位Virtual Expo Connect（VEC）线上展会的海外观众。

Professional Visitor Business Profile Covers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hain

专业观众领域覆盖制药工业链 （参观人次排名前六公司性质）

Promoting a High-end Pharmaceutical Ecosystem with
Professional Cohesion

凝聚时代匠心，绘就高端制药商业生态圈

制药生产企业

经销商/进出口企业

医药销售公司

合同研发及生产公司

生物/化药研发公司

监管/市场/咨询

35.69%

14.02%

8.65%

7.73%

7.40%

4.33%

采购部

总经办

销售部

研发部

生产部

27.32%

21.08%

12.38%

11.37%

6.24%

High Efficient Trade Exchange with Industry Leaders

决策者集结，搭建高端贸易社交平台（参观人次排名前五部门）

59.02%
副总/总监/部门经理

17.41%
董事/总裁/主席/总经理

＊以上分析数据为现场观众登记统计结果

主办方于11月18日至12月18日期间推出Virtual Expo Connect 

(VEC) 线上展会，利用数字技术，与3天的线下展会紧密结合，

得到了海外客户和参展企业的广泛支持和参与。

Yes, the company is very well good match for us. Have to 
appreciate the constant follow ups from your side. 
Everything was very well coordinated and the ZOOM 
platform is very good to do such meetings.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 Alchemie Overseas Limited

Very good. Excellent. Please arrange video meeting 
again for us in the future.

—— PT. Lokania Handal Perdana

8大线上展会特色功能

Grow Your Business in VEC, 

A Hybrid Offline-2-Online Platform for 

Global Pharma Professionals

海外买家云集线上展会，高效链接国际市场

海外注册用户来自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制药行业全产业链

13%

欧洲

13%

中东&非洲

10%

美洲

62%

亚洲

1%

大洋洲

Virtual Expo Connect
线上展会，引领数字贸易新格局

超75%专业观众

来自决策层

Overseas Buyer Testimonials / 海外线上买家评语

在线贸易配对系统

特邀买家视频洽谈会

线上展厅

虚拟逛展

论坛直播

主题直播逛展

企业专访

现场数字中心



Other Hot Events of 2022 

其他2022年现场热点活动会议

开启国际化品牌之路，炼化产业格局重塑
. 中国与世界创新与发展论坛

网罗生物医药前沿科技，引领亚洲生物医药技术发展
. 第八届中国生物制药峰会

. 多肽药物研发与创新研讨会

汇聚制剂行业热点，接轨国际医药态势
. CPhI中国与世界国际药政答疑会

探讨质量控制技术要求，助力辅料企业融入全球化产业链
. 药用辅料-相辅而行探索之旅

探索天然植物提取物全新发展方向，为健康中国助力
. 第十六届天然产物创新与发展论坛（NIC 2022）
. 2022年中国植物提取物创新产品展示秀

迎接行业高速成长下的挑战，加快合同外包国际化的步伐
. CRO Talks大师课

“展会+互联网”平台升级，提供制药全产业链双线服务
. VEC在线展会     
. 第十一届“制药在线”买家采购会

跟随CPhI China的脚步走过了20年，展会对我们中国的药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让中国企

业走向世界，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让中国医药企业看世界的窗口，广交天下朋友，走出去引进来，

是我们国际化不可或缺的一个舞台，也见证了中国医药企业、行业国际化发展的轨迹。

——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CPhI & P-MEC 中国展一直是我们信任的国际化大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去连接世界，展会

20 周年我们再次相聚，意义非凡，展示了中国企业的风采，彰显了中国医药人的坚守和信心！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Gathering Industry Leaders,  Create a Wide Range of Content
Programme with Key Insights and Thoughts

行业大咖齐聚，开启制药行业思“享”盛宴

5th China Pharma Week opens a brand

new start for high-end networking

第五届高端社交盛宴全新启程

第十二届中国与世界医药企业家高峰会

与近400位行业大咖共同探讨在时代变局

的背景下，中国医药企业如何增强国际化

发展核心力。

CPhI"世界制药"社交晚宴

与全球业内同行分享行业见解，拓宽社交资源，

结交行业高端人脉。

产品展示秀与探索之旅

观众将通过高效、精准、快速的方式，近距离了

解展商尖端科技、创新产品和模拟厂房，在参观

交流的同时实现精准供需匹配。

“China Pharma Week”作为CPhI China同期特别推出的

高端会议活动周，汇聚全球医药行业大咖，包含领导人对

话、商务拓展、高效社交、评选、资讯分享、产品创新六

大主线。活动周将在展前、展期和展后为业内人士提供更

为丰富的社交盛宴，是拓展商机的知识分享平台。

2022 Highlights

活动预告



Concentrate the Strength of the Industry Power for 
Standing Out in the Global Market

汇聚行业核心力量，见证品牌增长与破局之道

群策群力，
巅峰对话共谋未来行业发展之道

100余场重磅会议活动涵盖制药全产业链热点，400余位行业专

家倾情加入。

围绕最新国内外政策、前瞻技术创新以及市场准入原则等实用

性课题进行详细解读与剖析，为中国与世界制药企业搭建更为

深度的社交平台，创造更多契机。

Gratitude to the Loyal Exhibitors for Co-composing the Glorious Chapter of CPhI China

感恩忠实展商多年信任，齐心共赴发展新途

Why CPhI China

为何选择CPhI中国展？

品质荣耀升级，
全球制药人士共襄行业盛会

历经二十年深耕细作，CPhI中国展已发展为一

个以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为核心竞争力的行

业风向标。每年制药行业专家在此相聚，了解市

场信息，共商行业发展。

与70,000+人次海内外专业观众搭建全球伙伴

关系网络，线上线下助力国内医药企业连接海外

市场。

主办方将邀请来自欧美、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专业海

外优选买家，通过VEC云商贸洽谈的“在线贸易配对系统”和"特邀

买家视频洽谈会”功能与展商进行供需配对，为中国供应商与海

外企业搭建起一个数字化的贸易交流平台，让更多云商机在此

集结。

除了线下展会平台，CPhI & P-MEC China展会还拥有官方线

上B2B平台，旗下“中国站”（www.cphi.cn）和“全球站”

（www.pharmasources.com）吸引海内外12万注册会员使用。

通过十多年的积累，不断强化技术内驱力，主导内容输出，助

推企业紧跟时代浪潮，整合资源不断变革。

“云”+“展”联动，

构建海内外专业人士深度参与的高端平台



Multi-Channel Integrated Marketing, 
to Embrace the New Pattern of Internet 

多维度立体营销 拥抱互联新格局

时代赋予行业多变的力量，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拥抱可持续发展的新势

能并引领未来，是当今市场营销人需要为企业探寻的“蝶变”之路。

CPhI & P-MEC China 已为您构建起多维度立体营销平台！可定制

化的“云”+“展”双线服务、海内外商务高效对接、国际行业趋势整合，

让企业在优化全球战略布局的同时，开启无边界创新。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北京市朝内大街南竹杆胡同6 号

( 北京INN 大厦3 号楼)11-12 层

邮编：100010

Tel:+86-10-5803 6296

Contact：吴玉双

wuyushuang@cccmhpie.org.cn

Informa Markets

De Entrée 73 – Alpha Tower, 1101 BH 

Amsterdam, Netherlands

Contact: Sales Operations

Email: salesoperations@informa.com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桥路355 号城开国际大厦7-8 层

邮编：200030

Tel: +86-21-3339 2250

Contact：茅洁静

chris.mao@imsinoexpo.com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浦东 . 龙阳路2345号

2022 Event Overview

2022年展馆分布图

. 微信公众号  . 群发电邮

. 制药在线网站  . 小程序

. VR Show 

· 提升品牌知名度 · 精细化流量转化目标群体

深化品牌宣传

更多渠道选择

现场高效链接

合作伙伴

. 展馆外场广告 . 展馆内场广告

. 印刷品广告 . 赞助广告

. 技术交流会 . 活动赞助

· 差异化广告展示 · 实力吸引现场观众

“云”转型增值互联体验 

. 智药商学院：

CPhI开讲啦

制药大咖说

. 云商季：

云上联播季+云上贸易季，

实现线上交流学习与

配对服务的双向收获

· 交互性延展宣传范围 · 挖掘海量国际潜在客户

.  VEC线上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