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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国
际

世博威“CIHIE·2020第28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5月17-19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5号馆展出
，展出面积近5万平方米，设立标准展位1500个，参展企业876家，八大展团、区域公众品牌精彩亮相，全面
展示大健康最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新应用，完整呈现全新的大健康产业新动态、新趋势。参观人数达6
万余人次，110余家采购团体，百人媒体报道团，共同参与并见证了健博会的隆重召开。第九届世界健康产业
大会如期举办，同期举办20多场论坛活动，充分发挥世博威·健博会思想交流、信息共享的功能，帮助企业把
握行业发展趋势。实体的展贸效果和主办方先进的办展理念得到了业内企业和专业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已
逐步发展成为主题鲜明、独具特色的聚合性展览贸易平台。



世博威健博会作为华北地区健康产业风向标，积极关注智慧医疗、家庭医疗保健器械、中医理疗养生
等健康领域的创新发展和贸易交流，展会坚持以展带会+以会促展的模式，在展会企业融入多场会议论坛
等活动，本届展会将安排多场高峰论坛和专题活动，邀请协会领导、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学术界权威
专家和媒体代表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解决健康产业、探讨健康产业如何长期发展。

1. 2022第十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

2. 2022第五届中国大健康产业
创新发展论坛

3. 企业新品发布会、推介会等

同期活动同期活动





展会优势

与我们一起共享大健康财富蓝海商机！

专业展会 
18年只专注于大健康会展，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大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势头，是企业寻求商机，

塑造国际品牌形象，强势走向全球市场的优质平台，展会每年北京，上海，成都三站巡展，独占鳌

头引爆全国市场制高点，累计展出总面积达80多万平方米，服务国内外超5万+参展企业，专业买家

及观众160万余人次，打造健康产业行业品牌盛宴。

数据资源 
世博威·健博会历经18年的沉淀，建立了近20万条优质专业买家数据库，根据参展产品的特

性、地域特色以及展商的需求，数据库将精准定位，定向邀约、匹配对口采购商、代理商等，为参

展商扩展销售渠道。设置特色展区，举办为组团所在地相关重大项目招商引资及项目对接专题会

议，设立采购商大会，链接各方资源。

专家及协会资源 
成功举办了9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吸引众多国家领导的目光，多国首脑纷纷发来贺电。每

年“世博威·健博会”都吸引国内外众多健康产业专家与会演讲，不断增强和充实专家智库数据

库。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主联盟、经济联合会、国外商会、大使馆驻华机构等均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和合作关系。我们为参展商提供以下精准服务：资源对接、媒体专访对接、采购对接、进京通道

对接、电商对接、专家对接、考察对接、融资对接、源产地评定挂牌对接、评定对接、产品定位咨

询、市场销售咨询等精准服务。

媒体宣传 
媒体宣传：展前预热，展中采访，展后跟踪报道；

多渠道推广：新华网、凤凰、新浪、搜狐、今日头条等120家网络媒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

台以及各大地方电台；优酷、爱奇艺、腾讯等网络视频；《中国食品报》、《健康时报》等平媒；

微信公众平台等自媒体。通过展览贸易平台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形成独特的强势品牌，增强企业

在消费者心中的认可度。



健康防护专区:

测温退热产品：测温枪，温度计，红外测温仪，手持测温仪，小儿退热贴，医用退热贴等

日常防护及穿戴：口罩，一次性手套，防护服，防护眼镜/护目镜，防护箱包等

日常消毒产品：消毒液，消毒灯，消毒柜，消毒洗手液，酒精等

家庭净化产品：空气净化器，空气检测，加湿器等

个体防护装备：生产作业人员个体防护装备，应急救援人员防护装备，职业卫生防护装备等



北京金康帝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美婴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亚美医联国际医学研究院

成都市政府驻京办事处         

毫州市焱铖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北京天久商贸有限公司    

春晖园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分公司    

上医上品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宏兴鑫雅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荣轩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天原好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策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国际药业有限公司

易生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弘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海之王有限公司              

天主教北京教区西城天爱诊所           

北京智恒达集团(国内)                            

北京云海天街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惠佳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颐家生活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添福家养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德乐工业有限公司      

任丘市先导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营口久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保定市满城区眩晕门诊

小马飞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康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旭东宏日科贸有限公司

部分VIP渠道采购商

与我们一起共享大健康财富蓝海商机！ 网站: www.yaok.cn



（专业客服电话邀请客户回传采购清单）

1.各级医院、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等院长、设备科科长、专科医生等，乡镇卫生院、诊所

及其他医疗机构负责人等；

2、有实力、有信誉、有销售网络的经销商、代理商、加盟商、电商、贸易公司等；

3、全国各地民政、老龄、残联、卫生系统等行业主管政府部门；

4、大型医药超市、医药商业集团、药品连锁店、专卖店、社区卫生服务站、养老综合体开发

商、设计、投资、服务公司。

5、药店、中医馆、康复中心、健康产品专卖店、医疗康复器械店、养生馆、老年用品店、养老

机构、健身房、疗养院、干休所、美容院、健康管理机构、康复中心等。

1、所有参展企业的参展品种应具备生产者和经营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

《商标授权证》等其他证明及产品合法审批文件。参展产品质量经过国家认可检测机构检测符合相

关标准。

2、确定参展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认真填写参展申请及合约表，加盖公章回传组委会，申请表

一经签字盖章后同具合同效力，传真或复印件有效。 展位分配: 先申请、先付款、先确认 !

3、为了帮助客户赢取市场荣誉，扩大产品销售，组委会设置评奖活动，凡参加展会的客户均可

参与，大会奖项设置“金奖”、 “诚信标兵”奖等；（详情请向组委会索取）。

4、为展现公司实力，树立企业形象，组委会设立了冠名和协办方案，有意向的企业请咨询组委

会。

专业买家组织渠道

关于参展商

网站: www.yaok.cn与我们一起共享大健康财富蓝海商机！



价目表

与我们一起共享大健康财富蓝海商机！ 网站: www.yaok.cn

第二部分：配套宣传广告价目表

第三部分：论坛会议室价目表

会刊版面

宣传印刷品

展馆现场

  封   面                     封  底                      跨 彩 页         封（二,三）             内 彩 页                    黑 白 页

20000元                 15000元       12000元          10000元              5000元                     2000元

      门   票      请  柬                     手提袋                    名片盒                 参观证（独家）     证件挂绳

5000元/万张         5000元/千张   6000元/千个          6000元/千个           30000元/3万张             15000元/万条

500元/㎡                   18000/块        12000/块         800元/面        12000元/展期             20000元/个

墙体广告

以展馆广告规格为准

户外广场立牌广告

宽8mx高4m

院内广告牌

高4mx宽5m

空飘气球 (球经3m)

高10mX宽0.9m

道旗广告

2.4mx0.8m

拱 门(18m)

高10mX宽0.9m

（以下广告仅限开展期间发布，发布后因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致使停止的，主办方不承担赔付责任。）

第三方平台广告 （下列广告会受不同时段和资源的影响价格会有一定的变化，最终以实际合同为准。）

150元/块/周   80元/块/周    3000元/辆/月       15000元/周            3000元/次                   500元/次

楼宇框架广告       电梯电子屏广告          公交车车身           CCTV-7 (5秒)          广播电台(10秒)            权威网媒发稿

展馆会议室 70人        剧院式   5000元/小时

展馆会议室 100人        课桌式   8000元/小时

现场论坛区 150人        剧院式   9000元/小时

备注：（含以下服务）
1.提供技术设施(电源、投影仪、音响，话筒等讲台、
   椅子)、饮水机； 
2.提供会前的馆内广播通告；
3.协助会场布置以及背景板、地台的搭建。

第一部分：展位价格表

标展单开

标展双开

豪华标单开

豪华标双开

特装光地

标准展位

豪华展位

特装光地

3m×3m 

3m×3m 

3m×3m 

3m×3m 

36㎡起租 

3m×3m 

3m×3m 

18㎡起租 

CNY：12800

CNY：13800

CNY：15800

CNY：16800

CNY：1300／㎡

USD：3500

USD：3800

USD：350／㎡

楣板字二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5A插座一个（限500W内），射灯二盏、地毯；
展位高为2.5m；

楣板字二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5A插座一个（限500W内），射灯二盏、地毯；
展位高为2.5m；

除上述标展配置外, 展位升高为3.5m,增配一套洽谈桌，送3块升高部位的广告画
面。（可参照效果图）

除上述标展配置外, 展位升高为3.5m,增配一套洽谈桌，送3块升高部位的广告画
面。（可参照效果图）

楣板字一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5A插座一个（限500W内），射灯二盏、9㎡地
毯、洽谈桌一套；

楣板字一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洽谈桌一套，5A插座一个（限500W内），射灯二
盏，9㎡地毯，垃圾桶一个，赠送部分图片广告位，展位高为3.5m 。

仅提供对应展出场地；无任何配置，自行搭建。

仅提供对应展出场地；无任何配置，自行搭建。

内
资
企
业

展位划分 规  格 费   用 配 置 说 明

外
资
企
业

特装光地（36平米起租）豪华展位 3x3 m（双开口）豪华展位 3x3 m（单开口）标准展位 3x3 m  （双开口）标准展位 3x3 m  （单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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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Room 904,Cell 4,Building 1,No 69, China   Post Code:100123
Tel: 86+10-85785035/36/37/38
Mbe：86+10-15221071714 （Mr Wang）
Fax: 86-10-85841055
Web: www.yaok.cn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世博威（上海）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69号财满街1-4-904           
邮 编：100123
电 话：+86-10-85785006/07
手 机：+86-15221071714 [王总监]（同微信）
网 址：www.yaok.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