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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办单位

     大健康领域头部展会
8万平方米展出面积

暨2021健康中国品牌文化论坛
2021 Health China Brand and Culture Forum

第31届中国（广州）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The 31   China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Health Industry Expost



       中国（广州）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简称健博会）始创于200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现卫健委）和商务

部批准的第一个大健康产业领域的国际性专业展会，奉行“展览展示、合作交流、凝智聚诚、交易共赢”的宗旨，已发

展成为权威专业的大健康行业平台。

       第31届健博会由广东省现代健康产业研究院和广东省营养健康产业协会主办，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独家承

办，将于2021年12月2-4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欢迎各省市代表团、相关企业、科研院所、产业机构及

服务商报名参展参观。

       健博会将秉承过去30届展会的积淀，凭借完整的展出题材、高端的合作架构、广泛的行业影响力，充分展示业

界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趋势，为各方搭建一个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平台，塑造大健康产业的大未来。

大健康产业大势

展会介绍

展会基本数据

        随着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的持续落实推进，小康社会已全面

建成，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大健康行业

正经历颠覆性的转型。

       国家提出，到2021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打造一批知名

品牌和良性循环的健康服务产业集群，并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需求，健康

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展会面积  参展企业  观众   同期高端会议

往届达成 50000㎡ 983家 229289人次 30场

31届计划 80000㎡ 1300+家 250000+人次 3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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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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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博会在国内率先提出“大健康”概念，

历经19年30届沉淀，累计展览面积160万㎡，

客 户 40000+，专 业 观 众 3000000+，是 权

威、专业的大健康行业平台。

二 众多政府机构、专业协会、商会助力发展

       健博会同场举办30+场高端论坛、专题会

议、供需对接会、招商推介会和行业评奖活

动，行业精英汇聚一堂。

       携手逾百家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合作伙

伴，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实现合作共赢。

三 专业专注的承办机构

五 专业持久的宣传推广一 大健康领域的头部展会

六 精准的观众组织和客商邀约

      健博会承办方智展公司专注会展行业逾

20年，UFI 成员，广东会议展览业协会和广东

会展组展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十佳品牌

组展商。健博会项目组为40余人组成的强大专

业团队，具有丰富的展会策划、组织及现场服

务经验。

       建立超100万条优质专业买家数据库，设立采购

商联盟大会，打造产销新渠道，链接各方资源。一对

一电话邀约重点采购商，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全国各

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专业及普通观众超过10万人次参加

展会。 

四 高端的论坛、会议、评奖活动

      展会主办方为服务行业多年的业内权威机构，展

会唯一承办方为行业内知名的展览组织机构，本次展

会将采取创新、立体的宣传推广方式，将大众媒体、

专业媒体、行业网站、新媒体（公众号、视频平台、

直播平台）等充分结合，做到行业内人人尽知，个个

参与。

1.行业专业媒体：包括健康时报、家庭医生在线、人

人健康、中国健康网、中国食品安全网等300余家媒

体广泛报道。

2.大众媒体：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腾

讯、新浪、网易等400家权威媒体参与展前、展中和

展后报道。

3.新媒体：抖音、快手、B站等多家视频平台矩阵联

动传播。

4.线上直播：展会特定直播间-展前预热直播，展会

期间全程图片+视频直播，360度全方位展示宣传企

业、展品。



       健康中国品牌文化论坛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和健康时报联合主办，是大健康行业影响最大、质量最高、权威性

最强的会议之一。第31届健博会将同期举办2021健康中国品牌文化论坛，包括系列论坛峰会、专场推介会、采购商

大会等文化活动。8个分论坛围绕“健康中国”展开不同应用领域和层次的讨论，也为有组织能力的企业提供宣传舞台。

  八大平行论坛如下

政府及园区类

2021年投资环境最佳城市

2021年优秀大健康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2021年优秀健康农业产业园

2021年优秀大健康生物医药科技园

2021年优秀康养文旅示范小镇 

机构企业类

2021年最佳公立医院10强

2021年推荐三甲整形医院10强

2021年地市/县级公立医院50强

2021年健康管理卓越服务机构

2021年康复养老优秀服务机构

2021年度医疗器械卓越企业

2021年度大健康产业品牌引领企业

2021年度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2021年度诚信标杆示范企业

2021年度公众信赖品牌

2021年度"大健康行业"最佳推广媒体奖 

产品类

2021年消费者最信赖营养食品

2021年消费者最信赖高端滋补品

2021年度消费者最信赖健康睡眠产品

2021年消费者最信赖“健康水”

2021年最受妈妈欢迎婴幼儿配方食品

2021年度消费者最信赖特殊医学用途食品

2021年度消费者最信赖特殊功能食品

2021年度消费者最信赖保健用品

2021年度先进康复医疗设备

2021年度创新中医中药产品

人物类

2021年大健康产业优秀科技工作者

2021年度大健康产业风云人物

2021年度大健康产业锐创企业家 

奖项设置类别

  健康中国品牌文化论坛及平行论坛

2021 大健康产业奥斯卡评选及颁奖典礼

全球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暨中外院士科技创新论坛

全球生物医学精准医疗创新论坛

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合作与发展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国家大健康产业合作交流大会

全球特殊医疗用途配方食品潜力发展论坛

全球大健康产业投融资暨项目路演对接会

全球大健康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论坛

中国大健康产业园（区）创新发展论坛暨大健康
工业4.0 建设研讨会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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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大健康产业“奥斯卡”年度系列榜单以媒体立场、社会责任、健康促进为宗旨，邀请

相关领域的政策专家、科研院所、专业协会等专家学者，组成2021健康中国品牌文化论坛榜

单顾问委员会，经名单征集→专业咨询→网络投票→榜单确定→榜单发布（2021年12月3日）

等五个主要环节，权威、客观地展示健康中国推进的新突破、新成果、新形象。 由政府有关部

门领导、专家、嘉宾、媒体向获奖单位颁奖，并由组委会统一向社会推广、分享其先进管理经

验和方法，不断改革创新，创造更具特色的质量管理新模式、新方法、新经验。



十大专题展区及专题展览

展馆介绍

       保利世贸博览馆紧邻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览馆，

展出面积超过9万㎡，位于广州琶洲会展区的核心位置，地铁

琶洲站直通展馆报到处，出租车也可直达展馆报到大厅，交

通便利性为琶洲会展区各展馆之最。

       展馆内部结构合理，会议、餐饮设施完善、便利，安全保

卫管理严谨、周到，是商务会展首选场馆。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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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健康领域知名品牌、上市企业

等。

国外境外展团，世界各国家地区生物医

药、保健食品、保健器材等。

生物生命科技、基因检测、医疗检测系统、生

物制药、氢健康科技等。

大健康品牌企业展区

生物科技展区

政府组团的大健康产业园/区、康养文旅服务

业、乡村振兴类的推广对接项目。

政府组团及大健康园区展区

防护服、护目镜、红外测温仪、消毒

液、医疗器械、医养健康等。

公共卫生及医疗健康展区
智能穿戴产品，智能健康器械，智能餐具、智

能家居系统，安防监测系统等。

智能穿戴及智能健康产品

健康穿戴、健康睡眠医疗产品、健康呼

吸产品、眼保健产品、护眼设备及仪

器、美容养颜抗衰老设备等健康、保健

用品设备。

保健用品展区
道地药材、中药饮片、艾产品、中药保健品、

中药滋补品、养生器械、营养药膳食疗、中医

院/馆、中医针灸治疗、营养师培训机构、中医

人 才 培 训 学 校 、 原 生 药 材 种 植 及 生 产 加 工 基

地、养生理疗服务及技术加盟连锁、养生慢病

管理等。

中医养生展区

药食同源产品、功能性食品、有机生态

农产品、营养保健品、营养配餐、素食

产品、跨境电商进口食品、直播带货平

台、营养健康原料等。

绿色健康食品展区

老龄辅助器具、老年生活用品、护理辅具及用

品、康复设备及治疗、养老智能化、养老机构

及管理咨询公司，康复医疗机构，生活护理产

品及技术。

养老服务及辅助用品展区

国际展区



往届参展单位评价

       把大健康作为铜仁的支柱产业来发展，

来推动铜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融创大健康连续四届参加健博会，今年

这一届效果最好，人气最旺，品质最高。通

过本次展会，见证了融创大健康在健康领域

的深耕细作，并得到了丰硕的果实，融创大

健康科技集团与30多家企业达成意向合作。

       百余家企业和业内人士对沃生控股碳量

子点系列产品了解洽谈，沃生控股前沿高科

技设备及生命波产品也获得了众多来宾的好

评与赞许，赢得了众多商家的加盟与合作，

引起了媒体记者的关注和采访。

2021.12.2-4      广州  保利世贸博览馆

参加本届展会的巨大收益

一次投入，收获巨大，最佳选择。

1 本届展会参观、采购人员10万人以上，展会3天时间

内将密集直面洽谈行业内的渠道方、经销方、终端销售

方、终端用户、体验方，以及投资方、咨询方等多方机

构和人士，直接验证产品和企业的市场反响，竞争力，

一步到位解决所有痛点，现场签约、现场交易、现场成

就爆品、现场创造神话，成就奇迹！

2  参展企业将获得大健康产业平台及大健康博览会组委

会工作人员优先推荐相应的渠道商、团购企业及终端平

台。

3   本届展会获得主办方协会及研究院的优先、优惠咨

询服务。大健康展组委会将以广州为基点，组织行业企

业参加全国、全球的行业品牌展会，及创办全国健康领

域的巡回展、精品展，本届参展企业将自动成为组委会

的合作伙伴，获得全球、全国系列展会、系列活动的优

先权及优惠权。

4  参展企业优先参与展会同期举办的健康中国

品牌文化论坛及其八大平行分论坛、大健康奥

斯卡奖评选活动，与行业专家有更多接触机

会，获取一手的市场信息和权威、专业的指

导。

5  参展企业将获得行业媒体为充分采访和关

注，成为行业中的新秀。且在展会的官网、官

微、协会平台上获得更多宣传机会。

6  线下线上同步展览，组委会将启用线上展览

平台，365天全年展示参展企业和产品，让展

商获得充分的市场机会和宣传机会。

       大健康博览会让我们贵州刺梨走出大山、走出贵

州、走向世界，带动产业发展，振兴乡村，助力我们

脱贫攻坚。
贵州省工信厅副厅长   汪家强

       大健康博览会这个平台让我们东宁更好地展示自

己，让我们的产品流通全国各地，从区域走向全国市

场。
东宁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刘庆帅

       本次展会，娃哈哈悠简健康事业受到关注和热

捧，证明了娃哈哈悠简的强大实力，以及大健康产业

的巨大市场潜力。娃哈哈悠简全场人气是最棒的，每

个来的客户基本上都能成交。

娃哈哈悠简运营总经理   王振名

       健博会是我们参加过的展会中展示效果最好的。

此次参展，我们与前来参观的客户和公司进行交流、

沟通、洽谈，深入了解艾灸养生市场的产品特点和需

求，提升了公司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国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华强

铜仁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少荣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融创大健康科技集团总裁   封江涛

黑龙江沃生控股执行总裁   万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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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展位 

RMB 1380元/㎡  

光地展位36㎡起租，不含任何配置，参展商需自行或

委托设计搭建。 

RMB 13800元/9㎡ 

3面壁板(转角位为两面)、中英文楣牌制作、

洽谈桌1张、椅子2把、地毯满铺、日光灯

管2个、废纸篓1个。 

RMB 16800元/9㎡

豪华标准展位在标准展位的基础上，增加展台

造型，展台加高50cm，增配玻璃展柜。 

双开口 单开口

双开口 单开口

标准展位 

豪华标准展位

每9㎡加RMB1000元

每9㎡加RMB1000元

参展费用及服务  

绿色健康食品 中医养生 生物科技养老服务及辅助用品



主 承办单位

广东省营养健康产业协会

广东省现代健康产业研究院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

中国保健协会

广东省健康中国研究会

广东省预防医学会

广东省医院协会

广东省老年基金会

          

广东省健康教育协会

广东省医学会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

广东药科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江苏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协会

联合主办单位（拟邀请）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

支持 协办单位

组织机构

组委会联络处

指导单位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国投资协会

中国食品报

中国食品安全报

中国经营报

南方日报

广州日报

羊城晚报

南方都市报

支持媒体

信息时报

新快报

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州广播电视台

人民网

南方+

中国经济网

新浪网

腾讯网

网易

搜狐网

凤凰网

食品商务网

官方网站：www.h-expo.cn

扫码关注 

博览会官方公众号

扫码关注 扫码关注

博览会官方公众号 协会官方公众号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中国区成员，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十佳品牌组展商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金菊路15号佳兴大厦307室

电    话：020-29193588/29193589

传    真：020-29193591

地    址：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220号中辉大厦B栋三楼

广东省现代健康产业研究院

广东省营养健康产业协会

电    话：020-29193588  29193589

传    真：020-2919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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