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IE·世博威健博会
中国中医药健康养生博览会
To

TO: 展会负责人

From：田振先生 13691567172

2021 第 29 届健博会暨第七届中国中医药健康养生博览会
时间：2021 年 10 月 27 日-29 日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主办单位：
中国中药协会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中关村健康服务产业促进会
协办单位：
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
中国中药协会艾草专业委员会
组织单位：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www.yaoexpo.com
展会介绍：
2021 第七届（北京）中国中医药健康养生博览会，10 月 27 日-29 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
馆），含概：中医药健康养生、高端滋补品、燕窝、滋补品 OEM 代工类、名贵中药材、药食同源产品、艾灸
制品、中医养生馆、中医诊疗+互联网 AI 人工智能、中医教育培训机构、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包装制
药设备类等。预计展出面积：4 万平米 展位：1000 个，展商：900 家，观众：4-6 万人次。
“中医药健康养生展览会”是“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始办于 2003 非典”之年，简称“CIHIE·世博威健博会”,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了 28 届。由中国中医药信息学
会、中国中药协会、中关村健康服务产业促进会和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联袂主办。历经 18 年的不懈努力,CIHIE·世
博威健博会从当初的 80 个展位发展到现在的 1800 余个展位;展会规模由原来的 2000 平方发展到现今的 50000
平方;展商数量由原来的 60 多家发展到现在的 1200 多家,参与国别由单一的中国发展到现在的全球 26 个;观众
数量由原来的 2000 人次发展到现在的 74262 人次;已連续多年被评定为“全国重点引导支持展会”。
上届回顾：
2019CIHIE 第 25 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暨第四届中医药健康养生展览会，2019 年 4 月 17-19 日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1-8 号馆展出，本次展会共设 1500 个展位，参展企业 1276 家，展出面积近 5 万平
米，国外参展商共有来自 5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253 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占 16.4%；35 个最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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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 47 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占 1.0%。吸引到了中国农垦、汇源、仁和集团、艾兰得、玉林制药、宛西制
药、中粮、北大荒、鸿茅药业、北控健康、寿仙谷等知名企业参展，开展期间参观人次 74262、150 家采购商 12
家国内外展团，现场不完全统计显示意向交易额突破 1.5 亿元，会后间接累计签约额超过 2.7 亿元。展会期间，
展馆内共举办 10 场配套活动。共接待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及 5 个国际组织的境外（含港澳台）参观团十多
个，包括日本、韩国、乌克兰、印度、塞拉利昂等。
组委会表示，参展国别、范围、展位面积、企业数量、企业质量、采购商规模、嘉宾人数都超出预期。
下一届的筹办工作将着力在“高规格、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高成效”这五个“高”上下功夫，为持续打
造“国际一流博览会”而努力。
平台优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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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台。
2、成功举办了 28 届健康产业博览会和八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以展促会，以会带展 ;
3、年展出面积 8 万余平方米，服务国内外 1500 多家参展企业，专业买家及观众 7 万余人次；
4、北京，上海，成都三站巡展，独占鳌头引爆全国市场制高点 ;
5、累计展出总面积达 65 万平方米，打造健康产业行业品牌盛宴 ;
6、服务来自近 60 个国家及地区近 15000 多家展商，因为专业所以信任 ;
7、累计总观众人次超过 110 万，庞大观众数据库就是商机库 ;
8、累计意向贸易近 500 亿，切实为企业谋取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资源优势，打造健康盛会
1、数据资源
世博威·健博会历经 18 年的沉淀，建立了近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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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端专家及社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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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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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介矩阵宣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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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展日程安排：
特装光地布展时间：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26 日

上午 8:00 至下午 5:00

标准展位布展时间： 2021 年 10 月 26 日

上午 8:00 至晚上 21:00

展览时间：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

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撤展时间：

2021 年 10 月 29 日

下午 2:00 至晚上 21:00

专业买家组织渠道（专业客服电话邀请客户回传采购清单）
参观方式：展会现场扫描二维码，注册信息获取电子参观卷，换取参观证，免费入场参观！
1、有实力、有信誉、有销售网络的行业经销商、代理商、加盟商；
2、药店、商超、中医馆、健康产品专卖店、康复器械专卖店、馆、老年用品店、养老院、疗养院、健身房、
干休所、美容院、化妆品店、家居店、小家电专卖店、日化用品店、礼品公司、洗发养发机构、健康体检管理
机构、私人、KTV 等。
3、新零售、电子商务、网上商城、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苏宁易购、抖音线上直播、电视购物、等线
上平台。
4、中医院、中医诊所、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专科、中医学院和专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驻华采购商、驻华大、进出口贸易公司、行业协会、协会组织、卫生管理、部门管理机构、医药商业集团
等；
关于参展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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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质量经过检测机构检测符合相关。
2、确定参展后与组委会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认真填写《参展合同》加盖公章同《营业执照》传真或者扫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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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品范围：
1、滋补养生产品：燕窝、石斛、冬虫夏草、阿胶、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三七、蜂蜜、灵芝、金线莲、杜
仲、海参、鹿茸、雪蛤油、红景天、肉苁蓉、枸杞、藏红花等等，食疗药膳产品、药食同源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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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燕窝产品：进口燕窝、干制燕窝、即食燕窝、燕窝饮品、燕窝药膳、燕窝深加工产品、燕窝配套包装品等；
燕窝衍生及系列产品：燕窝糕点、燕窝化妆品、燕窝阿胶等产品；
3、道地药材与产业、中药 otc、中华老字号、中药营养保健食品、中药提取物、中药保健品、新资源食品、食
疗药膳产品、中药美容瘦身产品、特医食品、中药饮品、中药日化品、中药饮片、滋补养生中药材、名贵药材、
药食同源产品、民族特色药物等
4、中医诊疗+互联网：中医 AI 机器人、中医诊断云系统、中医智慧诊断 APP、中医健康体检、云计算、移动
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发智能化中医健康服务产品、中医健康识别系统、智能中医体检系统、经络健康
辨识仪、便携式健康数据采集设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和智能硬件类等。
5、中医健康管理：中医健康风险评估、风险干预、中医健康监测、养生调理、健康管理等
6、中医馆，养生馆类：中医经络养生馆、艾灸馆、中医减肥馆、药浴养生馆、康复理疗中心等。
7、中医诊疗仪器：中医治疗器械、中医保健器械、各种中医器具、中医康复器械、中医理疗器械、中医养生
器械、中医护理器械、中药房用器械及设备、中药膏贴、等。
8、艾草制品及艾灸仪器设备：艾条系列、艾柱系列、艾贴系列、艾泥膏和艾药包、无烟类艾制品、艾草日化
洗护用品、多功能艾灸仪、艾灸智能设备、艾灸除烟设备等各种艾灸仪器设备及辅助产品；
9、中医药设备、包装和服务类：洗涤机、切药机、粉碎机、干燥机、灭菌设备、袋装包装机、制丸机、制粒
机、煎药机、提取、浓缩机、检测设备、检测机构、品牌设计策划机构、中医教育培训机构等;
10、中医药特色小镇、康养田园、中医药健康特色旅游小镇等。
同期活动（拟）：
1. 中医药医疗养生器材产业发展交流会 2. 灵芝养生科普课堂暨企业产品推介
3. 枸杞养生科普课堂暨企业产品推介

4. 芳香中药调理科普讲堂 5. 艾草灸疗科普讲座

联系方式：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 69 号（财满街）1-4-904 室

邮编：100123

电 话：010-85754970

Q Q: 421267652

传 真：010-85841055

邮箱：421267652@qq.com

联系人：田振经理
手 机：13691567172 （同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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