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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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健康产业大会，以展促会，以会带展 ;
3、年展出面积5万余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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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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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第30届（北京）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2022年8月22日-24日，北京首钢会展中心（首钢园）
召开！含概：营养保健食品、健康食品及代加工类、益生菌、中医药养生、燕窝滋补品、艾灸、中医
AI（云）互联网+诊疗、中医养生馆、智慧医疗、智能可穿戴、健康管理、家庭医疗保健、视力保健康
复、健康睡眠、氢健康、智慧养老及康复、空气净化等，预计展出面积：50000平米，展位：1500个
，展商：1000-1200家，观众：6-8万人次。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始办于2003年，简称“CIHIE·健博会”,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了28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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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
公司联袂主办。历经18年的不懈努力,CIH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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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国由单一的国内发展到现在的全球26个;观众数量由原先的2000人次发展到现在的74262人次;已
连续多年被商务部评定为“全国重点引导支持展会”。

展会介绍：

平台优势：



往届参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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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CIHIE健博会，我们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和目标，那就是如何整合更多层次、更
多维度的有效资源，让所有参与者通过展会平台实现共同提升。届时将有更多健康相关品牌企业及
终端渠道资源的融入，尤其是针对终端渠道资源进行的选择优化。对于展商，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展
示自己的品牌全貌，帮助企业优化渠道资源；对于现场观众则可以快速获取更多展会信息，更快捷
地查看和提取所需资讯及展商信息，CIHIE为展商和观众带来全新层面的沟通方式，让彼此接触更
简单，更直接。而对于产业关联资源，更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行业动向，以便更好为企业服务。我们
的目标在于利用这个生态平台为企业提供业务发展的无限可能，帮助企业获得突破性的收获。全新
的CIHIE，通过符合市场变化和需求的策划，通过各种有效资源的整合，通过满足不同类别参与者
的不同需求，将展会商贸拓展、立体推广、趋势发布和信息分享等多功能密集整合，这将是一次利
用CIHIE资源自我进化，并与CIHIE彼此共生共赢的全新展会之旅。

  

 

展览时间： 
2022年8月22 - 24日（周一至周三） 
展商进馆时间：上午8:30—开馆（参展商入场）(参展商必须按时统一入馆,每个展台1个人在场，
以免发生展品丢失。)
观众进馆时间：上午 9:00—下午16:30为观众参观时间。

参展商报到时间： 
时间：2022年8月21日 (9:00—17:00)
地址：北京首钢会展中心（首钢园南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68号)
位置：北京首钢会展中心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68号（首钢园南门）
“世博威·健博会 ”报到处，签到和办理进馆布展手续及领取参展证件。 
展商需携带《展商报到回执表》和本人名片前往窗口办理。

参展商布展时间：
特装展位施工时间：2022年8月20日-21日（9:00—17:00）

普通展位布展时间：2022年8月21日（9:00—17:00）
撤展时间：
2022年8月24日下午14:00开始撤展，晚21:00前必须完成。

展会定位：

与我们一起共享大健康财富蓝海商机！ 网站: www.jianbohui.net   

展会日程：



展品范围
营养保健食品、健康食品及 OEM代工类:

A、营养保健食品类；B、功能性食品/饮料类；C、膳食补充剂；D、酵素/益生菌类；
E、三高食品、特医食品；F、燕窝高端滋补品类；G、生物肽产品；H、健康天然原料类；
I、运动营养品；J、保健品包装类；K、健康服务类；L、保健食品跨境电商类；

中医药健康养生、燕窝滋补品、中医AI(云）诊疗、艾灸类:

A、中医药类；B、中药饮片类；C、道地药材与产业；D、中成药类；E、滋补养生中药材类；
F、中药配套产业类；G、中医艾灸类；H、中医诊疗设备+互联网类；I、 传统中医理疗产品；
J、中医养生健康服务类K、中医药健康养生特色小镇、旅游小镇；L、中医药制药设备及包装；

智慧医疗 智能可穿戴设备 健康管理 家庭医疗保健 健康睡眠 智慧养老:

A、健康诊疗移动医疗设备技术展区；B、可穿戴医疗设备技术类；C、健康管理、基因检测、
服务设备技术类；D、智能医疗诊疗设备类；E、智能康复养老理疗产品类；F、家用理疗康复
保健产品类；G、智能器械系统软件设备类；H、健康睡眠配套产品；I、 眼保健及护眼产品系列；
J、家用理疗养老养生用品服务类；K、居家健康及空气净化类产品及技术；L、医疗康复机器人系列；

眼健康及视力保健康复护理类:

A、近视治疗仪(自动远化镜);弱视治疗仪(视力优化仪); B、眼部按摩仪;眼罩;护眼仪; 
C、艾灸眼贴;叶黄素保健产品;  D、护眼学习用品(学习桌、台灯、防近视笔等); E、斜弱视训
练软件; F、护眼冲剂;滴眼液;护眼喷剂; G、近视眼康复带;  I、ACCC/OK角膜矫形、光学治疗、
针灸眼健康体检仪器; J、眼健康管理机构、眼健康管理系统等。

睡眠健康类：

A、睡眠保健：助眠胶囊、酵素、酸枣仁饮品、褪黑素片、助眠精油、助眠香薰等睡眠保健产品； 
B、睡眠医疗：呼吸机、睡眠仪、经颅脑电刺激仪、止鼾器等睡眠医疗和保健产品；
C、睡眠科技：睡眠监测、伴睡、唤醒、呼吸改善等睡眠科技类智能产品；
D、睡眠家居：床垫、枕头、被褥、家纺等睡眠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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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流程

报名参展单位应具备生产

和经营有效期内的《营业

执照》及参展展品相关的

合法批准文件等。并将以

上资质扫描件提交组委会

做资质预审核。

审 核 通 过 后 ， 企 业 提 交
《 参 展 申 请 及 合 约 表 》
（申请表需明确填写所需
展位类型大小及预期展位
位置），加盖公章后扫描
传 真 或 邮 件 至 大 会 组 委
会。组委会收到参展申请
及合约后3日内给予展位预
定回复，并将成功预留的
展位申请及合约表盖章回
传至参展申请企业。

申请企业收到组委会回复

的预定合约后，需在5个工

作日内将预定展位费用的

50%汇入大会组委会指定

银行账户。逾期支付预定

展位将被取消。组委会将

秉承：先申请、先付款、

先确认的展位分配原则。

组委会收到申请参展企业

交付的预定展位费用后，3

个工作日内给予出具正式

参展展位确认书。 



A、营养健康产品：养生、滋补品、营养素、特医食品、营养补充剂、运动营养品、功能性产

品、高端乳制品、花粉产品、蜂产品、人参产品、鱼油产品、酶化产品、绿藻产品、胚芽产品、

叶绿素产品、芦荟产品、菌类产品、植物提取物产品等；

B、保健（功能）产品：天然产品、有机食品、增强免疫力产品、抗衰老产品、心血管病防治

产品、抗癌产品、护肝补肾产品、海洋生物制品、减增肥保健品、氨基酸、补血剂、脂肪酸、食

用纤维、DHA/EPA产品、新资源食品等；

C、酵素及酵素其他产品：酵素粉、酵素膏、酵素锭、酵素原液、天然酵素、诺丽酵素、水果

酵素、复合酵素等；酵素化妆品、酵素护肤品、酵素香皂、酵素面膜等其他洗护日化产品；

D、功能（保健）饮品：保健饮料、保健茶、保健酒、功能性水、咖啡饮品及相关饮品等；

E、美容瘦身产品：胶原蛋白、辅酶Q10、透明质酸、功能性美容瘦身产品、美容护肤用品、

天然美容产品、中草药美容产品、足疗药浴产品；

F、燕窝、高端滋补品：各种燕窝产品、人参、灵芝、鹿茸、冬虫夏草、海参、阿胶、西洋

参、花胶等；��

G、无糖食品：特膳食品、低糖饮品、乳粉、麦片、五谷杂粮制品、糖尿病保健食品；                                              

H、食疗药膳产品：食疗药膳原料及相关设备、中药材（参/茸/虫草等）、中药饮片、民族特

色药物及传统中草药、原料药及提取物等；

I、肽系列产品：各种肽原料及肽制品等；

J、保健品包装：医药保健生产设备、包装设备、喷码设备、医药包装材料等；

K、大健康产业园区、基地：各地政府大健康工业、产业园区基地，规划展示、推介、招商活

动等；

对于CIHIE健博会，我们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和目标，那就是如何整合更多层次、更

多维度的有效资源，让所有参与者通过展会平台实现共同提升。届时将有更多健康相关品牌企业及

终端渠道资源的融入，尤其是针对终端渠道资源进行的选择优化。对于展商，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展

示自己的品牌全貌，帮助企业优化渠道资源；对于现场观众则可以快速获取更多展会信息，更快捷

地查看和提取所需资讯及展商信息，CIHIE为展商和观众带来全新层面的沟通方式，让彼此接触更

简单，更直接。而对于产业关联资源，更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行业动向，以便更好为企业服务。我们

的目标在于利用这个生态平台为企业提供业务发展的无限可能，帮助企业获得突破性的收获。全新

的CIHIE，通过符合市场变化和需求的策划，通过各种有效资源的整合，通过满足不同类别参与者

的不同需求，将展会商贸拓展、立体推广、趋势发布和信息分享等多功能密集整合，这将是一次利

用CIHIE资源自我进化，并与CIHIE彼此共生共赢的全新展会之旅。

展会定位

1、有实力、有信誉、有销售网络的经销商、代理商、加盟商、微商、电商、贸易公司等；

2、药店、中医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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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店、家居店、日化用品店、洗发养发机构、健康管理机

构、私人会所等；

3、中药连锁店；礼品公司、电视购物、网络商城、贸易服务机构、礼品店、重要团购单位等；

4、中医院、中医诊所、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专科、中医学院和专科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驻华采购商、进出口贸易公司、行业协会、国资委中央企业工会系统、医疗卫生管理系

统、相关政府部门管理机构、协会组织；医药商业集团等。

专业观众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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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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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展单开 3x3m 豪华展位双开 3x3m 特装空地展位 72平米（无任何配置）豪华展位单开 3x3m 标展双开 3x3m  （加收10%角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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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楣板字一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5A插座一个（限500W内，设备用电需额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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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用电需额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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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用电需额外申请）
，射灯二盏、地毯；展位高为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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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划分 规  格 费   用 配 置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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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世博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BEIJING SHIBOWEI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CO.,LTD.

世博威（上海）展览有限公司
SHIBOWEI (SHANGHAI) EXPOSITION CO., LTD.

您推广品牌、开拓市场、建立渠道、寻求合作的不二之选平台，

请与我们一起共享大健康财富蓝海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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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754970 传真：010-85841055
联系人：田振先生 
手机13691567172同微信号  

Address: Room 904,Cell 4,Building 1,No 69, China   Post Code:100123T
el: 86+10-85754970

Fax: 86-10-85841055
Web: www.bjjianbohu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