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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博览会

China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Ma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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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展会回顾

为何参展
与第30届广州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齐聚业界精英、顶级大咖、网红达人

助力超人气盛会

针对35万数据库进行短信、电邮及电话定向邀约，为您网罗大量国内月子会所、产后修

复中心、品牌连锁加盟商、母婴连锁、美容院、医院等专业买家

300+专业媒体及100+大众媒体多渠道密集推广，让您的产品得到广泛传播

与特邀VIP买家团体、协会进行一对一精准商务洽谈，助您精准、高效促成订单

20+场高端论坛及活动大赛，对话业内权威精英大咖，全面洞悉行业前沿

观众区域分布

华南   70%

华东   8%

华北   7%

华中   5%

港澳台 3%

东北   3%

西南   2%

西北   1%

海外   1%

观众行业性质

养生美容中/中医馆   22% 

月子中心/产康中心   18%

医院/医生   14%

母婴连锁/品牌加盟店   10%

代理商/经销商/批发商  10%

生产厂家   7%

药店    6%

健康管理/体检中心   5%

电商/微商   3%

其他   3%

零售终端/专卖店   2%

市场前景

近年来，受我国人口出生率变动、消费水平升级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崛起等一系列因素

的影响，中国母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加强孕前孕产期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推进婴幼儿照护

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高保育保教质量和水平。在经济、政策等多重利好的加

持下，中国母婴市场进一步扩大。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母婴市场规模

达到4.09万亿元，预计2021年我国母婴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776万亿元，2024

年将达7.63万亿元。



VIP买家团

（以上为历届部分参展品牌）

部分知名品牌



买家类别

展品范围

贸易观众

全国月子会所、产后康复机构、妇产

医院、妇幼保健院、0-3岁早教机

构、家政服务机构、全国母婴产品的

批发商、代理商、经销商、全国母婴

连锁店、营养保健产品、母婴用品商

等

行业观众

母 婴 服 务 研 究 会 、 各 级 妇 幼 协

会、营养协会、母婴协会等主管领

导、专家、企业高层、孕育期/产后营

养师、心理咨询师、护理师、育婴

师、婴儿健康指导师、催乳师、设计

师等

政府及媒体嘉宾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领事馆、专家学

者及社会知名人士、母婴行业媒体

人、电视台、自媒体、报刊等

普通观众

孕产妇、时尚辣妈人群、新晋父母、

网红、主播、高级管理及个体家庭采

购等

产后康复设备及用品

孕产妇服务

婴幼儿服务

孕产妇护理及婴幼儿产品

营养健康食品

生殖健康

技术服务商

盆底康复治疗仪，产后康复治疗仪，母乳分析仪，盆

底修复器，盆底肌治疗探头，妊娠纹修复产品，祛产

后修复霜等

优生备孕产品，孕期检测产品，月子会所品牌商及连

锁加盟品牌，产后康复品牌商及连锁加盟品牌，孕妈

妈瑜伽机构等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婴幼儿检测，乳糖不耐受，托育

中心，早教中心，摄影机构，游乐加盟等

孕妇专用护肤品，乳腺保健，健康洗护用品，药浴，

中医护理，婴儿功能性纸尿裤，功能性服饰等

产中产后滋补品，月子餐，保健营养品，维生素滴

剂，益生菌，奶粉，健康零食，辅食等

私密护理，辅助生殖相关仪器设备、软件平台和消耗

品的生产商、品牌商等

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产后康复管理软件、

平台及营销解决方案，月子会所专业管理系统，人才

培养，创业平台机构等



同期活动

本论坛由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主办，广东省泌尿

生殖协会盆地分会承办，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

广州）有限公司、《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杂

志社、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协

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景祥盆底（广

东）医学研究院为支持单位。论坛以“关爱妇幼

健康，关注盆底康复”为主题，力邀国内权威专

家、知名学者、行业资深人士、行业媒体等共同参与的一次行业盛会。

粤港澳大湾区妇幼健康与盆底康复领航者论坛

第四届燕窝文化学术交流高峰论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重大决策部署，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促进民间

中医药工作者多层次、多学科交流。挖掘保护民间中医药

特色诊疗技术，推广各种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中医技法，

充分发挥民间中医积极作用，扩展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

满足群众中医药服务需求，凝聚民间中医药专家力量，树立学术自信、文化自信，推进民间中医

药事业传承与创新发展。由广东省民间传统中医药学研究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医外治法大会”、

“中医资源对接会”、“省民间中医药学会 年会”将在展会现场召开。

研讨会由中国药文化研究会燕窝分会、燕窝产业国际联盟、

注册认证燕窝诚信联盟组织，云集200多位国内外燕窝行

业从业者，共同深入探讨合法燕窝市场的最新政策及发展

趋势，并进一步讨论如何保障燕窝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合法

权益。

《第四届中医外治法大会》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振兴发展中医药的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及健康

中国战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按照市

场化、专业化、高端化、国际化要求，结合国内外微量元素产业发展现状及微量元素产业发展实

际，通过此次峰会展现微量元素科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推进微量元素科学产业、科研与应用，

完善微量元素科学学术传承体系，带动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产业发展壮大。为企业、科研机构、

行业协会、政府部门之间提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平台，增进“政、产、研、学、融”横向

跨界交流。

2020中国微量元素科学峰会



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25-27号银燕大厦202单元  

网站：mch.ihe-china.com

邮箱：Info@ihe-china.com

传真：020-88527871

电话：020-88521856     

联系我们

广告价格

特装展位价格（光地）

国内企业：RMB1100/m²
海外企业：USD 330/m²

标准展位价格(9m²/个)
国内企业

双开口：RMB12100/个

单开口：RMB11000/个

海外企业

双开口：USD2750/个

单开口：USD2500/个 

标准展位配置：
3mX3mX2.5m(H)

2组/1组标准楣板

2支日光灯

1张铝合金咨询台

2把折叠椅

豪华展位价格(9m²/个)

国内企业

双开口：RMB16500/个

单开口：RMB15000/个

海外企业

双开口：USD3968/个

单开口：USD3608/个

光地36m²起租
光地无任何配置，另需缴纳施工管理费和
电费

豪华展位配置：
3mX3mX3.5m(H)
2套/1套楣板
6支/4支射灯
1个展示柜
1张铝合金咨询台
1张铝合金方桌

展位类型、价格和配置

4把黑皮椅
3套/2套上、下侧板
1个电源插座
（220V限500W内）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1个电源插座
（220V限500W内）

2面/3面围板
1个纸篓
地毯

*实际配置以展会合同为准

封底

封面

扉页

封二

封三

彩页内页

彩色内页指定版面

28000元

20000元

13000元

12000元

12000元

6000元/P

7000元/P

参展证件

参观证件

手提礼品袋单面广告 

派发门票

VIP观众邀请函封底广告

证件挂绳广告

参展企业

非参展企业

10000元/场（30分钟）

20000元/场（30分钟）

30000元/馆

50000元

20000元/2000个

5000元/10000张

10000元/10000张

30000元

(论坛、活动及产品评选赞助详情敬请与我们联系)

指定时段需加收5000元

会刊广告 其他广告

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