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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00多家合作单位和行业专家



干细胞治疗已经成为了现代医疗的新趋势。根据海外市场咨询

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全球干细胞市值约为99.4亿美

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82.89亿美元，未来7年的复合年

增长率为9.1%。在新兴市场消费的推动下，全球干细胞疗法

研究市场将出现强劲增长，与过去5年相比，未来5年将出现

更多的增长机会。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蓬勃发展，人类对生命质量和预期寿命也有了更高的期望。拥有一个健康、幸福、快乐的生命周期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细胞治疗是近几年兴起的疾病治疗新技术，二十一世纪将是细胞治疗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时代。2022广州国际细胞与健康产业大会暨大湾区首届

衰老干预大会，将于2022年12月6日-8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以“健康中国，福佑全球”为主题，以“展示成果、推动交流、促进贸易

”为办展宗旨，深度探讨干细胞技术和临床转化、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细胞与瘤治疗等话题，运用“学术会议+展览”的新模式，促进多学科交

叉融合，推动细胞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组委会精心为您搭建优质合作平台，诚邀您相聚广州，共襄盛会！

市场前景

展会介绍

为何参展

2022预估数据

宣传优势：3天展示，365

天不间断推广。展会通过

数十家专业媒体深入报道

，协会自媒体精准营销，

线上线下软硬结合，展会

讯息和展会动态在展前、

展中、展后全方位有效发

布，全方位多渠道宣传，

最大化确保展商品牌曝光

度和参展受益。

强大的整合营销平台与

服务：专业会展服务机

构，将做好展前、展期

及展中,以点对点、深

对接、促实效的高端办

会宗旨，邀请专业的买

家组织计划和针对性的

市场推广，众多媒体的

宣传支持和VIP买家接

待服务的加持,保证买

家的质与量。

平台优势：与第31届广州

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IHE China2022）同期举

办，主办方累计与上万余

家国际知名医院和医疗服

务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服务和影响全国各

地家庭及医疗服务中介数

百万人，在搭建参展商与B

端及C端观众的联系上具有

丰富的资源和成功经验。

专业和实力买家：精准医

学/生命科学领域行业的终

端客户，医院、科研院校

的负责人、专家学者，有

明确的购买意向，他们代

表了各自行业领域的新发

展动向和需求，是参展商

发布新产品、推广新技术

的最佳平台！展前线上进

行意向配对，展期线下洽

谈合作促成交易订单。

60,000
人次专业观众

50,000
平方展览面积

1,000+
家展览企业



全国各省卫健委负责人、卫生与疾控中心、医学专家、健康科研单位、医学检验所、医学院校、科研院校、生物医药公司等； 

研究与应用的制药企业、研发公司、技术服务代理商及投资机构、临床医生等； 

细胞存储与治疗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企业、设备服务商、技术与设备仪器提供商、IT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等； 

基因治疗、基因编辑、基因测序、基因检测公司、生物技术公司研发人员等技术人员、研发总监等；  

细胞治疗与再生医学领域、干细胞技术和临床转化领域、细胞与肿瘤精准医疗领域专家及学者专家、临床研究人员、从业医师、研究生以

及细胞治疗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医疗用品科研人员与厂商等；

国内外医药领域投资机构、医药创新与投资机构、招商局、投资孵化机构、咨询与培训机构、银行、律师、知识产权、证券公司等。

人类社会正在迎来新的变局，这个大变局是由日新月异科技创新推动的，尤其是以生命科技为代表的新技术进步，将对人类

社会、政治与经济产生巨大深刻影响。2022广州国际细胞与健康产业大会将于12月6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全方位落

实生命科学发展细则，特邀顶尖学术专家、企业领袖剖析产业未来，深度解读产业链上下游前瞻议题、分享国际权威资讯和

观点，布局生命科学大市场。

同期活动

展品分类

参会对象

2022广州国际细胞与健康产业大会

本届大会以提升人类生命健康质量为己任，汇聚全球前沿抗衰科技及专家学者力量，在大健康领域不断探索更科学的解决方

案。会议将在线上举办，如疫情不影响会安排线下中国·广州·广交会展馆观看，为抢占抗衰老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全球

竞争新优势，也为促进各地产业协同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谋福利。

2022大湾区首届衰老干预大会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大变局，21世纪是人类社会大变局。BT(生命科学)与IT(信息技术)之间相互融合，将会彻底改变人类

对生命的认知和生命的存在方式。这个大变局是由日新月异科技创新推动的，尤其是以生命科技为代表的新技术进步，

将对人类社会、政治与经济产生巨大深刻影响。粤港澳大湾区高度重视发展生命科学产业，一直把生命科学产业作为经

济引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先后出台了产业发展规划，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此

，将在2022年12月6日下午13:30举办“2021-2022大湾区生命科学产业年度论坛”，让我们携手推动产业发展！

2021-2022大湾区生命科学产业年度论坛

生物信息及生物技术

智慧医疗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平台

及服务

生化分析仪器及

实验室装备

医药研发、生物制药、基因检测、诊断试剂、生物技术等新研究成果、细胞缓解、干细胞缓解、基因缓解等生物缓解技

术；再生医学、抗体工程、细胞工程、感染诊断技术、研发与生产、海洋生物医药等。

生物医药数字化营销系统、医疗临床大数据、医药大数据、大数据云端、医疗大数据云存储、生物技术分析系统、医疗

机器人、可穿戴医疗设备、互联网+慢病服务、5G健康服务应用、移动医疗设备、大数据云端、互联网医疗平台、数字

化健康管理设备等。

大健康产业园、生命科学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药物临床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生物医药

投资机构、医药实验室设备及耗材、孵化器、创新中心、生物加速器、创新载体、实验中心、国内外医药领域投资机

构、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技术转移与注册服务、医药B2B、B2C、O2O等电商平台、医药/医疗智能服务、医药互联网信

息技术服务等。

生化分离分析仪器、细胞生物学仪器、临床检验仪器设备、实验室建设与安全供应商、实验室通用设备、实验室仪器设

备、试剂/耗材及配件、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与诊断机构、实验室规划与设计、实验室环境与生物安全、实验室设备及管

理信息系统等。



拟300人左右。参会成员来自生命科学行业：1）基因与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基因检测、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细胞抗衰老等；2）医药

；3）医疗信息技术：医疗大数据、智能医疗、医疗 3D 打印等；4）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健康管理、医疗美容、出境医疗与全球康养、私人订

制、辅助生殖、早癌筛查、重症与癌症治疗等。

2022广州国际细胞与健康产业大会暨大湾区首届衰老干预大会

会议规模

行业把脉：以广阔的视角从全产业链出发，深度了解生命科学发展趋势，抓住产业风口机遇，挖掘行业市场潜力。

深度对话：倾听行业先锋分享产业热点、科研创意，把握生命科学发展风向，打造生命科学集群。

领先趋势：全方位落实生命科学发展细则，特邀顶尖学术专家、企业领袖剖析产业未来，深度解读产业链上下游前瞻议题、分享国际权威

资讯和观点，布局生命科学大市场。

资源积累：汇集政府高层、科研院所专家、业内领军企业高管、行业协会等业内代表齐聚一堂，建立政商两界的纽带和桥梁。

品牌曝光：生命科学行业协会将运用国内外全方位媒体资源对优秀项目及成果提供专访报道机会。有效助力企业拓展品牌和影响力，捕捉

更多市场机会。

会议亮点

会议内容

主会场：细胞大会      2022 年 12月6日下午

签到

开幕式——主办方致辞

主题演讲（一）

细胞治疗与基因治疗的创新应用前景

从细胞方面进行自身免疫力的管理及提升

如何加速细胞治疗产业化进程

主题演讲（二）
干细胞外泌体技术与应用

干细胞在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治疗与研究

待定

抽奖环节（二） 奖品：细胞服务、基因服务、商城代金券等生命科学产品与服务

会议结束、合影留念

抽奖环节（一） 奖品：细胞服务、基因服务、商城代金券等生命科学产品与服务

公布

2021-2022生命科学行业年度优秀企业

2022届十佳优秀细胞企业专家评选

2022届十佳细胞行业优秀进步企业

规则：企业或个人投稿，专家评选



2022年12月7日 下午

签到

2022 年12月8日 企业参观

企业：待定……

领导致辞

主题演讲：认识自己

第一轮抽奖（检测类产品）

2022 年 12月7日上午

签到

领导致辞

主题演讲：产业分析

仪式

抽奖（衰老干预服务或产品）

结束并合影

宴会

结束并合影

宴会

主办方致辞

领导致辞

特邀嘉宾致辞

成立仪式

演讲题目：抗衰老行业细分赛道的选择与突破

演讲题目：国际干细胞抗衰老产业分析

演讲题目：端粒基因与长寿和疾病的关系

演讲题目：长寿基因片段与分析

圆桌会议：抗衰老产业研讨会

主题演讲

演讲题目：关于菌群移植与衰老及相关疾病的研究与应用

演讲题目：基于NAD+血液检测的抗衰老方案

演讲题目：皮肤基因检测与解读

演讲题目：抗衰老的整体解决方案

演讲题目：生物节律与延缓衰老

演讲题目：待定

演讲题目：细胞甲基化与年龄的关系

演讲题目：肿瘤易感基因检测与预防

演讲题目：细胞免疫水平检测

主题演讲：衰老干预
演讲题目：免疫细胞衰老与加速全身衰老

演讲题目：表观遗传学和细胞基因重编程技术

圆桌会议：抗衰老的整体解决方案研讨与补充

仪式

第二轮抽奖（衰老干预服务或产品）

产品合作签约仪式

注：以上议程仅供参考，详细议程根据嘉宾时间将会更新，敬请关注



展位类型、价格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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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把黑皮椅

3套/2套灯箱（上、下侧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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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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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Info@ihe-china.com

网站：www.ihe-china.com

传真：020-88527871

电话：020-88521856 

封面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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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