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届广州国际
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The 29th China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Health Industry Expo

主办单位
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中国药店管理学院
中国药文化研究会燕窝分会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民族医药交流合作委员会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盆底学分会
景祥盆底（广东）医学研究院
广东省参茸协会
广州医药行业协会
燕窝产业国际联盟
广东省健康养生协会
广东省医院协会
广东省有机农业协会
21世纪药店报

协办单位
TRADEXPO
巴基斯坦医疗器械制造商协会 SIMAP
亚洲乳酸菌学会联盟 AFSLAB
中国中药协会贵细药材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医药零售行业协会
广东跨境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食品学会益生菌与乳品专业委员会
云南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山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广州市医疗行业协会
深圳市医药商业协会
珠海市医药流通行业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医药保健商会
佛山市美容行业协会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伯克利斯普林斯国际品水大赛组委会
广东省瓶装饮用水行业协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展后
报告
2020.12.06-08
广交会展馆



总面积
Exhibition Space

30,000m2

总人数
Professional buyers

24,765人

展商总数
Exhibitors

600家

在2020年这一机遇与挑战并

存的特殊时期，第29届广州

国 际 大 健 康 产 业 博 览 会

（IHE China）于12月6-8日

在广州·广交会展馆成功举

办。展会以“健康中国，福

佑全球”为主题，吸引了来

自国内外的众多领军企业参

与展出，在确保严格落实防

疫措施的同时，为观众呈现

了一场大健康行业最受期待

的年度盛宴。



参展企业
Exhibitors

参展目的
Exhibit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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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30%

发布新产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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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由于部分展商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100%



精品展区
Featured Sectors

营养品、营养补充剂、营养强化食品、运动营
养食品、康复营养、保健食品、母婴食品、健
康食品、蜂产品、功能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特殊膳食、膳食补充剂、维生素和矿
物质食品、新资源食品等；

健康营养食品

包装饮用水产品、富氢饮用水产业类、功能饮
用水及设备类、高端水的配套服务、高端进口
健康食品、健康零食、健康饮品及果汁、低脂
食品等；

高端水及高端
进口食品

中药饮片及药膳食疗、中医理疗及保健产品、
养生理疗服务及技术加盟、中医器械及设备、
养生慢病管理等；

中医药及
养生产品

食用油、营养健康高端油、大米、杂粮及主食、米
制品、粮油机械、其他机械、包装设备及材料、检
测仪器、新技术/新成果、有机食品及用品等；

健康粮油及
有机食品

产后修复设备生产商、全国连锁护理服务机构、
母婴健康护理产品、母婴营养健康食品、技术服
务商、人才培训机构等；

妇幼健康

人参、鹿茸、蜂乳、角鲨烯、海豹油、蜂蜜、蛤
士蟆、龙眼肉、海参、燕窝、阿胶、西洋参、鳖
等；

滋补品



家庭医疗器械

健康管理类、医疗旅游、康复医疗及工程设备、康复
理疗设备、康复辅助器具、运动康复设备、中医诊疗
设备、家用医疗设备等；

健康管理
/服务

家用检测类产品、家用治疗仪器、家用保健类产品
、家用护理产品、家用消毒净化类产品、家用急救
类产品、医疗智能穿戴等；

食品包装机械
食品加工机械、食品包装设备、食品饮料机械、
包装材料、配套器材、包装印刷机械



展商满意度
Survey for Exhibitors

展商评价
Testimonials

97% 97% 97%95% 95%96%98%

展会整体满意度 展会整体组织
满意度

展会服务 展会宣传力度和
行业影响力

专业观众质量 到场观众数量与
现场成交率

参展目标达成

在疫情影响下，主办方能很好的组织以及成功举办大型会议，让我们在展会中能很好的展现品牌的特性以及与市场和消费者互动，沟通，
对品牌在华南地区的知名度以及偏好程度都有一定的提升。希望通过这次展会把木林森的健康理念带到千家万户。当然，明年还会继续
参展。

木林森（广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郑约翰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参加IHE大健康展，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能把100%原产自欧洲的西红柿产品推广至中国市场。虽然受疫情影响，没有往
年人山人海的观众，但专业买家邀约准，对海外展商及资源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意大利罐装蔬菜协会作为展商收获颇多。

ANICAV中国区PR经理Flora Zhang

对这次展会效果非常满意，感谢这次展会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和服务。我们对这次活动的效果也十分满意，未来将会持续的参与这样的活
动，希望能够多多获取各界的认可，并在未来有更深一层的合作与互动机会。

湖南万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龙辉

我们的原材料采用的是乌鸡白凤丸的原种乌鸡，今年第一次参展，遇到很多对商品有兴趣的客户，更获得了与许多同行深入交流的机
会，祝展会越办越好！

麦考林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CEO 吴诒立

很高兴与粮油届各大品牌共同参展，这次获得多项荣誉奖项，除了收获肯定之外，也在鞭策着我们不断前行。主办方在展会期间也提供
了很好的媒体以及曝光资源支持。展会期间我们获得了很多消费者、客商、同行的认可，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佳格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政府事务总监 陈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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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20.51%

需求特殊解决方案、创新技术20.18%

联络供应商和销售商20.10%

收集和了解市场信息19.36%

寻求并确定新的代理商、分销商及合作伙伴10.77%

参加获益5.14%

评估参展可能性3.56%

其他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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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区域分布
Visitors by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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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买家
VIP Buyers

VIP采购交流团
VIP Group Buyers

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 

广东省月子中心联盟

广东省美食文化交流协会 

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广东省健康养生协会 

广东MCN机构联盟

广东省民间中医药学研究会 

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保健协会

深圳有机产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医药商业协会 

珠海药膳学会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 

广州市食品企业协会

越秀区食品商会 

广州医药行业协会 

广州烹饪协会

东莞市民族医药协会 

全球荟（中国） 

广东省粮食行业协会 

广州市粮食行业协会 

东莞市粮食行业协会

中山市粮食行业协会 

珠海市粮食行业协会 

进口食品网 

香港国际华商联合会

佛山市顺德区医药保健商会 

佛山市南海区餐饮服务行业协会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买家评价
Testimonials

“这次展会办得非常不错，主办方对参会嘉宾们的服务也很
贴心。我们协会组织了多家会员企业们参与今年展会，与多
家展商代表一对一面谈。组委会为我们提供了专程接待巴士，
方便深圳企业到广州交流，节省了很多时间。目前，我们的
会员企业已经与多家展商达成了基本合作意向！期待来年的
展会交流合作，一起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健康产业的交流与发
展！”

——深圳市保健协会 舒秘书长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想寻找一些滋补品和保健食品等产品供
应商合作。我们直接与众多厂家管理层领导面对面洽谈，几
小时的深入交流成效很高。展后我们将继续跟部分厂家沟通
相关产品采购的问题。”

——采芝林大药房 罗经理

“感谢珠海药膳学会邀请我们养生馆，参与到今年的IHE广
州国际大健康展中。我们见到很多的健康和保健类的产品厂
家。通过展会现场面对面交流，我们更直观了解双方情况和
合作想法，省去了很多时间。下次继续参加展会！”

——珠海市养源斋灵芝茶养生馆 元总

 “本届展会办得很成功，我们公司
团队成员参与了本次展会活动中，
和多家展商进行交谈。我们这次在
现场，深入了解了几家来自吉林等
地区的产品厂家。目前与几家休闲
食品及农产品的企业们还在进一步
洽谈。期待2021年，再度与展会合
作！”

——京东7FRESH超市 欧总

“在今年展会现场商务交流会上，
我们与多个展商代表进行了交流。
我们了解到的很多企业产品都很不
错，我们也在考虑和他们合作。感
谢主办方提供了一个供采双方会面
交流的大湾区优质交流的桥梁和平
台，下一届展会再见！”
——广东百佳永辉有限公司 肖经理

“非常感谢亿帆展览公司邀请参与本次展会！我们胜佳超市，
与多家供应商们交流。感谢展会为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的选品
交流平台。我们的采购经理们在展会现场看到多家各地特色的
优质农产品，并找到理想的供应商。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胜佳超市 麦总



同期活动
Conferences and Special Events

粤港澳大湾区妇幼健康与盆底康复领航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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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窝新零售创新模式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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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外治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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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农业助推脱贫攻坚论坛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决战脱
贫攻坚之年，这一年也是统筹兼顾、迎难而上
最具挑战性的一年。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一
直都是全国的头等大事，是关乎老百姓生存生
活的民生大事！有机农业助推脱贫攻坚论坛，
探讨交流、共谋发展，旨在传播脱贫攻坚的信
息，梳理脱贫攻坚的信心，表明脱贫攻坚的决
心。更好地改善农企生存环境走出困境，更好
的发展有机农业趋向现代化、科技化、生态化
规模。

2020直播新零售为健康中国保驾护航大会

2020直播新零售为健康中国保驾护航大会是
中国直播电商领域+大健康领域的里程碑式撮
合平台,肩负着推动行业变革和创新的使命,承
担起帮助行业生态圈、供应链产业圈、新基
建服务圈的责任。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
大会致力于帮助中小微企业寻找增长机会,在
严峻的商业环境下,看清商业本质,助力顺势而
为、顺“流”而上,力争在国内打造一场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品牌盛会之一。

米食味品鉴大赛

为了促进中国大米行业与世界接轨, 为全行
业搭建一个更国际、更多元、更开放以及更
公平的展示和交流平台。展会现场举办2020
国际米·食味分析品鉴大会，本届大会是首
次在中国召开，大会同时汇聚了大米行业各
领域权威专家，也成为参赛者交流学习的重
要舞台。国际米食味品鉴大会素有世界大米
“奥斯卡”之称，采用先进技术对大米的米
食味、饭食味进行数字化鉴定，再由专家评
委进行口味鉴定，是世界上先进的大米品鉴
规则。



300+专业媒体Industrial Media

线下推广Special Promotion

批发市场体作为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聚

点，是零售商、渠道商等行业同仁采购和批发

的集中场所，也是对大健康产品有所需求的采

购们挑选、采买的重要选择地。本届IHE China

广州国际大健康展从全国范围内的众多大型批

发市场中，精心筛选出一些优质商城，依托于

它们的强大客流量，最大限度地吸引更多行业

同仁参展。



媒体报道Media Cooperation

现场直播间Live Broadcasting Room

本次展览会吸引了人民日报、中新社
、广东电视台、粮油市场报、羊城晚
报、新快报、凤凰视频、南方网、中
国周刊、中国食品报、腾讯、新浪、
搜狐、网易、凤凰网、小食代、海招
网、食品商务网等数十家中外媒体，
将展会上的新产品、新应用传播到世
界各地。

IHE China的影响力从行业B端扩展到广泛的C端消费者，堪称是大健康产业直播新物种！实现展销

合一，破局出圈。以2B+2C的模式，运用抖音平台流量资源，全面赋能品牌商家，对接线下C端消

费者，创造更丰富的消费新体验。



明年再相聚
SEE YOU NEXT YEAR

24-26 June 2021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广州·广交会展馆

2021.6.24-26

主办单位：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亿帆展览

公众号 视频号 抖音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