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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Exhibition Space

30,000m2

总人数
Professional buyers

28,935人

展商总数
Exhibitors

612家

第30届广州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展于2021

年9月26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圆满落幕。本

次展会的成功预示着国内大健康行业发展的蓬

勃势头，也展现了大家对大健康行业未来的坚

定信心。本次展会为期3天，围绕“健康中国 

福佑全球”的主题，众多行业领军、实力新锐

品牌，与更多具备经验的成熟行业人在现场进

行了智慧碰撞，不仅展现出蓬勃的行业机会，

也为未来的行业趋势指明了风向。本次展会的

顺利召开，离不开各位嘉宾、中外展商、合作

伙伴和观众朋友的厚爱和支持，正是由于大家

的担当和坚持，我们才再一次共同打造出一年

一度的大健康全产业链盛会。

展商参展热情高涨，未来可期



参展企业
Exhibitors

参展目的
Exhibit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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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机械

健康粮油及
有机食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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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医药及
养生产品

13%

滋补品

9%

健康管理
/服务

8%

5%

高端水及
高端进口

食品

14%

寻找新的经销商 /

合作伙伴 / 转售商

62.58%

为现有经销商 / 

合作伙伴提供支持 

51.35%

在展台上接单

16%

获取目标客户数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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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新品牌 / 产品 

/ 服务

11%

获取新的潜在客户

10%

与现有客户会面 / 

推广品牌

9%

彰显公司形象，提高

品牌产品 / 服务的

认知度 

8%



精品展区
Featured Sectors

营养滋补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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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机械、大米机械、其他机械、包装
设备及材料、检化检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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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商等；

妇幼健康

燕窝、人参、鹿茸、蜂乳、角鲨烯、海豹油、蜂
蜜、蛤士蟆、龙眼肉、海参、阿胶、西洋参、鳖
等；

滋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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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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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7%
75%

95%95%

展会整体满意度 展会整体组织
满意度

展会宣传力度
和行业影响力

到场观众数量与
现场成交率

专业观众质量 参展目标达成 再参展IHE China 
2022意愿

我们认为IHE China 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完美商贸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全方位展示我们的产品。在这个平台，我们也能有机会发现市场趋势，
有机会去了解市场，有机会了解客户需求，感谢IHE China 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商贸平台！

广州市习宝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舒宁

特别感谢本次活动主办方，我们不是第一-次参加展会了，每一次来都有新的收获。今年在活动现场，我们的产品受到了远超预想的欢迎
，除了能够有与投资人洽谈合作的机会之外，还有些客户甚至会直接在现场订货。通过现场的沟通洽谈，以及产品的销售，我们更加印证
了品牌的发展策略，以及对未来行业大趋势的解读。

西王食品 产品总监 杨洪

再次来到IHE China展会现场，活动现场我们的宣传册发放速度始料未及，人流量超出预期！感谢咱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感谢平台！

广州安嘉仁出口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莹莹

IHE China观众邀约精准，现场组织井然有序，为品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品牌宣传和展示的舞台，现场招商情况也非常理想，吸引了大量
优质客户到场洽谈合作。感谢主办方给与我们参与展会的机会，也预祝展会未来越办越好！

北京新世纪绿色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松

主办方针对多对多首次参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安排专人进行对接，保障了公司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整个参展筹备工作。受疫情影
响的大环境下，展会火爆场景给予品牌方市场拓展更大的信心，给予了观众投资更多的选择。

多对多物联集团 副总裁/联合创始人 刘丽萍

本届展会现场火热，各大知名品牌齐聚现场，品质规模再创新高。为期三天的展会之后余热未减，展商满意度超97%，现场更有超65%展商

预订明年展位，相较于去年，增长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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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20.55%

需求特殊解决方案、创新技术21.16%

联络供应商和销售商20.06%

收集和了解市场信息18.38%

寻求并确定新的代理商、分销商及合作伙伴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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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参展可能性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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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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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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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养生文化协会   曾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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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几年来了IHE China大健康展，此次收获不错。在展会上
找到了蛮多可以合作的品牌，感谢主办方提供的服务，希望
在品牌丰富度上可以更加多元化，祝活动越办越好！

——中健中医 孙经理

 本次展会整体很好,第一,参展商的
质量不错,这对我们买家来说甄选出
适合的参展商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第
二,组委会的各项服务很到位，非常
细心周到，給我们提供了很多参观
上的便利。

——卓粤养老集团 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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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届展会总体很不错，展品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完全满足采购
需求，现场人气足，气氛活。我们与意向中的展商沟通也非常
的顺利，收集到很多行业新产品信息，为将来的产品规划提供
了重要的帮助，下一届的展会将持续关注。

——胜佳超市 麦总



同期活动
Conferences and Special Events

第五届燕窝文化学术交流高峰论坛

2021粤港澳大湾区健康产业营销师交流大会

2021高油酸油脂品质与营养研讨会

围绕“健康中国 福佑全球”，第30届广州国际大健康展现场呈现了多场不同内容维度的活

动，超过100个品牌参与活动，超过3500名观众现场聆听、互动，每一场几乎都座无虚席。他

们的展示和分享为大健康行业人士人激发了新的灵感，触发了新的机遇，也为未来的大健康

生态打开了全新的视角，拓展了业界合作新路。

由中国药文化研究会燕窝分会主办的《第五届燕
窝文化学术交流高峰论坛》在展会现场顺利召
开，在行业发展困难时期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希
望。现场持续产出专业内容与金句语录，许多观
众驻足围观。

油酸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不但能降低人体内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相
对多不饱和脂肪酸又有较好的抗氧化稳定性，因
此被称为“安全脂肪酸”。近年来，油脂市场上
各种类的高油酸油脂产品销量不断增加，已引起
行业的广泛关注。为了进一一步探讨高油酸油脂
的品质与营养价值，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主办
的2021高油酸油脂品质与营养研讨会在展会现
场盛大召开。

这是一场营养健康科技的顶级盛会, 论坛以"聚焦健康
·推动卓越科技成果转化"为主题，300多位国内外
科技界、产业界人士参会, 全新的观念、技术和产品
为中国大健康事业开拓了全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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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湾区食品和包装智能装备数字化论坛暨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

大湾区食品和包装智能装备数字化论坛暨食品
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聚焦食品行业变革
升级、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深度解
析食品行业疫情之后发展的新趋势，围绕食品
行业新生态体系的构建进行重点解读和深入探
讨。论坛以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为宗旨，关
注食品行业发展新趋势，探索行业数字化升级
实施经验，为行业搭造交流沟通、学习成长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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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专业媒体Industrial Media

媒体报道Media Cooperation

IHE China不断创新传播内容与传播
形式，通过辐射超全球100家行业媒
体全年密集造势、高频报道，及时
推送IHE China最新亮点看点和至in潮
流趋势，多措并举强化国际发声，
全面传播IHE China的超强实力，持
续扩大展会全球影响力。



明年再相聚
SEE YOU NEXT YEAR

16-18 June 2022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Complex

广州·广交会展馆

2022.6.16-18

主办单位：广州市亿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亿帆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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