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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主办单位：中国医疗装备行业协会           中国医促会亚健康专委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世界健康产业大会组委会 

协办单位：弗兰纳国际加盟中心             台湾福祉协会  

MEDLX One 株式会               韩国国际展览公司  

日本保健福祉协会               

支持单位：美国美中经济贸易促进会          美国传统中医药协会 

俄罗斯亚洲商务合作中心         俄罗斯莫斯科工商会 

英国健康协会                   德国天能生命科学研究院 

日本日中商业交流会             国际企业联合会 

组织单位：世博威（上海）展览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http://www.yaok.cn/ 

 

★ 行业背景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国家食药监总局制定的《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

《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五部规章

正式施行，为 2014 年 6 月实施的新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保驾护航。作为支撑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

基础产业，医疗器械已成为一个热门产业，国内市场规模达 2000 多亿元，2013 年以来，鼓励支持医疗器械产业

发展的政策文件，已发布了 18 个。 

据医科网监测，中国医疗市场的这块蛋糕正变得越来越大，吸引着国际医疗巨头日益重视中国市场，纷纷

加码中国。越来越多的公司纷纷将中国市场视为未来营收增长和盈利能力的关键，但跨国公司在中国“野蛮生长”

的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中国的监管也变得更为严格，合规已成为中外企业关注的话题。虽说面临种种现状，但这

也是一个成熟市场应有的表现，而中国医疗市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则代表着无穷的商机！ 

★ 往届回顾 

世博威·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吸引了 800 余家企业参展，展出规模超过 3 万平方米。

20 多个驻中国大使馆相关机构和卫生部领导、商务部领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以及来自 28 个国家的 5

万多名专业观众共同见证了本届展会的空前盛况（可向组委会索取参观分析报告）。世博威举办的医疗保健器械

展经过多年精心培育，已达到操作专业化、影响国际化、展会品牌化的程度。加之，随着公司服务质量与管理

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在海内外广大参展商、专业参观人士的大力支持下，逐步发展为业内公认的亚洲规模最

大、效果最好、人气最旺的行业盛会。 

作为最具规模及影响力的医疗器械领域盛会，世博威·医疗器械展将全面整合资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疗

器械厂商、采购商、经销商、医院、教授、专家、学者等提供最佳的展示、交流和采购平台，畅谈企业经营之

http://www.franup.com/
http://www.ucetpa.org/
http://www.iefi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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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共谋合作发展大计。 

★ 关于代理商、经销商和采购商： 

 为了给国内外各地经销代理采购商提供更好的服务，欢迎世界各地经销代理采购商提交代理意向申请表，

您的信息我们将递交正在招商的厂家或总代理，我们将尽力促成双方的代理业务合作。所有提交代理意向申请

的经销商，将免费获赠大会厂商目录产品光盘资料一份，并免费在大会官方网站上宣传 6 个月以及每年不间断

的收到我们邮寄给您的最新产品信息，帮助您随时了解行业动态。 

★ 专业观众来源： 

1、有实力信誉、有销售网络终端的经销商、代理商、贸易公司、分销商、应用商、专供中心等。 

2、大型超市、医药商业集团、药品连锁店、专卖店、社区卫生服务站、健康管理连锁机构、私人会所、顾客服

务机构、贸易服务机构等。 

3、进出口贸易公司、行业协会、50 多个省市驻京办事处、国资委中央企业工会系统、养老医院、疗养医院、残

联康复中心、干休所卫生站、军政机关大院卫生院、疗养中心、社会福利院、体育院校和康复专业学校科研

机构及医疗保健器械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者。 

4、各医院临床检验科室、疾控中心、诊断室、防疫站、血站、药检所等各设备管理科以及科研单位、医学院校

等卫生系统采购管理等 

★ 如果您是下列供应商，请预定展位： 

●医疗器械：各类新型医疗仪器和医用配套仪器、心脏监护、医学影像、生化分析仪器、血压计及温度计等各

类居家医疗器材； 

●诊断治疗设备：X 线诊断检查设备、超声诊断、核医学、内窥镜系统、五官科治仪器、动态分析仪器、低温

冷冻设备、透析治疗设备、急救器材等；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各类病床、柜、手术椅、床等； 

●辅助设备：消毒灭菌系列产品、制氧供氧设备、血库装备、医用数据及图像处理设备、康复器械、残疾人专

用器材等； 

●口腔医疗器械设备：牙科诊断医疗设备、牙科手术器械、牙科技工设备； 

●医院远程医疗系统、医院医疗信息系统、医院办公自动化系统； 

●医用敷料：医绷带、纱布、口罩、手术衣、医用橡皮膏、创口贴、棉球、医用手套、手术保护膜、医用透气 

胶带、胶粘剂、敷贴、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  

●眼科医疗设备、骨科医疗设备、临床检验设备及诊断试剂；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  参展程序： 

1、参展单位应具备生产和经营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QS 认证等合法的资质、文件证书等。 

2、参展单位在选定展位后请认真填写《参展申请及合约表》，加盖公章后传真或邮寄至大会组委会秘书处（传

真或复印件同具有同等合同效力），组委会秘书处在接到《参展申请及合约表》后两日内为参展商颁发《展位确

认书》。 

3、参展商在收到《展位确认书》五日内，将参展费用汇转入大会组委会指定银行账户，过期不付款者，组委会 

   有权变更原定展位或取消其参展资格。 

4、组委会坚持先申请、先付款、先确认的原则。 

5、组委会根据会场的整体效果和安全消防的需要，有权调整部分已确认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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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价目表 

第一部分：展位价格表 

国

内

内

资

企

业 

展位划分 规 格 费用 配置说明 

标准展位 3m×3m ￥12800 
楣板字一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5A 电源插座一个，日

光灯二支、地毯；展位高为 2.5 米 

双开口标展 3m×3m ￥13800 
楣板字二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5A 电源插座一个，日

光灯二支、地毯；展位高为 2.5 米 

豪华标摊 3m×3m ￥16800 
除以上标准展位配置外, 展位升高为 3.5 米,外加一套洽谈

桌，赠送图片广告位（可向组委会索取效果图）  

特装光地 36 ㎡起租 ￥1300／㎡ 只提供相应展出场地；无任何配置，需自行搭建。 

 

外

资

企

业 

标准展位 9 ㎡(3m×3m) ＄3800 
楣板字一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 5A 电源插座一个，射

灯二支、地毯、洽谈桌一套； 

豪华展位 
12 ㎡

(3m×4m) 
＄4500 

楣板字二块、接待桌一张、椅子二把，洽谈桌一套，5A 电源插

座一个，日光灯二支、地毯、赠送图片广告位（可向组委会索

取效果图）；展位高为 3.5 米 

特装光地 18 ㎡起租 ＄380/㎡ 只提供相应展出场地；无任何配置，自行搭建. 

第二部分：配套宣传广告价目表 

   会刊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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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印刷品 

门票 请柬 手提袋 名片盒 参观证背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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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馆现场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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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球 (球经 3m) 

高 10mX宽 0.9m 

拱 门(18m跨度) 

条幅规格：10m*0.8m 

户外广场立牌广告 

宽 8mx高 5m 

移动式广告牌 

4m×5m×2面 

引导路旗广告 

画面:1.5m *0.5m 

8000元/个 12000元/个 18000/块 12000/块 800元/面 

第三部分：会议室价目表 

容纳 70人 5000元/小时 备注：（含以下服务） 

1. 提供技术设施(讲台、椅子)和水 1桶； 

2. 提供电源，投影仪，音响，话筒等； 

3. 提供会前的馆内广播通告. 

容纳 80人 6000元/小时 

容纳 120人 8000元/小时 

 

报名联系方式： 

世博威（上海）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万达广场 9号写字楼 512 室。 

电 话：021-60549977                       

传 真：021-61264332 

E-mail：bjxuliang888@vip.163.com          

网  址：http://www.yao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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