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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 xpo hin aE  CE展会介绍 /Exhibition Introduction

展会前言

中国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简称：EldExpo老博会）是以围绕国家老龄事业和养老体系政策全局为导向，

在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联合各行业协会共同举办的行业盛会。

EldExpo老博会将聚焦中国养老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依托市场需求，组织汇聚全球最前沿的养老健康行业的服

务、产品、技术及解决方案等企业参加。是集展览展示、商贸交流、商机采购、资源对接、商务考察等的行业一

站式国际综合服务平台，让生产经销企业与涉老采购机构无缝对接，致力成为养老健康产业风向标！

EldExpo老博会自2017年起分别在广州、澳门、洛阳、孝感、梅州、长沙、成都等城市成功巡展，累计展出面

积超8万平方，展商超1000家，共吸引逾50万人次到场参观采购，得到政府、行业协会、业内企业及买家肯定。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据：截止到2019年末，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

18.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人，占12.6%。据目前测算，到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

从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我

国将成为全球老年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l d xpo hin aE  CE /Exhibition scale

20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400+
家参展企业

100000+
人次参观交流

30+
场论坛/研讨会

新品发布会

100+
场专属

洽谈对接

展会规模

中国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pension industry Expo



l d xpo hin aE  CE /Exhibitors参展企业

 “通过老博会,一是学到别人的东西，二是增加了服务量，单是开展第一天的上午，我们就取得了300多万服务单的订
单，另外还有5家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企业，所以感觉老博会在未来还可以给我们带来更丰富的资源。

 “参加老博会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展示我们公司的形象，可以跟很多同行进行交流，对我们的业务起到了比较好的
促进作用。”

“这次老博会举办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成功，泰康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这次展会当中，这次展会包罗的范围非常的广，给
广州市乃至广东省的长者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平台，长者们都能在这个平台找到想要的产品。”

谷丰健康产业集团 副总裁 钟仕雄

广东臻品乐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益民

泰康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王东

“老博会是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是第二次参展，跟去年对比有很大的提升，到场咨询的客人比去年多了很多，很多人对
日本的设计理念和功能感兴趣，效果非常好。”

“我们是老博会忠实的粉丝了，我们连续三届参展，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次展会上，有直接签约的客户，订了我们
的适老家具，已经签了合同、打了订金，也有5家做社区居家服务中心的老总，跟我们签了意向协议，还有贵州的养老机
构、医疗集团邀请我们过去洽谈合作 。这次老博会给我们参展商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祝愿老博会越办越好！”

家和投资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广州老林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浩富

亚洲家具论坛副理事长、大地集团董事长 林晓明

往届展会参展企业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韩国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多个品牌参展，其中部分品牌有：广州民政、广州卫健、中国人寿、中国电信、北京同仁堂、广药集团、广州

酒家、泰康、永爱、谷丰健康、美好家园、采芝林、凯泰科、焕思、人寿堂、爱康国宾、美年大健康、颐思科

ESCORT、臻品乐善、桐乐、老林家具 、孝德嘉、爱心家居AISIN、互爱、康泰、顺康达、康神等。        

JORU GROUP



展会通过市民政局、卫建委、老龄办、老年人服务中心等政府机关发函邀请下属系统单位代表及各大涉老机构、医院、药店等参观采购。

借助第28届广博会政府资源，联合主办机构对各国驻华使馆、驻穗领馆、海外养老相关协会特邀海外及境外地区业内人士参观交流采购。

通过行业大咖发声、专家学者、网红代言、拜访邀约、地推等方式邀约专业买家参观。

Visitors and purchasing delegation (part)
参观采购机构（部分）

通过10+主题论坛峰会和30+平行论坛活动，组织专业买家到场参观参会。

通过承办单位逾50万广交会采购商资源及近30万专业客商资源进行商业匹配，邀请参观采购。

通过主办单位、合作单位、专业媒体等专业平台优势定期组织推介、交流等邀请行业龙头企业和组织参观团到场参展参观。

观
众
构
成

民政局、卫健委、残联系统、老龄办、老年人服务中心、社会组织、科研院校、辅具服务机构、政府/协会等

养老机构、康复机构、医院/诊所、疗养院、高端养老中心、生产及贸易机构、地产物业、投融资机构等

全国总代、 省级/区域代理商、经销商、进出口贸易商、零售商（连锁药店、商超百货、健康品专卖店等）

电商/跨境电商、电视购物、微商、会销、中医馆、养生馆、高裆会所、睡眠中心/诊所、睡吧、睡品专卖店等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市老年人服务中心
澳门护老者协会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
日本医疗法人共生会
日本社会医疗法人明生会
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
广东省居家养老服务协会
广州养老服务协会
天河区民政局
荔湾区民政局
黄埔区民政局
花都区民政局
从化区民政局
天河区卫生健康局
荔湾区卫生健康局
黄埔区卫生健康局
花都区卫生健康局
从化区卫生健康局
越秀区民政局
海珠区民政局
白云区民政局
南沙区民政局
番禺区民政局
增城区民政局
越秀区卫生健康局
海珠区卫生健康局

白云区卫生健康局
南沙区卫生健康局
番禺区卫生健康局
增城区卫生健康局
广东江南医院
名市茂南区祥寿老人护理中心
广东晓椿健康养老服务公司
湛江汉平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湛江市遂溪县杨柑镇敬老院
湛江市遂溪县北坡镇敬老院
揭西县福利院
东源县骆湖镇敬老院
东源县船塘镇敬老院
乐昌市社会福利院
韶关市社会福利院
开平市康华养老服务中心
林寨敬老院
南雄市百顺镇敬老院
南雄市澜河镇敬老院
韶关市南雄市湖口镇敬老院
南雄市古市镇敬老院
阳江市养老院
文华颐养公寓
南雄市主田镇敬老院
南雄市水口镇敬老院
南雄市帽子峰镇敬老院
佛山市百西仁光颐老康复中心
向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怀集县快乐老家长者照料中心
全安镇敬老院
广东肇庆市慈爱之家养护院
兴宁市爱心康乐园
广东肇庆东方亮社区颐养院
临江敬老院 

四会市阳光颐养服务中心
龙门县民政社会福利院
台山市都斛镇卫生院
东莞市弘善养老有限公司
珠海香洲祈康托老中心
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梁泳钊颐养院
华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
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颐康院
广东省民政厅
广州老人院失智老人照顾中心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广东康慈脑退化病医院
广州新海颐养苑
铁岭老龄产业协会
湖南省社会养老服务协会
四川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合肥市老年产业协会
广西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西安市老龄产业协会
石家庄市养老协会
香港长者产业联会
洛阳市老龄产业协会
贵州省老龄产业协会
东莞市大朗镇敬老院
四会市福源康泰怡养中心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敬老院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
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山东省老年产业协会
青岛市养老服务协会
南京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协会
湖北省老龄产业协会

广州关爱老人协会
高山健康科技
广州润意康金属公司
广东中博医疗科技研究中心
广州纵横环境科技
杜氏道医
中科量子科技应用
北京冼荣华中医药研究
深圳市湾界文投商业模式公司
中铁十六局路桥局
中铁十六局电气化局
惠州市恒鹿其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添都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金华悦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颢燕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调理天下健康科技
广州市丹参堂凉茶馆
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茂名市建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广州龙兴人力资源
广州市花都区丰洲酒店
广州市在林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九谭一卷美食
广州天林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
广州白云机场集团
广州白云机场集团公安局
广州白云机场集团航湾酒店
广州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流花派出所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公安分局
广州市岑南派出所
广州市花都区花都镇
广州四维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龙门养老中心
东莞市石碣镇敬老院
阳春市泰安颐养院
肇庆市福寿居养老服务公司
肇庆市福寿居颐养院
阳春市有福老年公寓
广州南方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广宏.铭德乐居颐养中心
广州南国颐景老年公寓
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街养老院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托老中心
肇庆市端州区铭德乐居养老院
福瑞鑫养老公寓
福瑞馨养老公寓
佛山市南海区社会福利中心
广州穗悦居家养老服务公司
深圳市南联颐养中心
珠海市慈安护老中心
江门银业养老策划公司
兴宁市康寿托老所
深圳市复亚护养院
广州市老人院
广东省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
广州市松鹤养老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东塱老人护养院
东莞心晨护理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
江门市新会区养老中心
佛山市南海芭特顺老年公寓
东莞东华阳光城医养服务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冯派普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颐年院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怡园敬老院
广东百悦百泰养老投资公司

徐闻县友好养老院
东华阳光城养老院
封开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善耆养老院
佛山市顺德区颐养院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敬老院
禅城区寿星老人公寓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敬老院
布吉街道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福利中心
北滘镇余荫院
华邦美好家园养老集团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敬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春晖颐养院
广东樵晋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敬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长者养心公寓
佛山禅城区康颐养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公记隆怡养院
惠州市惠城区芦洲镇敬老院
佛山市三水区皓晖养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乐享颐养院
惠州市惠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台山市端芬镇卫生院
九如城康养中心
南雄市社会福利中心
第一养老护理服务(深圳）
流街道敬老院
茂名市福林颐养院
茂名市茂南区平安托老院
高州市团结养老院
化州市幸福养老院
化州市下郭街道松柏养老院
信宜市东镇街道社会福利院

l d xpo hin aE  CE /Audience organization观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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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松

全方位媒介宣传 /All round media publicity

与媒体加深专业领域宣传

作为政府指导支持专业展，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展会推介会等及享有政府官网、地方报纸、电视、公交地铁等政府资源多渠道
进行展会宣传，通过对全国养老产业商协会、行业专业机构、名人大咖拜访合作交流等方式进行业内深度宣传，与境外合作机构合作
加大展会国际宣传（日本Caretex、美国Medtrade、德国REHACARE等）。

手机短信及信息发送量：200,000+

媒体报道：2,000+

邀请函发送量：150,000+

官方微信粉丝：20,000+

官网浏览量：200,000+

EDM覆盖量：350,000+

线上广告曝光量：8,000,000+

宣传矩阵
（部分合作媒体，排名不分先后）



l d xpo hin aE  CE展品范围 /Range of exhibition

康复辅助器具

助行移动辅具/轮椅/外骨骼/拐杖/代步车等、假肢及矫形器、沟通和信
息辅具/助视/助听器/智能手机等、个人生活自理和防护辅具/预防跌倒产品/
鞋/衣服/进食洗漱等、康复工程设备/认知/运动/肌力/平衡训练设备等、护
理辅具/护理床/防褥疮坐/靠/床垫等。

智慧养老及医疗

智慧养老整体解决方案及管理系统、药房自动化、医院家具、可穿戴
健康产品、生命体征检测、沟通交流产品、远程看护、养老陪护系统与设
备、医疗机构管理系统、远程医疗、云端医疗、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大数
据云、移动 APP、安全呼叫系统等、智慧医疗/人工智能/医疗机器人、
VR/AR医疗健康应用项目。

养老项目/医养结合

全国医养结合医疗养老机构、养老地产、特色康养小镇/机构、医疗康
复机构、福利/养老等示范单位、居家社区照护中心、老年活动中心、老年
游学特色基地、口腔/骨科医院等特色医疗机构、养老金融及法律服务、临
终关怀服务、科研院校、政府/协会等。

适老化环境改造

无障碍设施、坡道、扶手、电梯、升降台、轮椅升降机、福祉车、紧
急救护服务、警报监控和安全系统、智能家居、无障碍家具、无障碍卫浴
设施、适老化家电、适老化材料配件、适老化改造设计规划等。

家庭医疗器械

家庭保健器材/按摩椅/床/足浴盆等、家庭医疗康复/治疗仪/牵引器/制
氧机/急救药箱等、防霾产品/防霾口罩/空气净化器等、医用耗材/创可贴/退
热贴/膏药等、家用检测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仪/验测孕用品等。

医药+中医养生

慢病管理常用药、生物制药、OTC药品、中成药、民族药、医药/医疗
智能服务、食疗药膳产品、中药饮片、中药滋补品、中医养生馆、中医药
美容/足疗药浴产品、中式药油及药膏、养生酒/茶、艾贴/艾条/艾柱等艾产
业系列产品。

营养健康及特医食品

营养补充食品、药食同源、健康食品、天然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保健功效产品（蓝帽子产品）、高端滋补品、低胆固醇食品、强化食
品、苦荞产品、富氢产品、美容产品、功能饮料及功能水、益生菌产品、
睡眠家居/医疗/科技/保健等健康睡眠产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定
（糖尿病、肿瘤、肝病、肠内等）全营养配方食品。

健康管理及精准医疗

健康管理机构：健康体检机构、健康评估机构、远程监测、健康会
所、健康管理自动化，精准医疗机构：慢病管理、基因检测、基因保存/药
物/治疗、精密体检、早癌筛查/治疗、血液透析、干细胞、抗衰老应用、医
学美容机构、辅助生殖助孕、私人订制医疗、医疗保险等。

多渠道的专业买家组织

展会通过市民政局、市卫建委等政府机关发函邀请下属系统单位代表及各大涉老机构、医院、药店等参观采购。

借助第28届广州博览会，联合主办机构对各国驻华使馆、驻穗领馆、海外养老相关协会特邀海外及境外地区业内人士参观交流采购。

通过行业大咖发声、专家学者、网红代言、拜访邀约、地推等方式邀约专业买家参观。

Multi-channel professional exhibitors organizationMulti-channel professional exhibitors organization

Audience situations organization
观众情况

Visit the purchasing agency (part)
参观采购机构（部分）

通过10+主题论坛峰会和30+平行论坛活动，组织专业买家到场参观参会。

通过主办单位、合作单位、专业媒体等专业平台优势定期组织推介、交流等邀请行业龙头企业和组织参观团到场参展参观

观
众
构
成

卫健委、民政、残联系统、社会组织、公益机构、科研院校、辅具服务机构、研发企业、政府/协会等

养老机构、康复机构、医院/诊所、疗养院、高端养老中心、生产及贸易机构、地产物业、投融资机构等

全国总代、 省级/区域代理商、经销商、进出口贸易商、零售商（连锁药店、商超百货、健康品专卖店等）

电商/跨境电商、电视购物、微商、会销、中医馆、养生馆、高裆会所、睡眠中心/诊所、睡品   专卖店等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澳门护老者协会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
日本医疗法人共生会
社会医疗法人明生会
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
广东省居家养老服务协会
广州养老服务协会
天河区民政局
荔湾区民政局
黄埔区民政局
花都区民政局
从化区民政局
天河区卫生健康局
荔湾区卫生健康局
黄埔区卫生健康局
花都区卫生健康局
从化区卫生健康局
越秀区民政局
海珠区民政局
白云区民政局
南沙区民政局
番禺区民政局
增城区民政局
越秀区卫生健康局
海珠区卫生健康局
白云区卫生健康局

南沙区卫生健康局
番禺区卫生健康局
增城区卫生健康局
广东江南医院
名市茂南区祥寿老人护理中心
广东晓椿健康养老服务公司
湛江汉平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湛江市遂溪县杨柑镇敬老院
湛江市遂溪县北坡镇敬老院
揭西县福利院
东源县骆湖镇敬老院
东源县船塘镇敬老院
乐昌市社会福利院
韶关市社会福利院
开平市康华养老服务中心
林寨敬老院
南雄市百顺镇敬老院
南雄市澜河镇敬老院
韶关市南雄市湖口镇敬老院
南雄市古市镇敬老院
阳江市养老院
文华颐养公寓
南雄市主田镇敬老院
南雄市水口镇敬老院
南雄市帽子峰镇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百西仁光颐
老康复保健中心
向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怀集县快乐老家长者照料中心
全安镇敬老院
广东肇庆市慈爱之家养护院
兴宁市爱心康乐园
广东肇庆东方亮社区颐养院
临江敬老院

四会市阳光颐养服务中心
龙门县民政社会福利院
台山市都斛镇卫生院
东莞市弘善养老有限公司
珠海香洲祈康托老中心
南雄市雄州街道办事处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梁泳钊颐养院
华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
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颐康院
广东省民政厅
广州老人院失智老人照顾中心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广东康慈脑退化病医院
广州新海颐养苑
铁岭老龄产业协会
湖南省社会养老服务协会
四川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合肥市老年产业协会
广西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西安市老龄产业协会
石家庄市养老协会
香港长者产业联会
洛阳市老龄产业协会
贵州省老龄产业协会
东莞市大朗镇敬老院
四会市福源康泰怡养中心
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敬老院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
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山东省老年产业协会
青岛市养老服务协会
南京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协会
湖北省老龄产业协会

广州关爱老人协会
高山健康科技
广州润意康金属公司
广东中博医疗科技研究中心
广州纵横环境科技
杜氏道医
中科量子科技应用
北京冼荣华中医药研究
深圳市湾界文投商业模式公司
中铁十六局路桥局
中铁十六局电气化局
惠州市恒鹿其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添都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金华悦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广东颢燕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调理天下健康科技
广州市丹参堂凉茶馆
广州奥德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茂名市建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广州龙兴人力资源
广州市花都区丰洲酒店
广州市在林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九谭一卷美食
广州天林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机场铂尔曼大酒店
广州白云机场集团
广州白云机场集团公安局
广州白云机场集团航湾酒店
广州新科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流花派出所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公安分局
广州市岑南派出所
广州市花都区花都镇
广州四维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龙门养老中心
东莞市石碣镇敬老院
阳春市泰安颐养院
肇庆市福寿居养老服务公司
肇庆市福寿居颐养院
阳春市有福老年公寓
广州南方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广宏.铭德乐居颐养中心
广州南国颐景老年公寓
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街养老院
江门市蓬江区白石托老中心
肇庆市端州区铭德乐居养老院
福瑞鑫养老公寓
福瑞馨养老公寓
佛山市南海区社会福利中心
广州穗悦居家养老服务公司
深圳市南联颐养中心
珠海市慈安护老中心
江门银业养老策划公司
兴宁市康寿托老所
深圳市复亚护养院
广州市老人院
广东省珠海市社会福利中心
广州市松鹤养老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东塱老人护养院
东莞心晨护理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
江门市新会区养老中心
佛山市南海芭特顺老年公寓
东莞东华阳光城医养服务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冯派普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颐年院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怡园敬老院
广东百悦百泰养老投资公司

徐闻县友好养老院
东华阳光城养老院
封开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佛山市顺德区善耆养老院
佛山市顺德区颐养院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敬老院
禅城区寿星老人公寓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敬老院
布吉街道敬老院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福利中心
北滘镇余荫院
华邦美好家园养老集团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敬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春晖颐养院
广东樵晋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敬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长者养心公寓
佛山禅城区康颐养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公记隆怡养院
惠州市惠城区芦洲镇敬老院
佛山市三水区皓晖养老院
佛山市禅城区乐享颐养院
惠州市惠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台山市端芬镇卫生院
九如城康养中心
南雄市社会福利中心
第一养老护理服务(深圳）
流街道敬老院
茂名市福林颐养院
茂名市茂南区平安托老院
高州市团结养老院
化州市幸福养老院
化州市下郭街道松柏养老院
信宜市东镇街道社会福利院



l d xpo hin aE  C
/Activity Forum

增值服务费用

E

广东省标准化战略形势下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提升系列培训班技能、德能双训千人计划

3

l

Top ten high-quality themed conference events, experts are closed with you

5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健康国际合作论坛

1 中国养老健康国际合作发展论坛

6 广东省医养融合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

4

全国（部分省市）老龄服务·产业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

2 中国养老暨医养融合产业资本对接峰会

7

中国适老化环境改善峰会暨中国适老家居设计大赛

8

广东省星级养老机构交流研讨会

9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老年文化艺术节

活动论坛

l d xpo hin aE  C
/Exhibition feesE展会收费

150

980 150 /㎡   元/㎡   $

只提供相应空地面积，企业自行搭建

冠名赞助及展会现场户外广告详情请咨询组委会索取资料

十大高质量主题会议活动，专家大咖与你零距离

标准展位（9㎡）

展位配置

展位配置

光地特装（36㎡起）

9800元/个  

980元/㎡ 

1张咨询台、2把折椅、2支光源、1个220V电源插座、
1个垃圾篓、公司楣板及展位内地毯。

参展证、参观证广告：20000元/20000个

门票广告：20000元／100000份  

扉页: 15000元  彩色内页：5000元（140*210mm）   手提袋广告 20000元/2000个 

封面：50000元    封底：30000元（128*116mm）

封二、封三：20000元（140*210mm）

品牌商业推介会：参展企业10000元/场、非参展企业20000元/场（30分钟)

学术技术研讨会：参展企业2000元/场、非参展企业5000元/场（30分钟）

展台设计搭建服务：请直接咨询展会组委会索取详细报价方案等



中国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

中国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www.eldexpo.com

总部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汽车城大道71号东凌广场写字楼2417-2420

广州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99号广州市民政局三楼

日本地址：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区3-7-1新宿区パークタワーセンターN30階

公司座机：020-38109036

参展咨询：
郑先生 18126789208
E-mail：zf@ksourcing.com

参观咨询：
王小姐 18027318209
E-mail：wsq@ksourcing.com

媒体合作：
李小姐 18126778072
E-mail：lfj@ksourcing.com

论坛活动：
吴小姐 17702086359
E-mail：wxy@ksourcing.com

www.eldexpo.comwww.eldex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