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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养老健康产业第一展
Create the first exhibition of China's pension and health industry

中国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简称∶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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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老博会将聚焦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依托市场需求，汇聚全

球最前沿的养老健康行业服务、产品、技术及解决方案等企业。集展览展

示、商贸交流、商机采购、资源对接、商务考察等行业一站式国际综合服

务平台，让涉老企业与采购商无缝对接，致力成为养老健康产业风向标!

EE老博会自2017年起分别在广州、武汉、洛阳、孝感、长沙、成都、

大同、香港、澳门、等城市成功巡展，累计展出面积超20万平方，展商近

2000家，共吸引逾60万人次到场参观采购，得到政府、行业协会、业内

企业及买家肯定。

批准单位：

广州市人民政府

指导单位：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协作办公室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家庭经济核对和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主办单位：

广州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广东跨采展览有限公司   

广州市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广州养老服务产业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

广东省居家养老服务协会

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广东省老年文化协会

广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       

承办单位：

广东跨采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银龄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支持协办：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医养融合工作委员会   

香港安老咨询委员会   

广东省自然医学研究会  

山西省老龄产业协会   

深圳市养老服务业协会   

武汉市养老服务产业协会   

洛阳市老龄产业协会

采购机构

4,000+
展示面积

240,000m
参观人次

100,000+
参展企业

1000+



作为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1届广州博览会重点专业展，

由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协作办公室等单

位联合指导，广州博览会组委会、广东跨采展览有限公司联合广东

省、市养老相关行业商协会主办，整合养老健康全产业链资源，搭

建养老健康行业优质交流合作贸易平台。

UFI 认证专业展
UFI Certification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资格认证的养老健康行业博览会，这标志着

展会的品牌、规模、品质、服务水平及口碑等方面获

得了国际展览业最高水平协会的认可，值得参展商和

观众为之期待和参与。

Government Sponsored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政府主办专业展



全国资源对接
National resource docking

双展联动，资源共享
Double exhibition linkage, resource sharing

展会同期举办2023广州医疗与健康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医博会”），医博会由广州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指导，由老博会主办单位之一广东跨采展览有限公司主办，两展邻馆举办，优势贯通，共享数

万精准专业买家资源，百余媒体宣传互动，为广大参展品牌展览展示、渠道建设、贸易对接提供最佳平

台！

EE老博会组委会全国城市布局，是目前唯一全国巡展的品牌养老健康展会，自2017年起以广州为

核心，分别在武汉、孝感、西安、洛阳、成都、晋城、大同、北京、澳门、香港、日本等多个城市举办

展会、供需对接会，可帮展商嫁接全国养老资源。

广州 武汉 成都西安

洛阳 大同 日本澳门



知名品牌汇聚
Gathering of famous brands

部分品牌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老林家具
天下养老人一家亲



展商满意度达85%以上
Exhibitor satisfaction is over 85%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其他

31%

43%

25%

1%

有价值交谈数量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其他

33%

59%

6%

2%

潜在客户联络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其他

34%

57%

7%

2%

越秀康养经过五年的发展，布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区，已经走向全国化。本次老博会我们主要带来了

几个新项目，截至目前，越秀康养全国共运营19个项目，床位数近8000张，居广州第一、大湾区领先，全国第一梯队。未来

十年，越秀康养致力于构建强大的核心运营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打造全国领先的康养产业品牌。广州老博会是一个连接社会

大众、专业机构和供应商的大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希望广州老博会越办越好，共同把养老产业、康养产业推向一

个新的高峰。

广州越秀康养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博

公司是来邦科技股份公司 [股票代码: 836888] 全资子公司，公司凝聚各领域专家多年研发智慧结晶，实现养老综合管理

平台和智能化监护设备的成功应用，为广大养老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养老解决方案及产品。这一次来广州老博会

对我们的收获还是非常大，首先感谢这次的主办方，让我们有优质的平台，使我们的产品能够展示给我们的用户，因为这一次

参展有很多优秀的展商，我们也学习了很多，希望老博会越办越好，下一届我们还会来参加广州老博会。

来邦科技股份公司养老分公司总经理 钱广宇

老林家具
天下养老人一家亲

为了纪念中国老一代科学家培养了这么出色的航天队伍，我们特意打造和研发“π”字椅，弘扬科学力量，让养老行业

青山绿水源远流长。我们已经是第六次参加广州老博会，展会六年来，客流量越来越大，参展的企业也越来越多，社会影响力

也随之增大，今年有这么多领导的支持，我感觉老博会办得一年比一年好，档次一年比一年高，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也越来越

多，在我们的展位上，基本每年都有新的客户前来参观交流，以及签订订单。

广州老林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浩富 

这次广州老博会我们带来了松下的电动分离床，让所有老人在不挪动身体的情况下就能从床上到达轮椅，另一个是我们

的健步机器人，此产品对于老龄人群有非常好的锻炼和修复作用，恢复自己的运动能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展

示机会，参展商也很优质，所以我们在介绍自己产品的同时也有机会与同行交流学习。感谢广州老博会组委会。

广州市恒笙启贸易有限公司（松下康养）总经理 陈剑生

公司是一家专注长者失禁、长者护理辅助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企业，广州老博会是我们开拓国内市场一个

很好的渠道，我们已连续六届参展老博会，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展会的整体品质还是较高的。到会的专业观众、采购商明显

品质较高，采购商都是带着明确的采购意向来参观沟通，希望展会可以办得越来越好，为我们展商提供更广阔的资源对接平

台。
广东互爱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桂雄

顺康达是养老领域具务全产业链落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销售遍布30个省

和自治区。目前产品涵盖医疗康复护理器械、行动辅助器具、电子医疗产品、适老化用品等，我们已连续五届参展老博会，是

我们在国内主要参展的行业专业展之一，今年现场接到了不少订单的商谈，明年我们还继续参展，希望老博会越办越好！

佛山市顺康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荣洪



专业买家云集 搭建优质对接渠道
Professional buyers gather to build a  high-quality docking channel

专业买家比例%

0%

20%

30%

40%

政府单位 医疗康复机构 养老机构 贸易机构 行业协会

社会服务组织

金融投资机构 科研院校

广东省内

广东省外

境外地区

55% 43%

1%

观众区域 观众数量

3.8万

1.2万

 总人次

专业观众

部分到会参观、采购机构

政府单位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

广东省民政厅

贵州省民政厅

浙江省民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广西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民政局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州市协作办公室

杭州市民政局

惠州市民政局

珠海市民政局

深圳市民政局

佛山市民政局

惠州市民政局

东莞市民政局

中山市民政局

江门市民政局

肇庆市民政局

贵阳市民政局

上饶市民政局

汕头市民政局

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养老机构

广州市老人院

广东颐寿医疗养老有限公司

湖南省安康老年服务有限公司

九如城（广东）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人寿堂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谷丰健康产业集团

北京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众城颐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老兵之家服务中心

武汉康福养老研究院

广州市燕岭颐养院

美好家园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凯泰呵护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吉寿安家庭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泰成逸园养老院

广州博爱园老人院

广州慈爱嘉养老服务中心

广州福瑞馨养老院

广州高泉托养院

广州岭海老人公寓

广州市慈善会

广州市德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昊琛养老院

广州寿星大厦有限公司

广州心慈养老院

广州养和怡老院

广州颐福居养老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鹿湖老年人护理中心

河北东之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洛阳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医疗康复机构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江南医院

淅江省杭州怡养医院

四川省成都市和信康复中心

江苏省南通市常青乐龄老年护理院

上海奉爱老年护理医院

济南市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广州市东升医院

广州银瑞康复护理有限公司

拉普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行业协会社会服务组织

澳门护老者协会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

香港医养学会

日本医疗法人共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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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老龄产业协会

山东省老年产业协会

河南省老龄产业协会

贵州省老龄产业协会

辽宁省社会福利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会

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

武汉市养老服务产业协会

洛阳市老龄产业协会
（排名不分先后，未能尽列，敬请见谅）



EE老博会搭建“全媒体聚焦，多矩阵扩散”的营销传播宣

传矩阵，紧跟新媒体时代视频化浪潮，立体式进行展会宣传，

有效助力企业树立品牌形象，助推老龄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与50+权威媒体建立深度合作，覆盖省市级媒体，垂直行业媒

体、各大门户网站等，2000+条媒体报道通过逛展直播、媒体

实拍、活动报道等形式，沉浸式地带大家直击展会精彩盛况。

短信及信息发送量

250000+
EDM覆盖量

350000+
媒体报道

2000+
线上广告曝光量

2000000+
官网访问量

300000+
云上老博会访问量

700000+

2022广州老博会宣传报道（部分）

全媒体传播矩阵  提升品牌影响力
All-media communication matrix enhances brand influence

冠军天团助力老博会 户外分众电梯广告



2023广州养老服务论坛01

高质量主题论坛 专家大咖云集
High quality theme forum experts gathered

2023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养老高峰论坛02

第四届中国（广东）适老化环境改善峰会03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健康行业投融资峰会04

2023粤港澳大湾区“银龄盛典”交流活动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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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第十二届广东省医养融合高峰论坛07

“我为群众办实事--党员实践活动”大型老年人公益普法系列活动08



养老机构及管理咨询公司、社区日间照料服务、老年助餐、助浴服务、家

政服务、养老金融服务、养老服务业人才培训、老年文娱产品及服务、老

年旅游、老年婚庆服务、老年教育、老年心理咨询等；

养老服务01

养老信息化服务、智慧养老整体解决方案及管理系统、可穿

戴产品、生命体征检测、养老陪护系统与设备、医养机构管

理系统、云端医疗、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安全呼叫系统等;

智慧养老02

适老化改造
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适老化家具、适老化厨

卫、适老化家居、适老化建材、适老化设计规划机

构、适老化改造相关配套产品等;

03

行动障碍辅具、无障碍设施、假肢及矫形

器、视力障碍辅具、听力障碍辅具、言语障

碍辅具、智力障碍辅具、精神障碍辅具、辅

助器具适配等；

辅助器具04

护理床、康复设备、中医康复、康复医

疗机构、褥疮防治产品、失禁护理、进

食、衣着、洗漱等特殊生活用品、家用

检测、急救、意外预防产品等；

康复护理05

养老机构、福利院及养老示范单位、医养

结合机构、康养地产、旅居养老基地、老

年游学特色基地、度假基地、康养特色小

镇、养老健康产业园区、生态养生健康小

镇、文旅地产、特色酒店及网红民宿、康

养文旅投资项目等；

康养机构06

八大展区   覆盖全产业链
Eight exhibition areas cover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健康管理08
慢病管理、慢病预防与治疗器械、健康管理一体机、基因检测及治疗、

家庭医疗器械、健康睡眠产品、健康管理中心、体检机构、肿瘤早筛、

按摩及理疗产品、艾灸产品、运动健康、特医食品、健康食品及营养保

健品等。

适老化家电、适老化电子产品、老年手机、智能

穿戴、降糖电饭煲、老年出行设施设备、老年

鞋、老年服饰、老年洗护用品、老年护肤产品、

抗衰老产品及技术、老年床上用品、老年休闲娱

乐产品、按摩椅、电热腰/膝袋等；

老年用品产品07



12800

1280

会刊封面：50000元

会刊封二：20000元

会刊内页：10000元

礼品袋广告：20000元/2000个

会刊封底：30000元

会刊扉页：15000元

门票广告：30000元/100000份

参展证广告：20000元

参观证广告：20000元/10000个

论坛演讲推介：20000元/20分钟

馆内地贴广告：20000元/幅

冠名赞助及展会现场户外广告，详情请咨询组委会



云上老博会公众号 抖音号

电话：020 - 38109036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22号保利世界贸易中心E座3205-3207室

广州：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99号广州市民政局三楼

媒体合作: 刘小姐18126778072      

论坛活动: 吴小姐17702086359  

商务合作: 郑先生18126789208      

参展咨询: 陈先生18102772048

   

www.eldexpo.com www.zglb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