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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第十届深圳国际营养与健康产业博览会于10月9-11日在深圳会展

中心9 号馆成功举办，展会立足深圳及粤港澳，辐射全国。   

● 展会以“引领健康 • 链接未来”为宗旨，在新零售时代背景下，促进、

引导全行业向信息化、数据化、多元化发展。 

● 2020后疫情时代，组委会通过充分筹备及潜心发展，在展商质量、展商

服务、专业观众组织、品牌推广、大企业邀请等方面再度提升，以专业

性、高水平向疫情后的产业呈献大健康行业产品及新技术。 

 

展会概述 
Overview 

IHIF shenzhen 深圳国际健康展基本信息 



20,000m2展览面积 
较2019年增加30% 

600个展位 
较2019年增加40% 

385家参展企业 
较2019年增加35% 

37,000观众人次，来自全国20+个地区 
较2019年增加30% 

北京、河南、湖北、湖南、甘肃、上海、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区 

20+地区企业参展 15场专业论坛 800+次信息发布 

85% 
认为这次参展效果为满意至非常好 
concluded the exhibition result   
from satisfactory to very fruitful   

78% 
认为展会观众质素为满意至非常好 
graded the visitor quality   
from satisfactory to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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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Basic data 



展商分析 
Overview 

健康管理及康复医疗类 智慧医疗及家用医疗类 

产业信息及平台类 

健康管理：健康管理机构｜家庭健康运动设
备｜体检中心｜医疗保险｜医疗保健｜健康教
育等 

康复及疗养：母婴护理｜智能胎心仪｜产后修
复｜保健会所｜养老机构及服务｜康复机构及
设备等 

生物科技产品：基因检测｜早癌筛查｜干细
胞｜靶向药物｜辅助生殖｜虚拟现实医疗｜智
慧追踪设备｜医用智能机器人及康复机器人等 

保健护理产品：口腔及相关护理产品｜护发植
发产品及头皮护理｜眼科治疗及眼保健产品设
备等 

科技健康产品：体脂秤｜智能穿戴｜健康追踪
机器人｜智能睡眠管理设备｜智能眼镜等 

家用医疗产品：家用呼吸机｜血糖及血压仪｜
额温耳温枪｜健康一体机｜人体成分分析仪等 

辅助器具：轮椅、听力、通讯、语言、日常护
理等辅助器具 

健康工业园区｜大数据应用及信息平台｜移动医疗｜医疗云服务平台｜互联网医院等 

现场针对参观人士进行多维度健康评测，

为其提供疾病管控、健康调理等方面做科

学引导，坚持预防为主，让健康融入生活。 

各类保健护理设备、科技健康产品及医疗

产品的亲身体验，亲身体验科技智能带来

的健康和快乐。 

健康用品专馆 03 



营养及健康食品类 滋补及保健食品类 

中医及中药饮片类 

针对当前十分火爆的营养、健康食品市场，

通过现场交流引领健康营养食品新风潮。 

展区汇聚各类滋补及保健食品，市场需求

品类多，疫情后人们对保健食品认同更高。 

营养品：益生菌｜代餐粉｜营养强化食品｜营
养补充剂｜运动营养食品｜康复营养品｜膳食
补充剂｜营养健康原料｜健康饮品｜高端水等 

健康食品：绿色健康食品｜健康粮油｜高端进
口食品｜天然有机食品｜素食及植物基产品｜
生态农产品等 

功能食品：特医食品｜药食同源｜疗效性保健
食品等 

滋补品：燕窝｜参类｜冬虫夏草｜灵芝｜牛樟
芝｜绿藻｜胚芽产品｜阿胶｜蜂产品｜芦荟｜
鹿产品｜鱼胶｜白花胶｜维生素｜蛋白粉等 

保健食品：保健茶｜保健酒｜保健饮品｜保健
食品｜营养配餐｜肠道管理等 

美容类产品：美容口服液｜口服减肥产品｜药
妆｜功能性美容产品｜丰胸美体｜减肥瘦身｜
祛斑祛痘｜防晒排毒等 

中药饮片：中药精制饮片｜中药破壁饮片｜普通中药饮片｜中药免煎饮片｜天然药物｜草药及民
族药材｜原生药材｜动植物提取物｜中药饮片炮制技术｜中药材种养殖及生产加工等 

中医养生：中医馆｜中医治疗｜智能中医｜中医健康养生馆｜艾产品等 

展区以弘扬中医、中药文化为主题，并升华中医中药产品技术。 

展商分析 
Overview 健康食品专馆 03 



展商数据分析 
Overview 

30% 

4% 

9% 

4% 
10% 

7% 

3% 

4% 

13% 

6% 

8% 
2% 广东  北京 

辽宁 四川 

陕西 浙江 

福建 江苏 

黑龙江 湖北 

湖南 广西 

参展企业来自于全国各地 

参展商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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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职位 

10% 

11% 

14% 

14% 

18% 

14% 

8% 
4% 7% 

大健康领域各类型企业，生命信息公司 

医药商业集团，健身馆、美容及连锁美容

院、养生馆、疗养会所 
药房、连锁药房、保健品专营店 

线上线下购物平台、微商团队 

各类型医疗机构、社康中心、体检中心、

健康管理中心、养老服务平台 
网络达人、带货平台 

代理商、经销商、贸易商、制造商 

深圳企业工会系统、科研机构、相关行业

技术专家 
集团采购、媒体发布平台、投融资机构、

相关政府部门 

25% 

19% 
9% 

24% 

9% 
8% 

6% 

集团总裁/法人/总经理  

合伙人/CEO  

市场部负责人 

采购总监 

销售部负责人  

公司职员/行政/财务人员 

其他  

观众所属领域 

观众数据分析 
Overview 05 



计划采购类别 

计划采购金额 

21% 
24% 

11% 

11% 

13% 

15% 

5% 

健康管理及康复医疗类：健康管理机

构、医疗保健、生物技术及产品等 

智慧医疗及家用医疗类：保健护理产

品、科技健康产品及家用医疗产品等 

产业信息及平台类：大数据、移动医

疗及云服务等 

营养及健康食品类：营养品、健康食

品及功能食品 

滋补及保健食品类：滋补品、保健食

品及美容类产品 

中医及中药饮片类：中医馆、中药材

等 

其他 

37% 

25% 

12% 

18% 

8% 

10~50万以内 

50~100万 

100万以上 

1~10万 

1万以内 

展会数据分析 
Overview 05 



2020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生命科学高峰论坛 

2020首届粤港澳大湾区生命科学高峰论坛
之《生命矩阵 深湾力量》专场 

同期活动 
Various activities 

由深圳市生命科学行业协会主办，中共深圳市新兴战略

产业类行业协会、深圳市产业园区发展促进会、中国老

年保健协会、深圳市中医经方协会、深圳市人工智能行

业协会参与的关于生命科技专场峰会，大会吸引了近

300人参与。 

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李叁鬆、深圳市中医经方协会会长姜宗瑞、深

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会长范丛明等给予了极

大关注，同时探讨关于肠道微生物制药产业现

状和展望、及生命科学视野中的命科学产业及

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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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生物医学国际中医药康养高峰论坛发布会 
大会由深圳市老年医学研究所、深圳市第二人民

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发展基金会、中

医药文旅康养协会、深圳市中医药博物馆、深圳

市老年医学研究所、海尔集团、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深圳市地道药材协会、深圳市中医药膳食

疗协会等机构共同参与，并得到深圳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专家学者、国内外团体和社会组织极大

关注的专业活动。 



同期活动 
Various activities 06 

2020首届大湾区中医药养生高峰论坛 

由广东省关爱老年人发展促进会、深圳市中医经方协

会、深圳市慈商俱乐部、深圳市积土全养生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兹商中医药健康服务有限公司、深

圳市葫芦里养生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主办，由深圳国际

营养与健康产业博览会组委会承办的中医药领域内专

业峰会。后疫情时代大家对中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大会吸引了300多人参与。 

植物性饮食的趋势和营养 
大次大会由余力博士、胡为民教授、林恭平（前文

莱国王御厨）、中国烹饪协会素食厨艺委员会及大

兴安岭绿色产业联合作共同举办的有关植物性饮食

的趋势论坛，就如何打造素食健康与厨房做了探

讨。 

2020体控太太团体PK赛 

本次活动于展前进行线上推及海选，通过健康

减肥而达到完美身材而举办的融合线上+线下举

办的专场活动，通过比赛可以看到由合理减肥

带给生活的幸福及自信。 



全媒体矩阵宣传 
Media Promotion 07  

80家国内主流媒体，深度报道！ 

800+自媒体，不同视角，不同观点，助力展会！ 

620家超市、便利店，简单直接！ 

600辆公交广告，贯穿鹏城！ 

1200家中高端餐厅互动屏广告，有效传达！ 

35万张邀请函式门票派发，有效覆盖目标人群！ 

1000万+抖音、今日头条、小红书、微博推广，全接触！ 

 



精彩瞬间 
Wonderful Moment 08 



深圳市丽腾会展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184496  

邮箱：info@ihifchina.com 

网址：www.ihifchina.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6道 

           航盛科技大厦4楼4A 

2021·第十一届深圳国际营养与健康产业博览会 

2021年5月21-23日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中心区） 

与您再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