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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简介

一、展会名称：2021 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21 年 11 月 12-14 日，共 3 天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三、展会规模

展览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参会代表预计 6000 人，参展企

业预计 800 家，观展人数预计超 10 万人次。

四、展示内容

创新药械、医美、中医药、高端医养、区域特色及公立医疗

机构科技成果展示等。

五、参展费用

展位类型 展位规格 费用

标准展位 3m×3m （优惠后）6600 元/个

光地 36 ㎡起租 （优惠后）660 元/㎡

相关说明

1.标展费配置：长宽各 3 米、高 2.5m 展板、楣

板、一桌、二椅，220v 电源插座一个，射灯二支、

保安、清洁服务

2.光地：展出场地、清洁服务、不包括展台搭建

制作费，光地搭建需交纳 10 元/㎡施工管理费用

3.展位分配顺序为:先申请,先付款,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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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展回执表

参展单位

负责人 职务 手机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参展展位

面积

标准展位号： 共 个

空地展位号： 共 个

此表请于 9 月 30 日前回执。联系人及电话: 刘继林，

13876709019;陈泓龙，18976548818;邮箱: 408390492@qq.com ，

317578745@qq.com。

参会回执表

姓 名 性 别 工作单位 职 务 手 机

此表请于 9 月 30 日前回执（备注：参会人数不限, 此表可

复印）。联系人及电话: 刘继林，13876709019;陈泓龙，

18976548818;邮 箱: 408390492@qq.com ，31757874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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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总体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坚持以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信

息化为理念，主动融入、服务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健康产业体系构

建；坚持以举办展览展示、会议论坛、贸易活动为重要抓手，充

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区位优势，汇聚全球健康领域资源，

将“海南健博会”打造成为区域交易交流重要平台。

二、活动名称

2021 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三、时间与地点

时间：2021 年 11 月 12-14 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四、展会主题

逐梦自贸港，聚力新时代

五、组织机构

（一）指导单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海南省人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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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办单位：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医药保健品

进出口商会、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

农工民主党海南省委员会、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

（三）论坛主办单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院协会、中国抗衰老促进会。

（四）承办单位：海南卫视、海南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五）支持单位：海南省各市县政府。

六、展会规模

展览面积 4.5 万平方米，折合国际标准展位约 2500 个，参

会代表预计 6000 人，参展企业预计 800 家，观展人数预计超 8

万人次。

七、展区规划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1 馆、2 馆、3 馆、4 馆及登录大厅，1 馆

为区域特色展馆，2 馆为国际药械展馆，3 馆医疗旅游展馆、中

医药展馆，4 馆为高端医养展馆。具体如下：

（一）1 馆：区域特色展馆

展览内容：省市健康产业展示与推介、中医中药推介与体验

等。

（二）2 馆：国际药械展馆

展览内容：药品、医疗器械与设备、医用耗材、防疫物资、

医疗机构等。

（三）3 馆：医疗旅游展馆、中医药展馆

展览内容：医美、医疗机构、中医药、保高端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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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4 馆：高端医养展馆、健康生活展馆

展览内容：智慧养老设备与技术、康复护理器材、跨境电商

产品、母婴用品、健康食品、有机农产品、健康粮油、森林康养

产品等。

八、主要活动

（一）开幕式

1.时间：11 月 12 日上午 9:00-9:4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1 馆论坛区

3.内容：邀请指导单位、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相

关领导，各省、市、县参展团以及参会代表参加。活动内容由节

目表演、领导及嘉宾致辞、《海南保亭健康产业发展报告》白皮

书发布等部分组成，海南卫视全程直播开幕式盛况。

（二）主论坛：2021第五届中国国际医疗健康产业高峰论坛

1.时间：11 月 12 日上午 9:50-17: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1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2000 人

4.内容：由农工党中央联合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院协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品商会、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共同主办，论坛

分为主题演讲、嘉宾对话两个环节。论坛邀请农工党中央、国家

卫健委、海南省政府等相关领导，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两院院

士、国医大师、世界 500 强企业 CEO、知名专家学者、各省市自

治区卫健委领导、行业组织代表、国际医疗机构及投资机构负责

人、企业及媒体代表近 2000 人参加，围绕健康产业发展、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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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生物制药、医疗旅游、智慧医疗、中医药康养、森林康养

等议题进行政策解读。同时，开展产业研讨、经验分享、资源推

介、项目签约及相关研究报告发布等活动。

5.拟邀请部分嘉宾名单：

陈 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

何 维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沈晓明 海南省委书记

冯 飞 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李 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刘 谦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

协会会长

王 路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曲凤宏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

陈冯富珍 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

生与健康学院院长

高 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伯礼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博鳌超级医院院长

陈 薇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

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 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

仝小林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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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堃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基因工程

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田雪原 中国社科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周 惠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会长

张 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中国医师协会医学遗传医

师分会会长

张文宏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

（三）健康产业海南行--优质健康产业企业专项招商推介会

1.时间：11 月 12 日下午 14:30-17:00

2.地点：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多功能厅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海南南海健康产业研究

院承办，邀请省卫生健康委、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以及相关市县领导、智库专家、健康产

业企业负责人参会。

（四）平行论坛1：第二届海南国际健康管理创新大会

1.时间：11 月 12-14 日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一期）

3.规模：约 1200 人

4.内容：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澳门健康管理协会主办，邀

请卫健委领导、院士专家、医疗机构代表、药品及保健品企业负

责人等大健康领域相关人员参会。

（五）平行论坛2：全国传染病防控技术发展论坛



-8-

1.时间：11 月 12 日下午 14:30-17:30

11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1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800 人

4.内容：会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等

主办，邀请国家疾控局、各省市卫健委、疾控中心领导，知名专

家学者，疫苗企业及相关企业代表，媒体记者参会。

（六）平行论坛 3：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

1.时间：11 月 12 日下午 14:30-17:3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300 人

4.内容：由海南省医学会等单位主办，邀请医疗机构分管院

长、信息中心主任、互联网医院代表、电信运营商代表以及药械

厂商代表等参会。

（七）平行论坛 4：中国药食同源研究成果发布会及高峰论

坛

1.时间：11 月 12 日下午 14:00-17:3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300 人

4.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邀请

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食品、医疗、中药、餐饮、投资、金融、

媒体等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共同探讨药食同源“中医、中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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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智慧融合的理论、健康管理与社会化服务，为全民健康谋划

美好蓝图。

（八）平行论坛5：国医国药健康中国百人论坛

1.时间：11 月 12 日下午 14:30-17:30

2.地点：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宴会厅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中国抗衰老促进会、中国中药协会和中国医药教

育协会等多家中医药领域国家级协会联合主办，邀请大健康产业

链内相关部门领导、企业领袖、知名专家学者等参会。

（九）平行论坛 6：化妆品抗衰功效评价研讨会

1.时间：11 月 12 日下午 14:30-17: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3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150 人

4.内容：由中国抗衰老促进会主办，邀请来自医疗机构、高

校、科研检测机构及化妆品企业代表参会。

（十）平行论坛 7：中国健康城市生活发展高峰论坛

1.时间：11 月 13 日全天

2.地点：海口万豪大酒店宴会厅

3.规模：约 500 人

4.内容:由上海健康医学院等主办，邀请各地政府领导，康

养机构，康养小镇建设及投资机构代表，媒体代表等参会。

（十一）平行论坛 8：医疗器械发展研究高峰论坛

1.时间：11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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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医伴金服等主办，邀请相关医疗器械生产商、医

用原材料/设备供应商、第三方检测咨询服务商、科研院校、医

院、学术界专家、投资方等参会。

（十二）平行论坛 9：海南自贸港医疗旅游论坛

1.时间：11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国际医疗旅游分会、海

南省康养旅游协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主办，

邀请相关省市区卫生健康委领导、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负责人、健康行业协会代表、国际医疗机构代表、知名健康企业、

医疗健康行业投资机构负责人、旅行机构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参会。

（十三）平行论坛 10：功效营养医学发展论坛

1.时间：11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3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中国抗衰老促进会主办，邀请全国营养医学领域

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以及优秀的营养师参会。

（十四）平行论坛11：第六届全国非药物疗法发展交流与推

广大会

1.时间：11 月 13 日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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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点：海口金色阳光酒店会议室

3.规模：约 400 人

4.内容：由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主办，将邀请政府部门领

导、国内非药物疗法特色技法持有人、学者专家、行业内知名企

业负责人等参会。

（十五）平行论坛 12：创新药准入政策分享论坛

1.时间：11 月 13 日上午 09:00-12: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登录大厅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海南省医疗保障局、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

南省医药行业协会等单位主办，邀请来自医药卫生、药品政策与

管理、临床药学等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及媒体代表等参会。

（十六）平行论坛 13：国际森林康养发展论坛

1.时间：11 月 13 日下午 14:30-17: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1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主办，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森林康养分会承办，邀请来自国内林草、卫生健康、旅文、中医

药等行业主管部门领导以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重点

围绕资本对接、森林康养体验中心、国际经验借鉴与分享等议题

展开研讨。本次大会由线上视频、现场主题演讲、专家对话及基

地考察等内容构成。

（十七）平行论坛 14：妈祖文化与生命健康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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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11 月 13 日下午 14:30-17:3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300 人

4.内容：由台湾妈祖文化医疗健康发展基金会等主办，邀请

学术界、传媒界、文旅业界、大健康业界国内外权威专家，企业

家等参会。

（十八）平行论坛 15：国际营养保健食品创新发展论坛

1.时间：11 月 13 日下午 14:30-17: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 3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组委会主办，邀请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专家学

者，高端营养品企业、保健品企业、代理商、经销商、科研机构

等负责人参会。

（十九）平行论坛16：第二届气候健康专家研讨会

1.时间：11 月 13 日 下午 14:30-17:30

2.地点：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会议室

3.规模：80 人（受邀嘉宾）

4.内容：由海南省气象局主办，邀请气候医院专家、海南省

卫健委领导等参会。

（二十）平行论坛 17：国际药械对接暨招商推介会（包括考

察）

1.时间：11 月 13 日下午 14:30-17: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登录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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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主办，邀请

各地卫健委、药监局、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中

国医保商会相关领导，知名国际药械厂商、代理商、国内大型医

疗机构负责人等参会。

（二十一）平行论坛 18：海南智慧养老健康产业发展论坛暨

交流对接会（包括考察）

1.时间：11 月 14 日上午 14:30-17:00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 馆论坛区

3.规模：约 200 人

4.内容：由组委会、海南省民政厅等组织，邀请政府有关部

门领导、行业协会代表、养老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企业代表参

加。

九、现场活动

（一）“智慧开放·健康海口”媒体体验日

1.时间：11 月 12 日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3 号馆

3.内容：邀请国内外百家媒体线上线下同步参与活动，现场

将运用沉浸式交互空间技术，通过海口重点产业发展规划项目展

示海口宜居、宜养、宜业的大健康城市概念，推介展示海口医疗

养生及城市发展规划蓝图。

（二）AR 健康互动体验活动

1.时间：11 月 12-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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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登录大厅

3.内容：现场设置展板，运用 AR 技术，将互动内容分为“最

美逆行人”故事、疫情防控应急知识科普、心理健康知识科普三

大版块，游客可通过手机学习健康知识，了解“最美逆行人”故

事，赢取奖品。

（三）人气网红直播带货

1.时间：11 月 12-14 日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 馆、3 馆

3.内容：现场搭建 2 个直播单间，邀请人气网红与特色产品

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对特色产品进行直播推介与销售，带动消费。

（四）中医特色疗法免费体验活动

1.时间：11 月 12-14 日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3 馆

3.内容：现场观众免费体验针灸推拿、拔罐、雷火针、铜板

刮痧等中医特色养生疗法，弘扬中医文化。

（五）名医现场义诊活动

1.时间：11 月 12-14 日

2.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 馆

3.内容：邀请国内外知名医师现场义诊。

（六）2021 海南国际太极拳健康交流展示大会

1.时间：11 月 12-14 日

2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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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开幕式、集体表演、分批汇演、图片影像展、太极

抗疫论坛、全球太极生态链产业化研讨会、候鸟体验、养生培训、

闭幕式。

（七）健康公益跑--我为海南健博会打 Call

1.时间：11 月 13 日 09:00-11:00

2.地点：世纪公园→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3.内容：邀请跑步业余爱好者参加本次公益跑活动，为“健

康海南”、海南健博会打“Call”。

十、宣传推广

全面整合海南广电媒体资源，发挥中央驻琼媒体资源优势，

结合网络、直播、新媒体、短视频、户外媒体、专业期刊及网站

等多种传播形式，分阶段、多角度、全方位宣传展会，提升展会

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