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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览

+300
参展企业 展出面积

22,000
2m

专业观众

32,916 人 20 场

专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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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数量 部分品牌展商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150

200 

300

展商评价

“今年是我们第三次参加老博会，在这三年中，展会的规模、档次、

层次都有很大的提升，展商类型和产品门类已经覆盖了整个产业链，

平台搭建得越来越大，给我们展商带来了极佳的展示机会和丰富客

源。未来，我们期待与老博会继续进行长久的合作，共同推进中国老

龄产业的发展。”

——TOTO中国区负责人 李晋

“这是我们第三次参加老博会了，我觉得老博会有三个特点：一是主题

性，老博会围绕老龄产业的发展，主题性非常鲜明；二是连通性，老博

会通过邀请行业精英、参展商，把业界同仁都连接在了一起；三是平台

性，展会为行业同仁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通过展会认识了更多的朋

友和未来养老的趋势。”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团体业务部总经理 唐威

龙头企业荟萃  打造最佳商贸平台

“老博会非常专业，买家中有很多养老机构，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客户群。

我觉得展会国际化程度很高，这里能看到很多来自澳洲、日本、台湾、香

港的观众。来到我们展位的客户群，80%以上都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汇嘉健康科技生活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淑贞

“我觉得老博会今年的互联网+智能的元素更多了，不管是人气还是科

技的元素都比往年更好。通过这个展会，很多合作伙伴和参展商与我们

达成了长期合作，收获很大。”

——中国电信悠悠乐康平台运营中心总经理 覃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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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地域构成

展品分类比例 展商满意度

展商对参展效果
表示满意

展商对观众质量
表示满意

展商表示下届
继续参展

展商参展目的
达成

展商对目标观众
接洽满意

98%

86%

80%

80%

86%

无障碍生活 

养老智能化 

康复及护理用品 

养老服务业

保健养生 

生活用品 

养老房地产

18%  

18%  

16%  

16%  

6%  

11%  

8%  

7%

协会机构

其中国际展商数量较上届增长 ，吸

引来自美国、澳洲、日本、英国、法

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墨西哥、西

班牙、匈牙利、韩国、香港、台湾、澳

门等 和地区的 国际知

名企业和品牌参展。

25%

十余个国家 近百家

华南

7%

国际 

华东 

华北 
东北 

34% 
46%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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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价

“老博会汇聚了行业内不同的买家，像房地产商、开发商，还有来自
民政局、运营安养中心的同行，是一个业界大咖互相交流的机会。我
认为这个平台非常值得再继续推展下去，收获也很多。”

            ——台湾新北市中华老龄产业发展促进会理事长 黄景瑞

观众对采购决策

的影响力
75%
拥有决策权 提供决策建议

25%

人

观众总数

32,916
专业观众

54%

“本届老博会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参展商数量最多、
国际化水平最高的老龄产业博览会，汇聚了老龄产业的顶尖品牌和
企业，全面展示了从养老服务、养老健康到养老环境的产品成果，
成为行业风向标盛会。”

   ——全国老龄办宣传部主任 刁海峰

部分买家品牌

优质买家云集  共同开拓商机蓝海

“今年和老博会合作，是因为老博会有很多专业的企业参加，可以
更好地把日本的产品和老龄产业相关的服务推广给当地企业。今后
我们也将继续组织日本企业参加老博会的企业交流活动。”

       ——JETRO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所长 天野真也

“我已经连续两年来参观老博会，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国际参观者和
中国各地的参观者，也看到了展会规模的提升。我觉得老博会给澳大
利亚公司带来了很多商业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了解最新政策和资讯的
平台。”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使馆商务处商务领事 林英华

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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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买家团名单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及服务

观众参观目的

观众所属行业

88%

80%

91%

83%

85%

78%

83%

康复及护理用品

养老智能化

养老房地产

无障碍生活

保健养生

生活用品

养老服务业

养老机构

地产物业

医疗康复

政府机构

贸易机构

金融投资

社会组织

科研院校其他

%20

16% %14

%12

11%

10%

10%

2%
5%

广东省老干部活动中心

广州市民政局

广州连锁经营协会

广州家庭服务业协会

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协会

香港安老咨询委员会

台湾长期照顾关怀协会

新北市中华老龄产业发展促进会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

澳洲新南威尔斯州奥华公会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

香港保良局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老年住区委员会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全国残疾人用品开发供应总站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医学会

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

广东省社会工作师联合会

广东省家庭医生协会

广东省养生文化协会

广东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采购产品

84%

收集市场信息

80%

寻找合作伙伴

82%

参加展会同期活动

78%



嘉宾评价

99名

海内外演讲嘉宾专业论坛

20场 10,000位

 参会代表

2016中国国际老龄产业高峰论坛举办主论坛、

分论坛、专场论坛、采购洽谈大会、开放式论坛

等20余场专业论坛，云集美国、法国、澳大利

亚、日本、荷兰、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99名

业界精英学者、专家，深入探讨养老运营、社区

服务、人才培养、养老地产、康复医疗等多个维

度热门话题，带来极具创新理念的产业发展洞

见，打造一场思想与智慧碰撞的盛宴。

2016 展后报告

“我参加了一号馆的论坛，感觉非常务实，包括一些政策的剖析，我觉得剖

析的非常务实、全面，对于参展的或者参会的观众来说一定会受益匪浅。老

博会经过这几年以来的发展来看，非常好，非常专业，也具有了一种绝对的

国际范，跟我们的品牌战略非常契合，同时也感觉到这里面的资源很多。”

——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张昊岩

“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业内的熟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聚集地，将很多

关心老龄化、长者需求的不同的产品、行业及服务的行业人士相聚在一起，

共同交流分享新的亮点和看法，都得透过这种凝聚的机会才能做到。”

——香港圣公会麦理浩夫人中心高级总干事 梁敬文 

精彩同期活动 开创产业革新前景



主论坛

荟萃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业界专家及领军企业

等各路行业精英，以极具前瞻性的视角解读行业最新发展现

状、政策和趋势，聚焦渠道变革和产业发展，协力推动行业

革新，为未来老龄产业发展共商大计。

老龄产业

开启亿万百姓社会福祉的新纪元

2016 展后报告

分论坛

分为养老地产、投资金融、智能化与养老运营、社区服务

四大版块，围绕养老地产、康复医疗、养老运营、社区服务、

人才培养、养老智能化等热门话题进行分享与探讨。

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万科集团、珠海和品、法国百塔威建筑设计、深圳一格、陕西瑞泉养

老、上海迈动等协会和企业的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发表精彩演讲。

来自国际康复机构质量认证委员会、荷兰“生命基金”养老机构、湖南普亲养

老机构、广东祥利百悦、北京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台湾桦钰国际、华

寿之家等嘉宾进行主题演讲。

养老地产/投资金融/智能化版块 养老运营/社区服务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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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论坛
联合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地产物业、医疗康复各行业领域，携手澳大利

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市民政局、中国房地产业协

会老年住区委员会、广东省医学会等机构，深度解读全球养老产业各细分

领域的最新发展现状、政策及趋势。

采购洽谈大会

养老地产采购洽谈大会

连锁商超药店采购洽谈大会
暨保利和院健康生活馆&若比邻采购对接会

保利和院健康生活馆、保利若比邻超市以及广东宝家康连锁有限公司、佛

山佛灵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数家广佛地区知名连锁大药房举办专场采购

大会，采购负责人现场发布适老产品的采购内容及标准，为保利地产社区

养老体系招募并储备供方资源。

澳大利亚·中国老龄产业论坛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安里提颐养集团、皇澳颐养等机构及企业展

示澳洲养老领域最前沿的技术、经验解决方案，一方面促进澳大利亚的

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了解中国养老市场动态和主要趋势，为双方提供分享

见解和经验的平台；另一方面中澳双方企业通过面对面的洽谈和交流，

共同探讨中澳两国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机遇与挑战。

中日（广东省）老龄产业交流会
汇聚多家来自介护福祉服务、辅助用品、养老设施、人才培训、保险等养

老领域的一线日本企业和供应商，为其和参展商打造高端会议论坛及“一

对一”商贸配对等尊享活动，促进中日养老产业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

恒大健康产业集团、颐和集团、越秀地产、珠江投资、中铁四局集团、广

东股份集团、珠江实业、美林基业、谷丰健康、世联兴业养老、家和集团

等地产开发商现场发布养老项目信息及产品需求信息，并与供应商一对一

互动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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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常务理事兼社会工作职业认证中心主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副总工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养老服务设施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郝福庆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

何炤华  
国家卫计委家庭发展司副司长

吴玉韶  

乌丹星  
民政部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理事

国家开放大学社工学院执行院长

娄乃琳  

宋广菊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书平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老年住区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老年宜居住区试点工程办公室主任

傅林江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老年住区委员会主任

蓝城集团执行总裁

肖滟旻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大讲堂秘书长

城镇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母基金）董事长
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院长

陆松涛
影视金融风情小镇投资基金投资总监
中国老年宜居住区试点工程专家
三亚市政府养老专家
清华同衡养老专家委员会专家
原国家发改委《中国养老》杂志总编

庞涛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事业发展部主任
湖南省郴州市市委常委副市长

戴德明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

天野·真也  
  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所长

（首席代表）

Christine M. Macdonell 

康复医学及长者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总经理

国际康复机构质量认证委员会（CARF）负责人

荷兰养老地产机构“生命基金”创立人之一 
董事会主席 

汉斯贝克  

黄丽君 
皇澳颐养（中国）执行总经理

论坛嘉宾

王永飚   
万科集团养老事业合伙人
深圳市万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琦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方炎松
广东省老龄工作办公室主任

聂元松
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处处长

巫智健  
法国百塔威建筑设计事务所
PADW中国区执行董事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养老服务设施专业委员
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徐学文  
广东祥利百悦养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昊岩
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上海财经大学EMBA
全经联养老住区优秀操盘手

广东省民政厅副巡视员

雷米乐  

特蕾莎 冯德赫特  ·
荷兰特蕾莎快乐湖里集团董事会主席
高级总监

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处领事（教育）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北亚区教育专员



媒体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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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 新华社、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济时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房地产报、羊城地铁报、

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老人报

电视电台 亚洲健康互联、日本NHK电视台、第一财经视频、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南方电视台

海外媒体 香港大公报、大公网、日本振兴社、日本朝日新闻、China Daily、Ability Magazine、Practical Patient Care

网络媒体 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凤凰网、搜狐、新浪、网易、界面、21CN、环球网、美通社、高新网、南方网、

国家养老网、中国文化交流网、大洋网、动脉网、医械创新网、养老产业周刊

专业报刊 《环球老龄》《第一财经》《中国社会报》《MHS》《环球人物》《国家人文历史》《房地产导刊》《亚洲健康互联》

《神州养老》《观点》



组展单位：  广州市保利锦汉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28号

传    真：    

邮    箱：     SICinfo@polycn.com

联系我们

电  话：

+86 (0)20 8989 9600 

邮  箱： xialingxu@polycn.com

展会咨询

www silverindustry.cn.
PWTC Expo, Guangzhou, China2017. 11. 16-18

第四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
thThe 4  China International Silver Industry Exhibition

期待与您 2017 再相见

保利世贸中心F栋11楼

+86 (0)20 8989 9111

 +86 (0)20 8989 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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