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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通过全球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医疗旅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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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介绍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创立于中国会展发源地–广州，是中

国知名的会展主办机构之一。并先后成为全球展览业协会成员、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发起单位、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理事

单位、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广州琶洲会展促

进会理事单位、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会员单位、广东省河

南唐河商会副会长单位等多个社会团体和公益组织成员。

2017年，正和会展与多家知名会展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

长沙、昆明、济南、郑州等地组建10多所分公司和多家合作公

司。由正和会展参与和组织运作的展会超过100余场，其中涉及

农业、建筑装饰、建设科技、食品科技、烘焙工业、工业装备、

机械零部件等重要领域，遍布全国22个城市，服务超过5000多

家参展企业，现已成为中国市场网络最广、展会类别最全、展

会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会展公司之一。

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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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组织机构，展会信心保证

中国会展业民
营企业十强 中国会展十大最

受关注企业
全球展览业协会

成员

美国独立组展商
协会会员单位

国际展览和项目
协会会员单位

6 7

2015年十大最具
影响力展览公司

中国最具行业影
响力品牌

公司介绍



2 展会介绍



问: 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医疗旅游业务
理想的目标市场？

截止2017年1月，中国大陆地区
千万高净值人群数量为147万，比

去年增加13万人，增长率达9.7%。
同时，中国2.74%的人口家庭年收

入逾百万。

42%的高净值人群希望
得到更好医疗服务

健康养生排在高净值人群感兴趣的
话题的前三位，“自身和家人健康”
和“父母养老”是他们目前最困扰
的两个问题。同时，高净值人群普
遍期望到国外享受到更好的医疗环
境、设施、诊断、技术、药物和服

务等。

海外医疗支出89亿美元
由于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前段
技术、新型药物引进难等问题，跨
境医疗逐渐在高净值人群中形成趋
势。预计2020年，国内跨境医疗市
场将由2016年的89亿元增长到531

亿元。
5

高净值人群激增

答: 中国高净值人群激增，60岁老龄人
口超2亿，高端医疗市场缺口巨大，医
疗旅游前景广阔。

市场分析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
规划账务司副司长张西龙，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杨劲松，
上海市旅游局政策法规处处长汪剑明，

均曾亲临参观，并对展会予以高度评价。

展会面积30000平方米，

17个国际展团出席，

预计成交额3亿人民币，

200名顶尖行业专家，

420名行业领军人物，

参与了68场研讨会，

国内观众代表团20个，

国际观众团10个。

展会介绍

首个通过全球展览业
协会认证医疗旅游展



56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参观了2017CMTF北京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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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助孕

癌症治疗

全球养生疗养

精准医疗

鲜活细胞抗衰老

中医药旅游

精密体检/基因检测 重症治疗/早癌筛查 医学美容

展示范围



3 战略资源



中国国家旅游局 泰国旅游局 韩国观光公社

马来西亚旅游局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 新加坡旅游局

政府支持

西班牙旅游局

七届的沉淀积累，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展已与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旅游局及医疗、旅游协会建立合作关系，世界各国医
疗、旅游机构纷纷将其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绝佳跳板。

北京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



整合圈全国近20余万家非公立医疗
机构，代表他们利益的全国性行业
组织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协助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研究与制定国
际医疗旅游的政策，组织指导国内医
疗机构开展规范的、高质量的医疗旅
游项目。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国际医疗旅游分会

成立于2005年，中国重症医学规范
化条例的建设完整者，多次举办各
种类型的全国学术会议及专题研讨
会。

中华医学会 · 重症医学分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国际医疗旅游分会

合作协会

整合日本旅游资源，配合中国旅行社
的日本出境游工作。为中国同业和日
本同业搭建一个交流合作平台和沟通
桥梁

JCSIS一般社团法人日中观光产
业协会

对旅游发展战略、旅游管理体制、国
内外旅游市场的发展态势等进行调研，
向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和
建议，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等。

中国旅游协会

提高对美国试管婴儿医院的预约效率，
改善和帮助需求家庭提供预约体验，
轻松选择合适的美国试管婴儿医院。

美国试管婴儿医院挂号协会

专门为中国的需求家庭提供位于美国
的辅助生育信息，包括试管婴儿医院、
医生，胚胎专家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主要的服务为提供辅助生育的电子出
版物，全球免费发行。

美国试管婴儿医院协会

为中国的来宾家庭提供安家美国服务
的私人定制服务,包括从优生优育生男
生女、秀美婴儿与少年成长中心、秀
美圣路德12年制学校、父母博物馆四
个秀美高级服务系列。

秀美私塾
秀美私塾

美国试管婴儿医院挂号协会

美国试管婴儿医院协会



展会将进行全媒体整合传播，参展企业将有大量机会随展会在各类电视台、网络、报刊、杂志、公共场所亮相，最大程
度吸引高端人群的眼球，引起千万人次的观众群体关注。

合作媒体



正和会展目前有超过10个旗下品牌展览会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等地举行，特别是在医疗、旅游、地产、投
资、教育等领域的展览会，无论是规模和品质，都成为中国该行业的一流的盛会。在进行国内宣传推广的同时，也积极
布局全球战略，打造世界知名品牌展会。

2015年11月
北京医疗旅游展

2016年3月
俄罗斯医疗旅游展

2016年9月
美国医疗旅游展

2016年10月
迪拜医疗旅游展

2017年3月
俄罗斯医疗旅游展

全球布局



4 品牌展商



CMTF已经与500多家全球高端医疗中心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2017年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北京）展览会展出包括精密体

检、基因检测、辅助生殖、医美整形、私人定制旅游、重症治疗、精准医疗、鲜活细胞抗衰老、养生疗养、国家旅游局、医疗

旅游协会、中医疗养等相关的32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机构到场参加。

全球展商列席



韩国展团 韩国展团俄罗斯展团 意大利展团

瑞士展团 台湾展团

乌克兰展团 新加坡展团 澳大利亚展团

日本展团

17个国家和地区
的豪华展团齐聚

北京!

国际展团

德国展团

美国展团



美国梦美HRC生殖医疗集团

1988年成立初期建造了世界最先进的胚胎实验室。在这里，梦美HRC完成了第一个通过PGD遗传学基因诊断技术的试管案
例，开创了世界第三代试管婴儿PGD检测技术。
梦美HRC成立至今29年，已使全世界4万多名女性成功受孕，专家团队曾多次获得世界级奖项、美国最佳医生等医疗大奖。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评定，梦美HRC已连续数年蝉联多年龄段试管婴儿成功率第一。



俄罗斯国际生殖医学中心（ICRM）位于俄罗斯最美丽的城市圣彼得堡，1992年，由现任总统普京授权批准成立。是俄罗斯辅
助生殖领域的领航者，同时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生殖医学中心。ICRM还拥有储备丰富的卵子库和精子库，以及精心挑选的健康爱
心妈妈资源。俄罗斯首例试管婴儿及第三方辅助生殖的试管宝宝都在ICRM健康出生。

俄罗斯国际生殖医学中心（ICRM）



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九的国际医院。
始建于1980年9月，位于曼谷市中心，是一家由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委员会)认证
的国际综合性医院，是东南亚最大的私立医院，医院拥有580张床位以及30多个专科中心，
拥有1200多位医生、900多位护士。每年吸引超过130万人就诊，其中有52万人是来自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外籍患者数量高居全球第一，是医疗旅游的首选。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是国内第一家日本独资的医疗
机构，既严格符合中国医疗卫生职业标准，也具备日
本标准的高端医疗服务模式。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倡“自然周期法”和“玻璃化
冷冻技术”两项辅助生殖技术的先进医疗机构中的一
员。



作为日本精密体检的代表型医院，宇都宫中心医院是日本第一家独立影像中心。同

时接收来自主要大学医院和区域核心医院的影像检查、诊断及转诊患者。

医院成立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专攻恶性肿瘤及心脑血管病等成人疾病的早期筛查。

日本宇都宫中心医院也是日本首家第五代射波刀、第八代托姆刀独立放疗中心。

日本宇都宫中心医院



5 精彩现场



2015第二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2016第三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2015第一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高端峰会

2016第四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2016第五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全球名家同聚一堂  共同开拓中国市场

2017上海&北京论坛大会



展会自举办以来，共接待全球观众超过7万人次，参观观众的来源以家庭患者/社会精英/中介等为主。本次展会

的目标受众是高端消费人群，联合中大型企业、高档楼盘物业、旅游组织、代理商、行业协会、老干部活动中心、保

险及银行VIP客户等社会精英、白领等。

2016年11月北京 2016年6月广州 2016年4月上海 2015年12月北京 2015年6月广州

精彩现场



现场气氛火热  权威媒体报道

2017上海&北京精彩现场



6 上海&成都&北京



  

上海·上海展览中心

2016年，上海GDP居中国城市第一位，亚洲城市

第二位。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4305元。

 2017年，上海户籍老年人口比例达到31%。老年人比

例接近全国数据的2倍。庞大的老年人群，让上海当地医

疗资源不足的境况更加窘迫，而相较高的收入，让当地居

民更为乐意到国外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2018年5月18-20

日，第八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展览会在上海举行，预计展会期

间3天人流量将超过2.5万人。



上海·上海展览中心



  

成都·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每1000个成都

人中，就有1个净资产超过600万高净值富豪；这

部分高净值富豪及其家庭平均每月健康管理花费1.4万，

占日常花费的四分之一，其中近一半健康花费用于爱人

和父母，子女最少。然而8成对效果并不满意，他们普遍

希望得到更高端的医疗健康服务，包括高端体检、健康管理

等。与此同时，由于成都老龄化严重，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医

疗旅游市场十分广阔。



成都·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北京是中国千万富豪比例最多的地区，常住人口

2172.9万,平均每100人就有1个资产超过1千万。

2018年11月16-18日，第十届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展览

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四次在北京举行，本届展览会还

得到北京当地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同时，因为前两届的成

功铺垫，展会在北京当地已经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预计展会期间将有大量高净值人群与会，展会期间3天人流量

将超过2万人。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8号广州国际采购中心713室

电话：020-84138131

邮箱：zhenghe@expozh.com

正和官网：www.expozh.com      大会网站：www.cmtf.net

Guangzhou Zhenghe Exhibition Service Co., Ltd
Add: Room713,GZ Sourcing Centre,No.8 Pazhou Avenue East,Haizhu District,GZ,GD,China

Tel: 020-84138131

Email: zhenghe@expozh.com

Company Official Website: www.expozh.com      Fair Official Website: www.cmtf.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