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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正和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世界医疗旅游产业联盟

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抗衰老促进会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国际医疗旅游分会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上海市旅游局

成都市旅游局

泰国旅游局

韩国旅游发展局

Medical Excellence JAPAN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乌克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美国试管婴儿医院挂号协会

秀美私塾



问: 为什么选择中国作为医疗旅游业务
理想的目标市场？

在2017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特
点：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它用品质消费的
形式，倒推国内的各行各业去思考如何打
造品质。高度专业化的旅游项目和医疗服
务，让医疗旅游成为了中产阶级眼中品质
服务的代表，成为了现阶段中产旅游的大
势。

高端医疗市场缺口巨大
到了2018年，由于国内相对薄弱的医疗
技术、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较差的服务
体验，以及快速崛起的中产阶级，让全球
的医疗旅游服务机构不约而同地盯准了中
国市场这块大蛋糕。中国现有约1700万
对不孕不育夫妇、约1500万肿瘤患者、
超过1000万的医疗美容客户，高端医疗
市场缺口巨大，医疗旅游前景广阔。

海外医疗支出153.7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统计，2015年我国约有1万人
赴海外就医，人均花费15万美元。另外，
仅赴韩国整容的旅客就超过6万人次，人
均花费不菲；国人每年赴美产子的花费就
超过10亿美元。按照类似数据线索相加，
总估算，2017年我国海外医疗支出约为
153.7亿美元。 5

中产阶级的崛起

答:中国现有约1700万对不孕不育夫妇、
约1500万肿瘤患者、超过1000万的医
疗美容客户，高端医疗市场缺口巨大，
医疗旅游前景广阔。

市场分析
Marke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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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丁振文，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产业处处长王清
均曾亲临参观，并对展会予以高度评价。

展会面积40000平方米，

20个国际展团，

38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出席；

653名顶尖行业专家，

321名行业领军人物，

参与了30场研讨会，

国内观众代表团32个，

国际观众团15个。

UFI认证医疗旅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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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助孕

癌症治疗

全球养生疗养 鲜活细胞抗衰老

精密体检/基因检测 重症治疗/早癌筛查 医学美容

展示范围
Exhibition Scope

精准医疗 中医药旅游



权威主办机构
国家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局、泰国旅游局、
韩国观光公社、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等，均对展会积极推动国内外优质医疗资
源合理配置给予高度肯定。

18年专业团队
每年在全国各地举办100多场大型展会和
高端论坛，权威的主办机构、专业的执行
团队、成功的办展经验、多维的宣传造势。

媒体宣传推广
借助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的支持，推广宣
传，举办各类同期活动，吸引目标人群对
展会的关注，并到场咨询参观。

正和会展，国际一流的主办机构

UFI认证品牌展会
正和会展是全球展览业协会UFI认证会员单
位，旗下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展览会是ufi认证
医疗旅游展览会。

展会优势
Exhibition Highlights 



58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参观了2018CMTF医疗旅游展

中国
阿根廷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塞拜疆
爱尔兰
奥地利
澳大利亚
巴基斯坦
巴西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波兰
朝鲜
德国
俄罗斯
厄瓜多尔
法国
哈萨克斯坦
韩国
荷兰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卡塔尔
科威特
老挝
马来西亚
美国
蒙古

孟加拉国
秘鲁
墨西哥
南非
葡萄牙
日本
瑞典
瑞士
塞舌尔
沙特阿拉伯
斯里兰卡
斯洛文尼亚
泰国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乌克兰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西班牙
新加坡
伊朗
以色列
意大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英国
越南
智利



CMTF已经与800多家全球高端医疗中心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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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疗养等项目，38个国家和

地区的医疗机构到场参加。

全球展商列席
Well-known Exhibitors



韩国展团新加坡展团土耳其展团

瑞士展团 泰国展团

乌克兰展团 台湾展团 柬埔寨展团

日本展团

38个国家和地区
的豪华阵容出席2018
CMTF医疗旅游展！

德国展团

俄罗斯展团

国际展团
International Pavilion



2018CMTF共计吸引海内外专业观众43328人到场参观

往届分析/Past Analysis2



观众分析
Visitor Data Analysis

12984
13960

11302

15489

3671
4276

2532

5157

2018年5月，CMTF上海展三天期间观众共计15489人次；
2018年7月，CMTF医疗旅游展首次登陆西部重镇——成都，受到了西部观众的热
烈追捧，展会三天期间观众共计11302人次；
2018年11月，CMTF北京展三天期间观众共计16537人次。

观众人次总数 海外观众人次
Visit Number Overseas Number

16537 5831



91.2%
观众对2018年CMTF医疗
旅游展总体表示满意或非
常满意

观众表示将来会继续参观
CMTF

观众愿意向同事以及行业
伙伴推荐CMTF

82.1%

83.4%

参展观众人数不断增加，观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The number of spectators  is   increasing, and audience sat isfact 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观众分析
Visitor Data Analysis



汇聚高端人群聚集，拥抱中国市场

High end crowds, hugging the Chinese market

观众分析
Visitor Data Analysis

患者及其家庭

市场部

销售部

服务部

技术部

其它

28.3%

17.1%

15.6%

12.5%

6.2%

20.3%

3成多的观众来自企业决策领导层，
与具有决定权、推荐权的领袖面对面沟通。

经理/项目经理/部门主管

总裁/主席/董事/总经理

14.3%

18.1%



观众分析
Visitor Data Analysis

3%

20%
精密体检

5%
私人定制旅游

9%
重症治疗

30%
辅助生殖

6%
精准医疗

5%
抗衰老

13%
医美整形

12%
其它

观众感兴趣的项目



宣传力度空前，除了投放UC、今日头条、360 等渠道，
在腾讯、电视台等做了专题报告。

3 宣传推广/Exhibition Promotion



宣传推广
Exhibition Promotion

行业的专业网站：首页通栏广告、条幅广告、对联广告、展会
频道条幅广告等，发布展会信息和相关新闻，设立专题报道。

大众门户网站与百度推广：分三阶段以广告、软文等形式，推
广官方网站等。

不动产投资类杂志、高端时尚生活类杂志、旅游类杂志：封面、
彩页广告、内页广告、软文推广等。

报纸宣传：以区域财经类、金融财富投资媒体为主，地方媒体
为辅，重点是吸引目标高端客户。

户外宣传：地铁广告、公交大巴车广告、机场大巴广告等。

分众传媒：商业楼宇视频媒体、卖场终端视频媒体、公寓电梯
平面媒体、手机无线广告媒体、互联网广告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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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投放
吸引大量观众登记

电视媒体：展会直播、微博直击、视频拍摄、名人采访、人气
现场活动、展会回顾、专题汇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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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
Media Co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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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高
端人群的眼球，引起千万人次的观众群体关注。



媒体报道
Media Reports



中国医疗旅游意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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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峰会
High-end forums

2017第六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2018第八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2017第七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2018第九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2018第十届“一带一路”国
际医疗旅游与健康产业大会



宇都宫中心医院、皇家生殖遗传医院、艾微芙国际生殖医学中心、Stem Cells 21、日日向上医疗服

务集团、印度阿波罗医院、美国生命树生殖中心、泰国EK国际医院、尚泰康民、爱优选、北京爱妍、

丽舍国际医疗等多家国际知名医疗机构出席了2018CMTF，为观众现场介绍各国优势医疗资源。

2018精彩现场
Photo Gallery 2018

展会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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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