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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关于我们

中国(青岛)国际养老产业与养老服务博览会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七
届。博览会立足青岛，辐射华北地区，累计接待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参展企
业，服务观众100000余人次。

2022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在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国
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老年产业协
会、青岛市民政局联合指导，由山东省养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青岛市养老服务协会
共同主办，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青岛市残
疾人联合会的支持下，青岛海名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本届展会已成举办。

2023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将于2023年6月29日-7月1日在青岛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秉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宗旨，
集国内外康养产业新产品体验、技术和服务交流、供需对接、高端对话等于一体，汇
集整合多方领域优质资源，打造国内外康养产业行业交流和招商引资重要平台，助力
企业高效开拓市场，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EXHIBITS RANGE
展品范围

展示面积 展商 专业买家

20000㎡  300余家  20000+

汇集康+养两大行业领域，共同打造康养产业跨界融合创新发展，促进康养产

业链发展更全面。

老年器材与医疗

健康管理

老年慢病预防与管理

中医健康

“5G”+智慧养老

康复辅助器具 老年家纺/服饰等用品

适老化产品与改造

养老服务人才培训

机构/社区居家/农村养老

老年文化教育

家政、医护服务养生保健 义诊、法律咨询



往届部分参展品牌

展商发声

我们此次来参展，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在青岛这个重要的康养城市，来访
者络绎不绝，整个会场井然有序。 ——王宁总裁  德国蕾娜范  

——尹丽琦  九如城淮海区总经理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山东省级老博会，从效果来看是非常好的，整个山东省的民政系统
的领导以及外省领导也都来到了我们展厅。

——吕昊  光大养老山东区负责人

本届老博会，感觉到人流量很大，对我们品牌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每年都参加，不管宣传效果还是观众都比较满意，希望越办越好。

——孙晓艺  青鸟软通

展商对参展效果满意度95%；

展商对参展目的达成度94%

汇聚行业品牌，引领发展趋势

展商满意度：



民政/卫健委/残联
山东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养老机构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塘津(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爱养老服务中心
山东盛泉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福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孝为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惠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建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康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养老机构

政府机关

经销代理

生产厂家

医疗机构

健康管理机构

公众

院校及培训机构

社会组织/商协会

社区管理

金融地产

Accurately invite buyers to dig deeper into procurement demand
精准买家邀约 深挖采购需求

20000+专业观众精准邀约到会

观众邀约渠道

观众分析

官方文件
通知邀约

街道及专业
团队门票派发

媒体宣传及
线上推广邀约

各类丰富活
动吸引到会

行业展会
专场邀约

专业招商团队
一对一电话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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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启碇情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六合(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彩养老院
青岛瑞源集团中康颐养
青岛圣德嘉朗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山东省青州万福园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颐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中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香柏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物业
上海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泰红磡养老产业集团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国际颐养中心
上海复星集团
九如城集团
万科集团
湖南书香名邸房地产有限公司
京田家园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蔚蓝地产
海南天空地产
保定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宝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坤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安御桦物业有限公司
大同万亚物业服务公司

潍坊光明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宏扬田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金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福业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青岛城市公司
山东润天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院/护理院/康复机构
山东省康复医院
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
山东省护养康复医院
青岛福山康复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菏泽牡丹区魏家湾老年护理有限公司
聊城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济南华夏医院
济宁凤凰怡康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华夏医院
青岛圣林源老年病医院
青岛市交运老年病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潍坊高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新光华医院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
青岛中康颐养护理院
寿光市中医医院养老中心
天津渤海医院
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人民医院
城投春晖第一康复医院医养中心
德沃英华康复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医附院
青岛市疗养院

经销/代理/贸易/电商/零售
常州斯塔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囤(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开发区东洲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盖乐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沃亨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海迪康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宇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鹿盛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中雅信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天狼星贸易有限公司
晶东盛业(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凯达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朗旭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汇海众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医家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沃雷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医博传人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玖六八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万隆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弘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巍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布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雲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同期活动丰富
从顶层框架到一线运营覆盖全新热点

20+场同期专场活动

人才对接会及老年公益活动
△举办“养老行业人才建设培训会”，通过与行业院校及认证机构合作，促进养老人才产业发展；

△特设公益展示区，组织特色养老机构、残疾人企业等提供公益的展示平台、设立养老咨询服务处，同时组织老年歌舞展演、老年书画比

赛、老年摄影大赛等各类老年活动。

2023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养老创新发展论坛
△康养产业国际高峰论坛                               △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趋势研究及政策解读                   △中国养老产业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国内外机构和社区养老运作模式分享会     △康养旅居发展高峰论坛及优质产业资源对接高端总裁峰会

△举办双十佳品牌系列评选活动，如“2023山东康养服务十佳品牌”、“2023山东康养产业十佳创新项目”等。

2023双十佳品牌系列评选活动

2023国际康养行业千家企业对接洽谈会
△组织举办“2023中国山东（青岛）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招商推介会”，作为目前国内康养行业唯一且规模最大的招商会，将延续前三

年招商推介会的成功举办经验的基础上，扩大参与规模，组织邀请国家及省市民政系统、残联、卫健委等相关领导，商协会、养老院

长、企业领导等近千家共同参与，获得养老行业主管领导一对一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活动现场设置精彩丰富的演出活动。

△举办“2023中国养老机构发展暨半岛养老一体化高峰论坛”、“养老行业领袖推动者沙龙”。

2023养老会长沙龙及胶东半岛论坛

民政/卫健委/残联
山东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养老机构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塘津(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爱养老服务中心
山东盛泉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福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孝为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惠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建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康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江苏启碇情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六合(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彩养老院
青岛瑞源集团中康颐养
青岛圣德嘉朗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山东省青州万福园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颐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中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香柏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物业
上海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泰红磡养老产业集团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国际颐养中心
上海复星集团
九如城集团
万科集团
湖南书香名邸房地产有限公司
京田家园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蔚蓝地产
海南天空地产
保定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宝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坤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安御桦物业有限公司
大同万亚物业服务公司

潍坊光明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宏扬田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金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福业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青岛城市公司
山东润天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院/护理院/康复机构
山东省康复医院
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
山东省护养康复医院
青岛福山康复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菏泽牡丹区魏家湾老年护理有限公司
聊城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济南华夏医院
济宁凤凰怡康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华夏医院
青岛圣林源老年病医院
青岛市交运老年病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潍坊高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新光华医院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
青岛中康颐养护理院
寿光市中医医院养老中心
天津渤海医院
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人民医院
城投春晖第一康复医院医养中心
德沃英华康复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医附院
青岛市疗养院

经销/代理/贸易/电商/零售
常州斯塔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囤(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开发区东洲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盖乐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沃亨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海迪康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宇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鹿盛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中雅信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天狼星贸易有限公司
晶东盛业(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凯达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朗旭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汇海众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医家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沃雷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医博传人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玖六八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万隆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弘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巍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布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雲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民政/卫健委/残联
山东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养老机构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塘津(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爱养老服务中心
山东盛泉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福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孝为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惠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建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康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Multi-dimensional marketing多维立体营销

26万+
官方微信粉丝

17.8万+
官网访问量

800+
专业社群

传统营销渠道，精准送达专业群体

以视频资讯、直播等丰富内容形式，通过视频
号、抖音、快手、Bilibili等专业视频网站，进行精准视
频营销。全年视频剪辑发布100余条，超30万曝光量。

信息流推广曝光100万+，搜狐、头条、百
家等新媒体投放曝光200万+。

瞄准营销新阵地，视频化营销新引擎 线上新媒体广告推送，高曝光推广

200+媒体战略合作,线上线下全面推广

20万+
短信群发

36000+
EDM投放

10000+
DM直投

江苏启碇情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六合(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彩养老院
青岛瑞源集团中康颐养
青岛圣德嘉朗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山东省青州万福园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颐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中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香柏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物业
上海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泰红磡养老产业集团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国际颐养中心
上海复星集团
九如城集团
万科集团
湖南书香名邸房地产有限公司
京田家园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蔚蓝地产
海南天空地产
保定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宝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坤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安御桦物业有限公司
大同万亚物业服务公司

潍坊光明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宏扬田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金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福业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青岛城市公司
山东润天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院/护理院/康复机构
山东省康复医院
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
山东省护养康复医院
青岛福山康复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菏泽牡丹区魏家湾老年护理有限公司
聊城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济南华夏医院
济宁凤凰怡康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华夏医院
青岛圣林源老年病医院
青岛市交运老年病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潍坊高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新光华医院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
青岛中康颐养护理院
寿光市中医医院养老中心
天津渤海医院
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人民医院
城投春晖第一康复医院医养中心
德沃英华康复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医附院
青岛市疗养院

经销/代理/贸易/电商/零售
常州斯塔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囤(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开发区东洲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盖乐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沃亨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海迪康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宇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鹿盛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中雅信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天狼星贸易有限公司
晶东盛业(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凯达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朗旭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汇海众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医家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沃雷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医博传人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玖六八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万隆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弘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巍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布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雲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Buyer visiting list (part)
买家到访名单(部分)拟

民政/卫健委/残联
山东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养老机构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塘津(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爱养老服务中心
山东盛泉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福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孝为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惠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建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康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江苏启碇情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六合(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彩养老院
青岛瑞源集团中康颐养
青岛圣德嘉朗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山东省青州万福园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颐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中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香柏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物业
上海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泰红磡养老产业集团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国际颐养中心
上海复星集团
九如城集团
万科集团
湖南书香名邸房地产有限公司
京田家园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蔚蓝地产
海南天空地产
保定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宝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坤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安御桦物业有限公司
大同万亚物业服务公司

潍坊光明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宏扬田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金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福业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青岛城市公司
山东润天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院/护理院/康复机构
山东省康复医院
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
山东省护养康复医院
青岛福山康复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菏泽牡丹区魏家湾老年护理有限公司
聊城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济南华夏医院
济宁凤凰怡康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华夏医院
青岛圣林源老年病医院
青岛市交运老年病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潍坊高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新光华医院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
青岛中康颐养护理院
寿光市中医医院养老中心
天津渤海医院
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人民医院
城投春晖第一康复医院医养中心
德沃英华康复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医附院
青岛市疗养院

经销/代理/贸易/电商/零售
常州斯塔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囤(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开发区东洲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盖乐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沃亨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海迪康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宇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鹿盛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中雅信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天狼星贸易有限公司
晶东盛业(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凯达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朗旭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汇海众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医家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沃雷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医博传人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玖六八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万隆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弘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巍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布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雲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民政/卫健委/残联
山东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养老机构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塘津(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爱养老服务中心
山东盛泉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福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孝为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惠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建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康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Buyer visiting list (part)
买家到访名单(部分)拟

江苏启碇情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六合(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彩养老院
青岛瑞源集团中康颐养
青岛圣德嘉朗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山东省青州万福园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颐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中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香柏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物业
上海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泰红磡养老产业集团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国际颐养中心
上海复星集团
九如城集团
万科集团
湖南书香名邸房地产有限公司
京田家园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蔚蓝地产
海南天空地产
保定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宝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坤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安御桦物业有限公司
大同万亚物业服务公司

潍坊光明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宏扬田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金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福业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青岛城市公司
山东润天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院/护理院/康复机构
山东省康复医院
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
山东省护养康复医院
青岛福山康复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菏泽牡丹区魏家湾老年护理有限公司
聊城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济南华夏医院
济宁凤凰怡康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华夏医院
青岛圣林源老年病医院
青岛市交运老年病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潍坊高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新光华医院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
青岛中康颐养护理院
寿光市中医医院养老中心
天津渤海医院
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人民医院
城投春晖第一康复医院医养中心
德沃英华康复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医附院
青岛市疗养院

经销/代理/贸易/电商/零售
常州斯塔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囤(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开发区东洲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盖乐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沃亨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海迪康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宇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鹿盛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中雅信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天狼星贸易有限公司
晶东盛业(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凯达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朗旭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汇海众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医家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沃雷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医博传人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玖六八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万隆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弘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巍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布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雲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民政/卫健委/残联
山东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养老机构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塘津(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爱养老服务中心
山东盛泉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福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孝为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惠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建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康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展馆广告

1. 室外大型广告牌

2. 展厅室外拱门

3. 展厅入口门楼

4. 展厅室内外指引牌

5. 展厅室外注水旗

6. 展厅室内广告牌

7. 展厅室内易拉宝

8. 展厅室内地贴

会议广告

1.大会冠名

2.论坛会议专场赞助

3.晚宴赞助

4.推介会、评选等活动赞助

媒体广告

1.网站主页

2.展会微信推送

3.短信群发

现场广告

1. 参观吊绳

2. 参观证卡

3. 手提袋广告

4. 手提袋夹页

平面媒体广告

1.会刊封面及内页

2.参观指南广告

3.观众邀请函

4.观众地推夹页/门票

广告赞助（详情咨询组委会）

参展费用

配置：
统一装修、展椅 2 把、洽谈桌一张、
220V 500W 电源插座、纸篓、地毯。
展位面积：9 平方米（3 米 ×3 米）

配置：
三面或两面展板、一张洽谈桌、
两把椅子、220V 500W 电源插
座一个、企业楣板。
展位面积：9平方米（3米×3米）

室内空地：
最少 36 平方米起租，不包含
任何展具、电源，参展商自行
设计。

国内企业 9800元/个

外资企业 1680美元/个

国内企业 7800元/个

外资企业 1350美元/个

国内企业    900元/㎡

外资企业    143美元/㎡

展位费用：角位加收1000元 展位费用：角位加收1000元

品牌展位 (统一装修 ) 标准展位 空地

Cooperation mode
合作方式

江苏启碇情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六合(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彩养老院
青岛瑞源集团中康颐养
青岛圣德嘉朗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山东省青州万福园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颐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中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香柏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物业
上海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泰红磡养老产业集团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国际颐养中心
上海复星集团
九如城集团
万科集团
湖南书香名邸房地产有限公司
京田家园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蔚蓝地产
海南天空地产
保定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宝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坤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安御桦物业有限公司
大同万亚物业服务公司

潍坊光明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宏扬田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金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福业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青岛城市公司
山东润天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院/护理院/康复机构
山东省康复医院
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
山东省护养康复医院
青岛福山康复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菏泽牡丹区魏家湾老年护理有限公司
聊城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济南华夏医院
济宁凤凰怡康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华夏医院
青岛圣林源老年病医院
青岛市交运老年病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潍坊高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新光华医院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
青岛中康颐养护理院
寿光市中医医院养老中心
天津渤海医院
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人民医院
城投春晖第一康复医院医养中心
德沃英华康复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医附院
青岛市疗养院

经销/代理/贸易/电商/零售
常州斯塔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囤(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开发区东洲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盖乐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沃亨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海迪康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宇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鹿盛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中雅信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天狼星贸易有限公司
晶东盛业(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凯达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朗旭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汇海众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医家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沃雷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医博传人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玖六八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万隆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弘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巍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布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雲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民政/卫健委/残联
山东省民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
湖北省民政厅
江西省民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
江苏省民政厅
辽宁省民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养老机构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汇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和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普亲老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塘津(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恒爱养老服务中心
山东盛泉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福寿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孝为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国中康健华录健康养老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惠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建邦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康福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0532-85861016
https://health.hmed365.com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52号华嘉大厦

康养圈
微信视频号

康养圈
官方抖音号

康养在线
微博官方号

康养圈儿
每日头条

康养圈
快手官方号

康养圈
Bilibili官方号

扫码关注  了解行业最新资讯

江苏启碇情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凯旋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六合(北京)养老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福彩养老院
青岛瑞源集团中康颐养
青岛圣德嘉朗养老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锦阳养老集团
山东省青州万福园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颐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水发中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香柏养老集团有限公司
寿光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产物业
上海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永泰红磡养老产业集团
天津滨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国际颐养中心
上海复星集团
九如城集团
万科集团
湖南书香名邸房地产有限公司
京田家园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蔚蓝地产
海南天空地产
保定市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熟市金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株洲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宝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定市坤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安御桦物业有限公司
大同万亚物业服务公司

潍坊光明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枫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宏扬田夏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金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滕州市翔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福业瑞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地产青岛城市公司
山东润天禾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宝石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医院/护理院/康复机构
山东省康复医院
山东省第一康复医院
山东省护养康复医院
青岛福山康复医院
青岛市立医院
菏泽牡丹区魏家湾老年护理有限公司
聊城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济南华夏医院
济宁凤凰怡康医院有限公司
青岛华夏医院
青岛圣林源老年病医院
青岛市交运老年病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省济南老年休养康复中心
潍坊高新区人民医院
山东新光华医院
山东紫荆医疗护理有限公司
青岛中康颐养护理院
寿光市中医医院养老中心
天津渤海医院
烟台圣莱恩康复医院
招远市人民医院

滨州市人民医院
城投春晖第一康复医院医养中心
德沃英华康复产业发展(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青医附院
青岛市疗养院

经销/代理/贸易/电商/零售
常州斯塔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海囤(苏州)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开发区东洲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盖乐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萍乡市沃亨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海迪康源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宇耀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鹿盛康复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中雅信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天狼星贸易有限公司
晶东盛业(山东)贸易有限公司
凯达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朗旭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汇海众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医家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沃雷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医博传人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玖六八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万隆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弘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烟台巍柏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布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雲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