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参加《第四届医疗产业创新 

与发展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医疗产业专业委

员会主办的“第四届医疗产业创新与发展大会”将于 2021年 4

月 9 日-11 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将采用“主题大

会+平行论坛+博览会”的展、会融合形式，展品范围覆盖新药

研发、体外诊断、智慧医疗、临床医学、基因编辑、免疫治疗、

中医药等全行业领域，实现品牌展示、投资洽谈、合作交易、

新品发布为一体的生态闭环建设，有效推动我国医疗产业的创

新与发展。鉴于此，广州医药行业协会拟组织会员单位参加此

届医疗产业创新与发展大会，大会详情见附件 2。 

会员单位报名参加协会组团参展的，将给予最优惠的协会

团购价格。有参加意向的企业请填写参展合同书（附件 1），并

于 3 月 20 日前通过邮箱报协会，协会将指定专人落实参展的

具体事宜。 

协会邮箱：gz_ppa@126.com     

mailto:gz_ppa@126.com




附件一： 

 

 

 

 

（请仔细填写此表格，贵公司所提供之资料,将作为通信地址和会刊及展位楣板的重要依据） 
公司名称（中文）：                                   (填写名称务必与公章公司名称一致)  

    （英文）：                                                                                     

地    址：                         邮编：                                

联 络 人：                        职  位：              电子邮箱：                                                       

电    话：                        传  真：               手机：                            

网址：                              买家行业分布：                                                                     

展品：                                                                                           

参展方式  (未注明部分以人民币计算)                     

√标准展位：单开口 RMB 12800元(9 M2)；双开口 RMB 15360元(9 M2)   

选择        个；展位号：          ；费用          元 

√净空地 (36M2起租)： (注：每M2加￥30元施工管理费) 

国内 RMB1280M2 ；  

选择     m2；展位号：             ；费用           元 

展位基本配置内容（供参考）：                          

标准展位配置： 
展台围板 
标有公司名称和展位号的楣板 

一桌两椅（咨询桌、折椅） 
基本照明 
1个电源插座（5安, 220伏, 最大500瓦） 

1只垃圾箱 

光地： 
36M2起租 

位于核心区域，不含任何配置，由参展商自行搭建，并

支付由展馆规定的管理费及电费等。 

 

 

广告机会（价格均含制作与安装,印刷广告除外） 
A.印刷广告 B.电子广告 C.现场广告 

广告位置 价格(元) 
选择

打√ 
广告位置 价格(元) 

选择

打√ 
广告位置 价格(元) 

选择

打√ 

会刊封面 40000  官网首栏广告宣传 20000  观众胸卡广告 30000  

会刊封底 30000  展前软文推广50+家 10000  环保袋广告/0.5万个 30000  

会刊扉页 20000  
邮件群发(EDM)植入广告 

3000条 
10000  户外桁架广告 20000  

赠送礼品 

印制广告 
15000  微信公众号推送广告 9000/3条  现场媒体采访及发稿 10000起  

参观指南广告 10000     观众报到处广告 20000  

参观券1万张 8000     VIP采购商礼品广告 10000  

会刊彩色内页 8000     推介会及论坛/30min 10000  

展期日程安排 
报到及布展：2021年 4月 7－8日 
展览及贸易洽谈：2021年 4月 9－11日 
撤展：2021年 4月 11日 14:00-20:00 

MIDC 2021 参展申请表 (代合同) 

    第四届医疗产业创新与发展大会 
 



展位费:       ；广告费:        ；以上总费用（人民币大写）:         ； 

合同金额:         ；增值税税额:         ；付款日期：       年     月      日之前 

 
参展条款与条件细则 
 
主办单位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医疗产业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振威展览股份·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展馆地点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日期 
2021年 4月 9至 11日 
 

申请与确认 
参展企业须向主办单位提交完整及已签字的申请表。主
办单位将以书面传真或直接邮件方式确认申请成功。 
 

付款方式 

报名后五个工作日之内请将参展费用一次性汇入帐户，

非组织单位原因退出参展的，参展方所缴纳参展费用不

予退还；逾期未付款，我方有权对预定展位再次售卖或

者调整。 
 

请将参展费汇入以下账号（本账户拒收个人付款）： 
账户名：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保利国际广场支行 
帐  号：657458307344   
 
 

参展商名录 / 展览会指南 

如主办单位未收到展商的参展商名录登记表格，将按照

申请表的资料刊登于参展商名录/展览会指南。 
 
 

取消参展 
禁止将展位转让给第三方，展示产品与所报展品不符，
则取消展位，展位费不退； 
禁止出现玉器、银饰、金饰等非相关产品，否则取消展
位，展位费用不退。 
 

本合约一经签订，便正式成为合法之法律文件，具法律
约束力；参展费用，以本合约为准。 
 
 
     
 

展览会的各项日程安排 
参展企业正式签订申请合同表后，必须遵守主办单位制
定的“参展商手册”上的各项日程安排。如参展商在大
会指定时间之前撤展，主办单位有权力另外收取等同于
10％参展合约费的违约金。 
 

 
 

知识产权 / 版权 
参展商保证其展品、包装及相关公开材料不存在任何侵
犯或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包括商标权、版权、设计、
名称，以及已注册或尚未注册的专利权。主办单位有权
现场拒绝存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参展商及其展品参展
并拒绝其参加未来的任何展览会。 
 

展示产品 
参展商于展会期间展示之展品务必与本申请合同声明的
内容一致；否则，展商属违约，主办方有权没收所有展
品并马上封闭展位；

 

 

 
 
 
申请单位：请填写负责人姓名及职位并签字盖章            主办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及盖章 
我司申请参加第四届医疗产业创新与发展大会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并同意展会相关的各项规定及此参展表格随附的 
“参展条款与条件细则”。                              联系人：刘绮薇  
                                                      电  话：020-84120550                      

    传  真：020-83953200 
                                                      邮  箱：2850965715@qq.com 
                                                  
                                                       

                                                                                                     

参展单位印章及负责人签名                       负责人签字及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mailto:2850965715@qq.com


附件二：邀请函INVITATION 

To：                                                  From: 

 

粤港澳大湾区一年一度的医疗健康产业盛会 

第四届医疗产业创新与发展大会 
2021年 4月 9-11日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规模：15000㎡ 展览面积｜300+展商｜15,000+专业买家｜60+行业大咖 

内容：生物技术与制药｜医疗器械及服务｜防疫技术与物资 

中医药｜氢医学产品｜医美科技 

 

组织机构 
² 主办单位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医疗产业专业委员会 

² 承办单位 

振威展览股份·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大会亮点 

【行业盛会，重磅嘉宾助力】 

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医疗产业专业委员会主办“第四届医疗产业创新与发

展大会”（简称 MIDC2021）将于 2021年 4月 9-11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一年一度的医疗健康产业盛会”，届时来自全国政协、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健委、医药卫

生监管单位领导、相关领域院士、海内外医疗系统、医药制造、生物技术、医疗器械、科研院校、

投资与金融、商业贸易等近千名代表将齐聚珠海，共同探讨新药研发、体外诊断、智慧医疗、临床

医学、基因编辑、免疫治疗、中医药等热点话题，促进珠海及粤港澳医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扬帆珠海，抢占发展先机】 

珠海市重点打造的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中，生物医药产业是首个出台针对性方案和政策的产业

集群。《珠海市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5年）》明确了珠海市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性目标，力争到 2035年，实现生物医药产业产值达到 1200亿元，形成生

物医药科技创新集聚区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高地。并提出了重点发展的六大领域，即化学药、

生物药、现代中医药、高端制剂、中高端医疗器械、“医药养”大健康等领域；积极推进实施创新

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集聚发展、高水平开放合作、要素支撑的五大工程。 

同时，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高地，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在港珠澳大桥通

车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将为企业“走出去”带来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便利，让珠海的医药行

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名企云集，引领产业高地】 

大会同期举办展览活动，上届展会吸引了华大基因、华兰生物、华北制药、香雪制药、美迪西、

中科美菱、赛默飞、贝斯达、汤臣倍健、洁特生物、三优生物、济世堂、金鸿药业、仙芝楼、太极

集团、SGS等 2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联袂参展，同台展示智慧门诊系统、人工智能感应器、医

疗智能制造、生物制药、基因检测等最新产品与技术。 

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需求，邀约更多优质展商入驻，MIDC2021 展会规模将扩大至 15000 平

方米，聚焦学术端、产业端、企业端、金融端等优质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全力打造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中医药大健康交流展示的最佳平台。 

【多场活动，提升交易匹配】 

大会将沿用往年“主题大会+平行论坛+博览会”的展、会融合形式，在不断提升观众数量和

质量的前提下，为参与本届大会的行业相关企业提供一系列的多元化配套活动，实现品牌展示、投

资洽谈、合作交易、新品发布为一体的生态闭环建设，助推行业发展，切实保障参展成效。 

第四届医疗产业创新与发展大会的举行，是新的历史起点上，珠海引领生物医药科技创新、加

强产业合作、推动产业升级的全景式展示平台，也是加快形成“世界科技+珠海生物医药+全球市场”

创新发展模式的强力助推剂。 

平行论坛（拟） 

Ø 新药研发创新论坛 

Ø 靶向与细胞免疫治疗论坛 

Ø 体外诊断及智慧医疗产业发展论坛 

Ø 基因编辑与临床医学应用论坛 



参展范围 

Ø 生物技术与制药：生物技术、原材料供应、CRO/CMO、实验室仪器设备、生物医药制造技术

及装备、药品生产与销售等 

Ø 医疗器械及服务：医学检验、体外诊断、医疗耗材、精准医疗、医用影像、智慧医疗、医疗信

息化等 

Ø 防疫技术与物资：防护用品、原材料、防疫产品生产与科室装备、消杀用品、检测试剂与仪器、

电子仪器等 

Ø 中医药：道地中药材、饮片、中成药、非处方中药、天然药物、中药材滋补品、中医理疗、中

医诊疗设备、民族特色药物、中医养生、养老产业等 

Ø 氢医学产品：氢气呼吸机、氢水设备、氢气美容产品、水素水发生器、氢气发生及储存材料等 

Ø 医美科技：激光美容仪、光子嫩肤仪、干细胞美容产品、抗衰老美容产品、眼部美容、健康美

容产品等 

 

展位费用 

标准展位（9平方米，3mX3m）：人民币 12,800元/个（双开口展位加收 20%） 

含基本配置：三面围板、企业楣板、1桌 2椅、基本照明、220V/500W电插座 1个、地毯 

光地展位（36平方米起租）：人民币 1,280元/平方米 

位于核心区域，不含任何配置，由参展商自行搭建，并支付由展馆规定的管理费及电费等。 

 

广告合作 （价格均含制作与安装,印刷广告除外） 

除展台外，您还可以预定包括同期论坛冠名赞助、现场广告、印刷品广告、官方网站、微信等广告

合作。了解具体广告金额、广告形式和回报服务，请与组委会联系。 

会刊广告： 

广告 封面 封底 扉页 封二 封三 彩色跨页 彩色内页 文字介绍 

费用 40,000元 30,000元 20,000元 15,000元 15,000元 10,000元 8,000元 1,500元 
 

大会联系 

组织单位：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33号启盛会展产业园 405房 

电    话：020-84120550              传    真：020-83953200 

联 系 人：刘绮薇 18925016260        邮    箱：2850965715@qq.com 

mailto:28509657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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