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第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 山东 ) 博览会 ( 秋 )
暨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

The 42nd China International Medical Equipment (Shandong) Expo (Autumn) 
& Hospital Management Forum 2019

参展邀请函
Invitation Letter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2019'09'19-21 Ji'n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42

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济南高新区大学科技园北区 G 座

联系人：海涛  王玲玲  王飞冬 陈国  张宇  张在红  徐世华  张明明  於文锋

电    话：0531-88879857/69/64/90/28/62/70

E-mail：CMEE@chenghuaex.com

网    址：www.yibohui.com

辐射五省一市
Radiation In Five Provinces and One City02

展会介绍及规模
Introduction and Scale Of Exhibition01 市场发展前景

Trillions Of Markets03

展区划分
Division of Exhibition Area04

河北

天津

山东

安徽

河
南 江苏

二十余年的展望，二十余年的沉淀，中国医疗器械（山东）博览会暨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简称医博会）

在这一方领域已具备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在万亿级市场的风口上，我们更将引领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发展，

以山东为中心辐射江苏、河南、河北、安徽、天津的医疗器械市场全面升级。

第42届中国医疗器械（山东）博览会（秋）暨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将针对早筛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

医疗机器人等新技术企业进行邀请，在医疗器械领域为行业带来新的生机。同时，精准医疗也逐渐由概念走

向成熟，所以，精准医疗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市场展示机遇。 “医博会”不仅仅是一个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

更是一个学术研讨、科技转化、政策发布等全方位的开放平台。

2019年医博会辐射范围内的五省一市医养健康产业增加值将达万亿，在此市场风口上，让我们搭乘“医

博会”这艘巨轮扬帆起航，携手并进，共同引领医养健康产业发展！ 江苏、河南、河北、安徽、天津的医

疗器械市场全面升级。

本次博览会共设四大专项展、五大专区
共九个展馆，6 万平方米 ,1500 家国内外参展企业 ,6 万余人次行业盛会

展示面积 6 万平方米

瞄准万亿级市场   医博会引领市场升级
——仅山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增加值将达到 8300 亿元

The Exhibition Area Is 60 Thousand 
Square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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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专项展
医学影像设备展区汇聚了国内外最顶尖的供应企业，GE、飞利浦、

日立、深圳开立、汕头 B 超等知名厂商每届展会都将为您呈现十

余款最新的产品，为您展现最新的医学影像科技。

康复设备及照护专项展
康复专项展作为医博会最成熟的专区已经发展 6 届展会，从无到

有，吸引了国内外中国众多参展商的关注。专区以“交流与提高，

创新与展望”为宗旨，聚焦康复医疗热点领域。汇集国内外康复

领域权威大咖到会做主旨演讲，邀请行业内优秀企业到会展示产

品，包括康复机器人也会在展会现场精彩亮相。

体外诊断设备专项展
体外诊断专区作为医博会着力打造的特色专项展，以“展示前沿

科技，促进行业发展”为指导思想，着力打造山东省规模最大、

学术与科技相结合、兼顾终端与渠道的最大交流平台。

口腔设备及耗材专项展
随着中国口腔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消费水平的

提高，人们对医疗技术及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对高档质

优的口腔医疗器械及材料需求越来越大。2018 年展会期间共组织

技术交流会 10 场，展出展品共计 2000 余种，同时吸引 5000 人

次到会参观考察！

四大专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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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组成分析 观众采购角色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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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           30%

采购实施者    38%

产品使用者    6%

推荐或顾问    22%

无涉及           4%

超出目标    8%

基本达到    66%

差距不大    20%

医院      43%
经销商：   35%

生产厂家   8.4%

诊所          3.1%

老客户   66%
新客户     34%

观众：2019 春季医博会专业观众总人数同比 2017 年  增幅 10.1%，达 58278 人次。

捐赠仪式
由医博会组委会携手山东省红十字会共同举办的《爱心大联动之医疗器械捐赠》

活动，持续发挥公益性的作用，公益平台自 2008 年期至今已接收并捐赠目标

医疗机构产品总价值超千万元。对山东省医疗卫生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五届经销商大会
经销商大会已成功举办三届，为医博会的参展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路演展

示和市场渠道开拓的机会，通过一系列展商路演，帮助经销商更好的了

解和选择经销产品提供了商机，为专业买家寻找到心仪的产品。第四届

经销商大会将继续为参展企业提供展示、路演平台，形成我来搭台您来唱，

为参展企业提供更精准的营销模式。

有信息才能找到产品  有产品才能做好市场    

有创新才能成为王者  有人脉才能获得业绩

第 42 届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
“医院管理国际系列论坛”始于 2002 年春季，由山东省医学会主办，山东省 14 家三甲医院共同协办的大型医院管理

学术会议活动。论坛组委会设立于山东新丞华展览有限公司，负责论坛策划和实施工作。一直以来论坛以“为医疗机构

创造交流、学习与合作的平台”为己任，已成功举办 39 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已成为山东省医疗界针对行业发展所

发出的一道厚重的声音。

医院设备管理及招标采购新模式交流会
随着国家医改政策深入推进，管理层对医疗机构医疗设备管理与招标采购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医学工程管理者也面临

着更大的采购瓶颈和管理难题，稍不注意，就可能让自己正常的采购行为越过红线。大会特邀国家知名专家为您进一步

梳理解读相关政策、流程，同期千余名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医疗设备招标实务研讨高峰论坛——企业专场
近年，国产医疗设备与国际医疗设备抢占市场已强力呈现。国家对国产医疗设备加大研发力度，医疗器械监管不断修改

不断完善，目前国产医疗器械规范新的修订对医疗行业带来哪些促进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本次峰会为您详细解读，共同

探讨！

2019 口腔医学新技术与经营管理论坛
口腔医学技术与经营管理论坛是医博会口腔专项展的配套活动，每届活动吸引口腔相关人员约 5000 余人次，本次论坛

将秉承往届举办的优势，继续扩大，为广大业内人士提供一个交流、交易、学习的平台。 

数据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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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西部会展中心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济南西部新城核心区，东至二环西路、西至滨州路、南至日照

路、北至威海路，交通便利。项目可规划用地约 332 亩，总建设面积约 55.5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约 37.5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会展中心、会议中心及配套塔楼等公建，

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等设施建设，同时进行道路、给排水、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

参展商：2019 春季医博会参展商数量为 1088 家，展位规模为 1406 个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