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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SENIOR CARE,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AND HEALTHCARE 
SHANGHAI 2023
2023.5.30-6.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浦东新区芳甸路1201号  No.1201, Fangdian Road, Pudong

Care for the future
链接产业未来

养老福祉圈



40,000 m2

40,000 +   
1,900 +   

600+      
400+     

展示面积
专业买家
参会代表
政府买家
参展企业

全球福祉行业展会头部品牌
AID 始创于2000年，历经22年专业经验积累，致力于搭建福祉产品和技术的国际商贸平台；构

建养老产业和行业发展的多边信息分享平台。近年来，展会承办单位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不
仅荣获了全国敬老文明号称号，AID更正式通过了UFI国际展会认证，在展会内容、组织、国际化及专
业化等维度得到了国际权威机构的肯定；AID不仅自2020年起连续四年被列为上海“五五购物节”的
重要组成活动之一，更在近年被连续写入《2022年上海市老龄工作要点》《2022年上海民政工作要
点》《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本市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及《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等，作为政府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布局，
将在未来的行业舞台上呈现更加精彩的表演

2022年的上海，经历了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考验。在这极为不平凡的
一年里，AID和养老行业的朋友们一起，在封控期间为筹措老人的日用物资想尽办法；在复工复产后，
AID积极与政府、企业保持沟通，通过组织中日线上对接会、筹办认知障碍关爱月启动仪式、承办
2022年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论坛、运营上海市康复辅具创新产品体验馆等系列行业纵深活动，
帮助企业保持用户粘性、打开市场前景。困顿之中得见温情、坚守之后得见初心，2023年上海老博会，
行业同心守，静待东风来。



主办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承办单位：
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特别支持单位：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协办单位：
上海市社会福利中心
上海市康复器具协会
上海市养老产业促进中心

境外协办：
英国国际贸易部
法国商务投资署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
台湾贸易中心
中日养老事业咨询事务所

荷兰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国代表处
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

观众单位性质

养老服务机构25.10%
健康管理机构5.76%

院校及培训机构4.37%
金融地产  8.03%

公众  10.10%
政府机关21.28%社会组织 / 相关协会5.82%

社区管理5.11%

贸易机构12.36%

生产制造企业18.20%

医疗服务机构9.75%

观众参观目的

物色新的供应商     36.48%

采购38.53%

行业信息搜集33.20%
寻求合作26.25%

学术兴趣11.37%

考察以备明年参展                13.00%

参加会议及同期活动11.12%
与现有供应商见面17.60%



近年来参观展会的部分政府领导
时任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副部长詹成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奇巴图、国家卫健委党组成员王建军、中残联副主席吕世明、上海市市长应勇、时任上海市委副书
记尹弘、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 

����-���� 政府买家团增长趋势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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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养老服务
˙运营及咨询 ˙居家护理
˙智能养老 ˙临终关怀
˙文化娱乐 ˙培训机构
˙金融服务

辅助器具 
˙行动辅具 ˙视力/听力辅具
˙假肢矫形器 ˙精神及智力障碍辅具
˙无障碍设施 ˙相关配件

康复医疗
˙神经康复设备 ˙感官康复设备
˙运动康复设备 ˙功能评定设备
˙水疗工程设备 ˙中医康复设备及技术

生活护理 
˙护理床及床垫 ˙失禁护理产品
˙洗涤及消毒产品 ˙个人护理      
˙家用检测、急救、意外预防产品   

健康管理
˙保健食品 ˙健康管理服务
˙可穿戴设备 ˙其他
˙健身按摩 

宜居建筑
˙老年社区 ˙智能家居
˙宜居建材 ˙适老化家具
˙适老化设计



※ 以上为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更多展商资讯请浏览官方网站。

历年参展品牌



看产业，见未来  

“展”只是手段，其核心生命力源于其所属的行业。如何利用高智
慧含量的论坛、高用户粘性的活动与传统展会的商贸属性剥离，以行
业身份作纵深拓展，是内化展会品牌影响力的应有之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上海老博会依托坚实的展会基础，以面向未来的
眼光，针对不同的市场细分、多元的受众画像，主动创造内容、挖掘价值，
通过系列论坛及活动打造、以多维身份开展咨询及进社区项目、构架自
有IP新媒体矩阵等三个维度，相互耦合、多重赋能。

AID，行业细分市场的资深挖掘者

AID论坛及活动系列



通过上海国际养老服务产业高峰论坛、中国养老行业陆家嘴峰会、中国养老机构发展高峰论坛、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论坛等系列年度高端会议的打造，分别从中国养老行业顶层设计产业性前瞻、
行业一线运营模式前沿性分享、养老机构管理实操经验探讨，以及康复辅具产业创新发展策略等角
度，吸引了大量包括政府、金融、地产、保险、养老机构等在内的专业人士关注。

上海国际养老服务产业高峰论坛
中国养老行业陆家嘴峰会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高峰论坛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论坛
物业养老服务发展研讨会

▪高峰论坛 · 行业的引领者



▪福祉大赛 · 产品的发掘者
中国老年福祉产品创意创新创业大赛是由政府主办、社会运作的一个公益性平台，旨在发动全

民创意、鼓励创新、助力创业。参赛者覆盖行业成熟企业、初创公司、高校学生、设计工作室以及个人
设计师等。大赛组委会为获奖企业量身定制发展机会，提供包括政策、资金、宣传等全方位的资源扶
持，形成365天的扶持推广与成长追踪体系。



企业新品发布、商业模式探讨、前沿技术分享，“行业沙龙”是上海老博会为展商打造的专属同期
秀场，从单薄的产品、服务陈列升级为立体的企业实力展示和品牌价值分享。

▪行业沙龙 · 企业的服务者



上海老博会作为深耕行业22载的平台型展会，汇聚产业上下游资源，赢得了众多政府主管部门
的信任和选择，在行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作为上海市康复器具协会的副会长单位，以及民非单位上海市养老产业促进中心的发
起单位，在上海市康复辅具社区租赁试点等工作中就相关标准制定、入围产品筛选、意向企业咨询、
街道市民宣传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同时承接养老行业垂直领域各项活动，如2022年起协助上海市
民政局运营上海市康复辅具创新产品体验馆，承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中心的养老
服务领域为民办实事项目督查工作，承办“上海市第四批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暨长宁区2022
年老年认知障碍关爱月活动启动仪式”、“2022年上海市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养老护理员专项）”
等等。

同时，上海老博会积极与外省市政府对接合作，承接或协助策划了如“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创新大会”“鄂尔多斯康养旅居对接会”、“沪鄂养老产业交流会”等活动，策划并接待了福建省民政厅、
安庆市政府、湖北省民政厅、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等多次政府团组访沪参观考察活动。 

多维身份，对接政企
AID咨询及进社区系列

上海市辅具租赁产品目录修订
长宁区2022年老年认知障碍关爱月活动启动仪式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创新大会
上海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上海康复辅具进社区系列路演



官方微信   养老福祉圈
哔哩哔哩   文阿姨在上海
官方微博   AID养老康复及辅具展

抖音号    养老鸭嘴SHOW
视频号    养老福祉圈
小鹅通    AID + 在线课

全矩阵，高聚焦  
AID媒体资源实力覆盖

六维 新媒体矩阵 打造自有IP

“展”，源于行业，而必先于行业。能够在行业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催化市场需求、释放消费潜
能，是AID的社会责任和专业素养。近年来，AID在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B站、小鹅通等自媒体平
台发力，结合自身强大的大众媒体资源，在B端和C端各自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宣传体系，打造了
若干市场耳熟能详的独立IP。

微信 养老福祉圈 B站 文阿姨在上海 抖音 养老鸭嘴SHOW



一线实力大媒塑造品牌形象

※ 以上为上海老博会部分报道媒体，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上海广播电视台外语（ICS）频道
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
上海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老好的生活》

上海教育电视台《银龄宝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上海新闻广播电台《直通990》

解放日报
文汇报

新民晚报
新闻晨报

劳动报

青年报
第一财经日报

上海日报
中国社会报社

上海老年报

金融投资报
经济日报

中国贸易报
澎湃新闻

新民网

中新社
新华社
美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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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价格
区域
A区
B区

光地展位价格
1，580 元/平方
1，280 元/平方

标准展位价格
15，800 元/9平方
12，800 元/9平方

光地展位：仅提供场地、展厅照明及公共场所清洁。不包括光地费用、电箱租赁等其他费用。
标准展位：以9m2为最小单位，提供3面展板、地毯、1张问询桌、2把折椅、2盏射灯、1个500W电源插座、
                    1条含展位号及中英文公司名称的楣板、1个废纸篓、场地照明及公共场所清洁。
优惠政策：5%折扣优惠
                    2023年1月31日前签订展位合同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50%展位费作为定金。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55号新虹桥大厦1213单元（200336）

项目合作：
马智雯 女士     电  话： 021-62957553
Email： mazhiwen@shanghai-intex.com
展位销售：
施慧源 女士     电  话： 021-62951215      
Email： shihuiyuan@shanghai-intex.com
吴明宝 女士     电  话： 021-62951270      
Email： wumingbao@shanghai-intex.com

媒体合作：
周晨哲 小姐     电  话： 021-62951230      
Email： zhouchenzhe@shanghai-intex.com
陶欣恬 小姐     电  话： 021-62951263
Email： taoxintian@shanghai-intex.com

会议活动：
宋晓波 先生     电  话： 021-62956682
Email： songxiaobo@shanghai-intex.com
邹雨婷 小姐     电  话： 021-62952131      
Email： zouyuting@shanghai-intex.com
杨晶灵 女士     电  话： 021-58933310
Email： yangjingling@shanghai-inte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