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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是我国唯一一个国家部委级残疾人辅助器具博

览会，也是中国最大的福祉及康复博览会。展会全方位展示了辅助器具、康复医疗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

引领产业未来发展，助力企业开拓无限商机。

家参展企业300 2m 展览面积20,000

专业观众50,000 场峰会论坛38

展会概览

展会规模创历史新高



品牌展商

国际品牌比例近三成

国内

 展商地域构成

72%

国际

28%
本届博览会汇聚了来自德国、冰岛、意大利、瑞士、瑞典、

丹麦、日本、英国、美国、韩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

澳大利亚、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的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家展商参展。



 展商满意度

 展商评价

“今年展会的规模、档次、规格都有很大的提升，来自残联系

统、医疗卫生、康复机构的专业观众也比往年多。这是我10年

来参展的深刻体会。”

“作为国际知名的助听器品牌，斯达克对中国市场的前景非常

看好，福祉博览会作为国内第一展，是国内市场开拓和品牌推

广的重要渠道。”

——常州市钱璟康复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柳青

——斯达克听力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卢言庆

“今年展会人气很旺，借助博览会这个国家级的平台，我们接

触到来自全国残联系统、民政系统、各大医院以及特教学校的

大量专业观众，公司的品牌得到了很好的宣传，收获颇丰。”

——北京国宏康医疗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谭朝康

“这几天接待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残联、康复医院的治疗师、

采购人员，通过进一步沟通、参与产品体验等，提升了傅利叶在

北方地区的知名度，对我们品牌的宣传、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

作用，明年还会继续参展，并扩大展位面积。”

“中国的听力障碍人群数量庞大，过去的听力服务更多偏重儿

童，但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人群体潜在市场需求是一

片蓝海。通过博览会这个平台，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倡导康复

新理念，将“政产学研用”各方聚集在一起，给产业发展带来

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副主任 梁巍

——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颖华

“作为国内老牌辅具生产企业，多年来积累的众多经销代理商

能通过展会直接了解到我们的新产品、新发展，为今后深入合

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还接触了大量终端消费者，通过面

对面交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创造更舒适的用

户体验，参展效果很好。”

——佛山市东方医疗设备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键荣

对参展效果表示满意

87%
表示参展目的达成

81%
表示下届继续参展

85%



康复设施设备

医疗辅具

生活辅具

假肢、矫形器及周边

助行及移动辅具

视听辅具

家居辅具

老年生活用品

无障碍设计服务

养老健康服务

信息沟通辅具

转移辅具

可穿戴式机器人

健康管理系统

适老建筑部品

养老地产

70%

66%

59%

52%

51%

49%

48%

46%

45%

44%

39%

38%

37%

35%

32%

22%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及技术

观众构成

全国各地残联系统

全国各地民政系统

各地军队、体育及教育系统

医疗康复及相关机构

养老机构

金融机构

贸易机构

社工组织

普通消费者

 观众所属行业

采购产品，收集行业信息

寻找新供应商   

为下届参展作评估依据

与合作商洽谈项目

参加论坛、采购大会等同期活动

寻找经销、代理商

88%

87%

85%

81%

77%

72%

观众参观目的



(*排名不分先后）

辽宁中医院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

山东泰安荣军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河北邯郸市中心医院

陕西省康复医院

重庆市建设医院

山西晋城市康复医院

北京福万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市共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鹤逸慈老年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康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仁爱无疆(中国)老年事务有限公司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山西太原市社会福利精神康宁医院

北京聆听自然助听器专业验配中心

北京北大医疗脑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

柬埔寨王国驻华大使馆

Protibondhi Nagorik Shangathaner Parisha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rothetics And Orthotics

Japen Care Association

The Mentors

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Alliance

Sapura Technical Centre Sdn Bhd

Medisurr Trading Corporation

Honda Motor Co.,Ltd.(本田汽车）

METIZ IMPEX Ltd.

Times Corporation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机械设备研究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医融合中心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北京康复之家医疗器械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际残疾人联盟

世界卫生组织(WHO)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保健协会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

中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

北京生命科技产业协会

北京听力协会

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

康乐年华养老产业集团

北京市国爱老年人服务中心

北京市英智康复老年护理中心

北京光大汇晨老年公寓

中资诚通颐年山庄养老院

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

北京保利安平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博爱医院

北京康复医院

本届观众团体包括市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345家

 专业观众团体（部分）



 观众评价

“这次有个很明显的感触，就是与仿生技术、智能化、可穿戴

设备相关的高新技术产品比往年多了许多，还有不少护理床的

高端品牌，这是我们综合服务中心最迫切需要的，参观后感觉

收获不菲”。

——深圳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吕延可

“这个展会我第一次来，刚好也想采购一些康复设备。展会做

得非常专业，康复设备种类和品牌齐全，我们的需求基本能得

到满足。让我惊喜的是现场展示的智能穿戴技术和服务机器人

，福祉展不仅让我们看到大而美的高新技术，更有小而精的适

配产品，让我满载而归。”

——湖北欧姆莱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咏德

“跟以往相比，展品更丰富，科技含量更高。专业观众数量明显

提升，尤其是从事辅助器具服务行业的同仁。同时，采购洽谈会

给我们中心产品目录的更新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适合老年人、老年残疾人使用的产品与服务需求比较迫

切，福祉博览会的参展商数量多、品质高，帮助我们缩小了筛

选范围，大大提高了采购效率。”

——江苏省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兴岭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柳自强

 观众满意度

88%
拥有决策权

74.9%
提供决策建议

25.1%

“每次来中国，我都能看到更多新产品、更多技术进步、更多解决

方案，每次我都能学到新东西。这一切都带来了希望，人们将会有

更多的选择，产品也会更符合个性化的需求。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

国际化色彩，这种良性的互动将会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

“国际残疾人联盟致力于为全球残障人士提供帮助，一直以

来，中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次活动的规模之大、参与

群体之广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未来有更多这样的

活动，能够加强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互相学习，期待未来有

更多的合作机会。”

——世界卫生组织高级技术官员查帕尔·哈斯纳比斯（Chapal Khasnabis）

——国际残疾人联盟执行主任 弗拉基米尔·库克（Vladimir Cuk）

 观众满意度



精彩同期活动

作为"一带一路"残疾人合作主题活动之一，展会与一系列高规格国际盛会同期举办。来自美国、法国、以色列、比利时

、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及中国的千余名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深入探讨辅助器具、康复医疗、听力语言康复、人工

智能、养老等前沿热点，打造一场思想与智慧碰撞的盛宴。

38 场专业论坛    100名海内外演讲嘉宾   10,000 名参会代表

2017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采购洽谈会

2017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国际高端康复辅具技术论坛

北京市辅助器具服务政策及服务平台招商推介会

2017面向医疗康复的穿戴式机器人国际研讨会

老年住区适老化产业链暨资源整合国际养老沙龙



权威媒体报道 

电视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境外媒体：香港大公报、香港紫荆杂志、ABILITY Magazine、MTD-Verlag GmbH、 、亚洲健康互联、Trade Winds、

门户网站：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网、千龙网、新浪、网易、凤凰、搜狐、界面、21CN、环球网、今日头条、中国网、新民网

专业媒体：中国残疾人杂志社、 神州养老、环球老龄、国家养老网、健康界、筑医台、中国聋人网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

Кто есть Кто в медицине 生醫觀點BioMed

大众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 中国妇女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公益时报、

          科技日报、中国知识产权报

华夏时报、健康报、



2018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

Care & Rehabilitation Expo China 2018

 中国·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

2018. 10. 11-13

电话：+86(0)20 8989 9600      

传真：+86(0)20 8989 9111

邮箱：CRCinfo@polycn.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28号保利世贸中心F栋11楼

www.crex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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