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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 
——(上海)智慧养老产业创新论坛 

邀请函 

 

尊敬的             （先生/女士）： 

    您好！ 

    中国自 1999 年起，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 2015 年 60 岁以上

老人 2.22亿，占总人口 16.1%，预计 2025年突破 3亿，中国养老问

题日益严峻，老龄化高峰期的加速到来，将可能改变我国经济运行，

冲击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基本国

情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养老问题的出现同时也蕴藏着巨

大商机，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2 年老年人

口消费规模将超过 1.4 万亿元，到 2020 年将接近 4.3 万亿元。随着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智慧养老将是中国养老产业未来发展的方

向。 

“世界健康产业大会”（World Health Industry Conference 英

文缩写：WHIC)是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属的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中国保健营 养理事会、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

美国美中经济贸易促进会、美国传统中医药协会、美国美中保健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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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俄罗斯亚洲商务合作中心、俄罗斯莫斯科工商会、德国天能生命

科学研究院、日本日中商业交流会、韩国有机农业协会等多个国家相

关机构共同发起，商务部批准举办的的国际性健康产业会展活动，自

2012年起，至今已成功举办 5届，每年有来自全球 40多个国家的专

家和企业参加，是中国健康产业国际化交流的最佳平台。2016 年 8

月 17日——18日，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将举办“第五届世界健康

产业大会上海分论坛——智慧养老产业创新论坛”。届时，大会将邀

请国内外智慧养老产业的领导和专家共同探讨中国智慧养老健康产

业未来发展方向，建立智慧健康养老国际化合作渠道。 

鉴于您在养老产业领域内取得的突出贡献，我方诚挚的邀请您出

席本届盛会，望您收到邀请后及时与我工作人员对接，办理相关参会

手续。 

特此通知！ 

 

                                    

 

 

 

                                  世界健康产业秘书处 

                                    2016年 5月 10日 

 



世界健康产业大会  

 

 

一、主办单位：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 

              国际企业联合会 

              美中经济贸易促进会 

              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二、支持单位：中国老龄产业协会 

    中国 PPP研究院 

              美国美中经济贸易促进会 

              美国传统中医药协会 

              美国美中保健品协会 

              俄罗斯医疗保健协会 

              中国健康产业协会 

              中财国际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三、战略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国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中国国家民族事务管理委员会 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 中国保健协会保健品市场工

作委员会 中国国际展览馆协会 中国老年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

会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保健品协会 广

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中国性学会 台中小企业协会 弗兰纳

国际加盟中心 国际绿色产业协会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韩

国有机农业协会 俄罗斯亚洲商业合作中心 中华国际经贸促进

会 香港贸易发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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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承办单位：世健会（北京）国际交流中心 

  五、大会主题：智慧养老创新发展之路 

  六、时间地点：2016年 8月 16日——18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七、领导嘉宾（拟邀）： 

  蒋正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智能养老专家委员会主任 

  李宝库      民政部原副部长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 

   陈传书      中国老龄协会会长 

      吴玉韶      中国老龄办副主任 

   顾云昌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智能养老专家文员会委员 

   贾  康      中国 PPP研究院院长 

   乌丹星      国家民政部养老专委会委员 

               吉利大学健康学院院长  

   王海涛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战略所副所长  

   王  波      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公司运营总经理   

   冯  斌      北京东方太阳城总经理 

   张华正      著名台湾养老产业规划专家  

      鞠川阳子    日本养老地产专家 

  八、主要议题： 

   1、解读国家关于智慧养老产业的支持政策 

   2、分享日本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成功经验 

   3、资本市场与智慧养老产业的对接模式 

   4、十三五中国智慧产业创新方向 

   5、打造智慧社区，优化养老模式 

   6、区域化智慧养老产业规划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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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智慧化应用及老年养生产品市场开发 

   8、智慧养老大数据管理方案 

  九、参会对象： 

   1、各地老龄办的政府官员； 

   2、国内外养老运营机构、养老地产企业； 

   3、国内外智慧健康研发、生产、运营企业； 

   4、可穿戴设备、移动医疗生产、运营企业； 

   5、关注养老的金融、风投基金企业； 

   6、热心养老事业的社会群体及个人。 

  十、参会费用及礼遇： 

 （一）、普通参会代表：8800元/人 （包含两天食宿) 

   1、佩戴代表证，全程出席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所有的活动。 

   2、单位简介免费刊入《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上海）智

慧养老产业创新论坛》会刊，并赠送精美会刊。 

   3、免费参观第二十届健博会所有展区，并可开展合作洽谈业务 

   4、获赠大会全体合影照片一张，会期电子版数码照片，采访资料 

等。  

（二）、参会嘉宾：38000 元/人 

  1、以上费用含四星级酒店豪华标间两晚住宿和 17 日、18 日两天

的餐饮。 

  2、佩戴嘉宾证，出席活动在嘉宾区就座，同时享受代表所有礼遇。 

  3、赠送第二十届健博会（秋季展）豪华展位一个。 

  4、合作项目可提前提交组委会，编入会刊并享受组委会安排一对

一对接服务，与参会的对接意向企业提前沟通，促进合作，如达成合

作意向，为其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5、享受与参会的所有领导人的小范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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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所有参会媒体中至少安排两家权威媒体采访或专访单位负

责人，并宣传企业、产品或项目。 

   （三）参会贵宾：58000 元/人： 

   1、以上费用含四星级酒店豪华套间两晚住宿和 17日、18日两天

的餐饮。 

   2、佩戴贵宾证，出席活动在贵宾区就座，同时享受嘉宾所有礼遇。 

   3、赠送第二十届健博会（秋季展）36 平米特装展位一个（不含

特装费用）。 

   4、在展览展示区 LED公共服务平台上，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并

在会刊组织机构专栏、网络新闻稿、展示宣传板上重点推介。 

   5、在世界健康产业大会官网上为企业制作专题页面进行深度宣

传。 

   6、与会领导单独接见企业负责人并合影留念。 

十一、报名方法及注意事项： 

     1、请及时填写出席确认表并交纳会费，并将出席确认表和汇款 

凭证发送至组委会，报名以款到先后顺序为准，先报名先安排，额满

为止。 

     2、请各参会单位提交 1000字以内（嘉宾和贵宾为 2000字以内）

单位和负责人介绍，并提供 2—3 张代表性照片以便刊入会刊，其中

可发布合作、招商、投融资、采购等项目信息。并提供单位参会者电

子版免冠照片，以便办理参会证件。 

十二、联系方式： 

   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010—85754857        传  真：010-51413308 

   联 系 人：  张晓良               手  机：13466554442 

   邮    箱： 5931529523@qq.com     网  址：www.whic4-7.com 

http://www.whic4-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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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 

-（上海）智慧养老产业创新论坛 
出 席 确 认 表 

参会单位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地    址   

参会人员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手    机 抵达时间 

            

            

     

参会身份 

（请打

“√” ） 

□ 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代表 □ 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嘉宾 

□ 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贵宾  

第五届世界健康产业大会合作伙伴： 

□ 战略合作  □ 协办单位  □指定产品   

其他申请 

（请打

“√” ） 

□世界健康产业大会养老产业基地     □健康养老产业创新企业、个人       

□健康养老产业诚信企业、个人         □健康养老产业领军企业、个人                  

具体服务内容： 

备    注 

授权收款单位： 

世健会（北京）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青年路支行 

账  号：335061859817 

参会单位：（盖章） 

 

领导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人：李根柱        手  机： 18917221892    电  话：021-61996295    

传  真：021-61264332  邮  箱：2953120809@qq.com 

网  址：www.whic4-7.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