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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结合的大型综合展会，从1993年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27届，展览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加强，已成为我市与国内外友好地区和城市开展区域合作、发挥国

家重点中心城市作用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核心引擎作用的重要交流平台。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最终在党的强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率先成功控制疫情，复产复工有序推进，但国外

疫情却不断蔓延，感染人数持续上升，给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一层深厚的阴影。在消费升级和新冠疫情的双

重大背景下，2020年第28届广州博览会将重点打造2020年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专业馆，依托广东防

疫产业雄厚的产业优势、背靠祖国面向全球的区位优势，推动以华南为中心、全国防疫产业共同发展；让

中国医疗健康防疫物资品类更加完善，质量更加过硬，促进中国医疗健康防疫物资畅销全球，为中国人民

健康，世界人民健康做出积极地贡献。

       展会将以一流的组织、一流的服务为各地客商搭建合作交流的良好平台，全方位提供展商精准对接，

为开展贸易洽谈和投资合作创造更多商机，开展广泛合作，实现互利多赢。

大会概况

展品范围

(一)   防疫、防护、消毒相关技术产品

   1、防护用品：各类防护口罩，医用口罩，医用（民用）防护服，负压防护头罩，医用靴套，医用呼吸防

护机，过滤式（隔离式）呼吸防护器，防护眼罩/面罩，医用手套，手术服，医用帽，隔离服等。

   2、检测试剂及电子仪器设备：病毒检测试剂，红外体温检测仪，门式体温监测仪，手持式红外测温仪等

体温检测设备及其他智能检测技术产品。

   3、消毒器械与技术设备：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成套技术设备，消毒通道，消毒车，无人驾驶消毒清扫车，

紫外线、等离子、臭氧、过氧化氢、低温、高压、真空、电热等各类消毒（杀菌）产品，水用净化消毒

技术产品，空气净化消毒技术产品，静态（动态）杀菌技术等。

   4、消毒用品：医用酒精，液体（片剂、颗粒剂、粉剂、喷雾剂、凝胶）消毒剂，消毒湿巾，含氯泡腾

片，抗（抑）菌制剂等。

   5、智能新技术：智能消毒机器人，消杀清扫机器人，新风智能控制系统，可穿戴测温设备，智能测体温

设备， AI红外线测温系统，机器人测温，测温消毒通道，智能体温检测系统，智能防疫头盔，智能消毒

机器人，5G远程诊疗，智能巡检机器人，无接触式服务系统，医疗服务机器人，自助服务系统。

   6、家庭与个人护理用品：家庭用洗护清洁用品、卫生护理用品、消杀防护用品等。

防护用品

检测试剂
电子仪器

消毒用品
智能新技术

家庭与个人护理用品

防护用品及试剂 仪器新技术

第28届广州博览会

暨2020年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



(三)   应急医学救援技术装备

   1、应急医学：1)  移动医院设备：折叠式帐篷，临时病床，移动手术台，消毒设备，发电机，移动医院

家具，其他移动医院设备等。2)  急救设备及器材：呼吸机（器），监护仪，除颤仪，氧气瓶，负压吸引

器，洗胃机，心脏按压泵，骨折固定装置，微量注射泵，定量输液泵，监护系统，体外膜式肺氧合

(ECMO)装置，诊疗设备，手术器械，各式急救箱和急救包，担架，搬运气床等。3)   急救药品及耗材：

消毒、麻醉、止血、抗感染等相关药品及耗材。

   2、应急管理指挥系统：基础网络解决方案，融合多媒体解决方案，全局安全解决方案，广域数据整合及

数据保护，综合管理解决方案等。

   3、专用车辆：救护车，采血车，医疗车，冷藏车，应急指挥，疾病控制，卫生监督等专用车辆。

   4、救援工具及设备：救援工具及器械，救援辅助工具及设备，救援通讯设备，监测、预警、报警、预防

装备，救生艇、救生筏、救援直升机等救援运输工具，个体防护救援装备等。

(四)   综合服务区

   主要认证机构、诊断检测机构、清关、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IT服务、其他服务有关的第三方服务企业。

应急医学

应急设备 应急系统

全局结局方案

多媒体融合技术

综合管理解决方案

基础网络系统

专用车辆

救援工具及设备

物流服务

金融服务

第三方支持

认证机构

诊断检测机构

认证检测机构 第三方服务

(二)   防护产品生产技术设备及原材料

   1、生产技术设备：各类防护服、口罩生产技术设备，包装技术设备，包装材料，环氧乙烷 (EO)灭菌设

备，产   品检测技术设备，车间洁净设备，消毒液（剂）生产线等。

   2、生产原料：无纺布，防粘布，熔喷布，滤材，耳带，环保型全塑条，鼻夹(鼻梁线)，鼻梁筋，透气

膜，隔离眼罩及面罩用PET/PC防雾卷材以及片材，密封条，拉链，抗静电剂，液晶屏，传感器，天然乳

胶以及其他生产医用防护产品重要原材料。

防护生产设备

灭菌设备

检测设备

生产线

无纺布

熔喷布

防粘布

医疗设备 生产原料

透气膜

防护产品原料

第28届广州博览会

暨2020年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



第28届广州博览会

暨2020年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

1：政府部门重点支持，具有强大中外对接基础

          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外经贸结合的大型综合展会，已成为广州与国内外友好地区

和城市开展区域合作重要交流平台，对海外买家以及政府具有公信力。

2：品牌荟萃，全产业链整合，解决上下游参展企业困局

           依托广州博览会成熟品牌大型综合展会优势，集世界公共卫生防疫全产业链、产品技术、采购贸

易、品牌传播、科研合作、学术论坛为一体的全球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上下游，集中解决参展企业

面临的问题。

3：强力打造“互联网+会展”

        解决传统展会三天展示期的烦恼，本次展会采用线上展示+VR实景展示结合方式，线下展示三天，

线上永不落幕，通过组委会跨境资源，将展会VR实景持续在国内外推广，让国外因疫情不能到现场的

专业观众也能身临其境体验展会，并留对接窗口实现线下对接成交，将展会的效益持续延续下去。

4：专业观众云集，特邀国内外专家，洞悉行业脉络

         组织行业内专业人士及相关机构、协会、部门参观；充分利用展会优势，广泛邀请全省及国内专业

买家的同时，并邀请国际采购、参观团构建全球领先的交易会，邀请行业知名专家分享互动，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

五大展会亮点

5：全方位整合营销，立体推广，强势宣传，全力邀约

      A:线上线下超过  专业杂志、网站、以及报纸、商贸杂志、电视台、广播等大众媒体上刊登广 100家

告、发布新闻。

      B:网红直播，线上线下互动

      C:利用承办机构的庞大数据库邮寄请柬 、发送电子请柬 、手机短信 以上，   20万份 500万份 300万

并对专业买家和采购商在展前展中多次发出参观邀请。

      D:专业海外专业观众邀约团队，对个各海外渠道及驻华领事馆，全面邀约国际买家。

   

�������������������

线上 线下2



观众范围

空地展位

1100人民币/平方米(36平方米起租，

不配备任何设施，特装管理费30元

/平方米）

单面开标准展位

11000人民币/平方米(9平方米)

双面开标准展位

12500人民币/平方米(9平方米)

标准展台配置（9平方米）包括：

参展价格：

技术研讨会／产品推介会——收费标准：

容纳80人的会议室：RMB8000元／小时。

地毯

标有公司名字的标牌

1个咨询台

2把椅子

照明(2盏射灯)

500W插座一个

垃圾桶1个

系统隔墙板(3X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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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单位：卫生健康局、计生委等政府机构

协会事业单位：采购商及商协会、红十字会、慈善机构、

器械、医用品、检验等相关协会

医疗系统：三甲及以上医院、医学会、公共卫生研究所等医

疗机构、连锁药房等

专业观众：专业市场经营者、日用品商店、经销商、代理

商、贸易商，连锁加盟等

国际专业观众：国内外大型进出口贸易公司，来自海外的

经销与代理等渠道商

国际使团：涉及各国驻华领馆、驻外大使采购代表、海外贸

易零售商以及海外贸易商采购团

电商渠道：国内防疫物资电商、跨境电商平台采购部

供应链公司：资质认证公司、物流、仓库等三方供应链公司

行政单位 5%

协会事业单位 8% 医疗系统 15%

专业观众 32%

国际使团 7%

国际专业观众 15%

电商渠道 12%

供应链公司 6%



同期论坛活动

同期专业论坛活动，打造权威专业的培训交流平台。

       展会拟邀请黄埔海关，商检，以及各类权威认证机构，聚焦当前防疫物资出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组

织举办防疫用品海外市场准入政策解读会、防疫用品出口实操培训、防疫物资线上推介会等活动：

展会开幕式 / 线上推介会 / 行业大讲堂——行业专家大势宣讲交流，资深大咖系统培训：防疫用品出口、

海外市场准入政策解读会和出口实操培训

1、邀请国内外政府经贸团、行业协会、企业、专业人士、商务人士到会场参观及洽谈业务

2、协助参展单位安排举办各种形式的新闻发布、项目洽谈、专题研讨等经贸活动，费用由参展单位自理

3、协助安排参展展品运输以及境外展品报关、清关费用由参展单位自理

4、提供展会一站式服务（展位设计、搭建，论坛会议策划、布置，相关活动的安排等）

5、协助安排参展参会人员的交通、住宿、回程票预定，费用自理

6、免费刊登参展单位名录

7、提供大会现场电脑查询服务和发布信息

8、提供复印、电话、传真等通讯服务项目，费用自理

9、提供展馆的正常安全保卫

服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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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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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以2020年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办公室确认为准

展馆线路图



参展须知

1、参展企业应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无证展销，依据相关法规予以处罚。

2、国家规定的违禁品、危险品及假冒伪劣商品押金销售，一经发现，追究相关责任。

3、已缴费的参展单位中途退展，要承担经济赔偿责任，赔偿金额由广州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视情况核

定。

4、各参展企业的名称与楣板名称必须想一致，任何参展企业未经许可不得自行转让或转租展位，违法规

定，一经发现一律驱逐出场。

5、严禁乱接、乱拉电线和擅自安装电气设备（包括照明灯、广告灯饰）

6、展馆内严禁使用电炉、电熨斗、碘钨灯等电热器具及大功率灯具。

7、各参展商对展品的包装箱、杂物、纸屑和多余的展品必须及时清理，严禁存放在摊位内及走道上，违

者予    以处罚并责令清理。

8、认真做好清理工作，确保闭馆后的安全，参展企业离馆时请切断电源。

9、遵纪守法，文明经商，发生吵架、斗殴、盗窃、火灾等情况，要及时报告组委会并主动配合现场保卫

人员。

10、如使用大会名义制作宣传品，须经大会组委会办公室批准，未经批准，擅自使用，追  究法律责任和

经纪赔偿。

11、参展单位应服从主办单位统一安排，严格按分类展区参展。

12、经中国海关入境参展的展品，要严格遵守海关规定，依时做好报关、清关、留购等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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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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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展 申 请 表  

参展单位名称  

Company�Name 
 

工商营业执照号码  
Business�licence Number 

 
法人代表  

Legal�Representa�ve 
 

单位详细地址  
Company�Address 

 

联络人  

Website  
手机  

Mobile 
 

单位网站  
E-mail�Address 

 
单位电话  

Office Telephone 
 

电子邮箱  
E-mail�Address 

 
单位传真  
Office Fax 

 

申请展位数  
NO.of�Applica�ons�for 

Booth 

 

展区编号  
Number of Exhibition 

Area 

 

是否特装  
Special Decoration(Y/N) 

 
面积  
Area 

 

企业类型及展品内容 

Company�Type�&Exhibits 

 

 
We promise the authen�city of above details, Confirm that you have read the instruc�ons of this 

exhibition, Acept the Civil� Liabilty for this exhibition booth and relevant� addi�onal ar�cle, and obey 

arrangement� by Qrganizing Commi�ee Office of this exhibition and all exhibition regula�ons. After the 

applica�on is confirmed, please remit the booth fee to the designated bank account  

 
申请单位盖章及法人签字：                                日期：  

Company�Stamp and Signature of the legal person:                    Date:  

第28届广博会暨2020年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欢迎各地政府机构，商会及工商企业组团参展，请

填写以下表格，于2020年7月25日前扫描邮件或传真或寄回主办机构，以便做好安排。

本单位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确认已经阅读参展须知，并接受展会展位使用责任书及有关增订条

款，愿意服从展会组委会的安排和遵守一切参展规则。



展位使用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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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广东美加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开创大道2707号万达广场Ｂ１栋5F

电       话：020-82314770               传     真：020-82314858　

邮       箱：164673141@qq.com    网     站：www.phepm.cn

联  系  人：范先生  18520377171                                        

组委会联系方式

展 位 使 用 责 任 书

为规范国际公共卫生防疫物资展展览秩序，杜绝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行为，参展单位须签订

本责任书。

一、参展单位在                                           展区共有展位                        个，须保证上述展位按参展实

名制，以实际申请参展单位的名义如实进行备案登记，并承担所有的相应责任。

二、参展单位保证遵守组委会的管理规定，不以任何形式违规转让或租（卖）展位，因违规转让或

转租（卖）展位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参展单位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

三、在展会期间，参展单位完全接受由组委会组织实施的对展位使用管理情况的现场监督和监管。

四、若经组委会确认参展单位有展位转让或转租（卖）展位行为，参展单位服从并接受组委会做出

的相关处罚。

五、参展单位保证其所有展品、展品包装、宣传品及展位的其他展示部位等方面均没有侵犯他人的

知识产权。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参展单位愿意接受组委会按照<<广州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的相关规

定进行处理。

六、参展单位同时承诺认真遵守组委会所有规定，做好参展工作。

                                                                            参展单位：

                                                                            公         章：  

                                                                            代         表：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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