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生物产业大会是在国家发改委和十余家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等生物领域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十多家国家
级学会、协会，联合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所在省政府共同主办的我国生物产业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品牌盛会。

          2016年第九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暨首届“中国光谷”国际生物健康产业博览会，将以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光谷生物城·BIOLAKE）
为平台，全面、崭新呈现国内外生物技术前沿，产业发展现状，为国内外从事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研发机构、企业事业单位、人才创业团
队搭建政策研讨、学术交流、产品展示、项目合作、融投资对接的全方位、立体展示空间，大力推动中国生物产业发展。
 
          高层论坛，与政策制定者共讨政策趋势，解读最新政策资讯
          行业大咖云集，共享成功创业者融资经验，助力企业成长
          3万平米展览面积，展示生物医药、精准诊疗、生物医学材料、医疗器械、智慧医疗、生物育种等行业高精尖领域
         17个专业细分论坛，了解最新生物医药与器械的研发与临床应用的最新实践与挑战
         2万余位专业观众精准邀约，确保您的产品与目标受众高效对接

大会概况

展品范围

医学检测机构

体外诊断仪器及试剂

POCT产品

基因测序仪器及试剂

生物信息与样本库

精准诊断

重组蛋白及单抗药物

小分子创新药物

创新制剂发现及开发平台

细胞研究与细胞治疗

创新生物医药

可穿戴健康设备

生物大数据、云计算

健康管理技术与实践

智慧医疗

高端医学影像设备

高值植入/介入器械

创新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

生物育种

动物生物制品

现代农化产品

现代农业

实验室分析仪器

研究用抗体与试剂

实验室装备

生物研究与分析

生物产业基地展示

生物产业基地

冷链物流

绿色生物制品包装

环保生物工艺与生产设备

现代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

绿色生物解决方案



全方位整合营销

观众范围

3,000 
余企业高层决策者听会

微信: 服务号与公众号交互推广，7 轮精彩微信活动，

        30 余合作微信KOL推广，生物行业受众全面精准覆盖； 

直邮: 65,000 封邮寄信件面向专业观众；

媒体:  与 100 余家海内外媒体与协会深入合作，

        3 场新闻发布会，8 轮新闻稿广泛传播展会最新信息；

邮件:  5,248,000 封邮件面向专业数据库发送；

海报: 10,000 余海报强势地推至全国各生物产业园区。

依托长江经济带，广泛覆盖全国的专业生物行业盛会

30,000 
平方米总展示规模

600
余家参展企业

20,000 
余海内外专业观众

17
场同期高质精品行业论坛

150 
余行业领军人物精彩讲演

20 余家全国行业权威协会联合湖北省人民政府精心呈现

为什么参展2016？

医药/器械商业流通企业     

总经理  商务经理  营销拓展经理

医药/器械/农资全国及地区经销商/代理商

临床医科医生  影像科医生  药剂科医生  设备科负责人

医院

研发、质量、生产管理者  技术总监/经理/专员  采购经理/专员

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研发生产企业

营运、后勤管理者  供应链总监/经理  信息技术经理/专员   

采购经理/专员

医药/器械商业流通企业

研发、设计、质量管理者  设计、制造经理  采购经理/专员

医疗器械/诊断试剂制造企业 

教授/讲师/研究员  研究生

科研院校及研究所 

关注健康和高端医疗的大众

消费者观众 

卫生/药监系统政府官员  媒体等

其他 

医药/器械/农资全国及

地区经销商/代理商

医院

其他 消费者观众

科研院校及研究所 

医疗器械/诊断试剂
制造企业

生物医药/生物农业
研发生产企业

医药/器械商业流通企业



展馆信息: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论坛会场信息: 武汉洲际酒店

地址: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619号

参展价格：

——

——

标准展台配置（9平方米）包括：

展馆及会场示意图

空地展位

 600人民币/平方米（36平方米起租）

系统隔墙板（3 x 3平方米）

地毯

标有公司名字的标牌

1个咨询台

单面开标准展位

6,000 人民币（9平方米）

双面开标准展位

8,000 人民币（9平方米）

2把椅子

照明（2盏射灯）

1个13安培的电力插头

垃圾桶

A1 馆 -- 精准医疗/生物产业基地 
精准诊断/医疗器械/生物产业基地

A1-A2连接馆 -- 智慧医疗互动体验区

A2馆 -- 精准医疗/生物研究与分析
创新生物医药/实验室分析仪器/研究用抗体与试剂/
实验室装备

A2-A3连接馆 -- 功能区
餐饮/商务中心/其他功能区

A3馆 -- 现代农业/绿色生物解决方案
生物育种/动物生物制品/现代农化产品/冷链物流/
绿色生物制品包装/环保生物工艺与生产设备/
现代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

精准医疗
生物研究与分析

功  

能  

区

现代
农业

绿色
生物
解决
方案

智
慧
医
疗
互
动
体
验
区 精准医疗生物产业基地

主
入
口 展
馆



寻找以下与您专业匹配的色块，更容易的选择参加适合您的专业会议：

参展商：    精准诊断      创新生物医药      智慧医疗      医疗器械      现代农业      生物研究与分析      绿色生物解决方案      生物产业基地

专业观众：      医院      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研发生产企业      医药/器械商业流通企业      医疗器械/诊断试剂制造企业      科研院校及研究所      消费者观众      其他

同期论坛

报道注册7月4日

7月5日

上午 

09:00-09:30

09:30-10:00

10:00-12:00

领导巡展

大会开幕式

高层论坛

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全体 全体

7月5日下午-7月7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 全体 全体7月7日下午

闭幕式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颁奖典礼、
   新闻发布会）

   日期    时间      内容                                      组织方                                             适用专业观众类别  适用参展商类别

抗体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第五届中国国际创新生物药论坛

武汉·中国光谷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联盟、
湖北长江同济堂健康传媒有限公司、
火石创造

智慧医疗与大健康产业论坛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首届心血管医学转化论坛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IVD分会体外诊断技术与临床应用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治疗学专业委员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疾病生物治疗论坛

健桥资本、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
长江证券

生物产业投融资论坛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临床工程研
究部及九省市医疗设备质量管理控制中心

第三届全国医疗器械使用管理与质量
控制论坛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中国医用生物材料论坛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生物医药
行业协会

第二届中国生物医药冷链管理论坛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中国光谷创新医疗器械转化医学论坛
暨第二届中南国际循证与转化医学论坛

湖北省卫计委、楷恩国际健康管理集团、
湖北省健康管理协会等

国际健康管理行业技术与发展论坛

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 生物制药质量论坛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生物工程
学会、化工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2016中国生物环保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基因科学与精准医疗论坛

武汉市人民政府、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武汉高科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国种都”发布会暨生物育种论坛

转基因科学沙龙

武汉博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疫苗产业大会



组委会联系方式

2007

2008
2009

2010

2012

2014

2013

2011

第一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07年6月16-18日
地点：石家庄
主题：创新与发展，战略与未来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1,285名，
                      展览面积1.05万平方米

第二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08年6月20-23日
地点：长沙
主题：引领生物产业发展，助推两型社会建设
会议规模：20位“两院”院士和
                      200多名学者参加，
                      参会人数3,000余人

第三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09年6月18-19日
地点：长春
主题：应对挑战、运势而上
             创新产业、共谋发展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超过5,000人，
                      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

第四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10年6月18-20日
地点：济南
主题：创新生物经济环境，
             培育战略新兴产业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超过6,000人次，
                      展览面积达2万平方米 

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11年6月17-19日
地点：深圳
主题：培育生物产业，发展绿色经济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达8,000人次，
                      大会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

第六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12年6月28-30日
地点：泰州
主题：培育健康产业链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约4,200人，
                      观展达8,000人次大会，
                      展览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

第七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13年6月20-23日
地点：昆明
主题：生物资源，产业机遇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超过3,300人，
                      展览面积约2.7万平方米

第八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14年6月18-20日
地点：天津
主题：利民惠民 发展生物产业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达2,000余人，
                      参观展览人数达20,000多人次，
                      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

2016
第九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
时间：2016年7月5-7日
地点：武汉
主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生物产业引领转型
会议规模：参会代表3,000多人
                      观众20,000多人
                      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

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办公室

电话：010-64807678 、022-24828738       

邮件：bio@tib.cas.cn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管理办公室

电话：027-87205018         

邮件：362979184@qq.com

上海商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021-51853595         

邮件：bioind@bmap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