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AID 2015 —— 第十届中国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于 2015 年 4

月 22 - 2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召开。历经 15年的发展,China Aid 以举办最早、

规模最大、国际化参与程度高，继续保持在养老及康复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以其专业

性强、影响力大再次闻名业内。 

CHINA AID 2015 在中国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

指导下，获得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中国康复医学会、中国肢残人

协会及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别支持，由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和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联合主办，上海国际展览中

心有限公司和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共同承办，并得到多家海外机构的鼎力支持。 

CHINA AID 2015 期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建军、上海市委副

书记、市老龄委主任应勇、上海市民政局局长、老龄办主任朱勤皓、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

医学学会主席、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等领导莅临展会参观并参加相关会议活

动。                 

CHINA AID 2015 作为业内领先的盛会，展览面积达到 23,000 平方，集中展示养老服

务、辅助器具、康复医疗、生活护理、宜居建筑、健康管理六大板块，是凝聚社会力量，

发挥市场作用，搭建服务老年群体和残障人士需求，融合展示、交流、合作与发展的全方

位国际化的福祉产业展示平台。 

 

  

 

 

 

 

 

 

 

一、大牌精品汇聚一堂 

展会期间共有 300 余家来自英国、德国、奥地利、美国、日本、比利时、丹麦、意大

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

业单位踊跃参展。展会现场，国内外养老服务大牌齐齐亮相，例如：TOTO、CBC、罗格

朗、健乐、泰诺健、阿姆斯壮、八乐梦、丰田、英伦、中进、世道、卫美恒、钱璟、新华

人寿、长者友善、星堡、友康、海阳、同策、量健、瑞视眼科、巴黎三城等超千种产品、

http://baike.baidu.com/view/1833431.htm


  

 

技术及服务汇聚一堂，一站式满足从设计到运营的所有需求，是一年一度了解产业发展水

平、寻求产品技术及服务合作的行业盛会。 

广州介援贸易有限公司推出了利于老人小睡和缓解疲劳的靠背角度可五段调节的休

息躺倒椅，帮助老人平稳血压心率；上海展大实业有限公司带来比利时进口 Handimove

泳池移位机，固定后即可 360 度移位，将被护理人员从轮椅上直接转移至至泳池中；八乐

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的 KR 床专为亚洲人身材设计，减少因床体太高及腿部乏力造成的

摔跤；希比希（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展示日本 TANITA 睡眠计，针对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

的独居老人，显示老人是否离床或者有异常指标，大大降低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并防范了

潜在风险；卫浴行业的领军企业东陶(中国)有限公司推出为老年人和特殊人群量身设计

TOTO 升降便座，可以提供垂直以及倾斜升降两种模式，辅助那些腿脚难以弯曲、身体前

倾容易站立不稳的人群完成落座和起身动作。北京健乐新世纪医疗康复设备有限公司带来

由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发并获得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的 AlterG

太空舱减重跑台，给康复医学专家、运动医学专家提供了更新的训练和康复的工具，它能

减轻训练中使用者的体重，有效地降低下肢在运动时所受到的冲击力；提供美式全程养老

服务的上海星堡老年服务有限公司为住户提供一站式全程养老服务，为长者度身定制个性

化、多元化的照护服务方案；解决养老设施配置一站式服务的广东永爱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以优秀的专业团队、独特的设计理念、完善的产品线，来满足国内外养老机构不同的服务

和产品需求。 

 

 

  

 

 

 

 

 

 

 

 

   

 

 



  

 

 

 

 

 

 

 

 

 

 

 

 

二、专业观众人气火爆 

CHINA AID 2015 期间，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208 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其中

531 位观众来自海外，30,677 位观众来自中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211 个城市，观众数

量再一次创历史新高。       

 

 

 

 

                        

           

 

 

 

 

 

 

 

 

 

 

 

 



  

 

三、科技引领未来潮流 

CHINA AID 作为年度行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今年重点引入智能养老科技产品和技术

创新，现场开辟智能养老专区，将目前前沿的可穿戴设备、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与养

老服务、健康管理融合贯通，跨界合作拓宽行业前景。 

    阿尔德巴兰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带来身体小巧圆润，人见人爱 NAO 仿人机

器人，NAO 立志成为人类理想的家居伙伴；上海青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最新专利技术产

品 EyeControl 眼控系统，可用眼睛控制电脑的操作，用于残疾人老年人辅助设备（眼睛按

铃、打字、上网、玩游戏），最知名的用户就是霍金；法国 NEMO 移动照护系统由罗格朗

（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展示推出，通过无卫星定位，即使在收不到 GSM 信号的地下室，

NEMO 仍可正常使用，是养老机构人员信息服务的最佳解决方案；美迪声听力技术（惠州）

有限公司在展会现场推出 PAE-200 听力辅助器，可在不同环境下恢复原来的声音，适合中

度及以下听障人士。广州柏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爱牵挂智能腕表针对老人安全健康问题

倾力打造的智能解决方案，融合传感、通信、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为居家养老

人群提供安全预警、健康管理、慢病干预以及亲情关爱综合服务，所有功能都集成在小小

的腕表上。浙江铭众生物医用材料与器械研究院带来 mCloud 移动智能心电检测仪，采用

云端的数字健康档案，实现对亚健康人群关键生理参数的有效监测和关注。一旦数据出现

不同寻常的波动，可以及时报警以防不测。 

 

 

 

 

 

 

 

 

 

四、鼓励原创推广公益 

“第四届中国老年福祉产品设计大赛颁奖仪式暨老年康复护理器材捐赠仪式”在展会

期间隆重举办，大赛以“为老年人设计美好生活”为主题，前期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作品，

参赛作品多达 236 件，参与度较往届有大幅提升。经专家评审组评定，以参赛作品的创新

性、功能性、适用性和推广性等要素作为评审标准，最终评出 3 件银奖、6 件铜奖作品。

上海市民政局巡视员、老龄办副主任高菊兰代表本届大赛致辞，大赛秉承设计为老、全民



  

 

创新的办赛宗旨，坚持将科学舒适、便捷实用的设计理念融入老年福祉产品研发，着眼于

产品的成果转化，为提升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质量，推动老龄产业及老龄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颁奖仪式的最后，上海市慈善基金作为爱心捐赠的代表向本市部分涉老单

位捐赠了价值 100 万元老年康复护理器材和设备。 

CHINA AID 展会在展馆内开辟出一块养老机构公益展区，提供给上海市范围内入住率

不高的民办养老院，同时组织各区县有机构养老需求老人及子女现场咨询，会后考察等形

式，帮助机构提高入住率的同时也解决供需信息不通畅的弊端，打造供需对接平台，真正

体现展会的平台作用和公益性质。 

    另外，CHINA AID 作为养老服务业的信息发布平台，致力于打破信息壁垒，推动行业

发展，展会期间为上海市范围内的各个为老服务公益机构提供近公益展位，搭建街道、企

业与为老服务公益组织面对面交流的渠道，为供需双方提供有效对接服务。 

 

    现场服务继续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宗旨，设有无障碍通道、免费轮椅租借以及一对

一的志愿者帮助服务，力求为老年人、残疾人观众给予最细致周到的关怀。 

 

 

 

 

 

 

 

五、主流媒体大力宣传 

本届展会的媒体宣传工作采用新媒

体及传统主流媒体报导相结合的方式大

力铺开，立体推进。在展会筹备期间，

CHINA AID 主办方不断通过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手段有计划地向目标客户发布

行业信息、推出展商新品、传播展会信

息。展会期间获得来自 40 多家专业媒

体、21 家公众主流媒体的全方位支持与

持续报道。在为期三天的博览会中，《解

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等 14 家知名报社对展会现场的盛



  

 

况以及高峰论坛进行了多角度报道。《凤凰卫视》、《今日印象》2 个广受观众欢迎的电

视栏目播出了博览会现场互动的场面。东方网、新民网 2 家门户网站也对展会的盛况进行

了报道和转载。聚焦民生的品牌电台栏目《990 直通车》再次把直播间搬进了展会现场，

主持人采访主办方、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现场介绍展会期间展示的最新养老产品，吸引

了众多老年粉丝的热情关注，并纷纷赶赴现场。此外，为了继续拓展海外影响力，CHINA 

AID 持续通过美通社海外平台向美洲、欧洲、亚洲的网络媒体平台发布信息，海外观众数

量增长显著。 

 

 

六、信息聚集交流合作 

CHINA AID 2015 同期汇聚了养老、康复、健康三大板块的十多场专题论坛及活动，

全方位打造信息共享、交流合作的平台。 

1、2015 第五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高峰论坛 

第五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高峰论坛以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为主题，聚焦养

老产业发展、长期照护、医养融合、居家养老等行业热点。论坛由上海市民政局局长、老

龄办主任朱勤皓主持，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上海市委副书记、市老龄委主任应

勇出席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就“建立市场化的资金和服

务无缝链接的‘护’联网”作主旨发言。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日本等近 600 位政府官

员、养老产业专家、资深行业代表、企业家等应邀与会，共同探讨养老服务业发展前景、

分享国内外养老模式成功经验、探讨养老服务标准的制定等。 

论坛上，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吴乾渝介绍了上海社区实践养老医养融合的成果，提出

将进一步统筹、整合和优化现有的医疗卫生和养老资源，实现各政府部门间的服务联动。

吴主任强调，完善的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必须包括预防、医疗、康复、护理及临终关怀，每

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欧洲标准委员会会员、罗格朗养老智能化全球负责人 Jose 

Carlos Escamilla 分享了欧洲智慧养老现状及实例研究，日本福祉服务第三方评估机构理

事长奥住文明就日本的养老服务评估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美国星堡公司、日本

志贺、上海同济大学等专家纷纷围绕养老服务热点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效对策。会后，

参会代表在参观 CHINAAID 之余，还赴上海 3 个具有特色和创新的养老模式示范点进行专

业考察。 
 



  

 

 

2．2015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养老峰会 

首届中国国际智能养老峰会取得取圆满的成功，吸引 300 多位政府机关、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的关注。智能养老峰会引入最新的技术前沿——大数据、移动互联、可穿戴、健

康管理平台，发言嘉宾们对如何运用智能信息化技术来满足医养服务需求进行深入探索，

上海市民政局巡视员、老龄办副主任高菊兰致欢迎辞；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朱勇就《中国智能化养老现状和趋势》作主旨演讲；市发改委、经信委、卫计委、民政局

的处长们首次同台共议《互联网时代下的养老》；来自中国工程院俞梦孙院士分享了关于

《血压智能监控治疗》，上海交通大学的远程居家照护、IBM 专家对照护生理学与智能照

护理念提供新思路、新理念。论坛最后，由新华通讯社上海分社采访部副主任叶锋主持，

邀请了上海交大、复旦大学、海阳集团、台湾长期照顾发展协会的专家就多角度物联网养

老进行了讨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智能化应用给医养产业带来无限的市场机遇。 

 

 

 

 

 

   

 

 

 

3、2015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高峰论坛 —— 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及风险控制 

“2015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高峰论坛”共有来自 200 多位各地养老院院长、国内外知

名专家学者、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企业、投资机构出席会议，以机构的需求、困惑和

发展为核心，注重实际操作。会议由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殷志刚主持，上海市民

政局副局长蒋蕊、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会长张燮树在会上致辞。养老网创始人李缨以

《养老机构的营销之道》分享经验；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服务与管理学院、老龄事业发

展研究院王港副院长讲述了《南京市养老服务消费市场发展的对策研究》；记忆健康 360



  

 

工程洪立主任分享了《创建痴呆友好化社区》。在针对建设规划中的养老机构的平行论坛

中，TOTO 日本福祉技術研究负责人杉山聡洋介绍《日本高龄者卫浴空间的分享》；朗诗

常青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服务运营部副经理王艳静介绍《日本养老机构中辅助器具的运

用》；益佑（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韩纪江总经理与大家探讨《共生环境：退休生

活社区发展模式——退休生活的社区营造》；Tim Van Bogaert 中国区代表 L.I.F.E.带来

《城市模式：结合老年护理的结合发展过程》。同时，在钍对已投入运营的管理机构的平

行论坛中，上海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杨磊总经理分享了《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转介合

作》；上海星堡老年服务有限公司陈煜宇董事总经理带来《养老产业制胜一字诀》；广东

永爱养老产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谢红英题出《永爱适老化设计与案例分享》；上

海展大实业有限公司黄国光总裁，联合奥地利 SANO 公司 Manfred Winkler 执行总裁、

比利时 HandiMove 公司 Stefan Van Raemdonck  总裁、德国 UBG 养老咨询公司创始

人 Anstrid Vonhoff 分享《海外机构的辅助移位系统应用》。 

 

 

4．“中日（上海）老龄产业交流会” 

    中日交流会分为论坛与商务洽谈会两部分。论坛部分汇集中日老龄产业的资深专家及

机构代表，通过交流日本这一超级老龄化国家在养老方面的种种举措为中国的养老服务业

发展提供启示，同时也把中国的养老产业现状介绍给日本企业，为今后的发展合作提供了

解互动的平台。商务洽谈会现场交流气氛超乎想象的热烈，共有 16 家日本福祉产业的产

品企业、服务机构参与，通过预约面谈的形式推进一对一的商务对接，帮助双方寻找合适

的合作伙伴。 



  

 

  

 

5．“第二届老年康复护理创新技术论坛 

“第二届老年康复护理创新技术论坛”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华东医

院主办，从康复医学领域介绍适合老年康复医疗技术和护理要点，通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分

享更适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康复方式。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主席励建安教

授作了精彩的主旨演讲，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跃进致辞，与会专家对国内康复

医院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康复医院转型发展、医康护养结合思路以及老年疾病护理管理与

康复等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与交流。 

    

    展会同期还举办了“老年人常见疾疾病的预防与保健”讲座、“2015 上海生物医用材

料发展战略研讨会”、“开创健康新生活专题论坛”等丰富的活动，使观众了解到更多健康

生活的新理念。 
 

   CHINA AID 是目前国内首屈一指的融合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的福祉产业国际性综合

展示平台，2016 年 6 月 8-10 日，期待与您再次相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