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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ed from 2000, AID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his reputation as 

the biggest and most international trade show in Aging Care, Rehabilitation 

and Assistive Products.

概况
Brief Introduction

AID 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

中国专业养老及康复辅具领域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品牌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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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Exhibitor Profile

康复医疗 Rehabilitation

健康管理 Health care

生活护理 Nursing Care辅助器具 Assistive Products

宜居建筑 Senior -Friendly Housing养老服务 Senior Care



政府买家
G o v e r n m e n t

专业买家
T r a d e B u y e r

消费者
C o n s u m e r



政府关注
Government Concern

彭沉雷上海市副市长

鲍常勇河南省民政厅厅长

沙海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朱勤皓上海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梅哲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

吕雪城上海市浦东区副区长

周敏浩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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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夕根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秋山俊治 总经理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销售总部

八乐梦从2015年开始参加AID，今年已经是第6次参展。和往年一样，今年展会现场有很多观众到场

参观。对八乐梦来说，AID是非常重要的展会。中国的老龄市场今后还将不断扩大，AID对于我们了

解中国养老行业最新趋势、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有很大帮助。祝愿AID今后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

徐骁俊 矫形器全国销售经理 奥索假肢矫形康复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AID，感觉非常好。在这里，我们不仅能认识到很多可以一起推动养老产业发

展的朋友，还能见到很多终端客户。希望奥索之后跟AID能继续保持紧密合作，有更多的互动，与

更多的厂家一起，把中国的养老事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方子杰 运营总监 壹居壹格适老家具

今年是我们规模最大，也是新产品最多的一年。今年参加老博会，原来我们觉得受疫情的影响，人

员可能会缩水，但是第一天就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这个进门第一个展位的位置被围得水泄不

通。所以今年人流的组织，特别是专业观众的组织效果非常好，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行业评论
Comments from the industry

图片来源：

N2F31 上海地产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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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展商

◼ Exhibitors



30,000 m2 301
展览面积

show space

2020展会数据
Key Figures in 2020

34,588
展商数量
exhibitors

观众数量
visitors



展商数据分析
Exhibitors Data Analysis

养老服务

25%

辅助器具

30%

康复医疗

12%

生活护理

9%

健康管理

8%

宜居建筑

16%

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01家参展商覆盖6大展品范围，

每个类别下数量排名前三的展品为：

智能养老设备、运营及管理、适老化设计

护理床、轮椅、移位机

适老化家具、扶手、地材

运动康复设备、助听器、理疗设备

失禁护理产品、纸尿裤、防摔倒产品

老年餐饮、体检、齿科



日本
33家

英国
4家

美国
6家

包括：

中国 中国台湾

美国 日本

以色列 英国

加拿大 荷兰

法国 德国

冰岛 比利时

2 0 2 0 排 名 前 五 的 海 外 展 商 来 源 国 家

澳大利亚

6家

荷兰
4家

加拿大
2家61 家 海 外 展 商

12个 国 家 及 地 区

展商来源国分析
Exhibitors Countries

德国
6家



02 观众
◼ Visitors



34588 专业观众

34372名境内观众来自全国220个县市。其中，共有14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民政参观团，共计420人到场参观。

此外，共有216人来自海外的专业观众到场参观。

观众数据
Visitors



观众数据分析
Visitors Data Analysis

图片来源：

N1A12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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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买家团
Delegation

排名前三的国内民政买家团：

安徽省民政考察团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考察团

吉林省民政考察团

排名前三的国内残联买家团：

浙江省残联

江苏省残联

安徽省残联



03 会议活动
◼ Conferences and programs



2020上海国际养老服务产业高峰论坛
2020中国养老机构发展高峰论坛

共吸引到来自全国24个省、47个城市，

总计832位养老人士的共同参与



10 .28      中日（上海）养老产业交流会（左下图）

10.28-29 英国健康养老路演（右上图）

10 .29      养老新青年沙龙（右下图）

10.28-30 行业沙龙（中上图）

10 .30      上海市辅具租赁试点接到及服务商对接会（左上图）

链接产业 合作共赢



04 媒体报道
◼ Media Report



新闻坊

电视新闻报道
TV News Reports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ICS频道展期3天电视新闻播报 6次

上海电视台都市频道 展后电视节目播放 1次

上海教育电视台展前电视滚动播放 1个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广播电台播报 6次

新闻在线 ICS新闻 “老好的生活”栏目



主流报刊及门户网站
Newspaper and Web

17家主流报刊

27家门户网站持续报道

展会3天共计发稿 115篇



行业媒体
Industry Media

22家 行业媒体深度报道，3天发稿 79篇



廿年一刻 全新升级

20周年

www.china-ai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