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世界养生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世界养生大会将于2016年12月在其它城市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由国家卫计委主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健康生活中国行工作委员会、世界养生大会组委会联合举办的：“2016世
界养生大会暨大健康产业好项目评 选·资本产融峰会”，是中国当今破纪录大规模盛会，本次盛会得到深圳（东
莞），香 港，澳门、珠海等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2016世界养生大会暨大健康产业好项目评选·资本产融峰会2016世界养生大会暨大健康产业好项目评选·资本产融峰会，将于 2016 年 12 月 10-11-12-13-14-152016 年 12 月 10-11-12-13-14-15
日日在深圳（东莞）·香港·澳门·珠海深圳（东莞）·香港·澳门·珠海四大城市巡回举办。

 

 指导单位：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旅游局

 

联合主办单位：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健康生活中国行工作委员会

世界养生大会组委会

 

承办单位：

浙江世养会展有限公司

杭州东方文化旅业集团

深圳市港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164259971.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1164259971.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4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3075/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治未病中心

联合国国际经济信息发展组织、

国家机关老干部养生健康中心

中国养生产业国际联盟；

浙商投资促进会

三主粮集团

 

特别支持单位：

杭州古泉饮品有限公司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12月10日12月10日

9:00 -12:30  签到、办理宾馆

12:30 -13:30   自由时间    

13:30-14:20   2016世界养生大会开幕            

世界卫生组织代表致辞    

外国大使团长致辞    

台湾代表团致辞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致辞    

宋基会向屠呦呦颁奖    

中国卫生部领导讲话    

14:20-15:00  全体人员和领导大合影      

18:30-21:30  “三主粮”冠名晚宴    

 

12月11日12月11日

9:00-12:00  “好项目评选”路演    

12:00   午餐    

13:00-17:00  “好项目评选”路演(接上午）    

17:00-17:30  表彰大会 :

1、 优秀地方委员会表彰    

2、 优秀专业委员会表彰    

3、杏林奖31人颁奖表彰    

17:30-18:00  中国民政部

“智能化健康城启动仪式”    

18:00-19:00  千人共食红枣羹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09/


 

12月12日12月12日

06:00-07:00  起床，早餐    

全天行程  东莞至香港    

金紫荆广场    

海洋公园    

浅水湾(人称“天下第一湾”)    

太平山    

送回酒店休息    

夜游维多利亚港    

 

12月13日12月13日

6:00-6:30  起床    

全天行程  香港著名的【珠宝免税店】

【名牌手表免税店】

【百货免税店】

香港著名免税商场   

『DFS免税商场』    

乘船到澳门    

回酒店休息    

 

12月14日12月14日

7:00-8:00  早餐    

全天行程  参观一直受渔民尊奉的【妈祖庙】 

参观标志澳门回归之花【金莲花】 

前往【珠宝行】、【手信店】    

澳门代表性景点【大三巴】    

威尼斯水城（自费，可自由选择） 

拱北出送珠海休息    

 

12月15日12月15日

06:30-07:30  珠海 早餐    

半天行程  乘车游情侣路，渔女像    

【丝绸店】、【百货店】    

14:00-16:00   闭幕式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8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现场大抽奖、颁奖    

胜利大凯旋，送到广州火车站、深圳或珠海机场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请领导及国内外贵宾拟邀请领导及国内外贵宾

国家和部门领导人：国家和部门领导人：

辛 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

杜 洁：国家老龄委副主任

施贺德：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博士

孙隆椿：原卫生部副部长

赵国柱：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副会长

屠呦呦：诺贝尔奖得主

王东喜：中华宋庆龄国际基金会主席

钱成良：世界养生大会荣誉主席 原温州市副市长 

张尊祥：中国人民解放军治未病中心主任、少将 

马秀群：中国国际品牌协会会长

蔡 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健康工作委员会主任 

霍华德：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驻华代表处 代表

张汉亚：中国投资协会会长

徐关兴：世界养生大会副主席 杭州东方文化园集团董事局主席 

钟 旬：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叶荣宝：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原副省长

周琮棠：台湾养生休闲保健协会理事长、美国医学博士 

杨少明：迪拜酋长保健医生

吴振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拟邀请外国驻京机构代表（夫人）或文化参赞（部分已邀名单）拟邀请外国驻京机构代表（夫人）或文化参赞（部分已邀名单）

01. 澳大利亚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02. 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周子牧参赞（文化）

03. 大韩民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0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华大使馆 白琼娜 参赞(文化)

05.南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Langa Bheki Winston Joshua 大使

06.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 穆罕默德•塞瑞 大使

07.埃及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艾哈迈德•里兹克，特命全权大使及夫人

08.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及夫人

09.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梅捷列夫 参赞（文化）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0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46/


10. 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玛利亚•伊纳尔斯•圣胡安参赞（新闻）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一、嘉宾通票 1： 698 元一、嘉宾通票 1： 698 元

1、大会门票、论坛门票、旅游门票；

2、五晚五星（四星）住宿、五天餐费、欢迎酒会；

3、会议期间相关交通费（机场、火车站接送十人以上）；

4、增送 700 元《e 兑商城》购物券；

5、赠送“世界养生大会会员” （价值 1000 元）；

6、参加珠海八百万元大抽奖、大派送。

 

二、嘉宾通票 2： 998 元二、嘉宾通票 2： 998 元
1、大会门票、论坛门票、旅游门票；

2、五晚四星住宿、五天餐费、欢迎酒会；

3、会议期间相关交通费（机场、火车站接送十人以上）；

4、送 1000 元《e 兑商城》购物券；

5、赠送 9999 元网络电话费（移动、电信、联通均可）；

6、赠送“世界养生大会会员”（价值 1000 元）；

7、参加珠海八百万元大抽奖、大派送。

 

三、贵宾通票：2980 元（限 50 位）三、贵宾通票：2980 元（限 50 位）
1、大会门票、论坛门票、旅游门票；

2、坐前排至尊席位、台签、胸花、欢迎宴坐副桌（领导主桌旁）；

3、五晚四星住宿、五天餐费、欢迎酒会；

4、会议期间相关交通费（机场、火车站接送十人以上）；

5、授予“世界养生大会健康大使”荣誉称号，颁发证书；

6、赠送 3000 元《e 兑商城》购物券；

7、赠送 9999 元电话费（移动、电信、联通均可）；

8、赠送“世界养生大会会员”资格（价值 1000 元）；

 

9、《2016 世界养生大会会刊》刊登半 P；

10、参加珠海八百万元大抽奖、大派送。

 

四、企业套餐：28800 元（限 30 个）四、企业套餐：28800 元（限 30 个）
1、标准展位 1 个（3mx3m）价值 5980 元；

2、上台路演 10 分钟（价值 15000 元）；（需要延长每 1 分钟另加 1200 元，最多延长不得超过 5 分钟）

3、奖牌 2 个（2016 世界养生大会推荐产品、2016 世界养生大会指定产品），价值 10000 元；

http://www.huodongjia.com/tag/7840/


4、赠送 30 个《嘉宾通票 1》（价值 20940 元）；

5、赠送二位《贵宾通票》（价值 5960 元）；

6、大会门票、论坛门票、旅游门票，澳门威尼斯 160 元自费项目；

7、坐前排至尊席位、台签、胸花、欢迎宴坐副桌（领导主桌旁）；

8、五晚四星住宿、五天餐费、欢迎酒会；

9、会议期间相关交通费（机场、火车站接送十人以上）；

10、送 20000 元《e 兑商城》购物券；

11、赠送 9999 元电话费（移动、电信、联通均可）；

12、授予“世界养生大会会员单位”荣誉称号（价值 2000 元）；

13、《2016 世界养生大会会刊》刊登 1P；

14、授予“世界养生大会健康大使”荣誉称号，颁发证书；

15、参加珠海八百万元大抽奖、大派送。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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