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展咨询 学术会/培训班联络 媒体联络 |  Susie

联系我们

关于西部国际口腔展

2019西部国际口腔展（即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

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暨口腔医学学术会议）自

2001年成都首展至今，成功跨入第18年，已为中西

部地区的口腔市场带来近千家领先口腔医疗研发和技

术、设备和器械、生产制造服务的供应商。展会着重

突出技术优势、资源优势，推动中西部市场口腔医疗

全产业链发展及优化，将继续为行业搭建专业、领先

的学研交流平台。

2019展位预订

2019年西部国际口腔展展位预订将在2018年8月上

旬启动，请提前将展位预订信息（公司名称+预订面

积+联系人电话） 发送短信至15902882580或关

注西部国际口腔展官方微信（wcise028），点击菜

单栏“我要参展”-“展位预订”。

载誉十七年领跑中西部地区口腔医疗市场

第十八次中国（西部）国际口腔医学学术会

2019中国（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

智慧口腔年（2018-2020）

48,000
平方米展览面积

600
家参展企业

35,000
位专业观众

200
场专题学术会

www.wcise.com

主办方

亚洲牙科中心（ADC）

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

陕西省口腔医学会

重庆市口腔医学会

山西省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原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019年预测

2019年展会同期精彩活动
• 第十八次中国（西部）国际口腔医学学术会

• 第三次牙颌谷（OCV）国际峰会

• 2019西部国际口腔装备及材料展览会

• 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负责人会议

•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各专委会全委会

协办单位

成都市博览局

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各成员单位

西部各口腔医学会

电话  028-66323918  028-85291775

邮箱  wcise@hope-tarsus.com

电话  027-87362550

邮箱  susie.cheng@hope-tarsus.com

电话  18228034378（同微信）

邮箱  galen@hope-tarsus.com

西部国际口腔展再升级
移师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更多重量级活动陆续推出！

参展邀请
2019 / 04 / 24-27
中国 • 成都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成都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WHAT
展会亮点

2019年展馆介绍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以下简称“西博城”）位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天府中心核心区域。建筑面

积约57万平方米，由交通登录大厅、室内展厅、会议、餐饮、办公、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及室外展场组

成，是具现代会展功能、现代服务创新功能、西部及四川形象展示功能的核心展馆！

花园式的展馆
西博城场馆由美国TVS建筑设计公司和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联合设计，场馆整体外观呈“V”字型延

伸，结合空间高度变化，形成高低错落的天际轮廓线和富有韵律的空间形态，寓意四川优美的山水形象。

完善的配套设施
西博城各项配套设施完善，地下空间布局了三处集中餐饮区，总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约

6000人就餐；周边配套了多座星级酒店，客房规模达到800余间；场馆内设有停车位约3800个，停

车系统可实现人车分流，智能停车；另外西博城现已建成7万平方米的货运轮候区，拥有大型仓储、货

运中转等功能。

会议及展览区一体化的构造

2019西部国际口腔展使用6-9-10-11号馆，其中9号馆为学术会议区，6-10-11为展览展示区，展

览区紧紧围绕学术会议区，实现零距离融合，观众及学术代表可以在2个区域无缝穿梭，让展商达到更

好的展示效果！

便捷的交通
西博城区域内规划了多条公交、地铁可直达展馆入口。周边4条纵干线(天府大道、梓州大道、剑南大

道和成自泸高速）与各等级道路纵横交错，与城市轨道及公共交通构成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系统。

展馆交通线路

1、地铁：乘坐开往科学城方向的地铁1号线在西博城站D出口或广州路站F出口下车。

双流机场乘坐地铁10号线—7号线—1号线（预计1小时左右）

火车北站乘坐地铁1号线（预计1小时左右）

成都东客站乘坐地铁7号线—1号线（预计1小时左右）

2、成都T1、T6路公交车路线，西部博览城西站下车。

3、出租车：在福州路东段西博城16号门附近下车。

4、自驾：可从城区出发，经红星路南延线、梓州大道到达西博城；也可经人民南路、天府大道到达西

博城；外地观众可通过成自泸高速-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到达展馆。

WHY
为何参展

  

  

  

  

 

  

  

在快速发展的中西部口腔医疗市场，
西部国际口腔展为您提供以下机会

 

展品范围

牙科治疗设备

牙科手术器械

口腔种植体产品

牙科材料与工具

技工设备与器材

义齿加工制作所

口腔正畸产品

牙科影像设备

牙科 CAD/CAM

灭菌消毒和感染控制

口腔预防保健产品

服务和行业相关机构

与专业程度最高、购买力最强的专业买家及医生建立联系

发布最新口腔医疗科技和产品研发成果

宣传公司品牌，推广新技术/产品/服务，提高行业竞争优势

在商务配对活动与决策者面对面交流

与代理商、经销商共同拓展中西部地区业务，纵向潜力商机

为参展企业提供全网络多元平台的营销推广网络

专业国际参展服务，有助于提升与买家的商务交流

展会日程

更多赞助推广机会

免费增值服务

费用

展商可提供200字左右产品图文信息、通过展会官网、官方微信、微博、EDM等平台发布，获取展前曝光机会。

首席战略合作

白金赞助

黄金赞助

学术交流会

学术会冠名赞助

培训班冠名赞助

吊绳胸卡赞助

现场广告

光地 （一类展区）

企业专场学术交流会：5000元/场/小时

RMB 9,800/ 9 m2

豪华标展 （一类展区） RMB 9,800/ 9 m2

*备注：任何区域的双开口展位，在原展位费的基础上加收10%

布展

开幕式

展览

撤展

4月22日

4月23日

4月24-26日

4月27日

4月24日

4月27日

9:00-18:00

9:00-21:00

8:30-17:00

8:30-14:00

上午

14:00-17:30

参 展

学术交流会

标准展位 （二类展区）

标准展位 （三类展区）

RMB 8,800/ 9 m2

RMB 6,800/ 9 m2

标展示意图                                    豪华标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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