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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关注：

*小型展会扩大规模的五条措施

*会展活动需有仪式感

广东会展之窗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秘书处编

写
十二月刊 2020年 12月 31日

免责声明：以下信息主要来源于网络，仅供学习之用，如侵犯您的权利，请与协会秘书处

联系（020-89231839 转 848），秘书处将及时删除，谢谢！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DAzNTA0OQ==&mid=2650132815&idx=1&sn=dc65c33e0e7df83d874a746638902cc7&chksm=83980049b4ef895f05bdbeccf74573923e6927a297feada313ba3265e8ef92bd4e9434657b36&mpshare=1&scene=1&srcid=1215Mv76SHteNsOSFXsT5HN5&sharer_sharetime=1608008782366&sharer_shareid=bca21a7657d5b869b64f1466b5af99b6&key=e614f70583793945052f17f2d2bdfe5b33d2dec846f3dd7b07427ada990e02dbbe9eee5fe8ad3eef1fe8784d7b570c0f33e426d515b1e1e0fbe978410fe44130dcf97942c031b4c299232f44b04af58bccb7e9a33f905f1854de3d0a50fb357d4f22f712955735987695e29bf6becea8bfb6d574fd324dd5af3370418a0ef410&ascene=1&uin=MjQ2MzA1NjAz&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Qc/gyJf6nhwNJ33XHpqORY=&pass_ticket=yMsZuZ8nxvzvwf+PMLUpI/pvJG9zJaF4AUF40VGZT6yrxj5zeJKTC/uNX8FDEU8y&wx_header=0&fontge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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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 12 月 4 日，我会参观广东标准化研究院的标准化展示馆。

2.2020 年 12 月 7 日，我会受邀出席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成立十五周年庆典。

3.2020 年 12 月 9 日，全国省级会展行业协会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在江苏白马农业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议有 35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省级联席会议成员代表及 39 位来

自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代表参加。期间，我会会长刘松萍以“行业协会

如何在市场化中寻求发展及对会展企业的启示”为主题，从走特色化发展道路、接市场化

政府服务、办品牌化会展活动、重多元化立体宣传、聚全球组展人情感等，介绍了广东会

展组展企业协会为会展企业服务的市场化发展道路。

4.2020 年 12 月 9-11 日，我会受邀参加 2020 中国会展业年会暨第二届溧水会展产业创新发

展论坛。

5.2020 年 12 月 24 日，腾讯公司来访协会，洽谈合作。

6.2020 年 12 月 25 日，我会拜访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

7.2020 年 11-12 月，我会受商务厅委托协助进行广东省会展企业百强认定工作，并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在我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相关会展专家出席此次评审会，并提出

了中肯的建议。

协

会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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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世贸博览馆

广州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

开展时间：2021.1.1-2021.1.3

主/承办单位：广州萤火虫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国际房车展

开展时间：2021.1.1-2021.1.3

主/承办单位：房车之家

澳门•广州缤纷产品展

开展时间：2021.1.15-2021.1.17

主/承办单位：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广州市商务局

第十六届广州年货展销会

开展时间：2021.1.26-2021.2.7

主/承办单位：广东博浩展览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华夏家博会

开展时间：2020.2.26-2020.2.28

主/承办单位：华墨展览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2021 迎新年服装服饰商品购物节

开展时间：2020.12.28-2021.01.10

主/承办单位：润京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博览中心

中山元旦动漫节

开展时间：2021.1.1-2021.1.2

2021 新春精品汽车展

开展时间：2021.1.9-2021.1.10

宠物博览会

开展时间：2021.1.9-2021.1.10

展

会

前

瞻

展

会

前

瞻

http://www.bohao-c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32&i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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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

开展时间：2021.1.15(晚上）

2021 年中国粤菜名城（中山）美食文化节暨粤菜烹饪全国邀请赛

开展时间：2021.1.23-2021.1.24

拥抱湾区、共赢辉煌各商协会联欢年会

开展时间：2021.1.23

2021 年中山市特色产品博览会暨第七届中山年货博览会

开展时间：2021.1.28-2021.2.1

2021 年中山迎春花卉展

开展时间：2021.2.2-2021.2.11

中山黄圃国际会展中心

第十四届中山黄圃品牌服装购物节暨美食节

开展时间：2021.1.13-2021.1.24

主/承办单位：深圳市喜源达贸易有限公司

2021 年黄圃镇迎春花市

开展时间：2021.1.28-2021.2.11

主/承办单位：中山市圃江文旅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会员单位）

惠州会展中心

2020-2021UNIVERSE 宇宙音乐嘉年华

开展时间：2020.12.31-2021.1.1

年货购物节

开展时间：2021.1.12-2021.1.24

惠州第 5 届 AS 动漫游戏展

开展时间：20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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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展会扩大规模的五条措施

在业内，谈起展览项目的发展问题，经常是讨论如何扩张展会规模。这个话题

的内涵一般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展览的面积能不能扩大?

二是展览项目的营业收入能不能增?

三是展览项目的影响力能不能提升?

对于大多数主办方而言，尤其是中小型主办方，扩大展览面积往往是话题的核心。因为，

展览面积不能扩大，营收就不可能增长，影响力则无从谈起。

能否扩大展览面积，要做具体分析。

先看市场环境。缺乏市场需求的项目，如 B2C的年货展，因受众老化，很难扩大规模。

同一城市同主题项目竞争，偏弱的项目难以扩大规模。

再看内部状况。缺乏创新能力的主办方和项目经理及其团队，很难突破发展瓶颈。投入

不足也是制约因素。

对于经营 5年以上、展览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专业展（B2B）项目，如果市场

需求仍然存在，且竞争对手并不强劲，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做大规模：

一是，分析项目增长迟缓的原因。

尤其是内部原因，找出主要问题，确定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调整项目经理是突破口。

二是，对标同主题先进项目。

举办地非“北上广深”的项目，应在其他城市举办的同主题项目中找到发展水平高于自己

的项目作为标杆，通过认真比较，查找差距，而后借鉴学习，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三是，明确发展目标。

对于项目上规模提出具体指标，并通过 KPI强化激励机制。

四是，切实补上短板。

营销推广落后，专业观众邀约不力，往往是此类项目的短板。要有办法弥补，尽快改善

项目品质。

五是，优化团队素质。

对于责任心不强、职业热情减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成员，应进行调整。同时要加强内训，

不断赋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来源：张凡的会展洞察

会

展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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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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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活动需有仪式感

仪式感，在会展活动中不可或缺。忽视或缺乏仪式感的会展活动，会削弱对受

众的吸引力。

本世纪初，在与香港讯通展览公司合作项目时，印象很深的事情，是讯通公司

高管出席公开场合都着西装，哪怕是夏日炎炎。在展会举办期间，尤其是开幕当天，

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正装在岗。对于女员工，则要求她们穿出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理由是，公

司邀请的客人来了，需要盛装相迎。在展商接待处，接待台上要摆放一大束鲜花，以示渲染

和热情。

若干年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在追求会展活动的仪式感。

礼仪之邦 文化一脉

仪式，是礼仪的外在呈现。仪式感，则是受众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对于礼仪的感受。

中国是礼仪之邦。其核心是礼制。礼制的要义是社会秩序的规范。

礼在儒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夫子是礼制专家。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和传承周礼。

生于春秋时代的孔子，将政治失序评论为礼崩乐坏。从中可知，在 2500多年前，音乐（泛

指在祭祀、典礼场合中的文艺表演）已是礼仪活动的组成部分。

在当代中国，礼仪仍是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遍存在。春节团拜、端午龙舟、中秋赏月，

传统节庆的礼仪依然鲜活。在单位里开会，在家庭里聚餐，场面上或桌面上的礼数多有讲究，

不能乱套。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塑或规范了重大活动的礼仪，如升国旗、阅兵、政府公职人员就

职宣誓、勋章颁授、公祭等，彰显了大国风范和文化自信。

会展礼仪 不可或缺

仪式感之于会展活动，其必要性有三：

一是，会展是受众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聚集的大型活动，注重仪式可以营造氛围、体

现秩序；

二是，会展是受众以视角方式参与的活动，注重仪式可令人赏心悦目，沉浸其中；

三是，会展是受众体验服务的现场性活动，注重仪式既是主办方礼节的呈现，也是受众

分享服务的过程。

四方面营造仪式感

会展活动的仪式感，主要体现在下列环节：

举办开幕式——又称为开幕典礼，足见仪式感之强烈与隆重；

会

展

资

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DAzNTA0OQ==&mid=2650129254&idx=1&sn=ab62e1d9eae6f5af8ac267f797c6a933&chksm=83981260b4ef9b76e5a75b1702c7702fb3ed05b60a1802111af242f0f5f084779daca5c5c06e&scene=38&key=fe9a3435302fce65618c7ae7dd4fa6bf83d486389f6fb36db4709410e27229a4bbe929a946b40bc52b82fc6d7a1b34a221b46937fbc3803f087a15c9a74c45b9a7270769a4be27667c6e0fcaed3b86fc473322bc0203c246ed0b0e239175bde51546bc3ca43cd37a64e279f94e5995a428b83d6ca753a1179f67733dad43b825&ascene=7&uin=MjQ2MzA1NjAz&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2090538&lang=zh_CN&exportkey=AQvrS8n4S0UnKWwGo8g7WX4=&pass_ticket=8XdISa8l3kMurJMccP5zosVkLHjxwyN8vrA4LLyepUU=&winz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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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展场或会场、搭建服务设施——为仪式感创造环境；

设计配套活动议程——展现有秩序的仪式感；

配置工作人员和礼仪人员——体现标准化、人性化服务的仪式感。

增强仪式感 从意识到策划

会展活动仪式感并不能自然产生，必须由主办方营造；

营造仪式感，会展主办方需要有意识地追求，而不应缺乏认知，不予重视；

营造仪式感，要有设计。这种设计应符合会展项目的需要与个性。主办方的审美水准对

于仪式的设计与操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源：张凡的会展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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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项目的强化、优化与孵化

会展城市如何推动展览业发展，我认为必须抓好项目建设。因为，展览项目是发展展览

业的驱动力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型、优质展览项目如广交会，是城市经济标志性的服务

品牌。

如何促进展览项目的持续成长，是各地编研展览业“十四五”规划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分类指导 ，各有侧重。

根据既有展览项目情况，并兼顾新项目创办需求，从强化、优化、孵化三个层次推动展

览项目的发展，我认为是政府会展业主管机构理清思路、分类指导、突破瓶颈的有用之法。

强化大中型展会。

对于展览面积在 5万平方米以上的大中型展会，应要求对标国内外同主题知名展会，促

使不断做强以扩大行业影响力，夯实成为品牌项目的基础。对于其中展览面积达至上限项目，

可促其通过拉长产业链（扩大展览范围）、异地复制、剥离专项展等方式，保持增长活力。

优化小微型展会。

对于市场前景较好、但展览面积在 0.5-2 万平方米的小微型展会，应通过项目诊断促其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优化经营管理。凡举办多年但规模徘徊的专业展，一般是营销投入不够、

观众邀约方法落后所致。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主办方更新观念，增加预算、培训营销人员，

甚至更换项目经理。各地存在类似问题的小微型展会较多，优化管理是当务之急。

孵化新展会。

对于近三年主题创新的展览项目，尤其是服务于新兴产业或特色产业的专业展或消费展

项目，政府应在扶持政策上予以倾斜，展馆应在租金政策上给予优惠，促其渡过市场培育阶

段，步上良性发展道路。

实施“三化”，务实推进。

以我观察，二线会展城市引进国内外知名公司前来办展的可能性不大，强化、优化、孵

化本土项目才是实事求是的选择。

践行“三化”要注意以下问题：

不能只是关注政府主办项目的发展，而应总体谋划所有项目的发展。

小微型展览因数量较多，问题也较多，应是关注重点。优化小微型项目个关键是提升主

办方及项目经理素质。

要引导展览项目的创新发展，可以通过展览项目+会议+自媒体+活动+民间社团的“1+4”

方式扩展平台功能，促使展会深度嵌入所服务的产业，提升行业关注度和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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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新项目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意义重大。由于培养一般需要三年，给于帮扶可起

雪中送炭作用。但新主题是否适合市场需求，评估工作颇为不易。

来源：张凡的会展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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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求驱动会展数字化创新该如何做？

在过去的 2020年，会展服务模式创新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下会展行业自救的“武器”。

于是，被困在疫情下的各类会展活动转到线上举办，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开启了线上

或线上线下双线融合的会展模式。这也正在成为会展主办方、参展商、观众逐渐习惯的模式，

并将成为今后会展业创新的趋势。

“留量”比“流量”更重要。

受疫情影响，2020年，会展业数字化进程提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衡量一个线上

展会是否成功的标准为流量的多少，也就是有多少询盘。但笔者更关心的则是，已有的流量

接下来能否变成“留量”，则取决于线上展会对于参展商来说是否有用、是否获取需要的资

源、是否提升了投入的时间成本？因此说，新经济下，流量不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但能否

产生“留量”却非常重要。

无论线上线下，会展业数字化升级是关键。

线下会展是依托物理空间举办的实体展览，是会展活动主要的收入方式，由于疫情阻断

了线下实体展会的举办，催生了线上展会的爆发。但大多数会展主办方未从线上获得收入的

模式，又无法摆脱线上商业对各产业带来的变革。线上线下只是形式，会展数字化的本质是

提质增效，就是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及主办方数字化所投入的成本可量化并可视化。

事实上，客户是愿意为效益最大化付费的。因此，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会展的核心是要提

升数字化能力，将会展活动的业务流程进行数字化，最终产生提质增效的“利他”行为。

此外，会展活动创新的重要因素就是场景。

按照名词解释：场景即是在某个时间空间下发生的有开始有结尾的事情片段。而会展的

场景则指是观众进入场馆后领取证件的数字化流程，就是展会场景了。此前，会展业没有将

物理空间的场景和数字空间的场景重构起来，但现在由于技术更趋于成熟，事实上，已经将

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给重构起来。只是大部分群体还没有意识到。上述的程序完成后，则需

要网络协同。做好这一环节，需要打通企业部门之间的壁垒。笔者认为，会展主办方的网络

协同，需要通过大规模、多角色的实时互动来解决特定问题。

网络协同是会展数字化的核心。

会展数字化升级实现网络协同，非常必要。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产业互联网范式最根本

的特质就是“网”——开放的网络结构、自由的多元协同、分布式的自组织体系。人类社会

千万年来，个体大脑的进化程度十分有限，但社会在快速发展，原因在于人类的协同能力在

迅猛发展。

商业世界里，网络协同正在取代工业时代相对封闭的体系（如传统的供应链体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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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互联网时代的基本合作范式。

在 C2B2B2C模式中，不同的 C提出不同的需求，而 B（平台）能低成本的满足这些需

求的前提是平台上协同了众多的上游产品或服务商。

在会展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将有共同理念的人，共同利益的人，通过数字网络协同起来，

共同去创造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创造可靠的“合作”机制，对于会展活动具有广阔的运用前

景。

来源：中国贸易报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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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国博城会展中心规划首次公示

日前，济南先行区对绿地国博城会展中心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进行了公示。这是绿地

国博城会展中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首次公示。在公示中，也首次披露了展馆鸟瞰图、区位

图以及效果图。

用地面积近 170万平方米，会展净面积为 51万平米。

该项目总总建筑面积为 168.7万平方米。建设酒店中心、会议中心、会展中心三大中心，

国际会议中心和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 98.7万平方米，其中会展中心净展览面积 51万平方米，

会议功能面积约 5万平方米，项目建设规模及标准对标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及西安丝路国际会

议中心，建筑形象气势恢宏，采用整体屋盖及一体化幕墙，屋盖造型如飞檐反曲上翘。

6个展馆结构基本完成施工。

目前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施工。其中 N2-N7 展厅 6个展馆地上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外

围护结构及金属屋面结构基本完成施工，机电安装、装饰装修正在穿插施工。S1-S6展馆桩

基施工完成 90%，基础结构施工完成 60%;酒店及地下车库部分桩基完成。

下一步工作中，会展中心项目将采用先进的 BIM、云筑智联等数据管理系统优化施工

组织的同时持续增加一线工人、设备数量，合理有效缩短计划工期。绿地国际博览城项目将

成为济南城市的新名片和经济新引擎。作为北跨黄河的启动项目和城市新区的引爆点，博览

城将为黄河北岸注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强大动能，强势助力“北起”。

灵感源自黄河与泰山，嵌入济南元素。

由于绿地国博城会展中心紧邻黄河，项目方案设计以黄河为主题，将屋顶设计成黄河波

纹形状。设计团队将其描述为，“象征着黄河之水的中央共享长廊，竖向的律动、局部黄河

石造型以及水波样屋顶造型，宛如凝固的音乐，纵情唱响一曲来自历史奔向未来的黄河赞

歌”。

一片片“柳叶”形钢桁架同样饶富设计内涵，取义正是源自济南的代表性诗句“四面荷

花三面柳”。与此同时，会展建筑群中矗立的配套五星级高端酒店采用双曲线立面造型，寓

意泰山。

单片重 58吨，“柳叶”屋面桁架吊装难度全国居首。

在项目现场，可以看到，一片重达 58吨的“柳叶”形屋面桁架，作为会展中心“骨架”

的核心元素，被徐徐吊起。建设团队所要突破实现的“柳叶”吊装，其难度的特殊性，在国

内尚属首次。会展中心展厅的屋顶，由一榀一榀的钢桁架组成，相当于普通民房的一排排“房

梁”，而会展中心展厅的每一排“房梁”，正是由两片“柳叶”组成。施工现场，一片片焊

制成型的“柳叶”，更像是一艘艘大船。长 63米，重达 58吨的“柳叶”需要由 12名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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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制 5天才能完成。这样的“大家伙”在 6个展厅中，共有 78片，总重量近 5000吨。

每一片“柳叶”需要由一台 260吨位的履带吊车缓缓吊起，放置在两排高差近 9米的框

架柱之上，独立高度超过了 24米。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 3个小时才能实现。据了解，

施工团队既要保证框架柱不被压塌，同时需要兼顾“柳叶”形的钢桁架不变形。建筑公司多

次协调省内外专家到场指导，经过多次建模验算、多种方案对比，历时 2个月，最终才确定

实施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展厅承担“柳叶”形房梁荷载的结构，并非敦厚笨重的混凝土实体

墙，而是 4排混凝土框架柱。框架结构也为后期会展中心改扩建，比如增设通道，提供了可

能。

来源：中外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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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展馆四期项目启动 预计 2022年投入使用

12月 18日，新华社刊发了《广交会展馆四期项目启动 预计 2022年投入使用》，内容

如下：

由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广交会展馆四期项目 18日在广州正式启动。该项目

建成后，广交会展馆总建筑面积将增加 40%，新增展位 5000个、会议中心 5万平方米，将

缓解当前会展场馆供给不足的局面。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面积约 22.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1.5万平方米，包括一栋建

筑面积达 42.5万平方米连为一体的展馆和国际会议中心，以及一栋建筑面积为 9 万平方米

包含培训、办公和配套设施的指挥中心。

其中，展馆和国际会议中心建设工期预计为 1年 9 个月，2022年 7月底前完工，2022

年秋季广交会投入使用。指挥中心工期为 2年 9个月，预计 2023年 9月底完工并交付使用。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广交会曾 4次迁址，从中苏友好大厦，到侨

光路、起义路、流花路展馆，再到现在的琶洲展馆，展览面积从 9600 平方米增加至 118.5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从 13家外贸总公司增加至近 2.6万家各类企业。

随着广交会展馆四期的建设启动，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和会展物流轮候区、过江隧道、

地铁等项目建设将同步推进，一并优化场馆周边的空间承运力，增强会议和物流配套功能。

项目建成后，广交会展馆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会展场馆之一。

来源：广交会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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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一期工程全面收尾

位于天津津南区的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一期工程建设基本完工，设备进入调试阶段。

该项目总面积达 134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北方规模最大的国际一流会展综合体。

“2019年 3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建设基本完工，设备进入调试阶段。二期工程展馆

区展厅主体钢结构将在 2021年春节前完成。”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

理部总经理助理郭济语说。项目总面积达 134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北方规模最大的国际

一流会展综合体。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项目一度停工。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项目制

定严格细致的复工计划，采取点对点包车、租车等方式，帮助工人安全返岗。2月 20日，

工程复工，是天津最早复工的重点工程之一。

俯瞰，展馆犹如一朵朵盛开的巨型伞花。走进由 32把“巨伞”撑起的中央展厅，简约

的玻璃幕墙构建起 2万平方米的宏大建筑空间。“绿色和智慧，是突出亮点。”郭济语介绍，

展馆位于天津生态屏障区域内，周边林草环绕，海河流淌，充分体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设计理念。

同时，装配式建筑、地源热泵、光伏太阳能等 100多项低碳节能环保技术应用其中，每

个展厅屋顶都有 1100多块光伏太阳能板。“再加上 5G、大数据等赋能展馆，会展中心本身

就是一件大展品。”郭济语说。

“发挥天津的区位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引展、自办展、合作办展等多种模式，培

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大展，推动天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中心城市。”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邓丽宙表示，项目建成后，将为京津冀城市

群提供大型国际会展场所，使环渤海区域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遥相呼应，成为中国

会展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主体项目所在的津南区辛庄镇早早谋划，配套先行。“我们要抢

抓机遇，大力发展餐饮、住宿、旅游、文化等产业，建设会展产业特色小镇。”谈起未来发

展，辛庄镇镇长傅春有信心十足。

会展中心四通八达，便捷的交通配套设施已造福周边百姓工作生活。“地铁 1号线东延

直达展馆，刚好经停我家附近，上班通勤时间缩短了一半。”津南区咸水沽镇仁恒滨河湾小

区居民张畅说。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距首都国际机场 134公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99公里、天津滨

海国际机场约 10 公里、天津港约 20 公里，多条高速和等级公路交会。“京津冀核心区 1

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 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自北京、雄安等周边城市可快速便捷抵

达展馆。”郭济语说。

“我们也要搭乘会展中心发展的快车。”在距离会展中心 10公里的西官房村沽水茂源

合作社大棚内，合作社负责人杜艳林和工人们正忙着给君子兰分根。“看到会展中心建在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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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就决定回乡发展。”早几年在外经商的杜艳林选择回乡种植君子兰，从开始的两个棚

试种，到现在的 20个棚 5000多平方米立体种植，仅今年下半年产值就超百万元。

邓丽宙介绍，从 2021年 6月首展到明年底，将有 6场大型展览和活动，在北京举办多

届的国际汽车展览将移至天津。“未来，这里会成为更多品牌展会的举办地，为疏解北京非

首都功能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中国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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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服贸司发布《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

2020年 12月 31日，商务部服贸司发布《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

全文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一）本指南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办的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主要

内容包括展览活动风险评估、展览场所防控措施、人员防控措施、展品展具防控措施、其他

保障措施等。

二、展览活动风险评估

（二）按照展览活动举办地疫情应急响应级别，分别由相应的省级、地市级、区县级疫

情防控领导机构对展览活动出具举办必要性和已落实防控举措、具备举办条件的评估意见。

（三）中高风险地区暂不举办展览活动。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低风险地

区可举办必要的展览活动。冬春季节及元旦、春节等重点节假日时段应审慎举办展览活动，

鼓励和支持展览活动线上举办。

（四）冬春季节举办的展览活动，举办单位应结合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特点，进一步完

善展览活动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地方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应加大疫

情防控力度，从严做好疫情风险和展览活动举办必要性评估，严格控制举办展览活动数量和

规模。

（五）线上展览活动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展览活动，举办单位应针对线下举办的开幕

式、展览展示、直播销售及相关配套活动，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落实线下活动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展览活动疫情防控安全。

三、展览场所防控措施

（六）展览场所单位负责展览场所的疫情防控。

（七）展览场所应划定明确的功能分区，如落客区、测温区、安检区、登录区、展览展

示区、隔离区等，做好观展线路的指引，有效控制人流和人员活动间距。

（八）合理规划场地分区及展位布局，通道宽度和展位间距要符合防控要求。

（九）展览活动举办前后要对展览场所和设备，特别是空调、通风系统等进行全面检查、

清洁消杀。

（十）展览场所单位应配备必要的门禁、安检、测温设备，设置临时隔离区，并配备适

量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

（十一）展览活动举办期间要加强展览场所的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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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每日定时高频做好公共区域、高频接触点位的清洁消毒，并在相关区域更新公

示消毒情况。

（十三）通过海报、广播、短信、电子屏、宣传视频等形式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倡

导良好卫生习惯，增强健康防护意识，营造文明参展参观良好氛围。

（十四）设置“废弃口罩垃圾桶”，安排专人每日及时收集、集中消毒，并按有毒有害

垃圾进行处置。

（十五）加强垃圾密闭化、分类化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垃圾桶内外

保持清洁，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十六）设立专用就餐区，间隔安全距离取餐用餐。加强就餐区卫生管理，做好服务人

员的卫生防护，定时做好防疫消毒工作。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防控

措施的规定开展工作。

（十七）发现疑似病例，应立即对相关区域进行封闭隔离管理，并进行全面消杀。

四、人员防控措施

（十八）展览活动举办单位负责参展商和观众参与展览活动的疫情防控，展览活动其他

相关单位负责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疫情防控。

（十九）参展商和观众应持个人有效证件进行线上实名制注册和预登记，举办单位做好

信息核验及采集录入，确保人员信息真实准确。

（二十）加强现场人流管控，鼓励使用不接触方式做好参展商和观众登记、自助取证、

安检、门禁、顺序入场等服务工作，采取错峰观展、人员限流、实名入场等方式，引导人员

有序观展，有序进出。当馆内人员数量达到限值，应暂停参观人员进入，并通过摆放提醒告

示、广播等方式引导人流有序疏散，避免人员聚集。

（二十一）进馆人员须落实健康码查验、体温检测、佩戴口罩等措施，对健康码、体温

异常，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要按本地区疫情防控方案要求处理。

（二十二）原则上不邀请境外人员入境参展观展，鼓励境外参展商和观众通过在线方式

参展参会，或委托其在华分支机构、代表处或合作伙伴等参加线下展览活动。境外入境人员

须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做好筛查隔离，实施闭环管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二十三）加强监测预警，强化疫情风险识别，发现疑似病例，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配合疾控部门采取隔离措施，做好密切接触者排查追踪等工作，并做好现场管控。

（二十四）建立工作人员健康档案，做好日常健康监测。工作人员须戴口罩，入场须进

行体温检测。

（二十五）对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展览活动防疫培训，解读展会疫情防控政策，介绍展会

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各有关单位防控责任，确保防疫措施落到实处。

五、展品展具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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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展览场所单位和参展商负责展品展具的疫情防控。

（二十七）展览场所单位对所有进入展览场所的展品展具进行全面清洁消杀。

（二十八）展览活动举办期间要加强监测，参展商和展览场所单位应及时做好展品展具

的日常清洁消毒。

（二十九）严格控制进口冷链食品入境参展，全面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的《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联防联控机制综

发〔2020〕255号），进口冷链食品参展严格落实专用通道入场、专区存放、专区展售等要

求。参展商要向有关单位如实申报进口冷链食品展品信息，配合相关单位开展检验检疫、核

酸检测及消毒工作，严格查验并留存相关证明，并做好展品销售记录和流向记录。无检验检

疫合格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不得参展。参展商对需

打开外包装的货物的内包装实施消毒。展览活动举办单位要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督促参展单

位查验展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等，防止未经过预防性全面消毒处

理的进口冷链食品进入展览场所。

六、其他保障措施

（三十）展览活动举办单位应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深入查找薄弱环节，全力补齐短板，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细化完善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

用性, 切实提高应对突发事故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

（三十一）展览活动举办单位和展览场所单位要加强宣传,多渠道开展展会防疫政策解

读和宣介，确保所有展览活动参与人员知悉防疫要求，主动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三十二）各地应根据疫情形势发展变化和本地区疫情响应级别调整变化，按照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和本地区疫情防控总体要求，结合本地展览活动疫情防控需要，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及时、动态调整完善展览活动防控措施。

来源：中国绿色会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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