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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点关注：

*会展的新老之辩

*Informa Markets 推出全新品牌标识

*绿色会展须实践与理念同行

广东会展之窗
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秘书处编

写
九月刊 2019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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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3225006），秘书处将及时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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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9 月 1 日，我会会长刘松萍女士受邀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

2.2019 年 9 月 17 日，我会会长刘松萍女士受邀参加 2019 中国（深圳）会展经济

发展论坛。

3.2019 年 9 月 24 日，由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主办的第十三期“组展人沙龙”在

光亚大厦隆重举行。与会人员参观了光亚大厦，参观结束后，召开了组展人座谈会，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潘董分享了我国第一代的会展人的创业经验。光亚会展集团、振威展览

集团、广东科展、讯通展览、鸿威会展集团、广州汉诺威米兰佰特、世展和新展联合展览、

广东现代会展、中山亚联展览、广州科通、广东宏进、西码股份、佛山浩瀚资讯、广州博

展、广州环球搏毅、广州华展、中山圃江文旅等华南地区 20 余家品牌组展企业负责人赴邀

参会，开启一场组展人之间的碰撞之旅。

4.2019 年 9 月 26 日，由深圳市企业并购促进会及我会等联合主办的创造新经济与产业资本

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商协会、未来独角兽企业、资本三方作观点阐述，实现资

源共享、产融整合。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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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第 126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期）

开展时间：2019.10.15-2019.10.19

主/承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第 126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二期）

开展时间：2019.10.23-2019.10.27

主/承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第 126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三期）

开展时间：2019.10.31-2019.11.4

主/承办单位：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保利世贸博览馆

2019 中国国际漫画节动漫游戏展暨玩出名堂游戏博览会（广州动漫游戏盛典 CICF×

AGF2019）

开展时间：2019.10.2-2019.10.6

主/承办单位：广州酷展展览公司

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市场展览会（AAG）

开展时间：2019.10.11-2019.10.13

主/承办单位：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会员单位）

第 40 届广州（锦汉）家居用品及礼品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1-2019.10.27

主/承办单位：广州市保利锦汉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中医药大健康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开展时间：2019.10.31-2019.11.2

主/承办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第六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31-2019.11.2

主/承办单位：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

2019 广州国际眼镜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31-2019.11.2

主/承办单位：广州市广百展贸股份有限公司（会员单位）

展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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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2019 十一广州国际采购车展

开展时间：2019.10.1-2019.10.3

主/承办单位：广州车行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陶瓷工艺品编织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1-2019.10.27

主/承办单位：广州名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广州惠民团车节

开展时间：2019.10.12-2019.10.13

2019 广州(秋季）五金交易会

开展时间：2019.10.15-2019.10.17

中国（广州）编制品、礼品及家居装饰品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1-2019.10.27

深圳会展中心

深圳国际电玩节

开展时间：2019.10.1-2019.10.5

主/承办单位：创展时代文化

2019（第十一届）深圳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汽车嘉年华&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2019.10.5

主/承办单位：联合车展（会员单位）

2019 中国（深圳）国际物流与供应链博览会（原第十四届深圳国际物流与交通运输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0-2019.10.12

主/承办单位：合众源会展

华南国际先进电子、自动化制造及激光技术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0-2019.10.12

主/承办单位：慕尼黑展览（上海）

2019 深圳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博览会

http://www.qianhaichuangzhan.com/
http://www.szautoshow.com/
http://www.scmfair.com/
http://www.lasersouthchina.com/exhibitors-center/exhibitions/
http://www.toew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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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时间：2019.10.10-2019.10.12

主/承办单位：创意时代会展（会员单位）

第四届中国储能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0-2019.10.12

主/承办单位：化学与物理电源协会

2019 中国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5-2019.10.17

主/承办单位：中孚国际展览（北京）

华南 3D 打印、增材制造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5-2019.10.17

主/承办单位：（上海）万耀企龙（会员单位）

首届深圳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5-2019.10.16

主/承办单位：佳美展览（会员单位）

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5-2019.10.17

主/承办单位：深圳贸促委

第二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礼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0-2019.10.23

主/承办单位：励展华博展览（会员单位）

2019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8-2019.10.31

主/承办单位：安博会展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第十九届广东国际汽车展示交易会

开展时间：2019.10.4-2019.10.9

主/承办单位：东莞中汽会展有限公司

2019 中国国际汽车原厂升级套件暨改装车展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8-2019.10.20

http://www.cimee.com.cn/
http://www.reedhuabo.com/
http://www.cpse.com.cn/
http://www.gdautoshow.com/
http://www.ait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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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办单位：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会员单位）

2019 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5-2019.10.28

主/承办单位：东莞台湾事务局

惠州会展中心

2019 广电传媒·惠州十一车展

开展时间：2019.10.1-2019.10.3

2019 惠州会展中心人才招聘会

开展时间：2019.10.19

惠州市电子竞技大赛（待定）

开展时间：2019.10.26-2019.10.27

中山博览中心

2019 中国（中山）国际游戏游艺博览交易会

开展时间：2019.10.11-2019.10.13

2019 年珠中江大型公益招聘会

开展时间：2019.10.26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

第五届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16-2019.10.19

主/承办单位：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 ）有限公司（会员单位）

中国（广东）国际家用电器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4-2019.10.26

主/承办单位：中国家电行业协会、佛山市顺德区创汇展览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博览会

开展时间：2019.10.24-2019.10.26

主/承办单位：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广东工业设计城、广东创汇展览

有限公司、顺德区工业设计协会

http://www.twfai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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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珠西国际会展中心

江门市第二届建行家装节

开展时间：2019.10.13

主/承办单位：中国建设银行江门分行、广东变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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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的新老之辩

“新会展”这个词，似乎听到过。但因没在意，故而印象淡薄。

好奇“新会展”

近来本人对“新会展”的好奇心，来自三个人：

一位是李益（北京逸格天骄国际展览公司副总经理）。他在 15期“中国会展集训营”

（8月中旬在石家庄举办）的培训课中明确提到“新会展”，并以此介说展览工程企业的创

新发展。

一位是王亦磊（上海晟荟咨询公司创始人）。他在这一期集训营的培训课中以展览项目

赋能为主题，评介新老主办方策划创新，可看成是为“新会展”提供案例。

还有一位是许峰（北京华恺国际展览公司总经理）。上周他新写的网文《会展主办方公

司到底去向哪里》，观点与王亦磊相似，同样以会展创新的案例强调主办方在互联网时代的

变革。

新老之辩

在业界没有“老会展”一说。但“传统会展”或“传统主办方”的说法，倒是经常听到。

“传统会展”或“传统主办方”，并没有明确定义，一般指主办方用老方法做展览。

做展览的老方法，大概指“上项目”后租馆、招商、邀观、现场服务这一套。这确实很

老，现代展览业自诞生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做展览的基本是这一套。

如将此作为“老会展”，“新会展”新在哪里，需要辨识与判断。

从目前接触的案例，我认为，“新会展”有四个特点：

一是，主办方多为跨界进入会展业，其中许多出身媒体。如天津酒未来会展服务公司的

母公司系北京酒家世纪传媒技术公司。其拥有定位为酒类专业财经媒体的“酒业家”。2015

年 8月，该公司完成 A轮融资。投资方为狮享家新媒体基金。此基金由财经作家吴晓波等

人联合成设立。上海芈鸿会展服务公司由上海纺客信息科技公司控股，该公司以打造“纺客

传媒”（电子媒体和纸质期刊）闻名于纺织行业。

二是，所办项目主题并不新奇，反而多是传统主题，如上海辛巴商务咨询公司（Simba

Events）公司在在杭州主办的食品饮料创新大会；上海芈鸿会展服务公司在上海举办的国际

纺织供应链工业博览会；天津酒未来会展服务公司在济南主办的中国高端酒展览会。

三是，这些展览的发展路径大体是：专业媒体+专业会议+专业活动+专业展览。如辛巴

公司 2013年以原创商业会议起家，通过运营自媒体在食品饮料行业“圈粉”超过 12 万个。

四是，充分利用客户数据，借助新媒体，通过内容生产吸引受众。

“老会展”不行了吗

会

展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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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月，在广州大学与会展专业师生交流。在回答学生如何看待会展业发展前途的提

问时，我认为“小而美”的会展业前景良好，讲了三点看法：

——会展业是高盈利且现金流充沛的行业；

——会展业是商业模式十分稳定的行业，理由是：会展项目服务于人们线下交流的需求，

近百年来的技术革命从未改变过这种需求，估计未来也不太可能改变；

——会展业是充满创意、充满活力的行业。

基于此，我认为“老会展”非但没有日薄西山，而且仍保持稳定发展（全球会展业的发

展态势足可证明！）。“新会展”是以业务创新而赋能于“老会展”，并非弃老图新！

这和制造业创新一样，不是淘汰制造业，而是要用高新科技改造传统制造业。

我曾与“新会展”主办方人员交流。他们感慨，线下展会不但为受众欢迎，而且盈利丰

厚，比做媒体挣钱。

“老会展”向“新会展”学什么

“新会展”项目多在近三四年出现，数量虽然不多，但增长良好。在全国酒类展普遍下

行的情况，中国高端酒展览会前三届从 1万平方米扩大到 3万平方米，明年计划是 5万平方

米。在济南每个展位的平均销价近 1万元。作为 B2B展览，现场观众十分踊跃。

“新会展”是否代表展览业的发展方向，现在尚不能定论。但“新会展”确让人耳目一

新，值得“老会展”学习。

——借助新媒体，把传播行业信息作为服务行业的“抓手”，努力增强受众的黏性；

——根据行业需求，尤其是中小企业需求，为行业精心打造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把会展项目嵌入行业产业链，努力成为助推企业市场营销的利器。

以上三方面的学习，对于传统主办方的传统展会而言，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来源：张凡的会展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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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广东会展之窗》8月刊进行更正说明：

题目为《数据能力是会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P22-P23）一文中关于 Informa Markets

的部分资料、数据失实，现登出《Informa Markets推出全新品牌标识》新闻稿作出更

正，让业内同行正确了解 Informa Markets 的最新动态。

Informa Markets 推出全新品牌标识

Informa Markets 致力帮助世界各地的专业市场和社区 达成商贸交易 、实现创新和发

展。

英国伦敦–2019 年 4 月 30 日 – 隶属于英富曼集团（LON:INF），前身为英富曼展

览公司的 Informa Markets ，宣布推出全新的名称、品牌标识和公司网站，以配合公司的持

续发展与业务扩张，致力帮助客户及其所在的专业市场取得成功。

Informa Markets 首席执行官查理·麦考迪 (Charlie McCurdy) 指出：「从健康与营养到

建筑，医疗保健与制药到农业，时尚到酒店等，市场越趋专业化。Informa Markets 真正体

现了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帮助我们的客户及其专业市场和业务，注入活力，为他们带来机遇、

实现增长及获得成功。」

新的 Informa Markets 标识，反映了公司在会展与会展以外的服务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延伸至数据与数字产品和专业内容的领域，以及公司业务的扩张目标。2018 年，英富曼集

团与拥有强大会展品牌影响力的博闻集团（UBM）合并，组建成立的 Informa Markets 以独

立而强大的标识对外亮相，利用公司日益拓展的国际产品版图，将所有团队、合作伙伴和客

户牢牢结合在一起。

Informa Markets 是一个领先的全球性平台，促进不同行业、专业市场和社区进行贸易、

业务拓展和交流。每年，公司举办 550 多场国际性 B2B 会展与品牌活动，提供专业的数

字内容和数据解决方案。Informa Markets 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雇用 4,400 多名员工，

为客户提供意义非凡的体验，让他们能够参与并达成商贸交易，为全球社区蓬勃发展出一份

力。

Informa Markets 执行副总裁瑞奇·布鲁克 (Rich Brook) 指出：正如公司与人会随著时

间演变，我们的品牌标识也正不断完善。多年来，公司在全球举办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会展、

创造了品牌和数字产品、亦促进了独特的文化和业界的互动交流。全新的 Informa Markets

标识，极好地诠释了公司今天的地位，以及公司的未来发展，也就是不断地提供和发展贸易

平台，促进各行各业的联系，并为客户提供最佳体验。

想了解公司新品牌与网站的更多内容，请浏览 www.InformaMarkets.com。

Informa Markets 简介

Informa Markets 旨在为各行各业和专业市场，提供交易、创新和发展平台。业务包括

550 多个国际 B2B 活动和品牌，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医疗、保健与制药，基础设施，建筑

及房地产，时尚服饰，酒店、食品与饮料，以及健康与营养等。通过举办面对面会展，提供

会

展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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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数据和可执行数据解决方案，为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参与、体验和达成交易的机会。

作为全球领先的会展主办方，我们为各种各样的贸易行业注入发展动力，释放机遇 ，为其

蓬勃发展助一臂之力。欲了解更多信息 , 请浏览 www.informamarkets.com。

来源：博闻(广州)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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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会展须实践与理念同行

8月初，浙商总会会展业委员会组织委员单位到江苏常州灵通展览有限公司交流学习。

笔者也参加了活动并受益匪浅，在了解绿色会展发展现状与成果后，对于绿色会展又有了全

新的认识和思考。

随着人们对环保意识的关注持续升温，绿色理念的实践在各行各业掀起热潮，会展业也

不例外。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年将“绿动计划”提上日程，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将绿色付诸于

行动。此前，同事针对国外的一些成功案例进行了调研，发现他们多从细微处入手，如推行

电子凭证以减少纸质材料的使用，提醒参会者携带自用水杯减少一次性纸杯与塑料瓶的使用

等。除此之外，部分活动主办方还会提前与展商进行沟通，以便展会结束后统一处理废弃的

材料来减少会展垃圾。相较国外，我们是绿色会展理念多于实践，全面推行绿色会展还存在

诸多难题，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一是转变传统观念。

改变人们的固有观念是首要的也是最难的一点。以搭建材料为例，多数人并不是不理解

使用绿色搭建材料的好处，只是认为绿色材料可操作性低，不可进行设计感较强的展台搭建，

还认为绿色材料的价格高于普通搭建材料，提高了成本，不利于活动效益。事实上，目前绿

色搭建效果有了明显提升，已经可以满足一些特装展台的设计需求。会展文化节期间，由灵

通展览出品的可循环使用的布料以及由结构化组装材料制成的咖啡区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惊艳亮相，有力展示了绿色会展的可观前景。从长远效益来看，可循环使用的搭建材料能够

控制一定的活动成本，其中可拆装的结构化材料可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二是集合多方力量。

理念的推动与践行需要形成有力的统一战线，政府、协会、会展企业、服务商等缺一不

可。作为产业链中枢的场馆，首先，要从自身开始落实绿色环保管理理念。现代场馆普遍体

量大，相应的能耗更是运营成本的大头，如何有效控制能耗也是管理者的难题，如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设立智慧运营中心，通过对各个能源系统的实时管控、有效管理，实现了节能降耗

并且节省部分人力投入。其次，场馆作为会展产业链中唯一的实体，是理念落地的重要载体，

在运营管理、对客服务、展陈展示等多个环节中都可融入绿色理念。对于进场的会展活动，

场馆方也可设置进入门槛或制度引导活动方重视绿色环保。

三是延伸绿色方案。

目前绿色会展关注的多为搭建材料的选择，现在确实有许多品质过硬的产品进入市场，

但是类型都较为单一，不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无论多么优秀的产品，都需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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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与精心设计。笔者在参观考察了一些绿色会展相关企业后引发了许多思考。以搭建材料

来说，不仅需要工业设计师设计优质的产品，而且可以加入展示设计师的角色进行整体空间

的设计，在整体的设计中融入绿色理念和产品，包括使用的材料、搭建的方式、配套的宣传

呈现等，形成完整的绿色会展解决方案更有利于加快市场的接受速度，打出绿色空间设计的

概念也有利于自身品牌的传播。

推动行业的变革升级需要集各方之力，就长远发展而言，绿色环保理念的落实已是必然

趋势，如何将绿色会展与产业实际发展相融合是眼下的重要课题。客观而言，绿色会展从“旗

帜高举”到“行业常态”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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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展览项目的 10条标准

在展览业内，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从业机构，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经常会

评论展会项目的好坏。评论的话题一般离不开展览规模、参观效果、现场服务、主办方收益、

媒体报道等方面内容。

展会好不好 可以评估

展览项目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可以评估的。

既然可以评估，那就应该有标准。UFI（国际展览协会）对于展会的认证，就是一种标

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认定品牌展会的条规，也是一种标准。

本人编著的《会展策划》（修订版已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 2019年 8月发行），在

第九章《会展项目策划效果的评估》中提出了 10条标准，节录如下：

10条标准 多维度评估

1. 项目发展的可持续性

项目的发展前景是否看好，是短期看好（3-5年），还是长期看好（10年以上）；如果

是新项目，还要考察创新性。

2. 项目商业逻辑的合理性

主要是项目内在的商业逻辑，是否清晰、科学，能否把握。

3. 项目对于政府政策或合作伙伴的依赖性

主办方上项目和做项目，是否高度依赖政府政策或合作伙伴。一般而言，高度依赖政府

政策或合作伙伴的项目，存在较大风险。

4. 把握项目关键资源和关键流程的能力

主办方是否拥有上项目和做项目的关键资源及其运用的关键流程，是否具有掌控这些资

源和流程的能力。

5. 项目业务的成长性

项目业务增长的空间是否广大，可否旁及或延伸至其他领域。

6. 项目收入模式的可靠性

项目营业收入的来源是否稳定，可否承担经营项目所需的成本开支，并可保持相对高的

盈利能力。



第 16 页 共 25 页

7. 项目服务品质的体验性

客户通过参展、参观，可否体验项目的服务品质。

8. 项目风险的可控性

主办方对于项目可能遭遇的社会、法律、经济等方面风险，有无预见和防控办法；与竞

争对手比较孰强孰弱。

9. 项目团队的稳定性

项目团队的人员是否配置适合、构成合理，成员对于项目的认知是否积极，主要骨干是

否具有较高忠诚度。

10. 项目主办方管理者的专业性

项目主办方的中高层管理者的发展理念是否科学，战略眼光是否长远，人脉关系是否匹

配，管理方法是否先进。

这 10条标准，从外而内，从经营要素到管理要素，从项目本身到做项目、管项目的人，

旨在多维度、多层面地形成评价体系。

这些标准大多可以通过定量分析给出判断。

项目购并 通过尽职调查评估

购并展览项目的决策，是购并方在自定标准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以上 10个方面，购

并方都会认真考量。

展览项目近三年的财务数据，是购并方尽职调查的重要内容。而如何评估财务数据，在

业界有完整而严格的标准。

如果你是主办方的管理层，或是准备入行大展拳脚的新人，你评论展会好坏的标准是什

么？

来源： 张凡的会展洞察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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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搭建商要如何俘获客户的心？

由于会展业绝大多数从业者不怎么欣赏展台搭建商，从事展台搭建的销售工作也会承受

很大的压力和很多的委屈，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鼓励他们。

展台搭建商就是从事展台设计搭建与相关工作的供应商，主要是为主办方或参展商提供

服务。参展商要取得良好的参展效果，离不开展台搭建商的创意和服务；主办方要把展会办

好，更应该感谢展台搭建商作出的贡献。

对于主办方或参展商来讲，应谨慎选择资质好、经验丰富的展台搭建商。

一、展台搭建的本质：展台搭建的还原度与展台设计效果的高度统一！

展台搭建商又名展台设计搭建商，也就是说设计师需要懂搭建，而搭建也必须理解设计，

两者缺一不可，搭建应能还原设计的精准度，这是能被客户普遍接受并且让客户满意的要点。

一个展台如果前期的设计没有做好，会严重影响展台的展示效果。展台设计有其工程的

艺术性，同时也要讲求实际，即真实性，起码安全性要保证。展台的搭建就是如此，它还原

了其设计的真正本质，如果是一家有实力的展台搭建公司，就算没有做大量的对外宣传，客

户也会信任它，因为这家展台搭建公司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和技术，可以真实还原展台的设计

图。

展台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优秀的展台设计师会根据客户的需求，结合展台的实用性和

美感，充分考虑展台的空间利用、展台中各元素的和谐统一、企业标识或展品的突出醒目、

色彩的渲染效果等等。所以展台搭建的真正本质其实是展台搭建的还原度能够做到与展台设

计效果的高度统一。

二、展台搭建商如何俘获客户的心？

有少数的搭建公司在行业内已经有 10年，甚至 20年以上的搭建经验，他们能在竞争如

此激烈的行业内生存下来，一定是很不容易的，也获得了较好的口碑。参展商一定也会优先

选择这样的搭建公司，所以对于这类经验相对丰富的搭建公司需要做到：成本控制精细化运

作、不轻易打价格战、用心服务客户，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因为这四方面是一般的搭

建企业不太容易做到的，这其实就是实力的体现，选择这样的搭建公司，参展商或主办方会

觉得非常靠谱。

对于一些新创立的搭建公司来说，可以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平时不在展期时，可以通过

电话的方式或通过跑展的方式铺量，今天，搭建行业的竞争非常残酷，一家参展商会同时收

到很多搭建商的合作邀请。所以另一方面展台搭建商的销售人员可以通过展会现场的开发，

当现场有搭建效果好的展台时，不妨可以邀请临近的参展商共同参观欣赏，这样便于给到参

展商更直观地了解，双方交换名片后，下一次合作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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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效果较好的开发客户方式，就是和主办单位合作。主办单位为参展商提供的服

务项目里面，其中有一项是为参展商推荐特装展台搭建服务，也有指定特装搭建服务的。因

此找几家搭建公司作为推荐（指定）特装展台搭建商就应运而生了，这是主办单位提供给参

展商的一项增值服务。当主办单位有此类需求时，展台搭建公司可以通过申请竞标的方式参

与进来。

三、展位搭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环保！

广交会是绿色展位的排头兵，在 2016年第 120届广交会时已经实现了绿色展位百分之

百的目标，这也给展台搭建商发送了一个信号。通过国家的一些标准出台，现在会展业越来

越注重环保。那么既然是大势所趋，对于展台搭建商来说应该关注、学习并思考关于绿色搭

建的一些政策信息和趋势，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商

笔者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就聊过此类话题，就绿色会展本身来说，大城市，像北上广深

会发展得更快，更明显。大家有机会可以学习一下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走过的绿

色会展发展之路，因为我国目前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最后，建议各位搭建商朋友，要在行业内立足，做大做强的话，需要有精益求精的毅力。

报价，就要为客户提供性价比更佳的价格，服务，就要把服务做到让客户满意，设计，就要

把真实和艺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搭建就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还原设计。脚踏

实地，走好每一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真正俘获客户的心。

来源：会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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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教育：为产业发展“百年树人”

70年来高等教育始终与共和国同向同行。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成效凸显。

每一次调整与改革，都紧扣时代脉搏，为社会为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中国会展教育的缘起

中国科班的会展教育为何出现在 2000年之后？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中

国以组织会展活动为主业的企业迅速增长，市场对专业会展人才产生了强烈需求；二是 2001

年 7月北京获得 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急切需要专业化的会展人才。其中，前者是会展人

+才培养的基础性需求，后者是中国开启会展教育的导火索。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借助在外语和旅游人才培养领域的传统优势，2001

年正式申请在旅游管理专业下开设会展策划与管理方向的本科教育，2002年 9月首批会展

策划与管理专业方向的学生进入校园，从而开启了中国会展教育的先河。与此同时，上海、

广州、杭州等城市的部分普通高校及职业教育院校也纷纷从市场需要出发，着手开展会展领

域的人才培养。面对会展教育“自发式”的蓬勃增长态势，2004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普通高

校以“会展经济与管理”为名称独立设置专业，首批获准招生的院校为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

中国会展教育的快速发展

在市场需求拉动和政府政策推动下，2000年以来中国会展业进入了快车道。以最具代

表性的展览会为例，2000年中国国内共举办 1684个展览会，2010年首次突破 5000个，到

2018年全国举办展览会的数量已经达到 10889个；展览场馆（含在建、待建展馆）数量也

从 2011年的 153座增加到 2018年的 323座，展览场馆室内可用展览面积更是从 2011年的

504万平方米，增加到 2018年的 1537万平方米。中国会展业的发展速度由此可见一斑。

与会展产业发展的快速发展相适应，中国会展教育同样异军突起，逐步形成了涵盖高职

高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所有层次的会展教育体系。其中，普通本科教育和高

职高专教育是会展人才培养的主体。

普通高等教育方面，截止 2019年 4月份，全国已经有 125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置了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除西藏、青海、宁夏外，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开设了“会

展经济与管理”专业。

职业院校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5年已经有 19个省市自治区的 226所高职院校

设置了与会展相关的专业。由于职业院校在专业名称设置上有较大自主权，会展专业的具体

名称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含有“会展”或者“展示”字样，如会展策划与管理、广告与会展、

展示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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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截止目前全国涉足会展学历教育的高校已经超过 350所，如果按照每个高校

每年招收 2个班级、每个班级 30人的保守数量测算，每年新入学的会展学生已经超过 2万

人。除此之外，全国每年招收会展领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将有数百人之多。

会展教育对行业发展的贡献

尽管会展教育从着手开办至今，一直存在理论偏离实践、学生本行业就业率偏低、学生

高考第一志愿上线率偏低、教师半路出家等诸多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会展教育一直

在争议中阔步前行，不仅为缓解会展业人才短缺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推动会展业创新发

展注入了持久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效缓解了会展人才短缺的局面。

目前全国每年新招收会展专业学生大约在 2万人左右，即使按照 30%的本行业就业率

估算，高校每年能够为行业实际输送 5000人以上的新生力量。其他学生即使由于多种原因

没有在会展领域就业，由于已经接受了系统的会展教育，他们随时可能返回到会展行业，从

而成为推动会展业发展的后备力量。

第二，有效促进了会展知识的引进、创造和传播。

高等院校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机构，也是重要的知识引进、创造和传播机构。伴随着高等

教育的发展，高校教师不仅相继翻译了数十种国外会展图书文献，而且新编了数百种会展教

材，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不断发表。这些工作对发现会展业

规律、创造会展知识、传播会展理念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除了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外，高校同样是直接服务于会展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校教

师不仅通过咨询、顾问、培训等多种方式深入到会展产业发展的实践中，而且还以专题研究

等形式，在会展产业政策、展会补贴、城市会展规划、展览产品设计、展会评估、会展场馆

可行性论证等方方面面为会展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智力支持。虽然很难对全国高校教

师究竟承担了多少社会咨询服务项目做出准确统计，但是高校教师对会展业发展做出的实际

贡献不可低估。

来源：中经网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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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补贴 300万元 海口推行会展业发展新政

据悉，《海口市扶持会展业发展若干规定（修订）》自 9月 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 5

年。在海口举行国际大型会议最高可获 300万元补贴，在海口举办全国性流动大型展览项目

补贴金额最高可达 300万元。同期举办含有会议、展览的同一个会展项目，可分别按会议、

展览补贴相关条件申报。

根据《规定》，在海口举办的会期达 1天、住宿 2夜以上的本市以外的参会嘉宾会议，

包括论坛、研讨会、洽谈会、发布会或订货会、年会、培训等可以申请补贴。

国内会议

国内会议参会人数在 200人以上，会议安排住宿在三星级以上酒店（或相当于该档次），

且总间夜数达到 400间夜以上，按三、四、五星级酒店分别给予每间夜 100、120、150元补

贴。使用多星级酒店的，合并计算。

国内大型会议外来参会人数在 1000人以上，给予 100万元补贴；外来参会人数达 3000

人以上，给予 120万元补贴；外来参会人数达 5000人以上，给予 150万元补贴；外来参会

人数达 7000人以上，给予 200万元补贴。

国际会议参会人数超过 200人以上，其中境外参会人员在 50人以上，会议安排住宿在

三星级以上酒店（或相当于该档次），且总间夜数达到 400间夜以上，按三、四、五星级酒

店分别给予每间夜 150、200、250元补贴。使用多星级酒店的，合并计算。

国际大型会议外来参会人数在 1000人以上，给予 120万元补贴；外来参会人数达 3000

人以上，给予 150万元补贴；外来参会人数达 5000人以上，给予 200万元补贴；外来参会

人数达 7000人以上，给予 300万元补贴。

新培育举办的展览项目

按照展览实际销售的标准展位数量进行补贴。每届展览申请补贴的展位规模应不低于

150个标准展位，按实际销售的标准展位数量，前三届给予每个展位补贴 600元，第四、五、

六届分别按照每个展位补贴 500、400、300元。游艇、航空器、大型机械等不适合在室内展

馆举办的，根据实际展览面积乘以 0.5的系数折算成标准展位按上述补贴标准备给予补贴；

展位数量达到 300个标准展位以上，省外参展商比例不低于 30%的展览，对超出 300个标

准展位以上的展位，每个展位再增加 300元的补贴；境外参展商展位按实际消费展位价格全

额补贴。每届展览补贴总额最高可达 160万元。补贴届数原则上不超过六届。

以前三届展览实际销售的标准展位数平均值为基数，对超出的增加展位进行补贴。

引进举办的展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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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面积超过 5000平方米且折合标准展位数量不少于 300个，每届补贴金额为 30万元，

在此基础上，每增加 1个标准展位给予 600元的补贴；为鼓励展览项目在海口定期举办，以

第一届的标准为基数，在其连续举办年份（届数）内，每届在原资金补贴基础上额外给予

20%的补贴，最多补贴三届。

对每年 4月至 8月在海口市展馆内举办的展览，按展期给予 6元/平方米/天的场地租金

补贴（最高不超过 5天），每个展览的单届场地租金补贴金额最高可达 60万元。

线上展会补贴

在海口市注册、纳税的机构或企业，依托自办的实体展会，建立相应的线上展会，产生

实际效果的，每届给予 5万元的补贴。

列入当年重点培育和扶持的会展项目，按实际运营支出的场租费、宣传广告费及专业观

众邀请费总额的 30%予以补贴。

来源：海口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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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应该有多长

一个会议究竟开几天合适，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竞争都很激烈，人们普遍感觉压力大，因而很难静下心来去参加会

期很长的会议。所以，国内的很多会议，除了行政性的和专题培训等之外，绝大多数会议都

是一两天就完事儿了。如果有人一定要把会议开上三四天，那后面的两天恐怕就剩不了几个

人了。这种情况正常吗？我们会永远用这种方式来策划会议、参加会议吗？既然这么忙，我

们不参加或者少参加会议行不行？发达国家的人怎么开会，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忙于应付各种

会议吗？过去，交通条件不好，通讯条件也差，见一次面不容易，总觉得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所以会期相对比较长。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历史上会期最长的国际会议是 1814年 9月至

1815年 6月举办的“维也纳会议”，拖拖拉拉开了快一年。1919年“巴黎和会”的会期就

短了一些，开了六个月。二战以后政府间国际会议的会期就开始缩短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比

较常见，如今更是 3-5天。国际学术会议的会期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期很多国际会议

都要开上一周以上，而如今约有八成会议的会期在 3-5天（ICCA数据）。会期还会近一步

缩短吗？以前一些人预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会大幅度减少面对面会议的数量，对于那些一

定要开的会议，会期也会压缩到很短。可事实情况是，互联网非但没有减少面对面会议的数

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们面对面的频次。从国际范围看，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之后，一

两天的短期会面大幅增加， 3-5天中等时长的会议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多。

当然，这并不是说互联网对于会议没有影响。如果说交通、会议设施及其配套条件的改

善，使开会变得更为便利的话，那么互联网对于会议的影响则更多地体现在会议内容及参会

者价值方面。客观地讲，互联网对于压缩会期是有帮助的。我们知道，会议的主要作用之一

就是传递信息，而互联网的出现，让这部分简单信息传递的功能从会议中剥离了出来。这就

迫使会议组织方和策划人，想方设法为参与者带来更多互联网不能带来的信息。不过我们知

道，会议的作用不仅是简单信息传递，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价值，而这些价值的获得是需

要参会者在会议中花费一定时间的。所以，会期的压缩是有一定限度的。会期长短会受到哪

些因素影响呢？实际上，它是会议价值与会议原则在动态中相互平衡的结果。

先说会议的价值。

无论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少抱怨，只要你想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得更好，你就得参

加各种类型的会议。为什么呢？因为会议可以给你带来其他方式无法带来的价值，而这些价

值对你及你所在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很有用。会议的价值包括学习、观点分享、讨论、社交、

业务与激励等。会议是成人学习的主要途径，也是一个人专业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无论是

通过大会、分享会、小组讨论、群体激励的方式来学习，还是通过专门的培训来提升自我，

都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的。

社交是会议的主要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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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会议中花费足够的时间，你就很难在会前、会中及会后的交流互动中取得社交方面

的收获。在会议中开展业务同样是一件很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可尽管如此，没有几个商务

人士愿意错过专业会议中的营销及销售机会。正是因为会议价值的存在，以及兑现这些价值

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会期的压缩空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如果说关于会议价值的分

析是定性的话，那么会议的原则就是从定量的角度进行考量的。支配会议运行的原则主要有

三个，即效率、成本和体验。

效率。

如果把效率作为会议的第一原则，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总体而言，会议是工作的手段，

而工作就必须讲求效率。在这个原则支配下，能一个小时开完的会不要半天，能十个人解决

的问题不要二十个参加，能在办公空间内举办会议就不要到酒店去，能在本地开会就不要去

外地或者外国，等等。“交通便利性”为啥会在目的地、场地、酒店选择中排首位，就是这

个原因。

成本。

经济学的一个原则是，脱离成本，不谈质量。因此说，会议价值的获得，会议效率的提

升，都要以成本作为基本条件。与会议相关的成本包括：资金、时间、人力、物力等。成本

原则告诉我们，在获得同样效果的条件下，要尽可能花更少的钱、更短的时间、更小的人力

和物力。

体验。

我们知道，对于会议效果的评估是很难量化的，所以会议参与者的主观感受往往就是衡

量会议优劣的主要手段之一。人们对于会议的一系列主观感受，被称为“会议体验”。我们

发现，为了获得更好的会议体验，会议策划人和参会者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会期，并为

此付出更高的成本。关于会期，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看待会期的心态是

不同的。比如在眼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处于激烈的变动当中，人们很难沉下心来，将自己投

入到一个为期 3-5天的会议当中。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等到将来有一天各方

面情况相对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一段时间

里，把精力集中到一个重要会议上，可能更划算。

来源：会议Meetings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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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送：协会专家顾问 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贸促会 广州市商务委员会 深圳市经信

委 省各有关部门 省各研究机构 各会员企业

签 发：会长 刘松萍

热线电话：020-89231839 转 848/188 1322 5006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中洲中心南塔 A 座 29 楼

电子邮箱：gfoa29@163.com 网址:www.gdfo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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