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青浦会展业规划好了吗？
■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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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会展业首个团体标准实施

近年来，会展经济成为衡量一
个城市开放程度、城市活力和发展
潜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打造国
际化都市的“必备软件”。“十三五”
期间，上海明确把打造“国际会展之
都”作为城市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
了展览业对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推
动作用。

随着城市区域产业经济划分，
会展正在成为城市各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抓手。如作为上海的重要会展
区域——青浦区，肩负着打造“会展
之都”的使命。

根据国际展览业协会（UFI）提
出的国际会展中心城市的五大标
准：即城市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
的平均水平；进出口总额达到该地
GDP的10%以上，即该城市具有贸
易中心的地位；该城市的服务业占
该地GDP的50%；基础设施能满足
大规模、高频率会展活动的需要；

该城市的会展组织具有较强的行
业自律能力。国际上符合这些条
件的城市目前有汉诺威、慕尼黑、
科隆、法兰克福、拉斯维加斯、芝加
哥、奥兰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

德国慕尼黑在上世纪90年代开
始规划建设里姆会展新城，占地6平
方公里，距离市中心约7公里，新慕尼
黑博览中心就坐落于此，同时配套公
园绿地、居住社区、商业、文化等，打
造成集会展、办公、居住、公园为一体
的多功能会展新城。新博览中心总
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先
进的展览中心之一，拥有地铁站、高
速公路和1.3万个泊车位；完备的通
信设施，广泛周到的服务，为展商和
观众提供成熟的商务环境。新慕尼
黑博览中心的品牌展览包括Bauma、
Electronica、ISPO等多个国际大型博
览会，已成为展示先进技术、交流最
新成果的理想选择。

芝加哥的麦考密克会展中心是
美国最大和世界第三大会展中心，
每年大型展览达80多场，有2000多
场专业展览与会议在此召开，世界
上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家庭用品
及家用电器专业展览会、北美最大
的专业汽车展—芝加哥汽车展等每

年均在此举办。芝加哥交通运输业
发达，轨道、高速路、机场、专用公交
线路四通八达，是美国最大的空运
中心和铁路枢纽。麦考密克会议展
览中心西侧，形成了商务商业等城
市核心功能以及文化教育设施，南
部是住宅、沿街商业和规划开发区，
会展业与制造业、商业、贸易、文化
产业互相促进。此外，美国独立组
展商协会的总部设在芝加哥，现有
170家会员，世界上有影响、实力雄
厚的展览会组织者，如法兰克福、励
展、蒙哥马力等展览公司均是该协
会的会员。

总的来看，国际会展中心城市需
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有面积
大、建筑水准高的展览中心及配套设
施；第二，有高质量的品牌化大型商
展，或拥有国际化集团组展商，展览数
量多，展出规模大；第三，基础设施和
配套完善，会展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第四，有功能健全、能力自主的行
业协会的干预和协调，布展及保障工
作到位。

现在来看看青浦区发展会展业
的优势：国家会展中心落户青浦，聚集
了面料展、上海车展、自行车展等知名
品牌展览。根据统计显示，2016年该

展馆举办各类展会和活动54场，展览
面积超400万平方米，总人流量近400
万人次。虹桥交通枢纽集航空、铁路、
轨交、公路等为一体，青浦区境内高速
公路网络与轨交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
通网络。三通一达、顺丰、佳吉等物流
企业落户徐泾以来，建立了完善的物
流配送系统。青浦区具有良好的产业
基础。

然而，缺乏强有力的品牌组展
商、产业完整性和配套不足，成为青
浦会展业发展的软肋所在。

为此，笔者建议，打造国际会展
之都，需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规划，完善基础配套
设施。青浦虽然距离虹桥商务区不
远，但高档商务酒店、餐饮、商业中
心等设施不足。应立足打造会展之
城的目标，规划会展产业集群，即以
酒店服务、商务办公、休闲商业、居
住公寓功能为主的会展综合服务
区，以历史保护、产业孵化、旅游服
务、科技研发、酒店商业功能为主的
会展延伸产业区。

其次，完善产业生态环境，引
进知名组展商、会展龙头企业。青
浦应完善会展服务商业带及会展
生态建设，推动保税仓库、展示交

易等服务功能完善，完善要素供
给、强化人才支撑等多项举措，完
善会展服务体系建设，引进品牌展
会、知名会展企业、会展服务业及
上下游企业落地。

再次，培育或引进行业专业协
会、会展专业服务机构等，进行行
业协调和功能服务。

最后，重视推动会展业与信息
技术的高度融合。结合青浦产业优
势，不仅要推动会展产业与文、体、
商、旅、贸等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新形势下，还要将“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与传统会
展有机结合，协助企业创新办展方
式，提升办展水平，推动青浦区会展
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如此，在不久的将来，青浦西虹
桥地区将有希望成为上海国际会展
之都的核心承载区、世界知名展会
的功能集聚区和国际会展产业的发
展示范区。

（作者系上海联展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

在全球会展城市竞争中，哪些城
市会展实力更强、会展经济更发达？
日前，由上海会展研究院（SMI）编制
的会展蓝皮书《中外会展业动态评估
研究报告2016》，公布了全球会展城
市实力排行榜。

报告调查显示，中国上海在全
球会展城市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三，
在国内排名第一。

报告首次提出并运用会展指数
（SMI）综合评价对世界会展城市进
行综合实力的排名。据该报告主编
张敏介绍，排名根据会展服务业生
产力三要素发展指数即展馆发展指
数、展会发展指数、组展商发展指
数，对世界会展城市进行统计分析，
中国上海在展馆发展指数上拥有相
对优势，法国巴黎在展会发展指数
上竞争力突出，英国伦敦在组展商
实力指数上则位居榜首。

中国10城市入围

数据显示，德国领跑全球会展
业，中国居全球第二。根据会展城
市综合实力，欧洲会展城市实力独
领风骚，入围城市占六成。在世界
会展城市57强中，欧洲共有35个城
市入围，占比达61.40%。其中，德国
10个城市入围，意大利8个，西班牙

5个，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士各2个，
捷克、俄罗斯、波兰和比利时各1个。

其中，意大利米兰在展馆、展会
和组展商三方面，发展指数较为均
衡，综合实力相对较强。德国会展
城市凭借数量多、分布广以及 800
年产业传统和殷实家底，在三项发
展指数中排行均位居前列，实力远
超其他国家。

亚洲会展城市入围数量占1/4，共
14个，占比为24.56%，实力处于不断增
长的上升阶段。其中，中国独占10席，
新加坡、泰国、韩国和日本各占1席。

中国会展城市第一梯队中的
上海、广州、重庆、北京分别位列第
3、10、21、26 位，其他入围城市武
汉、义乌、沈阳、深圳、香港、厦门，
分别位列第 28、36、46、47、50、54。
我国入围会展城市在展馆发展指
数上得分均比较靠前，表明国内许
多城市的会展业发展在基础设施
方面具备竞争力，正在步入发展快
车道。然而，由于缺乏有世界影响
力的展会项目和实力雄厚的组展
商，在展会项目和组展商两项发展
指数上得分较低。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储祥银表示，2016 年，中国会展
业增加值近 5000 亿元人民币。近

年来，奥运会、世博会、APEC、G20
峰会等大型国际会展活动在中国相
继举办，为中国会展业提供了更大
舞台。但同时，也迫切需要拥有国
际竞争优势的中高端会展人才。

会展城市座次重新排序

据了解，报告首次公开发布中
国会展城市实力排名，划分出目前
我国会展城市的三大实力阵营。

上海、广州、重庆和北京这4个
城市构成会展一线城市；包括武汉、
青岛、天津、东莞、杭州、成都等在内
的29个城市构成二线会展城市；三
线城市包括临沂、义乌、昆明等 146
个会展城市，数量骤增但总体实力
仍然较低。

按照指数和排名可划分三个集
团。在第一集团中，上海以 100 分
高居榜首，广州以 64.29 分排名第
二。第二集团由昆明领衔，重庆、北
京、深圳、武汉分列第三至七名，指
数依次递减。第三集团的8个城市
分别是南京、沈阳、东莞、杭州、临
沂、天津、义乌、成都，展馆发展指数
在 10至 20分之间，彼此差距不大，
竞争非常激烈。

根据城市展会发展指数和排名
显示，上海、广州、北京依次位居我国

展会发展指数前三强。其中，上海和
广州展会发展情况良好，但北京与二
者的差距开始拉大。深圳、成都、武
汉、郑州、济南和天津这6个城市属于
二线会展城市中展会发展方面具有
代表性的城市，但离第一集团仍有相
当大的距离。青岛、南京、重庆、沈
阳、西安、东莞、哈尔滨这7个城市展
会发展指数得分则在15分以下。

国际展览联盟前任主席、上海
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陈先进表示，
会展是营销沟通的最重要形式，是
开放型经济建设和现代市场体系构
建的最重要工具。

我国现三大会展城市群

报告显示，根据会展经济发展
趋势，我国已形成3大会展城市群：
分别是以上海为核心，以杭州、南
京、宁波、苏州等 13 个城市为代表
的长三角会展城市群；以广州为核
心，以深圳、东莞等 5个城市为代表
的珠三角会展城市群；以北京为核
心，以天津、太原、石家庄等 15 个
城市为代表的环渤海会展城市
群。三条会展城市带，分别是以重
庆、成都、昆明等 9 个城市为代表
的西部会展城市带；以沈阳、大连、
长春等 5 个城市为代表的东北会

展城市带；以长沙、郑州、武汉、洛
阳为代表的中部会展城市带。两个
会展城市特区，分别是以福州、厦门
为代表的海西会展城市特区，和以
海口、三亚为代表的海南国际旅游
会展城市特区。

根据会展场馆的分布区域，我
国会展场馆划分为 8 大会展区域，
分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
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和以北京为中
心的环渤海三大会展城市群；以沈
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支点的东
部；以成都、重庆、西安、昆明、南宁、
兰州、银川、乌鲁木齐为支点的西
部；和以武汉、长沙、郑州、石家庄、
太原为支点的中部三条会展城市
带；以福州、厦门为代表的海峡西岸
和以海口、三亚为代表的海南国际
旅游岛两个会展城市特区。

陈先进强调，到2020年，中国将
建成世界会展强国，上海将建成国际
会展之都，会展业专业化、国际化、品
牌化和信息化正在不断出现新技术、
新动向、新需求。然而，当前我们所
面对的，是经济转型三期迭加和逆全
球化潜流暗涌。未来，会展业任重道
远，迫切需要责任与担当。

《中外会展业动态评估研究报告2016》公布全球会展城市实力排行榜

上海位列第三 展馆发展指数占优
■ 本报记者 兰馨

本报讯 （记者 毛雯）由中
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提出并
组织起草的《会展职业经理人资
质 条 件 》 团 体 标 准 （T/
CCPITCSC 005-2017）于 3 月 1
日起实施。该标准是我国会展
业首个团体标准，已由中国标准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据介绍，根据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
准的指导意见》（国质检联标联

〔2016〕109号），中国贸促会商业
行业分会于 2016 年取得了开展
团体标准工作的资质，团体标准
代号为T/CCPITCSC。

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委
员会办公室、商务部办公厅《关
于加强展览业标准化工作的指
导意见》（标委办服务联〔2016〕
89号）“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
制定展览业团体标准”的要求，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于
2016年组织会展主管部门、行业
组织、企事业单位、媒体机构和
高等院校等 46家单位联合成立
标准起草工作组，共同开展标准
研制工作。《会展职业经理人资
质 条 件 》 团 体 标 准 （T/
CCPITCSC 005- 2017）规 定 了
会展职业经理人等级划分、划分
的依据和认定方法、管理原则及
资质条件，适用于会展业的初、
中、高级管理人员。

据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
会秘书长姚歆介绍，目前我国标
准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
标准等 5种类型。其中，已出台
会展业国家标准 6项、行业标准
7 项和地方标准 21 项。《会展职
业经理人资质条件》团体标准
（T/CCPITCSC 005- 2017）出
台，填补了我国会展业团体标准
的空白。目前，中国贸促会商业
行业分会已启动了 2017 年会展
业团体标准的立项工作，下一步
将继续推动并完善会展业团体
标准体系。

本报讯 据澳门统计暨普
查局 2 月 28 日发布的会展业数
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会议按
年增 16 项，与会人数增 7 成左
右，有关展览收入为7453万澳门
元。去年全年，会议数量增加32
个，与会者人数增长近5成，展览
净收入额为1758万澳门元。

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澳门
54 项展览共吸引 4787 个参展
商，来自内地及本地的分别占
25.8%及 36.7%；专业观众有 9.9
万人次，其中内地及本地的分别
占 21.0%及 54.6%。参与非政府
机构主办的 2868 个展览参展商
以本地（占总数 39.3%）及香港
（占 25.0%）为主，专业观众共 9.0
万人次，55.4%来自本地。另外，
全年共收集1400名参展商资料，
当 中 商 品 销 售 占 其 收 入 的
97.5% ，而 摊 位 租 金 占 支 出
56.2%。 （宗赫）

澳门会展业持续向好

本报讯 近日，UFI（国际
展览业协会）发布第十八期《全
球展览业晴雨表调查报告》显
示，2017年全球大多数展览公司
的营业额将出现增长，维持相对
稳定的利润额水平。

UFI 管 理 总 经 理 Kai
Hattendorf表示：“一些经济学家
预测，2017年展览业的增长将超
过全球经济增长水平。UFI 全
球晴雨表显示，确实有全球规模
的乐观主义。与此同时，展览行
业关键市场不稳定因素也值得
引起关注，许多人预期这会对展
览行业产生负面影响。本次研
究中的数据表明，组织者、场馆
方和服务提供者需要保持灵活
性和警觉性。 （石旭）

据石家庄市商务局统计数
据显示，2016 年石家庄大型展
会活动共 125 个，实现投资合作
和贸易合同成交额 75.3 亿元，
吸引国内外客商达 65 万人次，
有效拉动商贸旅游、交通、物
流、通信广告等服务行业实现
增长。

从行业分布来看，石家庄产
业类展会和消费类展会所占份
额较大。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环保节能类展会占
30%；生活家居类展会、车展、年
货大集等消费类展会占 37%；文
化动漫、庙会、人才交流会等文
化民俗类展会占 9%。依托石家
庄工业结构，医疗器械展、装备
制造博览会等产业展会的规模、
品牌和影响力逐步扩大，产业与
会展相互拉动、相互促进的作用
逐步增强。

同时，车展、家博会、购物节
等消费类展会持续升温，有效助
推了省会消费增长。燕赵文化
节、民俗庙会等文化民俗类展会
数量也逐渐增加。

随着京津冀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石家庄市会展业与京津的对
接也越来越密切，京津等地的区
域性、专业性展会纷纷落户石家
庄，如第二届中国奶业D20峰会、
京津冀太阳能展等。其中，首届
京津冀 O2O 电子商务博览会的
参展企业 1000 余家，展览面积 4

万多平方米，创下了近年来石家
庄展览规模新高。

为拓展和繁荣石家庄市会展
业发展，石家庄引入了市场经济，
通过奖励资金等措施扶持龙头企
业发展，推动了会展业的市场化
建设。正博会、康养旅游大会等
政府主导型展会，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引进专业机构策划运营，加
快市场化步伐。

由于受场馆限制，石家庄市
展会规模提升遭遇瓶颈，中小规
模的展会占比超过 60%，1 万平
方米以上的展会仅 15 个，占比
达到 12%。

据数据分析，大型展会主要
集中为车展、庙会、人才大集等
以 现 场 销 售 和 咨 询 类 室 外 展
会。目前，石家庄的室内展会场
馆主要是国博中心、人民会堂、
以岭健康城、老火车站、世界湾
文化产业基地等；室外展会载体
有所拓展，天山世界之门、卓达
星辰广场、肖家营花卉基地等会
展载体较受欢迎。

石家庄市商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将继续做大做强
会展经济，着力在提升会展规
模和水平上下功夫；加快建立
京津冀合作对接机制；做好场
馆运营建设协调工作，让会展
等新兴产业尽快挑起省会发展
的大梁，早日成为京津冀会展
业的“第三极”。

会展业成石家庄服务业重要增长极
■ 石裳

UFI：今年展览业的
增长将超全球经济水平

本报讯 日前，2017 第五届中
国（广州）国际自助售货系统与设
施博览交易会（CSF 2017）在广州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闭幕。本届
展会以“融合创新，自助科技”为主
题，展览规模超过 1.1万平方米，吸
引了 230 余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
展示了自动售货机产品、各种自动
贩卖综合系统及配套产品、多功能
自助设备、自助服务产品、终端管
理系统等。

据介绍，本届展会实现了两个

对接，即上中游生产商、供应商与
自助售货企业的对接；自助售货企
业与食品饮料商、经销商的对接，
推动全产业链联动发展。

展会期间，还举办了 2017亚太
自助售货行业高峰论坛。此次论
坛以提升自助售货行业吸引力为
宗旨，助力自助售货行业进行资源
整合，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可持续
发展的运营模式。

本届展会得到包括美国自动
售货协会（NAMA）、欧洲自助售

货协会（EVA）、德国售货机协会
（BDV）、波 兰 自 动 售 货 机 协 会
（Polish Vending Association）、日本
自动售货机制造商协会 (JVMA)、
澳大利亚售货机协会(AVA)、北美
洲墨西哥售货机协会 (ARROVA)
等在内的多个国际售货机协会的
支持。在观众组织上，组委会力
求进一步突出专业性、国际性，旨
在强化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为业
界搭建沟通的平台。

（谭雪）

2017中国（广州）国际自助售货系统展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