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www.chinatradenews.com.cn

2018年2月13日 星期二

●会展传真

编辑/谢雷鸣 制版/高志霞

电话/010-64664888-2057 maoyibao1@163.com 会展 EXHIBITION

●会展关注

●会展大咖秀
本栏目文章涉及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报讯 当前，各项筹备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的2018中国国际酒
业博览会（简称中国酒博会）已确
定法国为主宾国。

长期以来，法国对全球葡萄
酒产业的发展贡献较大。作为主
宾国，法国在 2018中国酒博会上
将设置法国国家馆，以“第二东道
主”的身份精彩亮相，并在酒博会
期间开展一系列特色活动，为全
球酒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与启示。

据悉，法国葡萄酒与众不同
的地方在于其酒庄文化。在法国
的多个著名葡萄酒产区内，有近
8万家葡萄酒庄。这些酒庄以悠
久的历史以及 80 余万公顷的葡
萄园和一定的葡萄酒产量，构建
起法国葡萄酒在世界上的经典声
誉和显赫地位。 （和苑）

本报讯 2018 中国·红岛国
际会议展览中心会展发展研讨会
近日在京举行。红岛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负责人介绍了新会展中心
的硬件设施、功能配套及建设进
展情况，与会嘉宾就青岛市高新
区会展业发展定位、发展路径及
品牌打造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青岛国信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中国·
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青岛国
际会展中心承办。青岛市会展办
副主任唐旭艳介绍了青岛的会展
政策、办展办会优惠条件及城市
配套服务等内容。青岛国际会
展中心有限公司代表详细介绍
了由他们运营的红岛国际会议
展览中心的展馆的具体情况，包
括可容纳展览面积，展厅、会议
室规模与数量，安保措施、配套
服务设施等。 （李丽）

本报讯 2 月 9 日，深圳坪山
会展中心编号G12312-8045地块
由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以3.3亿元拍得。

据了解，该地块位于坪山区
瑞景路与玉田路交汇处，土地用
途为文体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土地面积为 86777.68平方米。其
中，文体设施用地面积 70087.28
平方米，商业用地面积 16690.40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146700 平 方
米，挂牌起始价 3.3 亿元，竞价阶
梯 为 200 万 ，土 地 使 用 年 期 40
年。最终，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以起始价成功
拍得该地。 （潘润华）

前几天搭乘航班，当飞机上升
至 8000 米高空时，只见机舱外晴空
万里，地面风景如画，恰巧赶上航
空公司松绑手机禁令的好时机，赶
紧拿起手机拍照。当时打开离线
地图看了一下，定位显示在南京上

空。再向窗外眺望，不料竟清楚地
看到了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以往
会展场馆的鸟瞰图只出现在宣传
材料中，现在因为航空公司手机飞
行模式的使用放开，使得场馆鸟瞰
效果低头可见、触手可拍。笔者不
禁联想起“蝴蝶效应”：高空摄影会
不会引发一场会展场馆鸟瞰效果
的“设计风暴”？

会展场馆作为一种建筑形式，
本身具有三种语言，即设计语言、建
筑语言和运营语言。作为运营管理
方，人们更关注后两种语言。建筑
语言讲究空间，通过空间分割、配比
及组合进而讲好运营语言，即好
用。这两种语言在“德国盒子式”会
展场馆中表现得最好。然而，作为
三种语言之一的设计语言却不能失
声，尤其是在将会展场馆作为城市

地标的大潮中，简约的“德国盒子”
开始不占优势。

笔者参加过一场会展场馆设
计方案评审会。德国的外观设计
较为简约，却被部分评审人员界定
为“外表平庸、毫无特色”。在中国
文化和地域特色备受重视的当下，
会展场馆的设计语言更加需要讲
究创新。笔者以为，设计语言的创
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以意为美。已故建筑学教授汉
宝德《为建筑看相》一书中有一句话
令笔者印象深刻：“建筑的造型包含
了很多象征，大众可以从这些象征
中感受到建筑所要传达的意义，意
义表达得越丰富、越正确，建筑的造
型就越成功。”何意？会展场馆本身
设计意义在于体现和升华建筑语言
和运营语言，大众不需要依赖文字

或者图片的解说，一看就知道是会
展场馆，而不是剑走偏锋，追求奇
特，让人不知所以然，这应该是设计
语言之根本。

以和为美。会展场馆是否应
该是城市地标建筑暂且不议，但
会展场馆的空间体量使其在俯瞰
时显而易见。从建筑体量的角度
出发，会展场馆设计语言确实不
能被忽略。2017 年 12 月 4 日，《关
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
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到了

“ 三 生 融 合 ”，科 学 规 划 生 产 、生
活、生态空间，促进产城人文融合
发展。现在，我们所提倡的会展
集聚区同样是区域性协同发展，

“三生融合”理念值得借鉴。会展
场馆作为集聚引擎，设计语言也
应当遵循以和为美，即以区域大

环境和谐为美、以布局合理表现
为美、以相映成趣为美。

以特为美。杭州国际博览中
心和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是两个典
型案例，前者秉承“大国风范、江南
特色、杭州元素”，后者演绎“国家
品质、闽南特色、厦门风情”。通过
设计语言的运用，将国家、区域与
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风情和特质
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何人，
看到这两座场馆，就知道身处何地
了。目前，几乎各个城市都建有

（或在建）会展场馆，如何在这高空
摄影比赛中脱颖而出，恐怕“特”会
是权重最高项了。

唯 愿 此 次“ 蝴 蝶 振 翅 ”能 够
为 会 展 场 馆 建 筑 设 计 带 来 理 性

“风暴”。
（作者系国家会议中心总经理）

“到 2020 年，长沙会展业展览
个数达到 240 个左右，实现展览面
积250万平方米，观众人数超680万
人次，成交金额超600亿元；会议产
业方面：500 人以上会议总数达到
450个，国际性会议数达到30个，参
会总人数达到 182 万人，形成比较
完善的产业发展体系，会展业整体
实力大幅提升，成为全市新的增长
点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支撑。”近日
出台的《长沙市会展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提出了新三年的发展目标。

长沙市会展办主任陈树中表
示，“制定《长沙市会展业三年行动
计划》，旨在牢牢把握‘打造中部会
展高地、建设国家会展名城’的总体

目标，进一步促进会展经济提质升
级，发挥高铁会展新城片区会展主
导和引领作用，打造千亿会展产业，
叫响‘会展湘军’品牌。”

据介绍，长沙力争到 2020年成
为设施一流、服务优质、管理规范、
品牌汇集、功能彰显的区域性会展
高地和国内国际重要会议目的地城
市。长沙会展项目“专业化、国际
化、品牌化、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
以区域性会展为基础、以国家级和
国际性会展为龙头的会展业发展格
局基本形成。

培育一批会展专业龙头企业

场馆建设方面，到 2020 年，完

成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南登录厅、长
沙国际会议中心及相关配套建设，
室内场馆面积达18万平方米以上，
提升服务质量水平。充分发挥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湖南省展览馆展会“孵化器”作用。
全市会展场馆展览总面积达到 40
万平方米。会展企业方面，到 2020
年，培育一批涵盖会展策划、会展咨
询、会展组织、会展营销、场馆经营、
会展搭建等领域的专业龙头企业，
其中，年营业收入 5000万元以上的
会展企业达到 5 家以上，年营业收
入过亿元的会展企业达到 2 家，通
过国际展览联盟(UFI)认证的企业
或项目达到 3 家，引进 4-6 家国内
外知名会展企业在长沙落户或设立
分支机构。

会展与优势产业融合发展

在大力实施品牌培育行动方
面，持续实施“一、二、五、十、二十”
工程，即采取引进落地和提质改造
等形式，培育1个20万平方米以上、
2 个 15 万平方米以上、5 个 10 万平
方米以上、10个5万平方米以上、20
个 2 万平方米以上的品牌展会项
目，形成梯次结构合理、品牌影响广
泛的产业会展项目群。优先发展符
合长沙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

会展项目，每年确定十大战略性重
点展会培育项目，重点指导轨道交
通博览会、工程机械配套件博览会、
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中部农博会、
长沙车展、中国(长沙)智能制造大
会等会展项目做大做强，提升国际
影响力。始终突出创新的时代命
题，积极推动会展政策创新、项目题
材创新、管理服务创新和自身建设
创新，策划创办与文化创意、交通物
流、航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生物
医药、旅游休闲等优势产业融合发
展的会展项目。

推进会展向区县乡镇延伸

全面发挥长沙文化产业发达
的优势，全力办好湘江论坛暨世界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峰会等已有
会议项目，重点扶持中南传媒、锐
志会展等本土组会企业打造会议
品牌，大力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的商务会议、行业学术会议、高峰
论坛等项目落地长沙，积极吸纳华
为、北辰集团等五百强财团企业在
长沙举办国际性年会。支持旅游
文化节、雕塑文化艺术节、橘洲音
乐节、浏阳国际烟花节等节会活动
提升价值、扩大影响。积极推进会
展向区县、乡镇延伸，指导区县创
办有地方特色的节庆活动。

引进国内外知名会展项目

主动引进全国知名巡回展落
地，重点引进全国（秋季）糖酒会、
中国特色小镇博览会、全国汽配交
易会、中国国际环保产业及装备技
术博览会等国内知名会展项目。
充分利用长沙区位、场馆、产业和
人才优势，积极面向珠三角、长三
角等会展发达地区，引进振威集
团、法兰克福集团等先进组展公司
带项目落户或建立区域总部，承接
会展项目转移。

坚持将会展项目国际化作为推
动长沙建设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示范
窗口、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关键要
素。按照国际上有 20%的参展商、
采购商、会议参与者来衡量国际化
项目，一方面，大力提升现有会展项
目的国际化水平。着力提升现有会
展项目国外参展参会的比例，通过
扩大项目规模、提升项目质量、申请
商标保护、按照国际标准运作等方
式，争取更多品牌会展通过国际展
览业协会等认证，培育一批国际品
牌展会。另一方面，引进国际性会
展项目落地。申办引进一批全国影
响力大、国际化程度高巡回展览项
目，强化与国际性会展公司合作，借
力借智招展引会。

2017 年，海南省会展业持续保
持较快增长势头，实现增加值80亿
元。会展业逐步成为当地调优做强
绿色实体经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效益的重要产业。

为发展会展业，海南出台了
《海 南 省 会 展 业 中 长 期（2017-
2030 年）发 展 规 划》等 指 导 性 文
件，引入并举办博鳌国际物流论
坛、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智慧商
业大会、国际分析化学年会、中国
水务大会等品牌展会。

同时，海南还创立了海商会、
海创会、咖啡大会等展会，确保会
展业市场主体实现快速成长，营
业收入超亿元的会展企业已达到

5 家。
据介绍，今年海南将加快推动

会展业发展，目标为：举办千人以上
会议 120 场，展览面积 165 万平方
米，会展业收入200亿元，会展业接
待过夜人数突破 2000 万人次。同
时，完善会展业发展推进机制，修订

《海南省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

此外，海南省今年将引进培育
一批重点会展、会议品牌，支持会展
企业参加全球展览业协会，培育壮
大市场主体，力争全年会展收入超
亿元的企业达到 8 家；实施会展行
业标准，有序开展服务资质评定工
作；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实行信用分

级管理，坚决打击扰乱展会秩序的
不法参展商。

据 介 绍 ，2018 年 海 南 省 商 务
发展预期目标是：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10%；招商项目协议投
资额超过 4000 亿元，当年签约项
目落地率 30%以上；货物贸易增长
5%，服务贸易增长 15%；实际利用
外资增长 5%；对外直接投资与上
年持平。

围绕上述目标，海南省商务厅
厅长吕勇表示，将重点开展持续加
大招商工作力度，加快推动会展业

“三年成形”等工作，在抓紧布局基
础设施建设上，推动海口、三亚分别
开工新建10万平方米以上展馆，同

时完成配套设施规划。
引进培育一批重点会展、会议

品牌。重点打造博鳌医学会议之
都，将中国饭店业大会等打造成行
业知名国际会议。

提升冬交会、欢乐节、海博会
等成熟品牌，积极推动海博会上
升为国家级展会。

支持会展企业参加全球展览
业协会，全力办好中国（海南）国
际海洋产业博览会和中国（海南）
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等“国字号”
展会，培育休闲旅游博览会、房车
露营博览会、海创会、咖啡展、健
康博览会、香业展览会、新能源汽
车展等海南特色产业展会。

波兰举办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招商研讨会

本报讯 2 月 7 日，波兰投
资贸易局在华沙举办了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研讨
会，就促进波兰产品和服务进
入中国市场进行了研讨。中国
驻波兰大使馆商务参赞刘丽
娟、波兰投资贸易局局长托马
斯·皮苏拉及上百家波兰企业
代表参加了会议。

刘丽娟表示：“通过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有
意为全球各国建立一个开放
的合作平台，展示发展成果，
促进国际贸易。博览会期间，
还将举办虹桥国际贸易论坛，
以寻求全球经济发展，与联合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共同探讨
双赢合作。预计来自全球各
国的数百名高层政府官员以
及包括《财富》全球 500强企业
在内的数千家企业将出席首
届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企
业展示形象、增强影响力的绝
好机会。”

托马斯·皮苏拉说：“多年
来，波兰与中国的贸易都是以
进口为主，波兰贸易进口额甚
至是出口额的 12.5 倍。因此，
波兰政府一直在想办法改变这
一局面。我们非常高兴地看
到，中国开始进口波兰的优质
产品，这对波兰公司来说是非
常好的机遇。波兰是欧盟中的
主要出口市场之一，对于进军
中国市场，许多波兰企业都很
兴奋。”

据悉，波兰是中东欧的大
国，在欧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和贸易体。中波在工业
和贸易结构上是互补的。近
年来，波中贸易保持平稳增长
态势。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
波 双 边 贸 易 额 2017 年 突 破
200 亿美元，达到 213 亿美元，
比 2016 年增长 20％。中国从
波兰进口增长 32％，双边经贸
合作潜力巨大。然而，波兰对
中国贸易依然存在较大的逆
差，因此，波兰政府与企业都
迫切寻求扩大对华出口。而
今年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为 其 提 供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机
遇。托马斯·皮苏拉说：“我们
的农产品非常有竞争力，完
全符合欧盟标准，具有很高的
质量和性价比。”

波兰企业希望将更多的
优质产品出口到中国，而中
国消费者期望看到更多实惠
的进口商品。如何实现双赢
的局面，还要看波兰政府和
企业如何有效地把调研成果
运用到实际当中。目前，波
兰投资贸易局及其上海的贸
易代表处正在积极组织波兰
企业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林伟）

长沙出台《会展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打造千亿会展产业 叫响“会展湘军”品牌
■ 本报记者 毛雯

宁波年货展首日
客流量逾 6 万

近日，为期8天的第29届
宁波市春节年货展销会（简称
宁波年货展）在浙江宁波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该展会由宁波
市商务委主办，面积达1.8万
平方米，参展企业有520家，包
括700个展位，进口食品所占
比例超过去年。开展首日，客
流量就超过6万人次。

（黎加华）

海南今年将引进培育一批重点会展品牌
■ 张华

高空摄影会否引发会展场馆设计“蝴蝶效应”？
■ 刘海莹

法国成为今年
中国酒博会主宾国

红岛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会展发展研讨会

坪山会展中心地块以
3.3亿元成功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