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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关注

据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统计，
2018年，上海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为“龙头”，共举办国际、国
内经贸展览会以及各类会议和活
动 994 场，总面积 1906.31 万平方
米，分别比上一年增长 18.05%和
8.04%。

这意味着将打造“国际会展之
都”作为目标的上海，平均每天都
有超过2.7个经贸展会开幕，面积超
过5.2万平方米。照此增长速度，上
海会展业“十三五”规划的规模目
标将提前达成。

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6 年到

2018年，上海年度经贸会展规模从
1604.8万平方米增长到1906.3万平
方米，年均增幅达 9%，距离“十三
五”规划 2000万平方米的目标只有

“一步之遥”。未来两年以年均 5%
的保守增长率测算，到 2020 年，上
海会展行业总规模预计将超过
2100万平方米。

据统计，2018 年，上海举办展
览会 726 场，总展出面积约 1712.4
万平方米。其中，国际展览会 292
场，总展出面积 1347 万平方米，数
量 和 面 积 占 比 分 别 为 40.2% 和
78.7%；国内展览会 434 场，总展出

面积约365.2万平方米，数量和面积
占比分别为 59.8%和 21.3%。若以
国际展览会面积为量尺，上海一座
城市的展览规模已接近北京和广
州之和，在国内城市中首屈一指。

会议和活动方面，2018 年，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为代表的上海九大场馆
合计承接268场，总面积近194万平
方米，两项指标均比 2017年翻了近
一番。

其中，首届进博会的举办地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去年承接了 66
场会议和活动，合计近 90 万平方

米，是上海承接会议和活动最多、
面积最大的场馆。

以首届进博会为标志，上海经
贸展会规模化趋势进一步凸显。
2018 年，上海九大场馆共承接 503
场展会，平均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
米，规模比上一年大幅增长 16%。
其中，10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会42
个，平均展览面积超过 19 万平方
米，总展出面积达801万平方米，全
年举办 30 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
展览会6个。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
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
上一大创举。举办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
场的重大举措，是中国推动建设开
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
实际行动。

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认为，首届进博会的成功举
办，进一步提升了上海作为国际知
名会展城市的影响力，巩固了上海
作为国内会展业龙头城市的地位，
上海未来对国际知名展会、展览公
司以及商旅人群的吸引力将进一
步增强。

上海2018年度经贸展会面积超1900万平方米

进博会带动效应显著
■ 毛雯

2月19日至21日，由浙江省商务厅主办、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首届浙江服务贸易（德国）物流展览
会在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展览中心以“展中展”形式加入了德国斯图加特国际物流展。首届浙江服务贸易（德国）物流
展以“浙江服务，服务全球”为主题，吸引了10家企业、22位企业代表参展，展出面积150平方米。 （宗贺）

去年是昆明会展业实现换挡升
级，构建“区域性国际会展之都”和

“国际会议目的地城市”初见成效的
一年，开启了昆明会展业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

会展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内容，昆明市博览局紧紧围绕目
标，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突出重点、
精准发力，着力提升会展经济的发
展质量和经济效益，推动昆明会展
业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

昆明市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围绕发展战略，《昆明市打造区
域性国际会展之都和会议目的地城
市三年（2018-2020）行动计划》出
台，以着力提升昆明会展业国际化、
专业化、信息化和品牌化水平。同
时，瞄准“一个中心，两个高地”，使
得昆明会展产业定位更加精准、形
象更加鲜明、优势更加突出、动能更
加充足。

除上述的清晰定位外，昆明市

博览局还强化创新服务意识，不断
推动部门联动发展，助力人才培训，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使会展业竞争
力持续增强。

例如，以《昆明市会展活动政
务保障服务指南》为引领，建立健
全长效机制，整合市级各成员单位
驻场办公，为第 5 届南博会暨第 25
届昆交会、中国航天科普展——昆
明站等各类重大展会活动提供了
多维度、全方位的政务服务，会展
活动保障服务工作的力度和质量
不断提升。

此 外 ，制 定 下 发 的《昆 明 市
“188”重点产业发展会展业推进工
作考核方案》，明确了各相关单位的
工作目标，形成全市共参与、同推进
会展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昆明有一项走在全国前列的成
就，即会展业统计监测体系的建
设。目前已建立涵盖全市会展企
业、部分酒店、会展业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的昆明市会展行业统计、监测、

调查体系，制定形成了《昆明市会展
行业统计报表制度》。同时，加强数
据挖掘，深化数据分析，为政府决策
提供及时、准确的依据。

在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
展的同时，昆明会展业国际化程度
也在不断提升。昆明市博览局上述
负责人介绍，过去一年，昆明主动服
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
进昆明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交
流，促进会展业在昆明对外开放联
通中发挥重要作用。昆明也在不断
开创会展业市场发展新局面，探索
会展发展新模式，以快速增强会展
发展的软实力。

上述负责人介绍说，2018年，昆
明依托城市特色和产业优势，大力
推动“昆明会展+”，初步实现“会展+
旅游、+大健康、+绿色生态、+植物
博物馆”四个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先后成功争取到2018中国中西部昆
明医疗器械展览会等一批全国性重
大展会项目。 （廖兴阳）

近日，山东烟台举办了全市会
展工作会议。据悉，烟台市 2019
年会展业发展“大盘”敲定：争取举
办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展会活动
100 个以上，展览面积超过 2 万平
方米的展会数量达到 10 个以上，
参会人数超过 1000人的会议数量
达到8个以上，会展直接经济收入
达到 10 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收入
突破 100亿元，推动烟台市展会规
模、数量、质量、效益等方面实现新
突破，努力打造在国内具有重要影
响力和知名度的特色会展名城。

品牌是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工
具，是会展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目前，全国品牌会展进入
黄金期，我市要有所作为，就必须
打造几个有市场、有特色、有影响
的品牌展会。”烟台市商务局局长
刘森坦言。

目前，烟台拥有 3个山东省品
牌展会，今年将做强传统品牌展
会，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借助区域
产业特色，精心培育好医药创新与
发展国际会议、核电产业链高峰论
坛、工业设计博览会等优势产业展
会，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丰富
和创新。

今年，烟台将统筹考虑展览和
会议的综合效果，研究确定年度重点
扶持展会。积极争取国际、国家展会
落户烟台，吸引重大会议、节庆赛事
来烟举办，塑造特色节事品牌。同
时，将全力办好新引进的世界散装葡
萄酒及烈酒展览会、世界老年旅游大
会等国际性展会，并利用展会平台招
商引资、增进贸易合作。

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路子，
是会展业发展的趋势。今年，烟台
将大力培育展会经营主体，市财政
拿出 5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奖
励会展项目、扶持会展企业、支持
会展发展。推进会展业与优势产
业、新兴产业、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配套服务机构为会展主体提
供优质服务，打造会展业发展的产
业支撑体系。

烟台还将紧紧围绕重点发展
的“八大产业”，搞好会展资源开
发，选择最能推动产业发展的展览
项目，推动会展与产业互动发展，
共同繁荣。

“办展的最终目的是拉动经济
增长，因此，在展会的组织和举办
方面，不能只局限在就展会办展
会，我们将拿出一个展会计划，站
在全局高度，精心策划，最大限度
地延长产业链。”刘森说，以展会带
动交通、旅游、住宿、餐饮、商贸、广
告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助推全市经
济更好更快发展。

设施配套是会展业发展的基础
保障，当前，烟台会展数量日益增
多，对展馆面积、设施配套、关联产
业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烟台将逐步
整合现有会展场馆资源，在充分利
用现有展馆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
的县市区规划设计功能完善、配套
齐备的新场馆，鼓励、支持各种经济
成分主体参与场馆建设，拉动新区
建设，提高承接大型展会的能力。

拥有一支层次高、能力强的专
业人才队伍，对于保障会展业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今年，烟台将坚持
自我培养与引进人才相结合，会同
高等院校开设会展专业，鼓励中介
机构、行业协会与相关院校和培训
机构加强合作，做好从业人员培
训，为会展经济发展输送人才。

强化专业人才培养，努力在加
快会展队伍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与国际会展组织、机构合作开展高
级人才培训，建立会展高端人才储
备库。招聘引进一批国内外高素
质会展专业人才，为提升会展业的
档次和水平提供人力支持。为确
保会展业快速发展，还将组建烟台
市会展行业协会。

西安浐灞生态区的青山绿水、
珍稀鸟类、绿树红花，吸引了无数游
客的眼球，也收获了众多荣誉。以
生态立区的浐灞，2018年通过聚力
拼搏，追赶超越已迈入新阶段。

今年，浐灞生态区将坚持“生态
立区，产业兴城”理念，全面实施

“1136”行动计划：以建设大西安东轴
线核心区为目标，以丝路国际会展中
心建设运营为主线，按照“现代、时
尚、国际化”三个要求，做好打造会展
名城，扩大有效投资等6项工作。

为西安会展经济增光添彩

发展会展经济，浐灞生态区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9年，浐灞
将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
用，加快推进场馆建设、基础设施配
套、环境提升，打造国际一流会展名
城。

在场馆建设方面，浐灞正在加

快丝路会议会展中心场馆建设，确
保 7 月底前建成，确保新开工建设
高品质酒店 3 家，2 家主体完工，为
承办大型展览、高级别会议提供软
硬件支撑。

为了高起点规划会展产业，浐
灞加快推进丝路会展产业孵化园项
目建设，筹备成立丝路会展产业联
盟和浐灞会展产业发展基金，引进
国际性、全国性大型展会和外地知
名展会企业不少于 50 家。通过引
进、重构，组建大型会展运营公司，
打造一支专业化、高水平会展运营
管理团队。

据了解，2019 年，浐灞将积极
承接西商大会、硬科技大会及陕西
省重大会议，高规格筹备欧亚经济
论坛分论坛，成立欧亚经济论坛工
商合作委员会，提升论坛影响力。
办好第二届世界文化旅游大会、亚
马逊全球创新大会，参与申报争取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合组织峰会等高端会议落户浐灞。

国际一流的会展名城，将在大
西安东部快速崛起，为大西安会展
经济的发展增添光彩。

做强主导产业建设活力浐灞

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根本，没有
产业的支撑，就无从谈及发展。浐
灞生态区根据自身独特优势，将围
绕“332”产业体系，做强文化旅游、
金融、现代商贸等主导产业，加快培
育创意设计、大数据、康体、电竞等
新兴产业，着力发展月光经济，释放
产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建设活力
浐灞、创意浐灞。

浐灞在 15年的发展历程中，通
过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已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浐灞的产业发
展，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文化旅游产业，浐灞将打造文

化旅游产业强区，支撑全市千亿文
旅产业壮大发展；金融产业聚集，
对建设丝路国际金融中心“金三
角”示范区、推进前海金融中心、腾
讯云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建设将产
生集群规模效应；“浐灞商圈”建
设、砂之船奥莱、马腾空名车广场
及月光经济等项目，将加快现代商
贸产业的培育；浐灞大数据小镇、
腾讯云大数据中心项目、丝路国际
创意梦工场等项目的发展，将为会
展创意设计增添光彩；前海人寿、
宝能医疗、泰康智慧健康养老等项
目的引进与建设，将为培育新兴产
业增添动力。

三大平台提升对外交流水平

有平台，就有发展的舞台。浐
灞生态区的三大对外交流合作平
台，为建设开放浐灞、融合浐灞提供
了广阔的发展舞台。

自贸区功能区的创新发展，将
促进进出口贸易业务，扩大与各国
人文交流、金融贸易、项目投资、园
区建设等方面合作，进一步提升国
际合作水平。

西安领事馆区聚集发展，将提
升外事服务水平，加强西安与国际
友好城市间交流合作，打造大西安
新兴都市会客厅。

欧亚经济综合园区核心区，
以高规格筹备欧亚经济综合园区
发展论坛，打造务实高效的产业
协作平台，将成为西安国际化大
都市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先导区、
展示区。

2019 年，是浐灞改革发展、突
破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之年, 随
着浐灞生态区国际一流会展名城建
设发展，浐灞将汇聚磅礴之力，打造
现代、时尚、国际化新浐灞，为大西
安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打造现代时尚国际一流会展名城

西安浐灞实施“1136”行动计划
■ 周书养

本报讯 4月 26日至 28日，首
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扬
州举行。近日，扬州市市长夏心
旻在筹备工作动员会上强调，要
精心策划、精细准备，全力以赴做
好各项筹备工作，为将首届大运
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办成高水平、
高质量的盛会尽到扬州责任，作
出扬州贡献。

夏心旻表示，大运河是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统筹保
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抢抓机遇，举全市之力
办好盛会。要按照政府推动与企
业参与相结合、行政引导与市场
运作相结合、软件提升与硬件提
高相结合的原则，精心组织好各
项筹备工作。要务实办会，打造
品牌，充分彰显扬州魅力，展现城
市宜游形象。要精心策划，充分
展示文旅产品，促进扬州市文旅
产业加快发展。

会议认为，为确保此次博览
会安全、成功、圆满举行，要完善
组织领导机制、日常工作机制和
条线对接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扩
大扬州城市影响力，推动扬州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何进）

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将在扬州举行

山东烟台敲定今年会展业“大盘”
■ 逄苗

昆明会展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征程

本报讯 在近日举办的俄中
实业家理事会 2018 年工作总结
会上，俄总统保护企业家权益全
权代表兼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
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表示，在
俄中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2018年俄中务实合作进展顺利，
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双方通过圣
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俄中博览
会、东方经济论坛、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等多个重要平台建立起了
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合作。

季托夫坚信，通过各方努
力，俄中两国领导人提出的将双
边贸易额提至 2000 亿美元的目
标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从事俄
中经贸合作的人士纷纷表示，今
年是俄中建交 70 周年，双方将
携手努力，进一步加强战略合
作，推进各领域、全方位合作，推
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地造福
两国人民。进一步挖掘俄中合
作巨大潜力，双方经贸关系在
2019年将迎来新发展。

（宗赫）

本报讯 长春市贸促会日前
透露，以“新技术、新零售、新生
活”为主题的 2019中国（北方）新
零售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4日至
26日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力求推动北方传统企业转型升
级，拉动创业就业新动能。

展会规模达 3 万平方米，将
设置十大展区，集中对新零售知
名企业，新零售终端及特色无人
店、样板店、体验店企业，新零售
无人自助设备企业，新零售共享
生活方式企业，新零售科技企业，
新零售餐饮连锁企业，新零售物
流及仓储企业，社交新零售企业，
金融企业，传统知名企业进行集
中展示。

作为中国北方首个以新零
售为主题的产业博览会，组委会
将针对无界零售、无人零售、社
交新零售、新零售物流、新零售
科技等参展企业开拓市场的需
求和北方传统企业的商业转型
升级诉求，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以此调整吉林省商业业态结构、
引导模式创新、促进跨界融合、
推动创业就业。

（胡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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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通过会展平台
建立良好经贸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