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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三届进口博览会
企业商业展的参展报名已于8月
1 日启动，境外企业将可以通过
官方网站开始报名。

根据要求，第三届进口博览
会企业展仅接受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外（含港、澳、台）合法注册的
法人企业参展；仅接受在境外生
产的商品，或服务提供地在境外
的服务产品参加展示。

不少企业已经在积极准备报
名参展第三届进博会。（何进）

本报讯 近日，上海宝冶承
建的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期项目
装配式机房正式开工，16名工匠
经过简短的开工仪式后，投入位
于地下室一层的制冷机房的装配
安装。目前，厦门国际会展中心
四期场馆初具雏形，钢结构已经
全部完成，正值机电安装调试高
峰期。

据悉，承建方上海宝冶在装
配式机房领域已经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实战经验，在深圳莲塘口岸
项目、深圳同维工业厂区等项目
上均有成效，上海宝冶的装配式
机房为高效、精确、绿色、环保的
机房施工提供了样本。

本次厦门国际会展中心项目
的制冷机房，占地面积约 550 平
方米，机房净空高度达 5.18 米。
主要设备包含冷水主机 4 台，水
泵 10 台，阀门 122 个，法兰 413
片，螺栓 4700 余套，将全部通过
装配式进行安装，将节约工期，实
现绿色建造。 （吴思）

4 月 28 日 ，2019
世界园艺博览会（以
下简称2019北京世园
会）在北京延庆举行
了盛大的开幕式，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
讲话。习近平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
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
布局，建设美丽中国
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
向往之的奋斗目标。

2019 北京世园会
是一个窗口，又一次
向世人展示了我国在
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
河中沉淀的珍贵的艺
术瑰宝，也让我们有
机会了解其他国家的
风土人情，促进了国
内外经济、文化的交
流和沟通。

5月中旬，我有幸
与同事一起前往 2019北京世园会一睹国内外奇观异景。尽管由于参
观时间短，来不及细观2019北京世园会的全貌，有些走马观花，但参观
完部分园区，还是被美妙的世园景观震撼。

站在2019北京世园会门口，拿着免费领取的园区地图，按图索骥，
第一站来到了中国馆。中国馆位于园区的中央，是一个被称为“有生
命、会呼吸”的建筑，整栋建筑都体现了高科技和环保的理念。进入馆
内，祖国各个省份分别呈现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场景，让走进馆内的观
众触摸到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脉络。

我们还参观了中华园艺展示区。陕西园多是历史题材的雕塑，原
汁原味地还原了商山四皓、仓颉造字、杜康造酒、蔡伦造纸等经典故
事。经过湖北园时，可以看到矗立于湖面上的三峡大坝。在北京园，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元代标志性碑刻燕墩。进山东园可以看到闻名遐迩的
趵突泉。一路走去，我由衷赞叹造园者的良苦用心——每个园区的场
地有限，却能将最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呈现给四方游客。

进入国际馆和世界园艺展示区，各国用独特的展示方式展现了绿
色生态这一主题。例如，一入俄罗斯馆，仿佛来到莫斯科郊外——
这里的白余种花卉草木均来自于俄罗斯。再如，在卡塔尔馆，整
座场馆被大树支撑，这便是卡塔尔的国树——锡特拉树，人们还
可以看到卡塔尔城市未来的景象，了解 2022 年世界杯举办场馆的
情况。

站在2019北京世园会的园区内，看到众多外国友邦来这里参加展
会，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无比自豪与骄傲。

（作者系中国贸促会投资促进中心项目经理）
本栏目由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独家赞助

盛放世园，美丽家园
■ 万洋

本报讯 日前，第五届中日韩产
业博览会暨第二届中日韩贸易投资
洽谈会调度会议在山东潍坊富华国
际会议中心召开。据悉，将于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山东潍坊鲁台会展
中心举办的第五届中日韩产业博览
会进入倒计时阶段。

会议指出，中日韩产业博览会
自 2015年起已举办四届，成为在国
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平台。山
东省市对提升本届博览会层次、打
造国家级展会作出了部署安排，特
别是自本次博览会同期举办的主旨
论坛将升级为由中国贸促会与山东
省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级论坛，体
现了国家和省市对中日韩产业博览
会的高度重视。扎实办好本届中日

韩产业博览会，是推进潍坊高质量
“双招双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的有力抓手。

会议要求，中日韩产业合作发
展论坛要上水平，按照国家级论坛
办会标准精细组织。展览展示要注
重展商和采购商的有效对接，组织
国内外优质企业和有需求采购商高
质量参展参会，突出现场订单和意
向成交额。贸易投资洽谈活动要突
出“双招双引”，要超前谋划，深入对
接，着力引进一批高端优质项目。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本届中日韩
产业博览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助

推潍坊“双招双引”实现新的更大突
破。要精心组织、注重实效，精益求
精地做好会前筹备、项目对接、服务
保障等工作，进一步提高办会质量
和水平；对签约项目，要建立工作台
账，做好跟踪服务，安排专门力量跟
进对接，真正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
项目。要突出安全、严守底线，对重
大活动和重点场所，有关部门要根
据各自职能，提前开展工作，及时排
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任何
问题。要加强进一步明确任务、细
化措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此外，中日韩产业博览会筹委会办
公室要加强协调调度和检查指导，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刘祥东）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期
项目装配式机房开工

在信息快速迭代的时代，会展
业需要掌握精准的品牌营销技巧
来加深大众印象，但追本溯源，首
先需要酿“一壶好酒”。换言之，就
是把好产品这一关。

关于品牌营销，我们常常看到

的概念有“营销为王”“流量为王”
等，但无论营销方式多么出其不
意，归根结底，若没有过硬的产品
作为支撑，短暂的流量涌入也只会
成为刹那的狂欢而无法带来细水
长流的价值。品牌曝光是让客户
认识你，产品优质才能让客户爱上
你。借此，笔者与业界分享几点关
于产品的思考。

以 客 户 为 核 心 进 行 产 品 提
供。这点无需过多解释，优质的产
品一定是围绕客户需求而生，但区
分产品的优质等级则需要考量满
足客户需求与体验的程度高低。
在“会展场馆的产品观”中，笔者曾
提到两点，一是基于“我们有什么”
扩充产品清单；二是基于“你需要
什么”，灵活组合产品。无论产品
清单的丰富程度有多高，客户总是
会有更多新的需求产生。这种情
况下，首先要做的是如何结合现有

产品快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
品组合，最大化满足客户需求，并
且服务结束后进行总结并不断更
新产品清单。

以产业为核心进行产品延伸。
越来越多的会展活动不再是单一的
展会形式或会议形式，主办方围绕
产业主题将会展活动不断向外延
伸，无论是在活动同期还是其他时
期内真正将一个活动品牌运作起
来。除了核心的展会项目，很多展
会主办方都围绕产业、展商以及观
众，主办方精心设计了更多衍生场
景。如做深做精垂直领域，在展览
会的基础上打造顶级产业论坛；免
费提供场地为品牌展商设计盛大的
品牌推广，不仅为品牌商提供更多
流量资源，更是促进主办方与展商
的密切合作交流。除展会同期活动
之外，不断地为展会品牌增加曝光
度延长影响力，提升展商与观众的

忠诚度，最终推动产业发展。
以 产 品 为 核 心 进 行 品 牌 传

播。“蹭流量”的营销方式屡见不
鲜，一旦有爆红的热点出现，那么
相似的营销内容将充斥大街小巷，
品牌往往忽略了结合热点也需要
建立在符合“产品人设”的基础
上。近期将《长安十二时辰》融入
宣传中的会展同行都是将热点与
自身做了密切结合，如用十二时辰
描述会展场馆的一天，用十二时辰
展现城市文化等。只有热点与产
品产生化学反应，才能达到精准营
销的效果。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
会展活动迷上了“炫技”，无论是展
陈形式还是产品描述都必须加入

“智慧”“智能”等概念。究其根本，
技术的应用应该是在吸引人群的
基础上有助于产品展示与产品使
用体验，而不是一味追求“科技化”
噱头，以至于观众在热热闹闹的体

验互动之后并没有记住产品的内
容，流量需要转化成商机才有价
值。比如在车展上使用虚拟现实
以及增强现实等技术让观众在互
动中更直观地感受产品性能，才能
将新技术与产品本身进行完美的
结合，达到双赢的效果。

会展业的“产品”不是具象的
物体，总结而言，可以圈定为“服
务”二字，从相关群体来看，会展服
务于主办方、展商、参会者、观众
等；从相关产业来看，会展作为平
台服务各个产业发展并且辐射周
边资源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
一步扩大影响，会展还服务于城市
形象的塑造。会展业需要将“产
品”打磨放在首位，只有提供优质
的产品才能使品牌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北京北辰时代会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总经理）

以产品为核心打造会展品牌
■ 唐雪

第三届进博会启动
企业商业展参展报名

本报讯 在日前举办的 2019
北京世园会“四川日”活动中，眉
山市委书记慕新海表示，眉山的
竹产业具有发展潜力，拥有“竹
编、竹纸、竹钢、竹桶”四大品牌，
未来，眉山将发力竹编织、竹建
筑、竹会展、竹研发、竹培训，眉山
今年将继续举办第二届国际竹产
业交易博览会，为全球竹文化传
播、竹资源利用和竹经济减贫提
供中国方案。

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
是成（都）乐（山）黄金走廊的中段
重点地区及“成都平原经济圈”的
重要组成部分。眉山是四川竹资
源分布重点地区，全市竹林面积
108 万亩，竹产业已成为眉山的
传统优势产业和四川省五大特色
产业之一。去年，眉山举办了第
一届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

（林嘉）

四川眉山发力竹产业会展第五届中日韩产业博览会暨
第二届中日韩贸易投资洽谈会调度会议召开

进入新经济时代，会展业的创
新转型该向何处去？日前，在以“预
见变化 赢接未来”为主题的第六
届学习型会展组织者交流大会（以
下简称会展组织者交流大会）上，来
自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34个城
市的350余人探讨了新经济时代会
展业的跨界融合发展路径。

“来看看其他同行都在忙什么。”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资深人士介绍
说，她参加了五届会展组织者交流大
会，与论坛或峰会不同的是，会展组
织者交流大会重在会展组织实际操
作层面分享与交流，也是业界知名会
展组织者们每年难得的一次聚会。

据会展组织者交流大会组委会
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创办之初，会展
组织者交流大会就本着一个信念：
为业界精英打造一个预判行业发展
趋势，分享观点与思考、交流业务模
式和团队管理的高效平台。

记者注意到，此次会展组织者交

流大会全方位聚焦“以客户为中心”。

“进入集团军时代”

随着跨界、国际投资、异业投资
等渐成趋势，展会过去侧重于展示
及其产生经贸订单的模式被改变。

“现阶段，会展业正面临强大的
市场导向力，就是资金和投资价
值。”深圳博奥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
萧健承表示，这让原本只是在行业
内小范围的竞争一下子进入市场资
本的大规模作战状态。

在萧健承看来，进入新经济时
代，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发生深
刻变化，会展业如何提升显得尤为
重要。他认为，尽管目前会展市场
进入全球化的“大竞争”趋势，但中
国会展业不能盲目扩容，要树立举
办国际高精尖展览项目的目标，需
深耕专业化与国际化的运营模式。

萧健承强调，在碎片化时代，展
览项目主办方要抓住“客户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回归自己的内核，即
撮合商家，形成共同营销的氛围。

“中国会展同行分享的经验都
是直面当前行业的焦点问题，受到
的启发很多。”首次参加会展组织者
交流大会的Money 20/20中国大会
总监庄霓霓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
5G等新技术上走得比较快。

庄霓霓认为，在中国会展市场
快速发展之时，国际上的会展同行
也在前进，中外会展同行应加强交
流。除了办展促进行业间的交流，
整个会展人群体也需要加强交流。

在此次会展组织者交流大会现
场，传统的会展活动模式被看作过
去式，体现商务价值、思想影响、感
官体验、社交价值、情绪感受等5个
维度的会展活动将成为行业引领型
新标杆。

让服务产生更大回报率

“面对参展商，励展推出一个管

家式服务。”励展博览集团（以下简
称励展）副总裁黄兆君介绍说，励展
的展览项目重在为参展商和观众提
供一个好的参展体验。

黄兆君表示，一个知名展会，有
的参展商虽多次参展，对展会已经
了解，但仍然需要主办方提供更细
化的服务，这需要展会主办方思考：
提供怎样的服务才能让参展商获得
更大的投资回报率。

据介绍，除了为多次参展的参
展商提供更细化的服务，面对首次
参展的参展商，励展为其提供一整
套的培训，并在此基础上，由展览项
目组人员在展前为参展商要准备的
参展配有管家，实现一一对接，并根
据展会流程按部就班，提醒展商进
行的相关环节。

此外，黄兆君强调说，任何一个
展会，不只是参展商看中投资回报
率，观众也在计算其参观的投资回报
率。比如，他到展会现场得到了什

么？展会同期现场是否有有价值的
论坛、会议，令其获得视野上的开
拓？另外，若该观众原准备到展会现
场下单，那展会是否有足够的参展商
符合他的采购需求？如果展会主办
方能够为这些提供合适的答案，就能
够为观众带来不错的回报率。

黄兆君坦言，中国作为最具有
潜力的会展市场，不仅机遇多，而且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客户对会展
服务需求和体验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竞争可以说已经无处不在。因
此，会展业亟需专业型销售、市场、
运营、管理、项目策划或开拓型的跨
界人才。

此次会展组织者交流大会吸引
更多展览行业人聚在一起，相互分
享、相互提升，带动同行更多的思
考，为整个会展业带来一个开放的
交流平台，有利于业内人士以开放
的心态面对行业在时代的变化，产
生积极的思考。

会展组织方变身整合资源 提升回报率
■ 本报记者 兰馨

本报讯 济南西部国际会展
中心正式改名为山东国际会展中
心，即将迎来首个展会，为9月举
办的第八届山东文博会预热。

“新建成的山东国际会展中
心面积大、标准高，一个厅的面积
能顶高新馆一层，有些大型展会
会优先放到新馆。根据客户需
要，有的小型展会、会议比较适合
放在舜耕或高新馆。”山东国际会
展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有关人士
说，根据8月展会日程表，舜耕国
际会展中心有科普展、动漫展、艺
博会等 4 个展会，济南国际会展
中心安排了高新啤酒节等6个中
小规模展会，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则举办家具博览会、新能源汽车
展、首届山东旅博会大型展会。

随着新展馆建成，济南形成
了济南国际会展中心、舜耕国际
会展中心和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会
展业“三驾马车”并列的格局。

（李家庆）

济南西部会展中心更名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近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在上海举办。近300家中外展商展出的4000余款展
品、5000多台体验机令玩家目不暇接。 （张亨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