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会展业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近日，在南京举行的 2011 年中国会展经济

研究年会暨中国城市会展（南京）论坛上，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中

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任兴洲一语道破

会展业的成长之痛。

任兴洲指出，中国会展业已成为成长性

最快的服务行业。展览、会议、大型节庆活动

增长快速。但同时也存在着发展过程中的一

些难题，如经营方式仍为粗放型，会展业结构

不尽合理，品牌展会少、创新能力不足，产业

链的科学化、合理化、专业化水平仍不高，有

竞争力的会展企业发育不足，会展业的专业

人才尚欠缺，会展秩序仍待规范，会展管理体

制改革任务仍很艰巨等。

会展不是助推器

一段时期以来，“会展经济是城市发展的

助推器”成为各地发展会展业最强有力的理

由。但经过“十一五”之后，会展经济并没有

成为每个城市的经济引擎，甚至有的城市为

了发展会展业，而不切实际地投巨资建展馆。

“不是所有展会都能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中国贸促会原会长、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高级

顾问俞晓松指出，近年来，很多城市的会展规

划中都提到要成为“会展中心城市”，但不是

所有的城市都能成为会展中心。目前，中国

展馆建设过于豪华，虽然展馆建设要重视配

套设施，但不用豪华，投资过多很难盈利。

俞晓松表示，中国正加快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会展业也要进行反思，不能盲目追求

“又多又大”。“十二五”期间，希望会展业能

够找到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健康前行。

加强法规、标准建设

近年来，会展业相关法规、标准建设成

为业内关注的重点。由于行业协会的缺位，

各地出台的法规或标准都只是区域性的，对

全国会展业不具有约束性。

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副司长王德生介绍

说，2011 年，商务部将发布《展览会基本要求》

（以下简称《要求》）、《组展单位经营服务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等行业标准，希望会展主

办单位、展馆和行业协会加强相关标准的宣

传和贯彻，以规范行业行为，不断提高办展的

质量和服务水平。同时，要继续推进行业信

用、会展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安保反恐机制等

建设，全面提升行业管理水平。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要求》、《规范》

在全行业内恐怕不具有执行力。业内更期

待具有强制性的规范出台，以管理目前会展

业的发展乱象。

会展地位再获提升

对于业内关注的“十二五”期间会展业

的发展，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

泽 炎 表 示 ，按 照 现 行 的《国 家 标 准 GB/T

4754 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民经济

共有 20 个行业门类，95 个行业大类，396 个

行业中类，913 个行业小类。其中，会议展

览服务业只是 913 个小行业之一，代码为

L7491。显然，913 个小行业不可能全部写

入国家《五年规划》。而会展业能够写入就

说明会展业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即使仅写

入一句话也很好。

陈泽炎指出，对于服务业的总体布局，

“十一五”规划提的是“加快发展服务业”，

“十二五”规划提的是“营造环境推动服务业

大发展”，这说明国家对于服务业的发展已

从一般性地提出要求和目标，到了需要从营

造环境入手进行推动的阶段。中国会展业

的发展状况也印证了这样的发展路径。论

坛期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

长霍建国、北京市贸促会副会长储祥银、浙

江省国际会展业协会会长郭牧、上海会展行

业协会副会长龚维刚、成都博览事务局局长

陈琳等分别从全局或各会展主流城市编制

会展业发展规划的过程，印证营造、建设会

展环境对城市会展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推动会展企业上市

任兴洲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会展

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着力点，应为从数

量扩张向数量与质量共同提高转变，打造

特色化、品牌化。要在经营管理理念、会展

产品、运作模式、营销模式、服务方式和政

府、行业的管理政策方面加强创新。真正

将会展业作为产业来经营，在最大限度地

满足参展商和观众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会

展企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推进会展企业

上市，向海外移植品牌展览会。充分利用

各种现代科技手段，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

供更科学、更便捷的配套服务。从展会形

式、经营上加强多元化融合发展，从而增强

综 合 竞 争 力 。 大 力 推 进 会 展 行 业 的 生 态

化、低碳化发展。加强区域交流，促进中西

部城市会展行业的提升。同时要加大现代

信息技术应用，引领会展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国际展览局秘书长

文森特·冈萨雷斯·洛塞泰斯致函中国贸

促会会长万季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

锦珍，表示：“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

壮丽、辉煌与难忘是我们共同为之奋斗

的目标。中国馆不仅在世博会期间是最

吸引人的国家馆之一，即使在未来，它也

会是世博会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展馆。”

洛塞泰斯表示，多年来，中国贸促

会与国际展览局的密切配合，实现了

让世博会成功、精彩、难忘的梦想。他

衷心感谢中国贸促会世博会团队付出

的所有努力。

此外，洛塞泰斯还期待，未来中国

贸促会与国际展览局合作更加密切。

（静 安）

2010 年 4 月，三年一届的全球工程机械

领域规模最大的展会—bauma2010 在德国

慕尼黑举行。当再次回顾这一展会时，不难

发现，知识产权纠纷毫无疑问地成为此次展

会的热点话题。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国际工

程机械市场普遍下滑，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现在国际

展会上，与此同时，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已成

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

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格外关注。

据统计，在此次展会上，涉及中国企业

的共有 8 起知识产权纠纷，其中 3 起为询问

函、5 起为临时禁令。有的起诉方律师就明

确表示，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专等在展会

上执行，目的就是要借 bauma 展的影响力扩

大宣传效果，损害中国相关企业的名誉并阻

止其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中国

参展商应对涉外展会知识产权法律加以高

度重视，做到未雨绸缪。

海外参展面临三种知识产权纠纷

由于各国法律不尽相同，企业在不同国

家参展会遭遇不同的标准，但知识产权纠纷

主要包括三种，即商标侵权、专利侵权和软

件侵权。商标侵权是境外展会表现较为明

显的一类侵权行为。近年来，随着大多数企

业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商标侵权行为正在

逐渐减少，但仍有一些企业因为知识缺乏，

在无意识中作出商标侵权行为。此类知识

产权侵权可以通过参展商的重视和提前准

备加以避免。专利产品具有专有性，专利经

过法定程序认定, 即受法律保护, 专利所有

权人对专利享有排他的权利，未经专利所有

权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擅自

使用、生产、销售或进出口专利产品,否则就

构成专利侵权。此种类型知识产权侵权在

中国企业海外参展纠纷的比例正在不断增

加。还有一种侵权属于软件侵权，此种侵权

行为在国外控制极为严格，但在中国还未引

起足够重视。在展会中，如果在现场以演示

为目的计算机使用盗版软件或展品本身使

用盗版软件，即构成软件侵权。

展会知识产权涉及众多国际公约

目前，国际会展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所

涉的国际公约众多，涉及展会知识产权问题

的国际法律文件主要有《国际展览会公约》、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公约》等，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上述全部国

际公约。

《国际展览会公约》明确规定了世界性

展览会的分类，举办条件及参展者和组织者

的权利和义务。该公约通过相关主体或权

利义务人的规则条款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

做出规定。在此次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备

和举办过程中，各参展方的展览品和宣传品，

各参展方的展馆、展板和展台设计与装饰，各

参展方在其展区中销售的纪念品，各参展方

所组织的论坛以及各国文艺工作者的表演，

涉及大量智力成果。各参展方的智力成果只

有在世博会的主办国获得充分保护，才能真

正在世博会上展示，并通过世博会加以推广

和传播。由于中国政府重视世博会的知识产

权保护，依据《国际展览会公约》的原则，《世

界博览会标志保护条例》在世博申办成功后

就着手制定，成为上海世博的第一部专门立

法。对展会知识产权法律的重视，构成了世

博会成功举办的关键一环。

了解展会举办地法律

根据属地管辖权原则，在一国举办的展

会除了应该遵守已加入的国际公约外，还必

须符合举办国的法律原则和司法程序。但

各国法律对于知识产权的规定不尽相同，而

参展商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不可能要求他

们通晓展会举办国法律，即使是国内知识产

权律师，也无法精通举办国不同的法律和司

法程序。在此情况下，遇到纠纷后尽快咨询

当地专业律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展览

业大国德国为例，在德国展会现场，如果发

生知识产权纠纷，德国企业常用的维权手段

是：向被告方发出警告函，向法院申请发放

临时禁令，临时禁令和民事诉讼可强制执

行，民事诉讼也可以在被告方下次参展时执

行。临时禁令一旦下达，展商必须立刻将侵

权产品或宣传目录从展台上取下。如果商

标或外观设计侵权，临时禁令执行人可以根

据要求没收展品；如果权利人因费用而申请

法院扣留被告人的财产，执行人可以扣留展

台上所有的展品。德国展会现场临时禁令

下达非常频繁，中国展商在收到临时禁令

时，应立刻向德国律师咨询，寻找庭外和解

的可能性，不可因德国的法院判决在中国不

能直接强制执行而存侥幸心理。

出国参展与知识产权法律有着非常密

切的联系。企业通过出国参展来拓展海外

市场，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保驾护

航。知识产权法律是现代科技、文化和经济

活动中通行的游戏规则，也是赴海外参展企

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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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传真

会展关注

从 bauma2010看涉外展会知识产权纠纷
■ 柴 杨

本报讯 由中国贸促会、意大利

佛罗伦萨贸促局共同主办的中国—意

大利企业 B2B 洽谈会近日在意大利

佛罗伦萨举行，中国贸促会副秘书长

隋建民带领中国经贸代表团出席。

佛罗伦萨贸促局局长彭特洛表

示，中国一直是意大利的重要合作伙

伴，意大利企业乐于参加在中国举行

的洽谈会和展览会。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 ，中 国 经 济 发 挥 着 愈 加 重 要 的 作

用。意大利企业愿意在旅游、纺织、汽

车和建材等传统合作领域及新能源领

域与中国进行进一步合作。

据统计，2010 年中意双边贸易额

达到 450 亿美元，实现了此前双方提

出的既定目标。

隋建民表示，2005 年，中国贸促会

同意大利商会联合会签署了两组织的

合作协议。B2B 洽谈会作为协议中加

强企业合作的重要内容，一直是两组织

的合作方式。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

重要贸易伙伴，去年中意双边贸易额同

比增长 44.5%。截至 2010年 12月，意大

利在华投资项目共计 4383 个，合同外

资金额 107 亿美元，实际投入 51 亿美

元。中方希望在鼓励中国企业赴意投

资的同时，意方也能够向中国出口更多

有竞争力的产品，使双边贸易投资发展

更为平衡。中国将实施“十二五”国民

经济发展计划，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和重点行业的发展，扩大内需市场，提

高居民消费，增加进口，鼓励中国企业

进行海外投资。

此次洽谈会期间，中国贸促会安

徽省分会和佛罗伦萨贸促局签署了

合作协议，推动安徽省和佛罗伦萨市

企业间的交流和合作。 （毛 雯）

本报讯 第 109 届广交会将于 4 月

15 日至 5 月 5 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广交会新

闻发言人刘建军近日表示，本届广交

会将设标准展位 58706 个，比上届增加

1570 个，增幅为 2.75%；展览总面积将

达 116 万平方米，比上届增加 3 万平方

米；将有超过 2.3 万家境内外企业参

展，企业参展规模和展览规模均创历

史新高。

此外，本届展会进口参展商品的类

别将从原来的 12 类缩减为 7 类，原来的

小型车辆、日用品、厨卫用具、纺织品和

服装鞋类产品将不再展出。

“这一变化是和中国的进口国家

政策导向以及广交会进口展览专业化

的方向一致的。”刘建军表示，十一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

划纲要提出，要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

大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国内短缺资

源和节能环保产品进口，同时适度扩

大消费品进口，优化贸易收支结构。

（宗 欣）

“十二五”会展业结构调整声声急
■ 本报记者 兰 馨

国展局致函中国贸促会

再次祝贺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

中国—意大利企业B2B

洽谈会在佛罗伦萨举行

109届广交会进口

参展商品缩编为7大类

3 月 28 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服装

服饰博览会（CHIC2011）在北京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新馆）拉开帷幕。

服博会由中国服装协会、中国国际

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贸促会纺

织行业分会共同举办，展会规模达 11 万

平方米，吸引了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千余个品牌参展。

近两年，服博会主办方进行了一系

列的跨界尝试。2011 年，以“梦飞扬”为

主题的“真维斯·CHIC2011 时尚艺术长

廊”通过绘画和装置等艺术表现形式，把

1993 年至 2011 年，19 年间的社会时尚风

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而“CHIC 时

尚生活广场”的首次建立，更是从体验的

角度将“跨界”理念融入专业展会中。

除此之外，服博会期间，还有如意·
2011 中国服装论坛、2011 中国服装发布

汇、第七届中国服装品牌年度大奖等 60

余场相关活动精彩上演。 （兰 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