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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会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的构建研究

高洁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 年第 9 期 指导教师：高欣

摘 要：大交会全称为“中国（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中国东北、环渤海经济

区、以及东北亚经济区非常重要的国际经贸盛会。目前大交会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面临转型发展的困境，如何构建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提高办展水平和质量，成为大交会需要

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大交会历年数据的对比分析，系统全面的对大交会的展会

服务进行深入调研，构建更适合于大交会的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并提出实施路径，促进大交

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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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概述

（一）会展服务的定义

会展服务，是主办方或承办方在会展前的策划和准备、会展期间的实施以及会展后续服

务过程中展现出的一种行业规范
[1]
。而它的内容渗透在展会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会展报名、

策划、日程安排、与会者的膳宿、会展布置、现场服务以及会后的后续工作等。可以说会展

服务作为整个展会的核心驱动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展会的名誉、经济效益以及未

来发展。

（二）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的概念界定

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是打破传统展会服务模式的限制，由最专业的服务机构包办展前、

展中、展后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每个流程的服务，促进展会展前阶段的规划准备、展中

阶段的配套服务以及展后阶段的后续服务都实现专业化，系统化。对展会服务的各个环节注

入生命力，所形成的一种全新的行业规范。这种新型的展会服务模式首次提出专业化，改变

传统的展会服务模式，从展会的根本入手，塑造全新而系统化的展会服务体系，将展会的整

体性更加完整化，更好的促进展会实现品牌化、国际化发展。

（三）大交会的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

大交会全称为“中国（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中国东北、环渤海经济区、以及

东北亚经济区非常重要的国际经贸盛会。2014 年大交会开始从工业展转型升级为进出口商

品展，但展会的服务质量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展前宣传模式太过传统，宣传方式古板陈旧；

展台搭建完成之后，主办方对展中的配套服务责任意识薄弱，参展商与观众遇到问题时无法

找到相关专业的权威来解决问题；而展会的后续工作更是草草了事。现如今如德国、美国等

这些拥有最高展会服务水平的发达国家，展会服务模式都已基本吻合于专业服务型模式，这

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都有专业的管理公司在各种权威行业协会的协助下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十分重视提高展会的服务质量，与此同时进行着自由的市场化运作
[2]
。这种专业的服务型展

会模式已经成为了展会的发展趋势，而大交会也认知到了自身在展会服务中的问题和不足，

服务水平逐步走向专业化，建立更符合大交会展会服务发展的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使得大

交会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展会。

二、大交会历年发展的对比分析

本文截取了大交会从 2008 年到 2015 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大交会组委会，将大交会历

届的展会观众数量、参展商数量、海外观众所占比例、参展商参展次数、参展商获得展会信

息渠道这五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中我们分析出大交会在展会服务当中存在问题和不

足。

（一）历届展会观众数量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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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历届展会观众数量对比

通过对 2008 年到 2015 年间大交会的展会观众数量对比分析，得出近七年大交会观众数

量的数据变化，2008 年到 2010 年的展会观众人数一直呈上升状态，而在 2011 年至 2012 年

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随后，观众数量开始减少，直至 2013 年，观众减少 5000 人左右，达

到近 8 年的最低值。但是，2014 年以后展会观众数量显著上升，尤其是 2015 年展会观众数

量达到了历届之最，由图 1-1 可见。大交会观众数量的变化基本保持稳中有升，近几年一直

在完善展会专业服务的功能，促进展会服务实现专业化，满足展会观众的需求。而大交会也

应该继续保持自身已有的专业服务优势，取长补短。

（二）近五届参展商数量对比分析

图 1-2 近五届参展商数量对比

近五年大交会展商的数量呈现不稳定波动态势，但波动幅度不大，在区间 710 个到 800

个之间上下波动，由图 1-2 可见。这一部分说明展商数量是展现大交会品牌实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办方或承办方为展商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是影响展商参展的重要因素，而提高专业服

务水平将是吸引大交会展商再次参展的核心驱动器。

（三）历届海外观众所占比例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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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近五届海外观众所占比例对比分析

海外观众是衡量一个展会国际化的标准之一，从图 1-3 的数据可以看出，历届海外观众

所占比例整体上来看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 2014 年, 这一年的海外展商所占比例达到最高

值，为 40%。而在 2011 年，海外展商所占的比例达到最低值，为 22%。但 2011 年到 2014

年的海外观众比例一直稳步增长。吸引更多的海外观众，有利于提高大交会的国际化程度，

而如何做好海外观众的服务工作将是主办方的又一核心问题。

（四）近三届参展商参展次数对比分析

图 1-4 近三届参展商参展次数对比

通过大交会三年来参展商参展次数的数据研究中发现，近三年来只参加过一次大交会的

参展商数量最多，尤其在 2013 年达到 55 个。而在 2015 年参加过三次以上的参展商比历年

增加了 10 个，由图 1-4 可见。这一部分一方面说明许多展商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来到展会，

而提高展会服务水平以及专业化程度将更好的留住这些新顾客。另一方面说明参加展会已经

成为企业宣传推广的重要营销手段，并且也印证了大交会已有稳定的老顾客群体并以增长的

态势发展，而对展商优质专业的服务是吸引新展商保留老客户的关键因素之一。

（五）近三届参展商获取展会信息渠道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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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近三届参展商获 取展会信息渠道对比分析

从图 1-5 中可以看出，参展商获取展会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主办单位发出的邀请函，占

41%。其次通过同事、商会介绍，占 24%。而电话市场推广与电子宣传邮件的比例相近，分

别占 9%和 11%。这一方面说明大交会在宣传推广的过程中方式缺乏创新意识，而展会的信息

宣传渠道将是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中所涉猎的又一主题，如何做到更专业化的宣传手段也将

是展会宣传营销手段的又一大亮点。

三、大交会提供的专业展览服务分析

笔者以 2015 年大交会为例，通过对展会的深入调研，以大交会已有的专业展览服务特

色和优势等方面为理论依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更进一步的为大交会构建专业服务型

展会模式提供支持。

（一）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创新发展模式

2015 年大交会举办期间开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大连行首届中国景德镇‘瓷’文化

博览会”活动。此次活动正是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以景德镇陶瓷艺术为载体，

目的在于促进东北亚枢纽大连市与“千年瓷都”景德镇市之间的文化碰撞与艺术交流，活跃

两地市场经济贸易，进一步扩大大交会的市场空间，打造服务于大连及辽宁省“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经贸交流平台。

（二）现场精彩活动，吸引众多参观者

此次在大交会期间作为重磅推出的景德镇“瓷”博会活动，有千余件景德镇精品的陶瓷

震撼亮相滨城。为了展示独具个性色彩的陶瓷艺术品，在展台设计方面也别具匠心，除了标

准展台和特装展台外还搭建了许多展示效果更好的标摊变异，使在场观众可以更立体的欣赏

殿堂级艺术精品。组委会特邀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举办了一场陶瓷知识讲座。此外还有景德

镇悦动瓷乐队到现场奉上精彩表演。以瓷为媒，牵手大连，一场陶瓷盛会，让景德镇的陶瓷

艺术在滨城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三）提升本土品牌，助推本地产业发展

本届大交会吸引了大连圣胜商贸、大连滨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大连保税区进出口样衣、

大连东丘商贸有限公司等多个大连本地品牌参展，创历届之最。大交会为大连本土企业提供

了最佳的展场位置和专业服务，着力提升本土品牌的影响力，为大连企业“走出去”搭建了

绝佳平台，助推本地产业大发展。

（四）服务质量有效提升，参展商和观众评价满意

根据参展商对展会的综合评价，在历届大交会的举办过程中参展商对本届大交会的服务

质量最为满意，特别是对会搭建服务、展品的运输和保管，而观众最满意的就是展会现场服

务。可见，大交会的专业服务意识逐渐增强，服务质量也得到有效提升。

（五）内容重于形式，搭建合作平台

成功走过 28 载的“大交会”，2014 年开始重新定位成为综合类展会，增加了海外时尚

精品的元素。2015 年又重磅推出瓷器展，不仅成为中国东北和环渤海经济区以及东北亚经

济区重要的展会，更为国内外展商搭建了一个寻找商机、合作共赢的交流平台。借助大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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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将有诸多企业、展商落户大连，对活跃本土经济、提升城市美好形象起到重要的

拉动作用。

四、大交会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构建的实施路径

（一）展会配套服务专业化

1.提高展会配套活动的丰富性

现代展会的举办过程中，为提高展会活动的专业参与性与多样性，大多会通过联合各大

媒体和知名企业，在展会举办期间开展论坛、讲座、拍卖会等各类活动。但若想做到打破常

规、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就一定要借助现代科技这一不可或缺的新兴力量，例如“互

联网+”、“跨境电商”、“电子商务”等。2015 年 的“两会”上“互联网+”成为最热门

的话题之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

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

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4] 。若将新兴媒体加入到展会专业服

务中去，将会实现会展业务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的完美结合，使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观众

和参展商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参加的主题活动。

2.注重展会的商贸功能

大连作为东北亚枢纽城市，是辽宁向北对外开放的窗口，是“一带一路”政策下的排头

兵。大交会应利用这一优势不断提升展会的商贸功能，同时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增强大交

会的投资，贸易与洽谈合作方面的商贸功能。将大交会定位为连接我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国

家的枢纽站,在立足本地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周边城市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并重点邀请日

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海外参展商和采购商。

（二）展会组织与接待服务专业化

1.强化展会服务打造专业服务型展会模式

专业化是提升会展的关键。当今世界的一大特征就是专业化，专业化既是一种竞争优势

能力，又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比较综合性展会而言，专业性的优点使其成为当今会展活

动的主流
[3]
。而专业服务型模式，将成为传统展会模式中的新篇章，新动力。通过为参展商

和观众提供更加有序、更专业和更多样化的服务，使参展商和观众对展会有更高的认可度，

从而形成“优化”效应，促进展会可持续发展。

（1）打造移动展会服务平台

建立专业服务型展会的重要环节就在于打造移动展会服务平台，利用智能手机、手机软

件 APP、服务公众号、移动终端、二维码技术等现代移动科技平台全面服务于大交会的参展

商和观众。建立专属于大交会的 APP“大交会＋”和“大交会服务公众号”，使参展商和观

众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到大交会最新最全面的信息。

（2）提高服务意识

展会服务与展会发展共为一个整体。在展会举办期间，场馆内特派志愿者专门为参展商

服务，解决他们在现场遇到的问题，并专设服务台，使参展商在现场可以得到最专业的服务。

2.利用对参展商的专业优质服务吸引观众

（1）住宿与旅游的双管齐下

提升对参展商的配套服务，能够吸引更多参展商参展，而参展商的到来将带来一批高质

的客户与专业观众。对参展商的配套服务将从最基本的吃住行游娱购全面打造。大交会举办

地位于大连最著名之美丽花园星海广场，周边多家五星酒店，酒店周边景致优美，如一方城

堡、大连君悦酒店等等，与酒店的合作不仅带给参展商最优的住宿感受，还将享受到主办方

分发的旅游手册与交通地图等。使参展商不仅参加了一次满意的展会，更享受了一次完美的

旅行。

（2）购物与娱乐的一气呵成

周边多家综合性商场，享受到城市购物的便利与实惠。主办方也与多家活动性商场合作，

使参展商在参展之余可以参加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如室内滑雪场、网球场等等。

（3）交通与餐饮的齐头并进

餐饮除在现场准备的一些特色美食外，将与酒店方合作协商，在参展商住宿期间也将享

受到大连美食。而大连交通的便利也将为参展商提供更便利的服务。轻轨、地铁、公交、有

轨电车、滴滴打车与 UBER 平台都是参展商的多项交通选择。

（三）展会宣传与推广服务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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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求专业媒体合作，提高宣传效果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需要寻找专业媒体合作，在专业的杂志、期刊进行展会信息的相关宣

传，例如：《中外会展》《会展财富》等专业的杂志。也可以在会展之窗，E 展网等行业内

相关网站进行宣传，招商。增强展会宣传效果和展会专业性。充分利用新闻效应召开新闻发

布会和开幕式，邀请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大连市政府等单位的领导和嘉宾，以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媒体代表出席开幕式。

2.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提高宣传广度

传统媒体包括报刊，户外，通信，广播，电视及自媒体以外的网络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大交会可以在半岛晨报和大连晚报设置宣传版块大交会；制作户外广告牌；利用大连电台，

交通广播宣传大交会；还可以在大连电视台，韩国、日本、台湾、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山东、福建等境内外主流和专业媒体投放“大交会”的宣传广告。

信息化社会的现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兴媒体横空出世,进而使得个体的话语

张力、舆论场域的空间半径得以拓展,时间半径得以延伸，如快递信封广告、数字杂志、数

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

体等。新兴媒体可以弥补传统媒体的缺点，而且新兴媒体正在被广泛普及，可以紧跟潮流制

定互联网+宣传计划。

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广泛应用，不断冲击着传统媒体，面对不断出现的创新媒体传统媒体

一直在找寻新的路线,使其在媒体融合时代立于不败之地.本文从几方面入手,探讨了融合时

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共生法则.传统媒体涵盖率高,成本低,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

有数字化,网络化等优势,所以在展会宣传方面要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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