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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影像博览会：“影像无极限”

斯图加特国际门窗及遮阳技术展全球系列：

打开新兴市场大门

多重考虑 选择合适的展会

芬兰Finlandia会议中心

维也纳奥地利中心

美国展览研究中心发布《2016 年美国展览指数报告》

 法兰克福国际会议
 及奖励旅游展：
 紧跟行业潮流

故事驱动 文化盛事
——访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

增强中捷贸易 开拓中欧市场

——访捷克布尔诺商展公司首席执行官辜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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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影像博览会：“影像无极限”

斯图加特国际门窗及遮阳技术展全球系列：

打开新兴市场大门

多重考虑 选择合适的展会

芬兰Finlandia会议中心

维也纳奥地利中心

美国展览研究中心发布《2016 年美国展览指数报告》

 法兰克福国际会议
 及奖励旅游展：
 紧跟行业潮流

故事驱动 文化盛事
——访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

增强中捷贸易 开拓中欧市场

——访捷克布尔诺商展公司首席执行官辜立杰



5 月 14 日，在中国进口商品第一大展——义乌进口商品展期间，中国进口主题展览主办

方峰会在义乌举行，国内各大进口展主办方就如何推动进口展行业的专业化发展进行了探讨。

有意思的是，大部分参会单位都具有海外自办展业务。一方面，说明进口展与海外自办展资

源重叠之处；另一方面，本次会议提出的如何办好国内进口类展会的建议，对海外自办展也

有很多借鉴作用。

建立中国进口展主办方机制。通过加强各成员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统一对外宣传，建

立中国进口展资讯中心，统一对外宣传。虽然进口展自 2005 年以来才取得明显发展，但各主

办单位已充分意识到共享信息、分享资源的重要性。出国办展，主办方除了要承担国内办展

的一般风险，还需要克服国际联络、外事协调等额外挑战。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包括国外“山

寨协会”黑名单等，定期交流经验，可以使海外自办展组展单位少走弯路，提高效率。

差异化发展。各地进口展的展商可以不拘一格来自全球各地，但展会覆盖的重点行业一

般与当地特色产业相吻合，形成展会发展与产业增长相促进的双赢局面。同样，海外自办展

也需要主题鲜明。实践证明，“大杂烩”式的综合类自办展由于定位较模糊，难以吸引高质

量的对口买家，深入发展。因此，国外自办展的主办方要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寻找合适的展

会主题。例如，机械行业协会可以打造机械类产品为主的海外自办展。

展、会分离。义乌峰会上有代表提出，政府主办的进口展规格较高，在邀请海外展商和

境外政府机构方面有着很大优势，而市场化运作的民营办展机构举办的展会虽然有专业化运

作的正确方向，却恰恰很难实现政府展会的对话交流优势。与此类似，在自办展领域，政府

的支持非常宝贵甚至必要，但对展会的过度扶持和干预反而阻碍了展会市场化运作、专业化

发展的自然规律。如果海外自办展能够将展览部分交由专门的办展机构按照市场需求规律运

作，同时邀请政府机构按照目的国的实际情况设立高端经贸论坛等配套活动，无论对展会层

次的提升还是展会的永续发展都有益处。

不久前结束的 2016 年春季广交会，到会海外客商逆势增长，从侧面反映出海外买家对中

国产品的采购意愿加强。在此背景下，通过海外自办展更多地将中国品牌推向世界，应是大

有可为。如何推进海外自办展的可持续发展，以上几点建议或可纳入主办方的考量范围。

� 编辑部　　

关于海外自办展
专业化运作的几点思考

卷首语 / Preface



今年11月18-20日，

由法兰克福展览公司举

办的 2016 年印度国际

媒体展览会将在钦奈

举行，为印度当地广告

技术服务商提供交流

平台。该展会已在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共举办 38 届。目前，

主办方决定在印度次大陆南部举办该展会。今年展会将展示

印刷、室内外广告行业与数字标识领域的创新方案。

Media Expo also in Chennai
Media Expo draws together all the sectors of modern 

advertising technology under a single roof and for many 

years has served advertising specialists as a procurement 

platform for indoor and outdoor advertising, print and signage 

solutions. After 38 editions in Mumbai, Delhi and Kolkata, the 

organisers at Messe Frankfurt have now taken the decision 

to establish the fair in the south of the subcontinent. So from 

November 18 to 20, 2016 the meeting of Indian advertising 

and media specialists will be hosted by the Chennai Trade 

Centre, and present innovations from the areas of printing, 

indoor and outdoor advertising and digital signage.

印度国际媒体展将于钦奈举行

韩国 Coex 会展中心与釜山会展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发

展业务。协议内容包括双方的合作模式、双方在韩国国内外的展览

业务信息交换机制，以及共同在釜山举办行业展会等事宜。双方首

次共同举办的展会将包括 2016 年首尔专业摄影展的子展釜山影像

展、2016 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等。此外，双方还将共同探索办展机会，

以促进韩国会展行业的发展。

Coex collaborates with BEXCO to 
bolster MICE industry 

BEXCO and Coex hav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help each other expand their business 

through collaboration. The MOU covers practical method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organisations, including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s about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Korea, and co-organising local, specialised 

exhibitions in Busan. As the first collaboration, Coex and 

BEXCO will host Photo & Imaging Plus Busan, which is linked 

to Photo & Imaging and Photo & Imaging Pro in Seoul, as well 

as the 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2016 (PIFF).

Coex 会展中心与釜山会展中心联手促进展览产业合作

3 月，德玛吉展览集团宣布收购总部位于南非约

翰内斯堡的非洲老牌主办方 EMS 展览服务公司。德

玛吉展览首席执行官 Geoff Dickinson 表示，“EMS 展

览公司拥有非洲最大经济体的丰富资源，此次收购是

我们将自身打造成非洲大型主办方的战略步骤之一。”

当前，德玛吉展览在非洲大陆共举办12 个展会，

包括摩洛哥建材与室内装修展、埃及石油与天然气展、

肯尼亚建筑涂料展以及在英国伦敦和卢旺达基加利举

办的非洲环球投资峰会。并购后，EMS 展览公司现有

的五个展会项目纳入德玛吉展览旗下。

 dmg events acquires Exhibi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dmg events has announced the acquisition of long-established Pan 

African exhibition organiser Exhibi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Pty 

Ltd (EMS), headquartered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Geoff 

Dickinson, CEO, dmg events, said: "This acquisition is part of our 

strategy to become key event players in Africa. EMS offers a strategic 

hub in Africa's largest economy.” EMS adds five shows to the existing 

portfolio of dmg events, including Africa's Big Seven (AB7), the 

continent's biggest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trade expo; INDUTEC, 

industrial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expo CIS. dmg events now 

operates 12 events across the continent, including construction and 

interiors in Morocco, oil and gas in Egypt, construction and coatings in 

Kenya, and the Global African Investment Summit that takes place in 

London, UK and Kigali, Rwanda. 

德玛吉展览集团收购非洲 EMS 展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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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为了推进斯里兰卡与中国

酒店用品与食品领域的合作，使中国企业家

深入了解斯里兰卡投资法律环境和对斯投

资机会，对接双方企业，斯里兰卡驻华大使

馆商务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筑

材料行业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

京市分会主办的斯里兰卡投资洽谈会及酒店用品食品展发布会在斯里兰卡驻华大

使馆举行。中斯两国 50 多家机构和企业近50 名代表和10 多家媒体代表出席此

次活动。

展会将于今年9月30日至10月2日在科伦坡斯里兰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抓住斯里兰卡商机

当地时间 3 月 29 日，姜增伟会长

在捷克布拉格会见了捷克工业与贸易

部副部长哈维佛利切克。双方共同签

署了中国以伙伴国身份参加 2016 年捷

克布尔诺国际机械博览会备忘录。

姜增伟表示，我们高度重视中国作

为伙伴国参加 2016 年捷克布尔诺国际机械博览会。中国贸促会将积极筹备，

组织中国领军企业参加展览，重点展示高铁、核电、航空、机械、冶金、建材等

领域先进产品和技术，确保参展效果。哈维佛利切克说，感谢中国作为伙伴

国参加今年展会，愿在展商招募、展览面积、参展服务等方面给予中方必要协

助和便利，努力把这一展会打造成为促进中捷贸易发展乃至中国 - 中东欧国

家“16+1 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国成为 2016 年捷克布尔诺国际机械博览会主宾国   China participates 
in MSV as Partner 

Country 
On 29 March loca l t ime, CCPIT 

President Jiang Zengwei met with 

Jiri Havlicek, Vice Minister of Czech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the 

Czech Republic, the two sides signed 

MOU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2016MSV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Fair,  as Partner Country. MSV is 

Central Europe's largest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takes place 3-7, 

October this year.

近日，ITE 展览集团宣布，从 9月

1日起，Mark Shashoua 将接替 Russell 

Taylor成为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ITE 称，这是公司领导层有序更

替的一部分。ITE主席Marco Sodi表示，

在过去二十年里，Mark Shashoua 是国

际展览界的关键人物。

Shashoua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是 ITE 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并于 1995-

1998 年担任过集团董事总经理。对此任命，Shashoua 表示，“我非常高兴能

加入 ITE。目前，ITE 的业务从成立之初的以东欧为主扩张至世界各地，并运

作许多行业领先的展会，我非常盼望继续推进集团展会业务的进一步扩张。”

Mark Shashoua newly 
appointed as CEO of ITE 

Group 
Mark Shashoua is set to become chief 
execu t i ve o f o rgan ise r ITE Group , 
with Russell Taylor standing down as 
group CEO from 1 September On his 
appointment, Shashoua said: “I’m delighted 
to be joining ITE. During Russell’s tenure 
he has developed the business from 
its original Eastern European roots and 
expanded it into multiple markets. The 
business enjoys many market leading 
events in the geographies it serv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business moving forward.”.

 Mark Shashoua 将成为 ITE 集团首席执行官

Tap into Sri Lanka 
Hospitalit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n 18 May, Sri Lanka Trade Conference 
& Hotel, Hospitality and Food Asia Press 
was held in Beijing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Sri Lanka hospital i ty 
industry. Officials from Sri Lanka Embassy, 
leaders from CCPIT Building Material 
Subcouncil, exhibition agents and media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 exhibition 
this year will be held in Sri lanka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in Colombo, capital 
city of Sri Lanka from 30 September to 2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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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 年 年 初

开 始，Juan Pablo De 

Vera 开始担任巴西会

展协会董事会主席。

他也是励展博览集团

巴西公司的总裁和巴

西会议与游客局主席，拥有 21 年的会展行业经验。

Juan Pablo De Vera
From 2016, Juan Pablo De Vera is the new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União Brasi leira dos 

Promotores de Feiras (UBRAFE). De Vera brings more 

than 21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exhibition business 

to the post and is the president of Reed Exhibitions 

Alcantara Machado and board chairman of the SPCVB 

Administration - São Paulo Convention & Visitors 

Bureau.

Juan Pablo De Vera 就任巴西会展协会主席

西 班 牙 出

版界最 重要的展

会——2016 年第

34 届西班牙国际

图书展将于 10 月

12-14 日 在 Gran 

Via会展中心举行。

展会由西班牙出版商协会主办，轮值承办方为巴塞罗那展

览公司。展会预计将有来自 16 个国家的 500 多家出版机

构参展，主要目标为提高出版商书籍来年在西班牙与国际

市场的销量。今年展会仍将重点关注数字化内容、个人出版、

新兴出版社以及印刷服务等领域。

Book lovers meet in Barcelona 
This year it’s Fira de Barcelona’s turn to organise Liber, 

the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promoted by the Spanish 

Publishers’ Association (FGEE). From October 12 to 

14, 2016, at the Gran Via venue will be hosting the 

34th edi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for the Spanish 

publication industry, which is expected to represent 

some 500 publishing houses and companies from 16 

countries. The show is determined to continue driving 

the upsurge in sales of recent years i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is edition of Liber will be 

shining a spotlight once again on digital content, self-

publishing, new publishing houses and – a first this year 

– printing services. 

西班牙国际图书展再度聚焦数字化内容

 Welsh to build 80 million pounds 
convention center 

On 5 April, the Welsh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has 
agreed in principle to form a joint venture partnership with 
Wesley Clover to move forward proposals to construct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The proposed 80 million pounds facility will be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up to 5,000 delegates with a total 
floor space exceeding 20,000sqm. The ICC could be 
completed and ready for use in 2019.

Welsh Government minister for economy, science and 
transport Edwina Hart said: “The new convention centre 
will provide a considerable economic boost to Wales. 
We need a world-class convention centre in order to 
capitalise on Wales’ growing reputation in this area, to 
host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conferences on a regular 
basis.”

4 月 5 日，

威 尔 士 政 府 宣

布 基 本 通 过 决

议，将与 Wesley 

Clover 公司合资

兴 建 一 个 国 际

会议中心。

该项目预计耗资 8,000 万英镑，预计 2019 年完工，建

成后楼面面积达到 20,000 平米，可容纳 5,000 名参会代

表。威尔士政府经济部部长 Edwina Hart 表示，“新的会议

中心将为威尔士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在举办了北约

峰会等高端国际会议之后，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会议中心来

匹配威尔士不断增长的声誉，并举办更多国际会议与活动。”

威尔士拟投资八千万英镑建立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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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国际会议中心

协 会（AIPC）

宣 布 2016 年

年会将重点关注全球会议中心的业务创新与市场适应性，这

也是场馆在严峻的竞争中增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今年年会

将于 7 月 3-6 日在法国南特举行。会议期间，全球顶级场馆

高管人员与相关行业专家将深入探讨如何会议中心如何应对

当前挑战，拓展业务。

国际会议中心协会年会聚焦业务多样化与场馆适应性 AIPC Annual Conference Addresses Key Issue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Adaptation

On April 12, AIPC -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vention Centres – has announced a 2016 
Annual Conference program that focuses on 
today’s most urgent priority for centres worldwide 
– how to stimulate the kind of creativity, innovation 
a n d a d a p t a t i o n t h a t h e l p c e n t r e s m a i n t a i n 
competitiveness in a tough market. The Conference, 
which will take place July 3-6 in Nantes, France, 
will offer new and thought-provoking insights from 
a range of presenters and discussion leaders who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relevance in a variety of 
related fields.

4 月 5 日，德国

法兰克福国际乐器、

舞台灯光及音响展览

会在法兰克福展览中

心盛大开幕，其中灯

光音响展展期为 4 月

5-8 日，乐器展展期

为 4 月 7 日 -10 日，两展共迎来来自全球 60 个国家的 2,043 家展商

及130 个国家的 110,000 名观众。此外，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展会主办方在法兰克福市中心增设的街头钢琴区域，面向普通大众开

放，音乐爱好者们可以即兴街头弹奏演唱，营造出良好的城市音乐氛围。

法兰克福国际乐器、舞台灯光及
音响展：“乐”动全城

Frankfurt is where music happens 
– great visitor response to 

Musikmesse and Prolight + Sound
Frankfurt has been the capital of the music and event 

sector for the last six days: Musikmesse closed its 

doors today, Prolight + Sound ended on Friday. During 

this time, almost 110,000 visitors (2015: 108,409) from 

around 130 countries made their way to Frankfurt 

Fair and Exhibition Centre to place orders at the two 

international fairs, find out about the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ry new products. A total of 2,043 exhibitors from 60 

countries made presentations at the restructured fairs 

and the trade associations drew a positive conclusion 

with regard to the changes made to both events. 

3 月 30 日，作为专业的海

外石油展会组展代理机构，北

京中展环球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隆重推出“预约宝”APP，通过

这项全新的参展工具的展前预

约买家功能，提高展会现场买卖

双方的洽谈效率，从而提高业务成交量。中展环球总经理崔致伟表示，“预

约宝”使展商的参展模式从“等待式参展”向“预约式参展”转变，有望

为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通过使用“预约宝”这一崭新的参展工具，参展

商在展前 3 个月内可获取150 条目标买家信息，并与之提前联系，预约

展会期间的洽谈时间。

中展环球展览公司推出“预约宝”APPe-meet to assist B2B 
negotiation 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On 30 March, Beijing CEW International Fair Co., 

Ltd released e-meet, an APP for exhibitors to 

make pre-event appointment with potential trade 

buyers . 

Zhiwei Cui, General Manager of CEW said 

that e-meet is expected to greatly increase the 

numbers and effect of B2B negotiation between 

exhibitors and buyers. Through the APP, exhibitors 

are able to obtain information of potential buyers 

from CEW and make pre-event appoin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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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由泰国会议展

览局（TCEB）主办的 2016 中

泰商务论坛在北京举办。活动

旨在通过启动 TCEB 最新的全

球市场营销计划“泰国旗舰展

览”，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参展商和观众到泰国拓展东盟地区

的业务，获取更多商机。

在本次论坛上，泰国会议展览局展览活动部总监赵蕊女

士透露，“2016 年，东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篇章，中国正

进一步加强其作为东盟合作伙伴的角色。为此，泰国展览业将

为中泰两国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实现又一里程碑式的成果。

TCEB Beijing Roadshow: 
expand you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ASEAN 
On 27 April, Thailand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Bureau (TCEB) Beijing Road show was held in 

Beijing. TCEB and six leading Thai organizers 

attended to introduce latest incentives for the Chinese 

audience, aiming to attract more quality trade buyers 

from China. 

Seamlessly linking ASEAN through its upgrade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lan, Thailand is taking its 

place as a regional connectivity capital, allowing all 

exhibitions to enjoy extra benefits.

泰国会展局推出“泰国旗舰展览”计划吸引优质中国买家

5 月，展 览 数 据 咨 询 公 司

Freeman 宣布收购同类机构 Exhibit 

Surveys，以便强化公司的数据业务。

此次收购是 Freeman 继续扩大数据

资源战略目标的一部分。

通过收购专业化的数据调查与研究机构，公司又罗致了一批对行业

数据有深刻理解力的研究人员。Freeman集团总裁 Dan Hoffend表示，“通

过扩张研究、数据、分析方面的专业资源，我们将继续为展览界的客户提

供数据支持。”

Freeman acquires Exhibit 
Surveys to strengthen data 

service 
F r e e m a n h a s r e c e n t l y  p u r c h a s e d t h e 
market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firm Exhibit 
Surveys. “By expanding our research, data 
and analytics expertise,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clients as they optimize their event 
investments and prove out the immense value 
that brand experiences deliver in the overall 
marketing mix.” said Dan Hoffend, president of 
FreemanXP.

展览数据咨询公司 Freeman 扩张数据业务

 LED Expo & Thailand Energy 
Saving Week pushes energy 

saving innovations 
The LED Expo & Thailand Energy Saving Week 
2016 was held in IMPACT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between 19th - 22nd April, with an exhibition 
space of 32,000 square meters,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bigges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n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LED products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in ASEAN, with a projected 30,000 visitors and 
generating over 1 billion baht throughout the event.

The event was supported by Electricity Generating 
Authority of Thailand. A special seminar ——the 
Thailand LED & Energy Saving Summit ——is also 
included in the event’s programme.

东盟地区最大的国际

节能技术与 LED 产品展览

会 ——2016 年 泰 国 LED

展暨节能周于 4 月 19-22

日在曼谷 IMPACT 会展中

心举行。展会总面积达到

32,000 平米，观众大约为 30,000 名，通过展会促成的成交量

大约为 10 亿泰铢（约合 2,860 万美元）。

该展会为三展合一，分别是泰国 LED 博览会、泰国节能周、

泰国 PCB 博览会。展会得到泰国电力局的大力支持，该机构预

计泰国 2016 年的总用电量将比前一年增加 3.5%。

泰国 LED 展暨节能周聚焦节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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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i Events and GES combine for 
Money 20/20 Europe 

i2i Events and GES have joined forces again to 
deliver the hugely successful Money 20/20 Europe.
Money20/20 came to Europe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With 4,000 attendees, 150 key sponsors, 400 
speakers and a number of media partners exhibiting 
at the Bella Centre, GES were tasked with helping 
i2i Events deliver an outstanding debut event in 
Copenhagen. 

4 月 4-7 日，国际主办方 i2i 集

团与会展服务商GES公司再度携手，

成功举办了 Money 20/20 国际金融

展欧洲站。本次是 Money 20/20 第

一次在欧洲举办，地点是哥本哈根

贝拉会议中心，GES为 i2i 提供了巨大的协助，共有超过4,000 名代表、

150 名核心赞助商、400 名演讲嘉宾以及数个媒体合作伙伴参会。

 i2i 联手 GES 打造 Money 20/20 国际金融展欧洲站

5 月11日，UFI“下一代领导力”项目结果揭晓，来自全球的五位展览新

秀获得大奖。本次奖励项目奖金由励展博览集团赞助，共收到来自全球 16

个国家的 30 多份申请。以 UFI 主席 Sergey Alexeev 为主席的评审团从中选

出了卡塔尔旅游局展览部行政主管等 5 名获胜者。Sergey Alexeev 表示，“我

们收到了大量非常有才干的行业新秀的申请，这表明了展览行业强大的人才

储备。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选拔出最终的获奖者。”

五名获奖者将于 6 月赴 UFI 巴黎总部开会，为今年 11月的 UFI 年会策

划一场活动，推动行业的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得到 UFI 团队的专

门指导。

UFI announces recipients 
of inaugural “Next 

Generation Leadership 
Grant” Programme 

A truly global group of talent f rom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has been selected as 
the first ever recipients of the new “Next 
Generation Leadership Grant” launched by 
UFI – 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Out of the numerous applications 
from 16 different countries, a jury, chaired by 
UFI President Sergey Alexeev, selected the 
five recipients of the grant. The grantees will 
meet in Paris in June for a 2-day workshop at 
the UFI Headquarters. 

 UFI“下一代领导力”项目结果揭晓

4 月 26 日，西麦克国际展览有

限责任公司携手全印塑料制造工业

协会、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土耳

其塑料工业基金会在上海成功举办

了第二届“中印塑料工业产能合作

企业家对接会暨 2017 年印度孟买

塑料展览会推介会”。西麦克为 2017 年印度塑料展中国区总代理。印度驻

上海总领事 Prakash Gupta 先生，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朱康建会长，西

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力女士等出席活动并讲话。来自中、印、

土三国的 500 余家塑料行业的企业家、采购商、服务商云集对接。

本次对接会继续采取 B2B 洽谈采购模式。“一对一”的行业企业精准

配对，充分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融合，让众企业家们面对面的感受

不一样的“抱团出海”，不一样的定制服务。

China-India-Turkey Plastic 
Industry Matching Seminar 

held in Shanghai
On April 26, as the general agent of Plastivision 

India 2017, CMEC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o., 

Ltd joined hands with India Plast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China Plastics Machinery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urkey Plastic Industry 

Foundation to held the second China-India 

Plastic Industry Matching Seminar in Shanghai. 

Leaders from Indian Embassy and the above 

mentioned organizations  gave speeches. Over 

500 companies from three countries presented 

at the B2B session to seek cooperat ion 

opportunities.   

中、印、土三国塑料工业产能合作企业家对接会在沪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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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 3 月起，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将

投资 5,600 万美元进行扩建。项目资金由会议中

心运营方、开普敦市和西开普敦政府联合提供，

工程旨在提升开普敦作为国际会奖目的地的竞争

力。完工后，会议中心的可用面积将增加一倍。

Started from March 2017, there will be a R832m expansion of the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CTICC). The CTICC 
East, a jointly funded project by the CTICC, City of Cape Town 
and Western Cape Government, is aimed to increase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Cape Town as a premier world-class meetings 
and events destination. The expansion doubles the existing 
exhibition capacity by adding 10,000 square meters of multipurpos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space and 3,000 square meter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meeting space. 

5，600
万美元

意大利里米尼展览公司最新公报显示，在

2015 年，该公司共举办 41 场博览会，其他活动

与会议也升至 141 场。这些活动为当地带来 200

多万名客商。公司全年总收入为 7，400 万欧元，

比前一年度增加 10.1%。

 In 2015, Rimini Fiera hosted 41 expos and a total of 8,525 
exhibitors. Also in 2015, the conferences and events held rose to 
141. Rimini Fiera’s activities drew over two million people to the 
local area.The consolidated revenue of the Rimini Fiera Group as 
at December 31, 2015 was €74.9 million, a rise of 10.1% compared 
with €68 million at December 31, 2014. 

7,400
万欧元

2015 年，尽管面对宏观经济不平稳、地缘

政治、并不乐观的汇率等因素影响，法国 GL 展

览集团的运营收入仍上升 11%。其中，展览版块

的收入为 1.664 亿欧元（2014 年为 1.432 亿欧

元）。

 In a turbulent macr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despite an unfavourable currency effect, GL events’ operating 
per fo rmance showed improv ing momentum in 2015. By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controls over all activities, 
the Group has confirmed improvements in all key indicators. Current 
operating income registered strong growth (+11%), with a 0.7 point 
improvement in the current operating margin to 7.61%. This result 
includes a reduction in the cost of supplies and consumables and 
external charges. Revenues in the exhibitions section were €166.4 
million compared with €143.2 million in 2014. 

1.664
亿欧元

2015 年，中泰两国双边贸易额已达 648 亿美

元，泰国成为中国第十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泰国

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2015 年，中国会展观众赴泰

的增长率为 11.8%。

In 2015, China-Thailand business turnover reached 64.8 billion, 
making Thai the 15th biggest trade partner of China, and China the 
second biggest trade partner of Thail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visitors to Thai trade fairs rose by 11.8%.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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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

模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实现服务进出口总额 7,13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4.6%。其中出口 2,881.9 亿

美元，同比增长 9.2%；进口 4,248.1 亿美元，增长

18.6%，增幅均比上年提升。

In 2015, the service sector of China continued to rise. The export 
volume reached 288.19 billion USD, increasing 9.2% than previous 
year. The important volume was 424.81 billion USD, increasing 
18.6% than previous year. 

14.6
%

 2016 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CeBIT 2016）于 3 月 18 日圆满落幕。展会迎来

来自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3,300 家企业，与往年

持平。参观者人数也保持稳定趋势。与去年一样，

每四名专业观众中就有 1 人来自国外。中国展团共

500 多家企业在 10,000 平米的展出面积上带来

前沿的产品和技术。

CeBIT 2016 was held on 14-18 in March. Overall there were 3,300 
exhibitors from about 70 countries participating. 25% of the visitors 
were international. The Chinese pavilion consisted of about 500 
companies, presenting leading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10,000
平米

4 月 7 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会展中心迎

来第 100 万名观众，会展中心首席执行官 Paul 

Riemen 组织了惊喜欢迎仪式鲜花和气球迎接。

 On 7 April, RAI Amsterdam CEO Paul Riemen welcomed the 
venue’s 100 millionth visitor with a flashmob, flowers and balloons.

100万
名

 近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发布了《2016 国

际投资竞争力报告》，选择劳动力成本、固定设施

成本、交通成本、纳税成本等 26 个商业成本指标，

对 10 个国家和 100 多个城市的商业成本进行对

比，得出国际投资竞争力排名。前五名国家依次为：

墨西哥、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

A recent survey by KPMG assessed over 100 cities in over ten 
countries and listed the five most attractive investment countries: 
Mexico, Canada, Netherlands, Italy and Australia.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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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随着展览行业的

发展与出口企业开拓市场不断增长的需

求，中国机构出国独立办展的业务不断

扩张。然而，与欧美跨国主办方在中国市

场布局日渐成熟不同，中国在海外自办展

领域仍然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在这方面

的系统研究也存在空白。《出展世界》杂

志作为出展行业资深专业媒体，特撰写

《2016年海外办展生存情况调查报告》，

并邀请各地知名机构展望自办展的未来

发展方向，本期杂志特刊登部分精彩

发言，以飨读者。完整的调查报告将于 7

月 27-28 日第六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

谈会期间正式发布。

□本刊记者 / 苏希玲

提升专业运作水准 
打造境外自办展会品牌
Build Overseas Chinese Exhibitions Brands with 
Professionalism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exhibitions has been rising 
steadily, with much growth 
potential and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well.In this 
article, leading exhibition 
organizations discus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the 
self-organized exhibitions 
industry and propose that 
professional operation is 
the way to build overseas 
exhibitions brands.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副会长
王贵清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总裁、总经理   
张力

通用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雅竹  

北京恒立伟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杨玉峰

福建荟源展览有限公司  
第三事业部总经理  
张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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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要介绍贵机构旗下海外自办展项目及发
展情况。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印尼、菲律宾、智利、俄罗斯等地

举办近十场海外自办展。其中，中国机械电子（菲律宾）品牌展览

会连续举办，今年已经是第十二届，而印尼中国机械与电子产品贸

易展览会暨 2016 年中国机械电子（印尼）品牌展早在 1993 年就

开始举办。另有一些创办才两三年的展会。

目前我公司在海外主办的展会主要有“蒙古国中国机电产品

展”，自 2015 年首次在乌兰巴托举办以来，该展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另外我公司在印度孟买连续多年举办“印度工业机械展览会”；

承接商务部的中国商品品牌展，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办展条件落后

的非洲地区，目前比较成熟的是“埃塞俄比亚中国商品展”。

在独立办展的同时，还在墨西哥五金展的基础上以展中展的

形式，举办“中国五金品牌展”；多年来一直承办中国工程技术承

包协会的海外自办展，足迹遍及俄罗斯、斯里兰卡、委内瑞拉、罗

马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通用国际广告展览公司于 1998 年成立，是我国最大的专业

展览公司之一。自办展方面，为配合国家领导人出访，通用国际广

告展览公司受政府的委托，先后在世界五大洲 20 多个国家如美

国、巴西、俄罗斯、英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伊朗、

埃及、泰国等地举办百余个高质量的国家展。现在每年举办“中国

品牌商品欧洲展”、“中国品牌商品美国展”、“中国汽车零部件（泰

国）品牌展、“德国科隆游戏展中国文化展区”。

我司运营的海外自办展项目包括：波兰国际建材卫浴、五金园

艺及家电展览会，以及已经举办两届的中国摩托车（缅甸）展览会。

王贵清

张  力

张雅竹

杨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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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源展览举办的马来西亚福建商品展 , 源于马来西亚中国商品展，是由福建省商务厅指导

支持、福建省进出口商会主办、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区域性综合性展会，每年 12

月于吉隆坡举办。每届展会约有 100 家福建企业参加，共 150 个展位，展出范围涵盖了福建省

机电建材、家居消费品、鞋服箱包、食品茶叶四大类主要出口产品，是福建省在境外最大规模

的自办展会之一，是福建省在海丝沿线国家组织的重要商品展会之一。

作为定位为区域性的综合性展会，展会立足于马来西亚市场，希望借助马来西亚在东盟市

场及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辐射周边国家。马来西亚虽然只有 3,000 万人口，但作为穆斯林国家，

产品特性和生活习惯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甚至中东国家等穆斯林国家相近，企业能够通过对

马来西亚市场的开拓逐步进入拥有 14 亿人口的穆斯林市场。

海外自办展的宣传推广，重点和难点是增加展览会举办地所在国以及外延市场地区的宣

传受众面，实现宣传的本土化。为此，首先需要与中国驻当地的使馆经商处、中资机构、华人社

团取得联系，借力他们的资源渠道，同时需加强与当地政府支持机构、行业协会的交流与协作，

利用他们自身的影响，对展会进行宣传推广。此外，还要广泛借助当地有影响的专业和公众媒

体的宣传，进行广告的定期投放和展会现场活动的播报。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展会的临近，宣

传推广的频率需要逐渐增加，同时展会期间的现场报道也十分必要。

展览会的广告宣传策划与实施要做到风格统一、渠道多样，突出隆重、热烈的氛围，多角

度、全方位扩大我国名牌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主办方精心组织一系列宣传活动，

包括：做好展览会的总体宣传和形象策划，做到所有广告、标牌、 宣传品、展览用品风格统一、

形式统一；展前举办新闻发布会；展览会期间，邀请当地的新闻媒体，对中国参展企业进行专访，

以求多角度、多渠道报道中国名牌企业；在国内利用各大媒体对展览会进行宣传和追踪报导，

利用我司及相关合作单位的互联网网络资源进行宣传；制作和赠送展览会特制纪念品、礼品、

光盘、会刊及请柬等宣传事务用品；在专业观众的电子邀请邮件中对展览会进行宣传；在展馆

入口以及其它展馆、商业区、服务区、公共通道等显著位置摆放大型广告宣传牌和活动灯箱。

除上述宣传活动外，我们在招商方面还重点采取以下措施：充分利用商务部设在我公司

的公共商务信息服务系统中几万名欧洲采购商信息，发送请柬和宣传资料。

如何进行海外自办展的宣传推广？

张声涛

张  力

张雅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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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是采取“展中展”模式还是独立展模
式？办展过程中最需要的国际资源是什么？

在不同的国家办展所采用的宣传手段有所不同。在缅甸的摩托车展，

我们选用了多种宣传方式，包括报纸、杂志广告，高速路及街心广告，电视、

电台广告、电话邀请，登门拜访，当地流行的模特彩车游街，展览期间由当

地专业公司举办的抽奖活动等。

在展会推广上，我们基本采取与国内自办展相同的推广模式，如开展

商协会合作、买家招募推广活动、展会路演，举办阶段新闻发布会、刊登媒

体广告，邀请目标客户参与展会现场宣传等等方式。出于宣传预算考虑，在

对展会举办地进行市场调研后，我们会着重把宣传预算投入最适合当地、

最有效的渠道中，同时结合举办地的特点采取更为集中的宣传推广。马来

西亚是华人聚居较为集中且从事对华贸易主要为华人的国家，因此我们的

宣传预算投入到当地华人社团、媒体及活动当中。

海外办展采取“展中展”还是独立展的模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而言，

采取“展中展”的办展模式，能够共享母展成熟的办展资源，进而缩短展会的培育期，同时减轻财务

预算压力、宣传推广和专业观众邀约的压力，以及现场管理与策划的困难，减少办展风险，但“展中

展”的模式中，展会的后续发展容易受到母展的主办单位的制约，展会难以永续发展。相比之下，独

立办展，主办单位更有自主权，更易于培育独立的展会品牌，展会后续发展的空间更大。

国际资源方面，最需要的是建立稳定的招商招展渠道并建立专业展商、观众数据库。西麦克国

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近年来凭借其自身资源优势，每年在境外 50 多个国家 160 余个展会现场，收

集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协会、政府组展机构、参展企业资源，并按国籍和行业进行了整理分析，

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数据库，为我公司在境外办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一些展会属于“展中展”，借助当地既有同类展会的人气和客流，但如果自办展同期没有合适

题材展会，只能选择独立展模式。

每个展会在实际运作中，根据目标市场的情况不同，需要不同的当地合作伙伴，例如我们的

波兰展是与波兰凯尔采国际展览中心合作，但整体而言，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买家是展会持续发

展的关键。

杨玉峰

杨玉峰

张  力

张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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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方面条件有限，目前海外自办展主要以“展中展”形式出现。部分采取独立模式，以

纯中国制造形式推广。二者的品牌效应和国际化程度都有待提高。我们的马来西亚福建商品展

采取与国内同行、举办地展览机构合作，三方合作，分享资源，分区域各自招募展商，共同招募

买家和宣传推广，以期逐步建立展会品牌，确定展会专业化发展的道路，提高展会的国际化程度，

借助中国产品品牌的同时弱化“中国展”概念，最终把展会培育成自主品牌的区域性国际展会。

要提高自办展期间的商务洽谈活动的成效，需要在展前筹备、展会期间以及展会后续跟踪

三个阶段努力。展前筹备期需要建立和完善在线参展指南及配对支持服务，完善网络上的参展

企业信息，使观众在展会开始之前就可以对目标客户的公司和产品情况进行一定的了解。同时，

将展会的重点展商信息和展会期间的商务洽谈活动定向投送给目标观众也是很通行的办法。展

会期间，通过手机 APP 和网络检索等技术手段，可以使观众更加快捷地了解展商信息。

实现好的洽谈效果的必要条件是：合适的展商碰到合适的客商。如果条件允许，能够让

展商和重点客商配对洽谈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即使如此，展商也要做好精心准备，包括提供

便于客商理解的宣传资料、布置美观的展位、合适的展品、顺畅的语言沟通等。

要提高自办展期间的商务洽谈活动的成效，需
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展会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准展商与买家的平衡点，保证展商和买家的匹配度是保证展会期

间商务洽谈活动成功的关键。马来西亚福建商品展除了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优质展商和产品的

招募以外，还根据产品信息针对性地开展买家招募和推广，联系产品对口的行业商协会进行

展前对接和匹配，促成展会现场的洽谈对接。

杨玉峰

张  力

张声涛

张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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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与国内同行或跨国主办方的资本、资源合作？
要保证展会的效果和生命力，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举办自办展之前，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人口数量、政治环境、产业结构等因素。创办以后，

每年也需要根据当地市场需求调整展品内容。在很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当地缺乏专业的展会，

但市场容量和经济都有一定规模，当地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相对较大，中国自办展不仅受到当

地受众的欢迎，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经贸效果。在发展过程中，自办展要逐渐从综合性展会向集中于

某个或若干个行业的专业性展会靠拢，才能持续紧跟当地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实现展会的发展壮大。

中国办展单位无论是在传统的欧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办展，都要见缝插针。展会要被当地市场

认知和接受乃至树立自身品牌，需要中国国内同行的抱团，凝聚各方资源，发展前行，对内争取政府与行

业支持，对外广泛联合展会当地相关机构。此外，国际展览巨头的办展经验、组展资源、资本运作都是值

得我们中国展会主办单位学习和借鉴的，在接触中学习，在学习中进步，在进步中一点点地发展壮大。与

此同时，政府需要调整自身所扮演的角色，利用自身资源和公信力，为中国在海外办展争取资源，搭桥修

路，推动市场化运作。另外，中国办展单位在海外办展仍以中国商品展的形式为主，缺少国际展商的参与，

缺乏展会品牌的培育意识，组展单位需要在展会的专业化、国际化和永续发展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目前，我们的自办展项目多为“展中展”模式。在办展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国际商协会的支持非常重要。

自办展的发展壮大需要行业的共同努力，包括：与国内同行合作招展招商，把展览会做大；政府的资金

支持，把费用降到最低；境外主办方的全力配合，邀请当地政府、商协会、媒体及客商等。

自办展如要发展壮大，必须突破只有中国展商参展的局限，广邀国际展商和国际买家，让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展商同场展出。这样的展会方便买家采购，也更受展商的认可。因此，在宣传招商时，我们

也会突出展会的国际化特色。

合作都是以互赢互利为前提和目标。海外自办展所需的各方面投入和异地办展的困难都是对展会主办方极大

的挑战，因此强强结合和资源互补是必不可少的。各方资本、资源合作是展会组织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各方在寻求共

同目标时需要确定好各自职责和利益，这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相对国内办展，海外自办展主办方除需承担正常办展的风险外，还需要面对举办地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和行业

抵制，因此需要更多政府层面的鼓励和支持。政府机构除了在资金方面给予相应的展会培育补贴外，在外事协调和

展会品牌推广上也需要予以足够重视和积极保障。

张雅竹

杨玉峰

张  力

张声涛

王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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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国际会议及
奖励旅游展：紧跟行业潮流

法兰克福国际会议及奖励旅游展（IMEX）于 4 月 19-21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展会的定

位为会议行业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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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也没有什么比变化更令人兴奋的了。

当行业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革新，并

带来新的机会、商业设想以及重大趋

势时，商家必须要能够发现这些变化并

洞察商机。这同样适用于当前新兴的“共

享经济”，一个正在席卷全球的新趋势。

“共享经济”这个新的趋势对会奖产

业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新模式的核心

理念背后，会奖企业可以如何进行调整

并采取切实的步骤，将变化转变为实在

的商机？“共享经济”将为人们的旅行

方式带来何种变化？……对此，IMEX

主办方，IMEX 集团首席执行官 Carina 

Bauer 表示，“今年的 IMEX 展会要通

过一系列的工作坊和专题研讨会深入

探讨这些问题。”

“共享经济”不仅包括成体系的物

品借用，还特别包括私人或机构之间的

房屋与其他活动场所的置换。在旅游领

域，由于私人住宿预订平台 Airbnb、全球

即时用车软件 Uber、私人住宿与酒店预

订平台 Bookalokal、场地租用 O2O 平台

Splacer、民间菜肴预约平台 Vizeat 等的

兴起，使得“共享经济”这一概念对全球

消费者的旅行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除了“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

和“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今年 IMEX 展

会的重要主题。Bauer 表示，“我们观

察到，在会奖行业内有越来越强的专业

精神。会奖企业逐渐从业务运营为主转

向策略导向为主，也就是说，越来越多

的会奖企业把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

发展战略规划。提高企业价值，”这一

变化在企业的市场营销、员工招聘、员

工发展与质量管理方面都有所体现。

本届 IMEX 展会设置了“企业社

会责任”专题参观版块，由主办方带领

部分嘉宾参观由主办方遴选的包括在

本届展会获奖的参展商。嘉宾们可以得

到行业专家的指导，学习会奖服务商如

何制定并实践企业社会责任规划。相

关的优秀案例包括：一家连锁酒店集团

的“企业快乐策略”、某地将整个地区

定位为为可持续发展目的地。Bauer 解

释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开设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专题参观版块。该版块的参

展企业包括获得 IMEX 可持续发展奖

项的 Kap Europa 会议中心和法兰克

福展览公司旗下完全以可持续发展为

理念设计出来的一座新的会议中心。当

然，作为主办方，IMEX 集团本身也有

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规划。Bauer

补充说，“我们还通过黑色勋章计划，

为当地的公益机构筹集款项，帮助无家

可归者等等。”

展现人性化和对彼此的关怀也是

可持续发展潮流的一部分。Bauer 认为，

“在今天，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比以前任

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虽然今天人们有视

频会议和 Skype 等远程手段，但会议行

业却在不断增长。”

在市场营销领域，富有人情味的方

式也十分流行。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

员工都希望被当做独特的个体来对待。

因此，瓶罐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可乐、印

有自己照片的球鞋，或是按照私房菜谱

烹饪的什锦早餐等正在世界各地的消费

者中间大受欢迎。与此类似，会奖企业

通过个性化的产品来为客户提供增值

服务。IMEX 展会本身也通过更加灵活

的特邀买家活动为展商提供高品质的服

务。今年展会，参会代表们首次可以选

择自己在买家对接活动中的停留时长并

调整活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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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x/Conventions: Finger 
always on the pulse

By Karin Fink 

The world is coming together again in Frankfurt – from 19 to 
21 April for IMEX. The trade fair sees itself as a pace-setter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eetings industry. 

Nothing is as constant as change – or as exciting. When radical 

changes and shifts in perspective result in new opportunities, 

innovative business ideas and significant trends, market players 

have to open their eye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hat certainly 

applies, for example, when it comes to the sharing economy – a 

trend that is sweeping along more and mor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MICE industry? How can the 

essential idea behind the sharing economy be adapted, and what 

initial, concrete steps can be taken? How will this trend change 

the way we travel? “We wan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questions 

like this in Frankfurt this year in a range of workshops and 

seminars and with a podium discussion,” explains Carina 

Bauer, CEO of the IMEX Group. 

The sharing economy involves the systematic lending and 

borrowing of objects and reciprocal arrangements where rooms 

or space are made available, in particular by private individuals 

or interest groups. In the travel sector, the idea has already had 

a major impact on consumers’ behaviour thanks to business 

concepts like those of Airbnb, Uber, Bookalokal, Splacer or 

Vizeat. The total valu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globally will 

grow by a factor of 20 to 335bn US dollars by 2025, forecasts 

auditing compan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In addition to the sharing economy, which is a major theme 

of the show, 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re also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at IMEX in Frankfurt 

in 2016. “We are seeing a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sation in the 

industry – a move away from action taken with an operations-

oriented focus and towards a strategic approach,” says Bauer. 

“That means that companies are increasingly making CSR 

part of their overall strategy in order to add value.” T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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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ening, for example, in marketing, staff development, staff 

recruitment and quality management. 

CSR tour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IMEX that take participants 

to selected, in some cases prize-winning, exhibitors at the 

trade fair. Participants learn from experts how MICE providers 

are developing their CSR strategies and projects in practice. 

The examples range from the “corporate happiness strategy” 

of a hotel chain to the positioning of an entire region as a 

sustainable destin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e are also offering a 

sustainability tour,” explains IMEX boss Bauer. It includes the 

prize-winning Kap Europa, Messe Frankfurt’s new conference 

centre, which was designed entirely on sustainable principles. 

IMEX itself also has a sustainable approach, of course, with its 

own CSR strategy. “Our Badge Back programme raises funds 

annually to support local social projects such as Lichtblick, a 

home for people who were previously homeless.”

Showing humanity and treating each other well is also part of 

this trend. “Direct, face-to-face contact from person to pers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t is demonstrated by the continual 

growth of the event industry in the age of video conferencing 

and Skype,” explains Bauer. In marketing, too, the personal 

approach is currently state of the art. Both consumers and 

employees want to be addressed personally. The cola can with 

your own name on it, the sports shoe with the photo you have 

taken printed on it or the muesli created to your own recipe – 

these are some of the responses multinationals are making to 

this trend. It is an approach that adds value by recognising the 

individual. IMEX itself is also doing this with a more flexible 

hosted buyer programme, for example. For the first time people 

now have the option of choosing the duration of their stay and 

shaping the programme.

“We see many interesting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among 

our exhibitors as a result of these trends,” emphasises Bauer. 

New start-ups are constantly being formed these days, she 

says. That’s why since last year there has been an IMEX 

competition (IMEXpitch) for event technology start-ups. 

Start-up founders get the opportunity to pitch their concepts 

and ideas. “There is an attractive marketing package for the 

winner.” Last year’s winner was InitLive, a software company 

from Canada with an innovative all-in-one software solution 

that runs on mobile devices and allows the deployment of staff 

and volunteers at events to be planned and coordinated. “We 

also have a separate section at the trade fair, the Technology 

Pavilion, where innovative event technology companies can 

present their products,” explains Bauer. You can experience 

the state of the art almost everywhere at IMEX. There are 

over 180 training and further training units. The aim is to 

meet the personal and business requirements of everyone 

who takes part. As part of this, there are now also short talks 

on trends and future-oriented thinking. The venue for this is 

well chosen: The seminars take place at the Inspiration Hub 

(www.imex-frankfu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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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国际会议中心协会（AIPC）秘书处     编译 / 苏希玲

配合城市形象  发展多元业务

7 月 3-6 日，国际会议中心协会（AIPC）年会将在法国西部城市南特举办。会议由 AIPC 会员场馆——南特都市活动

中心承办。鉴于激烈的同行竞争是目前各地场馆尤其是中小型场馆在业务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本次年会上，来自全球顶

尖会展场馆的高管将集中探讨场馆如何应对商务挑战，同时为股东与当地社区创造价值。会议之前，南特都市活动中心销售与

发展部主管 Eric Montant 分享了场馆如何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找准自我定位，发展多元业务。

南特都市活动中心
销售与发展部主管

Eric Mon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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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奖领域，目前各地的场馆之间的业务竞争正

在不断加剧，南特都市活动中心如何应对来自法国

甚至世界各地其他场馆，包括大型场馆的竞争？

Eric：我们的战略是客户至上。当我们达到或

者超越客户的期望，以及他们在南特都市活动中心

举办的活动超越在其他场地举办的活动时，我们会

非常自豪。对品质的高度重视是我们成功的根本原

因。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南特都市活动中心都

竭力追求最高的服务水准。目前，我们仍然是法国

唯一一家荣获 AIPC 品质评估金奖的会议中心。

南特都市活动中心如何突出与其他会议中心的不

同？南特都市活动中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Eric：在所有服务环节中，我们都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最大价值。这一点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员工心中。

在南特都市活动中心，我们最大的资产就是出色的

服务团队。我们共有 46 个职位、73 名员工。无论

是销售团队、活动项目经理、技术团队、中心服务

团队，每个工作人员都尽心尽力，我们努力为客户

打造一流服务，并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我们也投入

大量的资金对活动中心的大楼和设备进行升级，并

配备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确保客户

能享受到最高端的技术和设备。此外，南特市政府

设立了专门的规章制度，为企业活动主办方提供最

大便利。这也显示了南特市为公共机构与私营机构

提供一流活动体验的决心。

与大城市的活动中心相比，像南特都市活动中心

这样处于中等规模城市的场馆有什么优势？如何将

这些优势融入到营销过程中？

Eric：同一场活动，在南特这样的城市，要比

在大城市看起来要大。因此，当主办方在南特举办

3,000 人的活动时，参会代表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

给这座 90 万人的城市带来的冲击。当地居民对参

会代表会非常友好，因此，代表们不会像在大城市

那样感到疲惫，而是深有宾至如归之感。我们还与

包括酒店、国际机场、火车站等其他参会代表可能

接触到的服务方合作，共同定制了一套深受好评的

欢迎礼包。

南特都市活动中心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平台，我

们帮助各地的顶级场馆在法国与国际上进行推广。

我们与当地的优秀产业集群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打造一流的国际会议。同时，我们也非常乐意把这

些优质合作伙伴介绍给活动主办方。

什么类型的当地或区域性互动有助于场馆的业务

多元化？

Eric：在今日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我认为，每个

场馆都要尽可能灵活，找到合适的业务方案。在南

特这样的中型城市里的场馆，当地与区域性活动的

业务占比要高一些，比如，南特都市活动中心业务

收入的 30% 来源于当地与区域性活动，余下的部分，

国际性活动与全国性活动各占一半。

当地居民认为南特都市活动中心带来的最大效益

是什么？

Eric：除了承办活动，南特都市活动中心还组

织自己的活动，展示南特在相关产业的先进地位。

2015 年，我们举办了 Velocity 自行车大会，这是一

个国际会议，展示南特在自行车应用方面的多项领

先技术。2013 年，南特被评选为欧洲绿色首都，我

们也举办了 Ecocity 生态城市大会。2016 年，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办后，我们还将举办“气

候领域的机会”大会，探讨南特当局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的解决方案。这项活动得到欧洲大都市协会

Eurocities 南特主席的大力支持。

在业务拓展方面，您对其他位于中小型城市的场

馆有什么建议？

Eric：的确，在中小型城市的场馆需要格外努力，

才能帮助所在城市提升在会奖行业的竞争优势。这

要求场馆不仅自身要非常出色，还要尽力配合所在

城市提升知名度。

几年前，南特政府制定了新的城市定位，即领

先的文化之都，而在此之前一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

代，南特都是一个重要的工业港口。城市定位的转

变重塑了本地的发展方向，也为我们的会议业务提

供了宝贵的资产。客户现在可以体验到一个富有创

意的南特，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惊喜的城市。除了

一流的场馆，在闹市中散步的大象、在巨大的奇怪

的雕塑中间举行的晚宴等魅力元素都带来活动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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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to Know Nantes:  
Lessons from Competing in a 
Challenging Market

Source:AIPC Secretariat      

——An Interview with Eric Montant' Head of Sales and 
Development, La Cité Nantes Events Center

Competition amongst centres today is intense and 

growing. What is Nantes’ strategy for competing with 

other, maybe larger, centres in France and beyond?

Nantes: Our strategy is to place our client first. We are 

proud when our clients reach and exceed their expectations, 

or when they organize in Nantes a better event than the ones 

they have held in any other destination. Our focus on quality 

issues is key: Nantes has been involved in pursuing the 

best quality standards for more than 15 years; for example, 

La Cité Nantes Events Center is the first and still the only 

French Venue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AIPC Quality 

standard at the Gold Level.

Our 2016 Annual Conference host La Cité Nantes Events Center exemplifies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many centres find themselves today – competing for 
business – sometimes against larger competitors - in an intensely competitive 
marke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to demonstrate value to their owners and local 
community. Here’s how they’ve approached that challenge, including a number of 
features that will be on full display at the upcoming Annu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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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you distinguish yourself from competing centres? 

What makes Nantes a special place to hold an event?

Nantes: We try to bring the best possible value for our 

customer in everything we do and this focus is embedded in our 

staff mentality. At la Cité Nantes Events Center, our best asset 

is the wonderful people (73 people representing 46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competencies) that belong to our structure. From 

the sales team, to the event managers, the technical teams, 

the central services, everyone is dedicated and involved in 

delivering the best possible event, and this is something our 

clients acknowledge. We also invest a fair amount of money 

in our building and equipment, keeping it up-to-date and 

renewed, so you know as a client you are going to be provided 

with the best technologies, in-house technical equipment, and 

that the service will be delivered by well trained and highly 

professional staff.

Overall, Nantes has adopted a Charter for hosting events with 

a view to making life easier for corporate event organisers. 

Through this Charter, the Nantes region demonstrates its 

determination and ability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players.

What benefits do you think a centre in a mid-size 

destination can offer over those in the biggest cities? How 

do you use this in your marketing?

Nantes: In a city like ours, the same event will look much 

larger than it does in a huge one, so when we host a 3,000 

people event in Nantes, delegates really feel they make this 

900,000-person city beat. People will be friendly to them, not 

as stressed out as in bigger cities, and as a result, delegates feel 

totally welcome. We developed a welcome pack that is really 

appreciated and involves all the local players, from hotels, to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train station and all the other points 

of contact a delegate is likely to make. 

As an economic tool for creating global exposure, La Cité helps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centres of excellence both in France 

and internationally. Close partnerships have been established 

with local competitive clusters to stage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nd we use these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are happy to offer our 

clients access to our partners, so that they can easily be linked 

to local top players.

What kinds of more local / regional events can help a 

centre diversify its business mix?

Nantes: In today’s economy we do believe that every centre 

needs to be as effective as possible, and therefore needs to 

find a good and appropriate business mix. The proportion of 

regional and local events is bigger in mid-sized cities like 

Nantes; for us it is approximately 30% of our revenue, with the 

balance being equally split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events.

What do you think local residents would see as the 

biggest benefits your centre creates? 

Nantes: Apart from hosting events, La Cité also organizes 

and produces its own events, which are most of the time 

showcasing fields in which Nantes can be seen as a leader. In 

2015 we hosted Velocity, a global conference that showcased 

how Nantes successfully develops new approaches of bicycle 

use in a city. We also had the Ecocity conference in 2013, the 

year Nantes was chosen as the European Green Capital.

In 2016, and following Paris COP’21 we will host an international 

event called Climate Chance and whose purpose is to work on 

operational solutions that local authorities could implement to 

work on climate regulation. We are in the position to organize this 

event thanks to Nantes Presidency of Eurocities, the structure that 

gathers all the European metropolis.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other centres in similar 

destinations to yours about how they can best increase 

their business?

Nantes: Centres in mid-size cities really need to work hard to help 

their destination emerge from the competition, not just by being the 

best possible venue, but also by be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efforts in 

making the destination as recognizable as possible.

In Nantes, a decision was made many years ago to develop a new 

positioning for the city, which used to be a major industrial port 

until the late 80’s, and which has now become a cutting-edge 

cultural place, where people come to discover new things and be 

surprised. This major turn reshaped our destin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offers great assets on which we can develop our convention 

centre business. Our clients now find our city amazingly creative, 

bustling and above all surprising, with stunning venues, the giant 

elephant walking in the city centre, gala dinner venues among 

huge odd creatures and other elements of delight that can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even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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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苏希玲

贸易巨擘  投资胜地
——访墨西哥投资贸易局商务参赞福力慧

墨西哥，“仙人掌的国度”，龙舌兰酒的原乡，拉美经济大国，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2013 年，

中墨两国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抓住墨西哥在农产品、 汽车及零配件行业 、可再生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矿产等领域的巨大投资机会。

墨西哥投资贸易局商务参赞福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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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强化的双边经贸关系

2013 年，中墨两国国家元首签订了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此后，两国一直致力于加强双

边关系，通过务实的活动加强沟通频率，扩大

经济往来，加深在科学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合作，

以及文化与旅游领域的合作。2015 年，中墨

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748.7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

加 3.6%，墨西哥超越巴西成为中国在拉美地

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一

直都是重中之重，两国政府也采取了可行的计

划与一系列成果。两国政府也采取了可行的计

划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福力慧参赞介绍说。

今天，越来越多高品质的墨西哥产品正在进入

中国市场，既有龙舌兰酒、牛油果和浆果等食

品，也有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等工业产品。值得

一提的是，墨西哥是首个出口这些汽车与零配

件产品到中国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双边政府的

共同努力下，墨西哥和中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动

植物卫生检疫网络，使双边企业在多个领域的

进出口和分销更为便利。

高度开放的投资目的地

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大成员国之一和

拉美经济大国，墨西哥具有稳定的宏观经济

环境和政治环境，通货膨胀率低，经济增长

率高，制造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强，是全球经

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最具吸

引力的投资目的国之一。福力慧参赞介绍说，

农产品、汽车及零配件行业、可再生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矿产等领域都是存在巨大潜

力的投资机会，中墨双方可以成立合资企业。

此外，墨西哥的投资体系健全，管理也非常

到位。开设公司只需要六个简单的步骤，为

投资者带来了方便。参赞建议投资方制定具

体的商业规划，并仔细考察当地的商业法规，

以取得长期稳定发展。在工业产品领域，中

国投资者在墨西哥汽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

看到很大的投资机会。其中，中国水利水电

建设集团、海尔、海信等企业最近确定了在

墨西哥扩大业务的计划，更深入地开发墨西

哥市场。

在多媒体、设计与创意产业方面，中国企

业也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墨西哥商业伙伴。墨

西哥有数个公共以及私营研发中心专门进行

各产业高科技研发，这也可以为企业在墨业

务创造新的商机。参赞透露，在墨西哥政府

新近实施的经济结构改革政策的刺激下，很

多中国企业扩张了在墨西哥的能源业务。

辐射北美市场广阔商机

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部分，并签

订了 10 多个自由贸易协定，覆盖 45 个国家。

参赞表示，作为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

一，墨西哥是一位卓越的贸易伙伴国。区域

内，墨西哥占据北美地区的战略性地理位置，

与美国有深厚的贸易联系，也是连接北美市

场与拉美市场的桥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涵

盖的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三国之间每小时

的交易量高达 1 亿美元，每年的贸易总量达

到 19.2 万亿美元，占到全球 GDP 的 25%，

墨西哥强大的贸易纽带作用可见一斑。

展 览 是 贸 易 的 平 台。 作 为 全 球 贸 易 大

国，在过去多年里，墨西哥展览市场取得了

可观的发展。近年来，墨西哥主办了很多世

界级的展览项目，涉及多个产业领域，影响

力辐射国内和国际市场。墨西哥投资贸易局

（ProMexico）作为促进贸易投资的政府机构，

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支持作用。ProMexico

与不同领域的利益相关机构合作，共同促进

制造业、农产品、航空等领域的发展。因此，

ProMexico 也组织多种商务对接活动，为合

作伙伴与相关企业寻找贸易机会。

当前，双边贸易投资总额平稳增长，中国

目前是墨西哥在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福

力慧参赞认为，在未来，两国良好的贸易关

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两国要做的就是继续

深化贸易联系，互利互惠。在此过程中，希

望中国企业通过参展或投资进入当地市场，

将有望取得丰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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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xico: Gateway to North 
American market 

Reported by Celion Su

——An Interview with Felipe García,Commercial Counselor, 
ProMexico China

Please briefly introduce the bilateral trade of China-

Mexico in recent years.

García: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ategic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by our two Presidents in 2013, Mexico and China 

have committed to strengthen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 through 

an action-oriented agenda aimed at deepening our dialogue, 

econo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such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oosting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has been a top 

priority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important and tangible 

results for both countries. Today there are more high-quality 

Mexican products in the Chinese market ranging from agro-

food products like tequila, avocados and berries, to value-added 

manufactures such as vehicles and auto-parts, of which Mexico 

is the first Latin American exporter to China. 

An increasing interest exists among Chinese companies for 

exploring or increas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Mexico. 

Sinohydro, Haier and Hisense, for instance, are just a few 

of the most recent exampl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at 

have identified areas of opportunity to further advance their 

successful presence in Mexico. The agro-food, auto parts, 

automotive, renewable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mining 

sectors represent major opportunities for establishing more 

joint ventures, between Mex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Mexico is part of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and 

has also signed 10 free trade agreements spanning 45 

countries. What ar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vantages 

that these agreements and the strategic location of the 

country bring to Mexico?

García:As one of the most open economies in the world, 

Mexico makes an excellent business partner. We rank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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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ies and have 

consistently performed a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recipie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due to our macro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low inflation, growth rate and capacity to produc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high-tech products). Also, thanks to 

our great location we benefit from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bridge 

between North America and Latin America.

Regarding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t is 

noteworthy that trade exchanges among the three member-

countries (Mexico, Canada and the US) exceeds 100 million 

dollars per hour. The NAFTA region represents 19.2 trillion 

dollars,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25% of the global GDP. 

These figures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Mexico as a global trading 

power.

With strong link to the US, which is the largest exhibition 

market in the world, how 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exican exhibition industry? 

García:The development of Mexican exhibition industry 

has been gaining importance throughout the years. Today, 

Mexico successfully hosts an important number of first-class 

exhibitions on a wide varie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oriented 

to both the 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the list 

keeps growing.

As the government agency charg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exico plays a key role in providing 

support, in partnership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sectors of the Mexican economy such as 

manufacture, agroindustry and aerospace, among others. In this 

context, ProMexico also organizes matchmaking sessions or 

B2Bs in order to assist in identify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our partners and clients.

What are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orities in 

Mexico? What are the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export 

companies and investors?

García:With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our governments, 

Mexico and China are expanding their network of sanitary 

protocols to open new opportunities for agro-food producers, 

exporters, importers, distributors and consumers in our 

respective markets. Today Chinese consumers can enjoy our 

world-famous avocados, tequila, beer, berries, and other high-

quality Mexican products. In the industry sector, more Chinese 

investors are discovering the great potential of our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automotive and appliance business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companies are furthering 

their presence in the energy sector in Mexico as a result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has recently 

implemented.

Furthermore, Chinese companies might find interesting to 

partner up with Mexican counterparts in multimedia, design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e have several public and private R&D 

centers developing high tech products for various industries, 

which might represent attractive and exci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 overseas.In Mexico, Chinese investors will find a 

sophisticated and advanced regulatory system. For example, 

opening a company in our country entails an easy 6-step 

procedure.

Please share your views on the future of China-Mexico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García:I foresee a stronger bond between Mexico and China. 

Our b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igures are growing steadily. 

China is currently our second trading global partner and in 

2015, Mexico surpassed Brazil to become China’s first trading 

partner in Latin America. According to the Mexican Ministry 

of Economy, the volume of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Mexico 

and China in 2015 was $74.87 billion (USD), an increase of 

3.6% from 2014. The expectation is to continue nurturing and 

developing our ties for the benefit of both nations.

墨西哥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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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苏希玲

增强中捷贸易 开拓中欧市场
——访捷克布尔诺商展公司首席执行官辜立杰

墨西哥墨西哥投资贸易局
商务参赞福力慧

辜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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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您简要介绍布尔诺商展
公司（BVV）的历史和展览业务。

辜立杰：布尔诺市处于非常有策略性

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贸易中心。布尔诺展

览中心作为欧洲地区重要的展览中心，建于

1928 年。今天，布尔诺展览中心是中欧地区

重要的展览中心，连接斯洛伐克、匈牙利、

波兰、奥地利和德国。从 1956 年起，捷克国

际机械博览会（MSV）就开始在此举办。会

展中心举办的展览主要为机械工程展，涉及

行业包括机床、塑料与其他工业技术、食品

加工、包装印刷、电力能源、木材加工、家具、

农业技术与机械、汽车、物流，以及服装、鞋类、

配饰等消费品。

记者：中欧市场的特点是什么？
中欧展览会的展商和观众主要来源
国与西欧的展览会是否相同？

辜立杰：自加入欧盟以后，捷克共和国、

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等国家成为

欧盟市场的一部分，市场容量显著扩大，与

中国的贸易量也增长了。中东欧市场对产品

的要求较高，当地消费者青睐高品质以及价

格合理的产品。因此，中东欧市场的特点是

每个国家自身的产品与其他欧盟国家的产品

形成强烈竞争。因此，潜在的中国商品出口

者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此外，捷克国际机械

博览会等诸多捷克展会的专业观众来源很广，

包括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等国家。

记者：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与
中东欧地区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
对中国买家而言，捷克市场蕴含哪
些商机？ BVV 公司举办的哪些展会
可以助力他们进入当地市场？

辜立杰：利于中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

的展会包括捷克国际机械博览会、捷克国

际电子信息工业产品博览会。在这些展会

上，中国企业可以展示最新的产品、设备和

技术。另外，中欧地区唯一的 B2B 消费品

展会是捷克布尔诺国际鞋类、皮革皮件用品

展，展品范围包括服装、纺织品、鞋类与时

尚用品等。

记 者： 中 国 将 作 为 主 宾 国 参 加
2016 年 MSV。 中 国 展 商 在 过 去 几
年参加 MSV 展会的参与情况如何？
今 年 展 会 有 哪 些 亮 点 和 主 宾 国 活
动？

辜立杰：过去十年以来，MSV 等展会

上的中国展商越来越多。我非常高兴地看到，

中国将在 2016 年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加

MSV 展会，中国展区总面积达到 2,000 平米。

我们将开展一系列主宾国宣传活动，例如中

国 - 捷克商务大会、双边技术交流会、文化

与饮食版块展示等等。中国馆将展出最优质

的中国产品，包括中国一些知名企业的高新

技术。我对相关活动非常期待。    

记者：除了举办展会，BVV 公司
还是布尔诺展览中心的运营方。当
前，数字技术对场馆运营和展会的
组织带来了哪些影响？您认为展会
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辜立杰：一场展会如要称为成功，就

要有该领域主要企业的参与，更确切地说，

该领域大部分主要企业的参与。而平稳轻松

的展馆服务也是必须的。展会作为实时交流

平台的关键就在于面对面的交流。APP 等技

术手段可以让人们的参展参会更便捷，但这

些技术手段并不是必须的，确保该领域内的

重要企业悉数到会才是买家满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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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explore Central 
European market through 
exhibitions

Reported by Celion Su

——An Interview with Jiri Kulis, CEO of BVV Trade Fairs 
Brno Co. 

MSV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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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briefly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BVV Trade Fairs Brno 

Co.( “BVV”) and main industries of BVV trade fairs. 

Kulis: Thanks to the strategic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city of Brno, on the traditional crossroads of trade, the 

Brno Exhibition Center, established in 1928, developed 

as  one of  major  European regional  exhibi t ion hubs . 

Nowadays it plays its role as the exhibition venue for 

the Central European region, reaching out to Slovakia, 

Hungary,  Poland,  Austr ia  and Germany.  Since 1956, 

regular trade fairs with the major MSV Brno have been 

organized here. The major industrial sectors covered by 

the shows ar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mely machine 

tools,  plastics industry, other industrial technologies, 

food-processing,  packaging and print ing,  power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wood-processing, furniture industry, 

agr icu l tu ra l  t echnology  and  machinery,  au tomot ive 

industry,  logist ics ,  and consumer products  – namely 

fashion, shoes and accessories.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exhibition market in 

Central Europe? Are the major source countries of exhibitors 

and visitors different from exhibitions in West Europe? 

Kul is :  S ince  the  EU ent ry  of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Poland and Hungary the Central European 

market has grown dynamically. So has the trade with 

China. The market of CE is a demanding one, requiring 

high demands on quali ty,  rel iabil i ty and competi t ive 

pricing. It features strong competition from EU countries, 

domestic production. So Chinese potential exporters to the 

market have to be well prepared. Besides Czech buyers, 

professional visitors from Poland, Slovakia, Hungary, 

Austria, Germany and South-Eastern countries such as 

Croatia, Serbia, Bulgaria, Romania come to the industrial 

show MSV, as well as to other trade fairs.  

With joint efforts from the governments, China-Central 

Europe business ties have been strengthened.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 i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in Czech? Please name a few BVV exhibitions 

that help them enter local market.

Kulis: The industrial show MSV Brno or the AMPER 

shows are those, at which Chinese companies can present 

industrial equipment, components and technology. As for 

consumer products the only one B2B contracting show 

in CE -  the STYL/KABO shows are the platform for 

clothing, apparel, shoes and other fashion products.

China will participate in MSV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Fair 2016 as the Partner Country. How was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MSV in past editions? What will be 

the highlights this year? 

Kulis: Chinese exhibitors have been taking part in the 

MSV and other shows increasingly in the last decade. I am 

very pleased that in 2016, China will b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tatus of a Partner Country, occupying 

about 2000 sqm. A series of promotional events will be 

organized – such as bilateral China – Czech Business 

Conference,  Technology meetings,  cul tural  and food 

highlights. The China Pavilion will hopefully showcase 

the best  of China,  including high-tech technology of 

leading Chinese firms. I look very much for the Chinese 

event in Brno. 

BVV also operates  Brno Exhibi t ion Center.  What  is 

the impact that the digital technology brings to venue 

operation and event organizing?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a successful trade show?

Kulis: The key factor for a successful trade fair is the 

presence of the market key players, or let’s say of the 

majority of the market players. A smooth and stress less 

venue operation is a must. The key element of a trade 

fair as a live marketing tool is the live communication, 

face-to-face. Digital features such as mobile apps can 

make your  vis i t  a t  a  t rade show easier,  but  they are 

not a must. The real must that makes the visitor happy 

is the presence of everybody who is somebody in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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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驱动  文化盛事
——访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岳根·博思

岳根·博思

全球最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将于 10 月 19-23 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书展主席岳根·博思将在五月底的京交会期间第四次

举办“故事驱动”大会。本刊记者就本届书展亮点及京交会参会等话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40 出展世界  2016.5-6

INTERVIEW访谈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请问跟其他
行业的展会相比，举办书展是否有独特挑
战？法兰克福书展如何成功实现促进贸易
和文化交流的双重目的？

法兰克福书展早已超出“书展”这一单一概念，

不仅只是推动版权贸易，而是发展成为内容交易、

项目交易的平台。多年来，书展也是一年一度的文

化盛事，吸引全球近万名媒体、新媒体人士关注和

报道的媒体盛会，每年书展期间举办的活动超过

4000 场。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展会能比法兰克福

书展在文化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上更具开放性。我

们一直乐于迎接这种压力和动力并行的挑战。

法兰克福书展的业务和影响力也并不仅局限于

10 月的那 5 天，贯穿全年世界各地都有书展组织的

各种活动、培训、展览等文化活动。在商业上我们

也一直在做积极探索，比如投资有潜力的网络交易

平台 IPR Licence，与新加坡 MP 会展公司和新加坡

出版商协会合作创办新的展会一体的大型活动“故

事驱动亚洲”（StoryDrive Asia）。我们一直致力

于文化加商业两条腿走路，追求二者的平衡，而不

单单只追逐单向的发展。

今年书展有哪些亮点？是否针对中国
参展者有特别的设计环节？

今年书展将会推出一种全新的展览及商务形式

“艺术 +”（ARTS Plus），目的是为艺术品牌、艺

术图书出版人以及创意人群打造一个独特且合适的

贸易体系。届时不仅有博物馆、画廊、文化机构、

艺术高校、服务提供商及新兴企业在此展览，也会

有建筑师、设计师、图片社、IP 代理机构来此进行

商务洽谈，展区内还设有概念商店可销售艺术产品。

除此之外，各种形式的工作坊和活动也会讨论文化

IP 的新现象、新趋势。

另外，书展一直关注并培养少年儿童在数字时代

的教育问题。在“未来教室”这一框架之下，孩子们

将参与各种技能探险，学习具有创造力的工作方法，

展示个人或团队合作的工作结果。2016 年的未来课

堂将聚焦儿童初期的个人能力培养。只有孩子们从小

就积极探索创造性，培养行动力，未来才有希望。

法兰克福书展今年还将与国际信息内容产业协会

（ICIA）首度联手，共同创设年度插画赛事——全

球插画奖，并由中国最大的全球插画资源平台——

助画方略全流程运维。这是我们与中国伙伴深度合

作的首个国际插画赛事。大赛组委会邀请了 6 名国

际知名评委，分别是来自于插画，艺术，出版，传

媒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大奖届时将会有 5 大单元评

出共 15 位候选人入围短名单，全场大奖得主还将最

终获得 1 万欧元的奖金。这个奖项拥有最强的专业

度和国际性，虽然并不是只针对中国的参赛者，但

是我们非常看好中国插画师的设计能力与潜力。

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活动有哪些亮点？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活动从 3 月份的莱

比锡书展开始预热，经过 5、6 月在科隆举办的国

际青少年儿童周，之后再参加慕尼黑、柏林、汉堡

各地举办的文学节，一直会持续到 10 月才在法兰

克福书展闪亮登场。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佛兰德斯

& 荷兰。佛兰德斯和荷兰不仅仅语言共通，都是荷

兰语，其文化、艺术、文学也是一衣带水。联手作

为主宾国，他们不仅将会呈现给读者经典的小说、

诗歌等作品，也会有文坛新秀、新的创作体裁、图

书艺术的新形式亮相，其创意产业和文化机构也将

推出各种展览，与读者和观众进行最亲密的接触。

我非常期待看到他们的主宾国馆设计，因为书展将

会在那里拉开序幕。

您参加本届京交会将重点关注哪些方
面的问题？在京交会上取得哪些收获？

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和荣幸，今年再一次受到京交

会组委会的邀请，第四次在北京举办“故事驱动”

大会及展览。京交会是我们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合作

伙伴。今年的故事驱动大会将重点关注中国的网络

文学、IP 热现象以及政府大力促进的“一带一路”

政策对出版融合和版权贸易的影响。我很好奇大会

的主题“新丝路，新思路”将会带给观众什么样的

共识，又能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我对中国出版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先生的报告“十年网络文学

发展启示录”充满期待，也对来自中国、印度、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巴西、德国的同行带给中国观

众的案例分析和经验分享拭目以待。我相信，参加

故事驱动大会的听众一定能获得思想的碰撞和视野

的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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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 a business and culture 
exchange platform

Reported by Celion Su

——An Interview with Juergen Boos, Director of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From 19-23 October 2016, as the leading yealy event in the 

publishing world,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will once again 

be held in Frankfurt, Germany.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is 

th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s biggest trade fair – 

with 7,100 exhibitors from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round 

275,000 visitors, over 4,000 events and approximately 

10,000 accredited journalists – including 2,000 bloggers - 

in attendance. It also gathers key players from other media, 

including the film and games industries. Since 1976, the 

Book Fair has featured an annual Guest of Honour country, 

which showcases its book market,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 

attendees in a variety of ways.This year, the Guest of Honour 

are Flanders | Netherlands. 

Nowadays,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is much more than a 

book exhibition, it is also a platform for content exchange 

and project cooperation. Juergen Boos, Director of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thinks that there is no other book fair 

that compares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as a highly open 

platform of cultural and thoughts communic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goes far beyond 

the duration of the exhibition each year, but it reaches to 

countless activities, seminars and exhibi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Also, in order to keep the balance of business and 

culture, the organizer has also been seeking various business 

cooperation mod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fair, including 

investing into the promising online trading platform IPR 

Licence and co-organizing the StoryDrive Asia  with 

Singapore partners.   

This year, from May 28 to June 1,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will hold its fourth StoryDrive Conference in Beijing, China,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ir for Trade in 

Services (CIFTIS). Staged in Beijing since 2012, StoryDrive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transmedia 

trade event for the publishing and media industries in East 

Asia. “The Chinese publishing market continues to grow 

rapidl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publishing communit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at process.” said Juergen Boos, Director 

of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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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外交部、商务部、贸促总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下，“中

国国际染料展亚洲巡展”第六届展会将于 11 月 10-12 日在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展出面积约 3,000 平米。展会由中国染

料工业协会、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和中国贸促会上海市分会主办，

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和上海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上届展会于 2015 年 12 月 3-5 日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

顺利举办。在 12 月 3 日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染料工业协会

理事长史献平先生、上海贸促会副秘书长兼上海市国际展览

第六届“中国国际染料展亚洲巡展”
将于伊斯坦布尔举行

The 6th edition of Interdye Asia, organized by the China Dyestuff 
Industry Association (CDIA), the China Dyeing and Printing 
Association (CDPA), and the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CPIT) Shanghai Sub-Council, will be held in 
Istanbul, Turkey from 10-12, November 2016. 

□编辑 / 夏雪

中、印协会领导在开幕式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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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总裁顾春霆先生、印度染料制造商协会会长 Janak 

Mehta 先生、印度化工贸促会前主席 Ajay Kadakia 先生、中

国染料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田利明先生等中、印行业领

导出席了本届展会的开幕式。顾春霆总裁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词。

开幕式后，中、印行业领导对国内外参展企业进行了走访、与

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亲切交谈。

展会为期三天，现场汇集了来自中、印、德、泰等多家优秀

的染颜料及相关设备展商。前来参观的观众络绎不绝，据统计

共有近 3,000 人来到现场，各展位人头攒动，气氛火爆。本届

展会涵盖了国内外近 110 家知名企业展出总面积达 5,000 平

方米。

本届展会，参展企业与印度当地的业内观众洽谈活跃，有

些在现场便达成成交意向。展会最后一天的上午，观众登记处

依然排起了队伍，临近闭馆时，一些展商和客户依旧在展位上

认真地洽谈。主办方对各参展企业进行了逐一走访，展商纷纷

表示本届展会观众质量和数量俱佳，对主办方招商工作给出了

很高的评价，部分展商甚至提前预定下届亚洲巡展的展位。

展会期间，主办方还召开了中印行业发展、投资及产业政

策论坛，并组织国内企业参观了当地的印染工厂。丰富多样的

活动增进了双方企业间的认识，也推动了中、印印染行业更进

一步的合作。展会期间，《印度时报》，《金融快报》，《经济时

报》，fibertofashion 网站等多家印度知名媒体均悉数到场，采

访主办单位并对展会进行集中报道。

作为全球最大染料展中国国际染料工业及有机颜料、

纺织化学品展览会（China Interdye）品牌海外移植展，

InterdyeAsia 一直致力于推动行业发展，企业走向世界，

创造民族品牌。主办方表示，亚洲染料展也将继续努力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国内企业走出中国、面向世界提供优

秀的平台。

协会领导与企业代表参观当地工厂

展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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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影像博览会 : 

“影像无极限”
□ 编辑 / 夏雪

3 月 31日，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综合影像类展会——世界

影像博览会（photokina），在上海陆家嘴地标性建筑环球金

融中心的 86 层观景沙龙内举办了今年的第二场中国发布会。

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卡塔琳娜·克里丝汀·哈

玛（Katharina C. Hamma）女士、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行业

副总裁马库斯·奥斯特（Markus Oster）先生、德国影像工业

协会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安·穆勒·里克尔（Christian Müller-

Rieker）先生从德国专程赶来宣讲本届 photokina 展会的全新

理念和精彩亮点。演讲过程中，科隆展览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盛爽女士也亲切地为所有媒体朋友解答疑问。

photokina 上海发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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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活动邀请了国内影像界各大主流媒体，其规格之高也

创下 photokina 历年来在中国的宣传之最，足见主办方对于

中国市场的重视。与会的媒体朋友成为首批能够欣赏到全新

photokina 演示内容的中国观众。

全新的 photokina 将是一场视觉盛宴，各大前期宣传预热

及展期特设丰富活动，都将为今年参与的广大观众全方位展示

优质图片、视频与设备的无限可能性，充分诠释“影像无极限”

这一全新理念。这也是本届 photokina 的核心所在。photokina 

2016 预计将有来自约 40 个国家的 1，000 逾家企业参展。除

目前影像界推出的所有产品成果以外，视频、VR 与 AR，以及

航拍设备与运动型摄像机也将作为本届展会的亮点主题呈现。

photokina 自 1950 年创办至今，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得到四

大核心的支撑。当然对已有目标受众的承诺是永远不变的。

首要组成部分：展会

超越自我意味着要打破旧的束缚。对影像界来说，新的技

术与解决方案包括智能家居功能、云服务、App 应用程序、可

穿戴设备、音频视频以及 AR 与 VR。新的分区将被整合进已

有的规划内，从而使整个展会得到合理延伸。

第二座基石：活动

2016 世界影像博览会的目标是与新生代消费者及年轻一

代目标受众近距离接触，这一群体如今一直使用智能手机来探

索影像世界。为此 photokina 开发了一整套全新的活动内容，

当然传统影像的传播方式必会保留，因为那是 photokina 的开

山基石。

从“ 灯 光 艺 术 大 会”、“ 钢 索 杂 技”、“ 电 影 节”到

YouTube 的“视频博客大会”，再到以 3D、VR 和 AR 为主题

的“photokina 多维度”，最后到将在 6 号馆与“航拍世界”

一起新增的“photokina 动态大厅”等。这一些列的活动，

photokina 称之为——极目远眺。

世界影像博览会的“极目远眺”主题包含了博览会举办之

前与举办期间的大大小小100 余项活动。

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观众

年轻的目标受众为 photokina 带来了更多潜力。 年轻的智

能手机用户将成为未来影像业的专业用户，他们将成为这个行业

的消费者。然而博览会核心的目标受众是不变的。但目前镜头取

景器用户将会成为 photokina 最新定位的目标群体，还有年龄介

于 14 至 30 岁之间、使用智能手机、不了解博览会的影像爱好者

们。2016 年世界影像博览会上，photokina 将向这些年轻人提供

摄影、尝试新事物以及全方位品味展会主题的机会。

最后一枚基石：沟通

沟通是没有界限的。photokina 正通过大量精心设计

的宣传活动来加强沟通，例如通过脸书、推特、YouTube、

Instagram以及SnapShot开展的社交媒体宣传活动、直接营销、

覆盖超过150个行业性杂志与大众杂志的平面媒体宣传活动，

当然还有包括线上广告、线上标语以及线上展示在内的线上宣

传活动。

通过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在海外的分部与办事处，

photokina 得以在世界各个角落宣传重装登场的 2016 世界影

像博览会。能够进入一个几乎汇集了全球各国信息的数据库，

这样就能在全球各地为博览会宣传造势。

本届展会的新理念与宣传活动将伴随着 photokina 在全

球各地开展的媒体活动来展开，将覆盖北美、欧洲与亚洲各国。

全世界都将见证 photokina 世界影像博览会这次华丽的转型，

让我们拭目以待。
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卡塔琳娜·克里丝汀·哈玛
女士介绍本届 photokina 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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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全球系列展览会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主办，并联合

世界各地的专业展览主办方合办，助力企业打开新兴市场大门。

其中，R+T STUTTGART 德国斯图加特国际门窗及遮阳技

术展创立于1965 年，每三年一届，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主办，

是世界领先的门窗、屋顶、遮阳技术专业博览会。经过 50 多年

的辉煌发展历程，不仅为参展商提供了展示最新产品和技术的

机会，同时亦为零售商、代理商、经销商提供了寻求新客户、新

商机和贸易交流的平台。下届展会将于 2018 年 2 月 27-3 月 3

日在斯图加特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R+T TURKEY 土耳其国际门窗及遮阳技术展创立于 2013

年，每两年一届，由德国斯图加特展览公司及其土耳其分公司联

合主办，是土耳其唯一的卷帘门、门及门禁、窗和遮阳系统的最

新产品发布平台和了解行业发展趋势的专业展会。下届展会将

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在伊斯坦布尔会展中心举行。土耳其横

跨欧亚大陆，辐射东欧、中东和北非市场，是人们心目中最具发

展潜力的欧洲市场。每年，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土耳其，商业地

产的迅速发展刺激建材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即使是在世界建材

市场疲软的年份，土耳其依旧保持高增长。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作为 R+T 德国及全球系列展

会 2016 巴西 R+T、2017 土耳其 R+T 的总代理，全权负责大中

华地区展商的参展工作，大中华地区展商的参展申请及参展初

审工作；初审通过的展商摊位分配及付款事宜；大中华地区展商

展位搭建及运输事宜；大中华地区展商邀请函签发、会刊注册、

参展证等事宜；中国大陆地区组团参展及参观的服务工作。据该

司负责人介绍，通过 R+T 全球系列展览会，业界人士可以了解

新市场，认识新的合作伙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德国斯图加特国际门窗及遮阳技术展全球系列：

打开新兴市场大门
R+T global series, organized by Messe Stuttgart and local organizers in different cities 
of the world, is the world’s leading trade fair for roller shutters, doors/gates and sun 
protection systems. R+T STUTTGART was established in 1965, the next edition will be 
from 27 February to 3 March, 2018, in Stuttgart. R+T TURKEY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and the next edition will be from 1 to 4 March in Istanbul. 

□编辑 / 苏希玲

48 出展世界  2016.5-6

WWORLD NO.1 EXHIBITION

全球第一展





美国拉斯维加斯混凝土暨石工建筑机械展览会 (WOC Las 

Vegas 2017) 将于 2017 年 1月17-20 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会展

中心举办。每年，超过 60,0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行业专家

和技术精英齐聚于此，寻求先进技术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2015 年 WOC 吸引了 1,500 多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原始设备

制造商以及商业建筑、混凝土和石工行业的设备产品和服务代理

商，室内和室外展览面积达到近 8 万平米。

据美国建筑师协会预测，2016 年美国仅非住宅性建筑支出

便预计增加 8% ，2017 年将增至15%。报告指出，2015 年美国

非住宅性建筑支出已超出预期，预计今年酒店、办公场所、生产

设施及娱乐休闲空间等建筑需求将持续增长，美国建筑行业市

场发展前景广阔。

美国 Gilbane Building 公司 2015-2016 年度建筑行业市场

调查报告显示，2015 年美国非住宅性支出增至1.1 万亿美元，增

长了 10.7%。Gilbane Building 公司预测，2016 年非住宅性支出

将继续增长，达到 9.7% 左右。2014-2016 年美国市场建筑支出

总额将增长 30%，WOC Las Vegas 2017 设有 8 万平米的展示

面积，助力参展企业挖掘美国建筑市场新商机。

英富曼会展 WOC 全球系列展：

助力挖掘建筑市场新商机
WOC Las Vegas 2017, organized by Informa Exhibitions, will be held from 17 to 20, January, 
2017, in Las Vegas, United States. Over 1,500 companies in the building and concrete world are 
expected to attend in the 80,000 square meters space. The overall growth of US building market 
between 2014-2016 is estimated to reach 30%.

□编辑 / 苏希玲

链接：英富曼会展 WOC 混凝土及建筑行业全球系列展会计划

美国拉斯维加斯混凝土及石工建筑机械展览会 WOC�Las�Vegas�2017��������������������
美国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2017.1.17-20���www.worldofconcrete.com

印度混凝土暨石工建筑机械展览会 WOC�India
印度�新德里���2016.5.18-20���www.worldofconcreteindia.com

加拿大混凝土专题展�WOC�Pavilion�Canada（同期举办：第 28 届加拿大建筑年会暨展览会）
加拿大�多伦多���2016.11.30-12.2���www.concretecanadaexpo.com����������������������

巴西混凝土专题展WOC�Pavilion�Brazil�（同期举办：巴西国际建筑及基础设施展览会）
巴西�圣保罗���2016.6.15-17���www.constructionexpo.com

欧洲混凝土展览会 WOC�Europe( 同期举办：法国国际土木工程和建筑机械展览会 Intermat)
法国��巴黎���2016.9.6-7����http://paris-en.intermatconstruction.com

美国建筑师大会暨建筑博览会�AIA�Convention�2016��
美国费城���2016.5.19-21���www.convention.a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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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展览研究中心发布《2016年美国展览指数报告》称 

 美国展览行业未来几年将步入持续增长
□ 供稿 /CEIR            □编译 / 苏希玲

Total Index Increased in 2015 Showing a Positive Future Outlook for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On 12 April, the Center for Exhibition Industry Research (CEIR) released the 2016 CEIR 

Index Report. The CEIR Index analyzes the 2015 exhibition industry and provides a future 

outlook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Despite widespread pessimism and deceleration of activity 

during the fourth quarter, the U.S. economy still displayed significant signs of strength in 

2015, led by personal consumption and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These strengths were offset 

partially by deterioration i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net exports to produce real GDP growth 

of 2.4%. According to CEIR’s current projection, 2016 growth will be about the same, or 

perhaps slightly weaker as the trade gap widens further, before GDP accelerates in 2018.

4 月 12 日，美国展览研究中心（CEIR）发布《2016 年美

国展览指数报告》。该报告分析了 2015 年美国展览行业的发

展情况，并展望了未来三年展览行业的发展。虽然 2015 年第

四季度，美国展览行业气氛普遍低迷，业务活动也有所缩减，

但 2015 年全年，得益于个人平均消费和房产建筑的增长，美

国经济依然显示出强劲的复苏迹象。全年出口量占 GDP 的比

重增长为 2.4%。CEIR 预测，2016 年的出口增长率与这一数

字持平或有小幅下降，而到 2018 年，GDP 将进一步增长。

CEIR 经济学家 Allen Shaw 博士表示，“经济的发展和就

业增长预计将会继续推动展览行业的发展。但是，精细商务项

目、建筑与家装两大行业展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增长会更加

吻合，增长速度有限。因此，2016 年CEIR 整体指数将降至 2.4%， 

比 2015 年的数字降低 1.3%，但是，这仍比 2015 年的绝对

GDP 增长率还高出 0.1 个百分点。此后，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

CEIR 指数的增长率将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升至 2.7% 和

3.0%。这是 CEIR 统计历史上最快的持续增长速率。到 2018 年，

CEIR 指数将达到 3.5%，超过 2007 年的最高水平。

未来几年，住房、汽车销售以及固定商务投资的增长将推

动精细商务项目、建筑与家装、通信技术、交通运输领域达到

近年来的最快增长速度。消费相关类展会（包括消费商品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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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展、食品展、体育用品展、旅行与娱乐展）将持续受益于不断增

长的居民随意性之出。

2015 年，虽然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但原材料及相关科技方面

的展会业务仍有增长，离岸油气产品和钻井技术类展会的业务收

入也较为乐观。但是，2016 年，原油低价的影响应该会对该领域

的行业造成冲击。

作为美国展览行业每年一度的客观评估报告，CEIR 指数每

年从四个方面来评估展览行业的整体表现：展会净面积、专业观

众数量、参展商数量、展会总收入。CEIR 调查囊括 14 个行业的

展览会：商业服务、消费品、随意性消费品与服务、教育、食品、财

务与房地产、政府、建筑与家装、工业机械与精细商务项目、医药

与保健、原材料及相关科技、体育用品、旅行与娱乐、交通运输。

本次 CEIR 调查报告将于 9 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 CEIR 展

览预测大会发布。CEIR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Brian Casey 表示，“今

年是我们第六次发布发布 CEIR 年度预测报告，展览行业内的管

理者可以把我们的报告内容作为决策参考。最新的调查数据以及

CEIR 经济学家的深度分析将极大帮助业内人士作出精准决策，

推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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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考虑 
选择合适的展会
□ 编辑 / 苏希玲

在“互联网 +”时代，企业收到的

国外展会信息十分丰富。不仅有从主办

方、组展代理机构发来的邀请，还可以

从专门的展览网站上了解到丰富的展览

会信息。面对海量信息，如何选出适合

自身营销计划的展会而不被误导？本文

罗列了一些常见的选展误区。

（1）因为邀请者的名气而选择参

展览会。

参展邀请可能是展览会主办方发

出的，也可能是名人、政府部门、工商会、

行业协会等发出的。名人、政府部门等

发出的邀请也许能证明展览会有一定的

影响力和服务水准，但即便如此，企业

如果不考虑自身的营销计划就接受邀

请，是不明智的。在整体营销框架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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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邀请也只能作为是否参展的考虑

因素之一。

（2）因为费用低而选择展览会。

降低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是众

多企业的目标。很多企业在筛选潜在

展会时，往往会优先考虑费用低的展会。

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一场展览会参展

费用低必然有其原因。大致说来，可

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展览会所在地的

市场潜力可能不大，二是展览会可能

不能满足展出者的市场开拓需求，三

是展览会的服务质量可能不理想。（注：

政府部门等有相关资金支持的展览会

不在此范围）因此，仅仅因费用低就选

择某场展览会往往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很多企业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费

用固然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但更重要

的是参展投资回报率。因此，企业需要

重点考虑展览会辐射的市场是否有潜

力、展会是否满足自身业务开发需要

等因素，而不是把费用因素放在首位

甚至唯一因素。

（3）因为评价高而选择展览会。

社会名流、政府部门、商协会、新

闻媒体等可能会对某一展览会做出相当

高的评价。然而，仅仅基于展会的名气

就做出参展选择可能并不明智。良好的

公众评价可能只是展会组织者公关工

作的结果。此外，评价者可能单纯按照

自身的一套标准来评价展览会，其本身

也不一定了解该展会。因此，第三方评

价只能作为是否参展的参考依据，而不

是主要依据。

（4）因为竞争对手参展而参展。

有影响力的行业展览会是重要的

贸易场所，对扩大或保持展出者的品牌

知名度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竞争对

手参加某个展览会自有其战略战术考

虑。各企业的参展原因不一定一致，他

人的参展行为不应该作为自己的参展

理由。因此，企业除了依据自身的营销

战略考虑是否参展，还要考虑营销战术，

即采取何种营销方式。商场竞争不一定

都要正面厮杀，克敌制胜、占领市场的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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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landia Hall

COMPANY

A m as te r p i e c e  by  t h e  wo r l d -

r e n o w n e d  F i n n i s h  a r c h i t e c t , 

A lva r  Aa l to ,  F in land ia  Ha l l  i s 

wor th  a  v is i t  in  i t s  own r ight . 

F i n l a n d i a  H a l l  i s  H e l s i n k i ’ s 

m o s t  d y n a m i c  v e n u e  f o r 

congresses and other  events, 

a n d  c o m m i t t e d  t o  o f f e r i n g 

c u s t o m e r s  a n d  g u e s t s  a 

growing range of services. The 

l i s ted  c ompany  (F I -203 6 6 6 8 -

3 )  i s  respons ib le fo r  runn ing 

Fin landia Hal l .   Mrs.  Johanna 

Tolonen, M. Sc.(Econ.) acts as 

the company’s CEO. 

F in l and ia  H a l l  g ene r a te s  t he 

b e s t  p r o f i t s  i n  i t s  4 5 - y e a r 

h is tor y in  2015 Congress and 

e v e n t  c e n t r e  F i n l a n d i a  H a l l  

L t d .  p r o d u c e d  a  t u r n o v e r  o f 

near ly  EUR 8 .7  mi l l i on  in  the 

f inancial year 2015. Compared 

w i t h  2 0 1 4 ,  t h e i r  t u r n o v e r 

i n c r e a s e d  b y  a p p r o x i m a t e l y 

E U R  1 .1  m i l l i o n .  T h i s  i s  a 

r e c o r d  r e t u r n  i n  t h e  4 5 - ye a r 

history of Finlandia Hal l.

VISION

•To be a unique congress and 

event venue

• T o  h e l p  o u r  c u s t o m e r s 

succeed

MISSION

•To  o f fe r  c us tomer s  t he  bes t 

oppor tuni t ies for  a successfu l 

event

•To give par t ic ipants a unique 

exper ience

F i n l a n d i a  H a l l  f o l l o w s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s  a n d  c r i t e r i a  

c o n t a i n e d  i n  t h e  I S O  9 0 0 1  

a n d  I S O  14 0 0 1  q u a l i t y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m a n a g e m e n t  

s t a n d a r d s .  Q u a l i t y  i s  

c e n t r a l  t o  t h e  a b i l i t y  o f  o u r  

o p e r a t i o n s ,  s e r v i c e s ,  a n d  

p r o duc t s  t o  me e t  c us to mer s ’  

n e e d s  a n d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  

C o n s t a n t l y  d e v e l o p i n g  

o u r  b u s i n e s s  p r o c e s s e s  

t o  i m p r o v e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s  i n t e g r a l  t o  

o u r  a p p r o a c h .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c t s  a s  t h e  

ove r a l l  i nd i c a to r  o f  h ow we l l  

we  de l i ve r  on  qua l i t y.  

S O C I A L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PRINCIPLES

F o r  F i n l a n d i a  H a l l ,  s o c i a l 

responsibi l i t y is a commitment 

t o  s o c i e t y .  W e  p u r s u e  i t  

i n  a l l  o f  o u r  o p e r a t i o n s , 

t a k i n g  i n t o  a c c o u n t  v a r i o u s 

ecological, social and f inancia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  I n  s h o r t ,  

e v e r y t h i n g  w e  d o  s u p p o r t 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芬兰知名会展场馆 Finlandia 会议中心是芬兰知名的会议中心，由闻名世界的芬兰设计师 Alvar Aalto 操刀设计，

本身就是一件杰作。会议中心由一家上市公司运营，为主办方和参会代表提供一系列服务，打造独特的参会体验。会议

中心会议中心的愿景是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会展中心，同时帮助客户的活动取得成功。

高品质是会议中心在运营管理中的重中之重。此外，会议中心的工作团队不断优化业务运营流程，提升客户满意度，

通过个性化、高度灵活的一站式服务，超越客户期望。Finlandia 会议中心严格遵守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质量体

系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会议中心的运营者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运营过程中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社会责任

和财务状况。2015 年，Finlandia 会议中心创下 45 年来最高利润，为 870 万欧元，比 2014 年增加 110 万欧元。

芬兰 Finlandia 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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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奥地利中心是奥地利首屈一指的会议中心，周边

是现代化的建筑，距离闹市区仅 7 分钟步行距离，到多瑙河与

多瑙河公园也是步行几分钟即到。作为奥地利最大的会议中

心，奥地利中心共可容纳 20,000 名参会代表，并且有 24 个演

示厅，可容纳 100-4,320 名代表。此外，还有 180 个会议室与

22,000 平米的展厅面积。2016 年，奥地利中心从 3-11 月的大

型会议预订情况喜人，将迎来 77,000 名国际参会代表。其中，

八场大会为医药类会议，显示了奥地利中心作为奥地利首要医

药会议场馆的显赫地位。

奥地利中心的工作团队积极践行崭新的业务发展策略，是

成功吸引大量会议预订的主要原因。这些大型会议一般提前三

年预订，而合作谈判提前的时间甚至更远。奥地利中心董事总

经理 Susanne Baumann-Söllner 表示，“我们不仅重新设计

了场馆，购置了新的家具，还设立了商务大厅，并在 A 馆使用了

新的灯光概念，销售团队和项目经理也格外出色。我非常高兴

地看到，过去几年来 ，我们的努力获得了回报。”

维也纳奥地利中心

Austr ia Center Vienna

Surrounded by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just 7 

minutes f rom the c i ty centre and a few minutes’ 

w a l k  f r o m  t h e  D a n u b e  a n d  t h e  D o n a u p a r k . 

Austr ia Center Vienna

A s  Aus t r i a ’s  l a rges t  c on fe renc e  c en t re  has  a 

to ta l  capac i t y  fo r  20,0 0 0 de legates and of fe rs 

24  l e c tu re  r o o ms  fo r  b e t we en  10 0  and  4 , 32 0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18 0  m e e t i n g  r o o m s  a n d  2 2 ,0 0 0 

square meters of exhibi t ion space.

2016 is shaping up to be a very strong year for 

conferences at  the Aust r ia  Center  V ienna:  the 

t e n  l a r g e - s c a l e  c o n g r e s s e s  b o o ke d  b e t we e n 

March and November wi l l  draw a combined total 

o f  a r o u n d  7 7, 0 0 0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E i g h t  o f  t h e s e  ev e n t s  w i l l  f o c u s  o n  m e d i c a l 

s p e c i a l i s m s ,  r e f l e c t i n g  t h e  o u t s t a n d i n g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p u t a t i o n  o f  A u s t r i a ’s  l a r g e s t 

c o n f e r e n c e  ve n u e  w h e n  i t  c o m e s  t o  s t a g i n g 

m e d i c a l  c o n g r e s s e s  w i t h  c o m p l ex  t e c h n i c a l 

requirements. 

New strategy and focus for the whole team is a 

ma jo r  fac to r  beh ind  c on fe renc e boom.  Large -

s c a l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n f e r e n c e s  a r e  b o o ke d 

a r o u n d  t h r e e  y e a r s  i n  a d v a n c e ,  w i t h  i n i t i a l  

ta lks star t ing a long way before that .  “ I ’m ver y 

p l e a s e d  t h a t  o u r  e f f o r t s  o v e r  t h e  p a s t  f e w 

ye a r s  –  n o t  o n l y  t h e  r e d e s i g n  o f  t h e  ve n u e , 

i n  pa r t i c u l a r  t h e  new f u r n i t u re ,  t h e  B us ine s s 

Lounge and the new l ight ing concept in Hal l  A , 

bu t  a lso the ded icat ion o f  our  sa les team and 

p r o j e c t  m a n a g e r s  w h e n  i t  c o m e s  t o  s t a g i n g 

c o n fe r e n c e s  –  a r e  n ow  c l e a r l y  b e a r i n g  f r u i t .  

E s p e c i a l l y  i n  t h e  l a s t  t h r e e  y e a r s  w e  h a v e 

s h o w n  j u s t  h o w  e f f e c t i ve  t h e  A u s t r i a  C e n t r e 

V i enna  i s  a t  s t ag ing  suc c e s s f u l  i n te r na t i ona l 

c o ng re s se s ,”  c o mm ente d  Sus anne  B aumann -

Söl lner,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Austr ia Center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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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1、展会信息由办展单位提供，仅供参考，如欲参展、观展、合作请与之联系确认。

　　　　　2、展会信息如若有所变更，请办展单位及时通知，以便更正！

　　　　　3、各展会主承办单位如需刊登展会信息，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会展信息 2016 年 9-12 月 电话：010-51654839-809

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国际纺织服装采购展览会 加拿大 多伦多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自行车及零部件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9/1

福建省福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秋季国际服装面料及鞋材展览

会
美国 丹弗斯 2016/9/1

保利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全美安全及劳保用品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无线通讯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制造技术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北美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2016/9/1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天然有机食品展览会 美国 巴尔的摩 2016/9/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国际纺织采购展览会 巴西 圣保罗 2016/9/1

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中国中轻国际控股公司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巴西）贸易博览会 巴西 圣保罗 2016/9/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矿业展览会 哥伦比亚 麦德林 2016/9/1

保利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建材展览会 秘鲁 利马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国际食品技术展览会 墨西哥 墨西哥城 2016/9/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乐器、舞台设备展览会 巴西 圣保罗 2016/9/1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巴西）贸易博览会 巴西 圣保罗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空调、暖通及制冷展览会 墨西哥 蒙特雷 2016/9/1

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 国际纺织采购展览会 巴西 圣保罗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制冷、空调、供暖及通风

设备博览会
墨西哥 蒙特雷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工业配件展览会 巴西 南卡希亚斯 2016/9/1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中国五金工具（墨西哥）品牌

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 2016/9/1

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巴西）贸易博览会 巴西 圣保罗 2016/9/1

北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西部工业紧固件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0/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全美安全及劳动用品展 美国 阿纳海姆 2016/10/1

国外展会信息　　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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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国际线圈及磁性材料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2016/10/1

贸促会轻工行业分会 西部医药原料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0/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0/1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建筑和住宅展览会 墨西哥 墨西哥城 2016/10/1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国际造纸与纸浆展览会 巴西 圣保罗 2016/10/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建材与制造业展览会 墨西哥 墨西哥城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工业展览会 哥伦比亚 波哥大 2016/10/1

国家建筑材料展贸中心 国际建筑和住宅展览会 墨西哥 墨西哥城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制造技术与焊接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2016/11/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改装车及设备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1/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1/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灯光音响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1/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工业设计制造展览会 加拿大 魁北克市 2016/11/1

福建汇源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自有品牌商品采购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2016/11/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汽车零部件及售后服务展

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1/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金属加工和管材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1/1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 国际包装机械及材料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2016/11/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1/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电力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2/1

中国（福建）对外贸易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冬季国际鞋业展览会 美国 纽约 2016/12/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电力展览会 美国 拉斯维加斯 2016/12/1

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福建省福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家用电器展览会 德国 柏林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视觉传播与广告标识展览

会
法国 巴黎 2016/9/1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包装展览会 波兰 波兹南 2016/9/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秋季国际儿童用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贸易博览会 斯洛文尼亚 采列 2016/9/1

北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影像器材博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中企国际展览广告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鞋类、箱包及配件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 秋季国际面料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9/1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中国品牌商品欧洲展览会 英国 伯明翰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广告标牌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家用电器与家庭用品博览

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运输博览会 德国 柏林 2016/9/1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秋季国际消费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商用车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汽配及售后服务展览会 波兰 凯尔采 2016/9/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国际婴儿、青少年用品展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国外展会信息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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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保利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博览会 德国 柏林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商用车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欧洲复合材料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9/1

中艺新国际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国际家居及消费品展（秋季） 意大利 米兰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包装展览会 波兰 波兹南 2016/9/1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中国家电电子（德国）品牌展

览会
德国 柏林 2016/9/1

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体育、露营及庭园家具博

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商用车展览会 德国 汉诺威 2016/9/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秋季国际儿童用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硅酸盐学会 国际玻璃技术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9/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德国 法兰克福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德国 柏林 2016/9/1

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国际影像器材博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 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9/1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秋季国际食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海事展览会 德国 汉堡 2016/9/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德国 法兰克福 2016/9/1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国际体育、露营及庭园家具博

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秋季联邦轻工纺织品及设备展

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北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体育、露营及庭园家具博

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保利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体育、露营及庭园家具博

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德国 柏林 2016/9/1

中工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婴儿、青少年用品展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秋季联邦轻工纺织品及设备展

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福建汇源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花园工具及五金工具展览会 英国 伯明翰 2016/9/1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婴儿、青少年用品展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德国）品

牌展览会
德国 柏林 2016/9/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婴儿、青少年用品展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中国中轻国际控股公司 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 德国 法兰克福 2016/9/1

贸促会浙江省委员会 国际食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秋季国际家庭用品博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9/1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国际花园工具及五金制品展览会 英国 伯明翰 2016/9/1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秋季国际服装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9/1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中国品牌商品（波兰）展览会 波兰 华沙 2016/9/1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国际百分百设计展览会 英国 伦敦 2016/9/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影像器材博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安全保卫用品展览会 德国 埃森 2016/9/1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服装和纺织品采购展览会 意大利 米兰 2016/9/1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10/1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
中国医药原料（西班牙）品牌

展览会
西班牙 马德里 2016/10/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世界新能源车博览会 德国 慕尼黑 2016/10/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摩托车、滑板车及自行车

博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10/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视觉传播与广告标识展览会 意大利 米兰 2016/10/1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国际食品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10/1

贸促会浙江省委员会 国际动漫展览会 法国 嘎纳 20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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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上交会中东欧展 捷克 布尔诺 2016/10/1

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 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10/1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国际纸浆造纸、林业、生活用

纸及纸包装展览会
俄罗斯 圣彼得堡 2016/10/1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10/1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美容用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0/1

贸促会浙江省委员会 国际食品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10/1

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国际电子及照明展览会 西班牙 马德里 2016/10/1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美容用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0/1

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
国际摩托车、滑板车及自行车

博览会
德国 科隆 2016/10/1

中国中轻国际控股公司 国际美容用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0/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澳大利亚 奥兰治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10/1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医药原料展览会 西班牙 巴塞罗那 2016/10/1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
中国数字类产品、设计与未来

展览会
德国 汉堡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客车展览会 澳大利亚 悉尼 2016/10/1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电子及照明展览会 西班牙 马德里 2016/10/1

贸促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 国际石材展览会 意大利 维罗纳 2016/10/1

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10/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焊接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0/1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玻璃技术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10/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10/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泵、压缩机、驱动齿轮展

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0/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国际康复、护理及疾病预防综

合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10/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成人用品展览会 德国 汉诺威 2016/10/1

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 欧洲微波展览会 英国 伦敦 2016/10/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照明及照明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1/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国际医院设备展览会 德国 杜塞尔多夫 2016/11/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视觉影像展览会 德国 法兰克福 2016/11/1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宠物用品展览会 俄罗斯 圣彼得堡 2016/11/1

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 国际金属加工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1/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电子自动化系统及元件展

览会
德国 纽伦堡 2016/11/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工业配件市场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11/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照明及照明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1/1

贸促会浙江省委员会
国际医药原料及食品配料展览

会
德国 法兰克福 2016/11/1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健康食品原料展览会 德国 法兰克福 2016/11/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制冷、暖通及卫生洁具展

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11/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冬季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1/1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冬季国际五金工具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1/1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照明及照明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1/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 德国 汉诺威 2016/11/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照明设计展览会 英国 伦敦 2016/11/1

北京中教仪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世界教育装备博览会 瑞士 伯尔尼 2016/11/1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 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展览会 法国 巴黎 2016/11/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照明展览会 英国 伦敦 2016/11/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劳保用品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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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电子元器件及生产设备展

览会
印度 班加罗尔 2016/9/1

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 国际金属及钢铁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9/1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 国际食品加工及包装机械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9/1

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 国际钢铁、铸造及有色金属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9/1

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 亚太涂料展览会 泰国 曼谷 2016/9/1

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宾馆、酒店用品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9/1

贸促会辽宁省分会 秋季国际商品展览会 朝鲜 平壤 2016/9/1

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家居及电器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9/1

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 国际钢铁及管材、线材展览会 韩国 汉城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电子元器件、材料及电子生

产设备博览会
印度 班加罗尔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制冷、供暖、通风及建材展

览会
新加坡 新加坡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家用电器及消费品展览会 蒙古 乌兰巴托 2016/9/1

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国际电力工业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越南 胡志明市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家用电器与家庭用品展览会 伊朗 德黑兰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电子元器件、材料及生产设

备展览会
越南 河内 2016/9/1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亚洲食品配料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9/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紧固件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9/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照明灯饰展览会 印度 新德里 2016/9/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东南亚专业舞台灯光及音响、乐

器展览会
泰国 曼谷 2016/9/1

国家建筑材料展贸中心 国际建材展览会 越南 胡志明市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橡塑工业展览会 越南 胡志明市 2016/9/1

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五大行业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9/1

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秋季国际商品展览会 朝鲜 平壤 2016/9/1

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广告视频通讯户外媒体博

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安全科技消防暨工业安全

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9/1

北京中贸联进出口有限公司 亚洲电力、输配电及新能源展览会 韩国 首尔 2016/9/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中国建材暖通产品展览会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2016/9/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照明灯饰展览会 印度 新德里 2016/9/1

贸促会上海市分会 国际纱线和面料辅料展览会 孟加拉国 达卡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制冷、供暖、通风及建材展

览会
新加坡 新加坡 2016/9/1

贸促会广州市委员会
国际制冷、供暖、通风及建材展

览会
新加坡 新加坡 2016/9/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 蒙古 乌兰巴托 2016/9/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中东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9/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管材线材及钢铁展览会 韩国 首尔 2016/9/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中国工程机械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10/1

贸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 国际电子产品展览会 韩国 首尔 2016/10/1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包装、加工机械及配料

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家居用品、家用电器及礼品

博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0/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美食及海鲜食品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包装、加工机械及配料

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美食及海鲜食品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贸促会建筑材料行业分会 国际酒店用品及食品展览会 斯里兰卡 科伦坡 201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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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贸促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世界能源大会展览会 韩国 大邱 2016/10/1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国际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10/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家庭用品、礼品和家用电器

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0/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展览会 印度 班加罗尔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0/1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技术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0/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计算机、通讯及消费类电子

产品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环保水处理和能源博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包装及印刷机械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技术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0/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机床和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 越南 胡志明市 2016/10/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工程机械与建筑展览会 菲律宾 马尼拉 2016/10/1

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 国际管材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10/1

贸促会陕西省分会 陕西特色产品展览会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2016/10/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城市、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0/1

贸促会电力行业委员会 国际电力展览会 韩国 釜山 2016/10/1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
秋季国际家庭用品、礼品及家用

电器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0/1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医药原料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11/1

中国国际商会 中东五大行业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1/1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国际食品与酒店用品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11/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机床和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 泰国 曼谷 2016/11/1

贸促会汕头市分会 国际塑料橡胶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11/1

中国国际商会 国际石油展览会 阿联酋 阿布扎比 2016/11/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矿业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1/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汽车零配件展览会 伊朗 德黑兰 2016/11/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纺织及服装工业展览会 越南 胡志明市 2016/11/1

福建汇源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食品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11/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中国（越南）两轮车国际展览会 越南 河内 2016/11/1

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 中亚涂料展览会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2016/11/1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东南亚石油及天然气科技展览会 新加坡 新加坡 2016/11/1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
国际五大行业及工程机械车辆

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1/1

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 国际石油及天然气展览会 新加坡 新加坡 2016/11/1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国际农业展览会 缅甸 仰光 2016/11/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机床和金属加工机械展览会 泰国 曼谷 2016/11/1

福建汇源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水产贸易博览会 韩国 釜山 2016/11/1

福建省福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国际皮革及鞋业展览会 伊朗 德黑兰 2016/11/1

浙江中浙国际展览商务有限公司
国际五大行业及工程机械车辆

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1/1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制药机械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11/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太阳能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11/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五大行业及工程机械车辆

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1/1

贸促会冶金行业分会 国际新材料博览会 韩国 首尔 2016/11/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国际五大行业及工程机械车辆

展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1/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国际石油展览会 阿联酋 阿布扎比 2016/11/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工程机械及基础设施建设

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11/1

福建省福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国际皮革展览会 孟加拉国 达卡 2016/11/1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线材线缆展览会 越南 胡志明市 2016/11/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秋季国际贸易博览会 阿联酋 迪拜 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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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医药原料展览会 肯尼亚 内罗毕 2016/9/1

贸促会山东省委员会 秋季国际纺织品展览会 埃及 开罗 2016/9/1

贸促会化工行业分会 国际农业展览会 埃及 开罗 2016/9/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农业展览会 埃及 开罗 2016/9/1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国际造纸展览会 埃及 开罗 2016/10/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汽车及相关配件展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2016/10/1

远大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建材展览会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2016/11/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工程矿业展览会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2016/11/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工程及施工设备展览会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2016/11/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纺织服装及鞋类展览会 南非 开普敦 2016/11/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非洲）商品、技术与服务展

览会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2016/11/1

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
中国纺织精品展览会（南非）暨南

非纺织服饰鞋类展览会
南非 开普敦 2016/11/1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国际电力、照明及新能源展览会 埃及 开罗 2016/12/1

国外展会信息　　非洲

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国际食品展览会 澳大利亚 墨尔本 2016/9/1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 中国纺织服装展览会 澳大利亚 墨尔本 2016/11/1

福建省福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服装展览会 澳大利亚 墨尔本 2016/11/1

贸促会浙江省委员会 中国纺织服装展览会 澳大利亚 墨尔本 2016/11/1

国外展会信息　　大洋洲

组展单位 展会名称 国家 城市 展会时间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机床及金属加工技术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016/12/1

贸促会江苏省分会 阿拉伯贸易周 阿联酋 阿布扎比 2016/12/1

福建汇源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国际贸易展览会 越南 胡志明市 2016/12/1

中国国际商会 阿拉伯贸易周 阿联酋 阿布扎比 2016/12/1

贸促会广东省委员会 中国商品展览会 印度 孟买 2016/12/1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国际工程机械及建筑设备展览会 印度 德里 2016/12/1

贸促会浙江省委员会 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 印度 浦那 2016/12/1

贸促会机械行业分会 国际工业装备展览会 印度 德里 2016/12/1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塑料工业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6/12/1

福建汇源国际商务会展有限公司 福建商品展览会 马来西亚 吉隆坡 2016/12/1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国际食品展览会 阿联酋 阿布扎比 2016/12/1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安全科技及安全产品展览会 印度 新德里 2016/12/1

浙江远大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进出口商品展览会 马来西亚 吉隆坡 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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