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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研究]

会展品牌塑造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为例

华钢，楼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旅游学系，上海200241)

[擒耍]会展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全新的业态正在兴起，并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在每年庞大的会展

基效背后。却找不出更多知名品牌会展。因此，有关会展品牌塑造方面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将变得重要和迫

切．以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为例．梳理了华交会品牌创建的3个重要阶段．并借用层次分析法的部分理论。剖析华交

会会展本体、经营管理以及发展环境三层面对品牌塑造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议会展组织者应重视会展

举办时闯和地点的固定性，重视提炼会展主题，重视会展专业化打造以及坚持贯彻“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经营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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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会展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全新的业态正在兴起，并

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近年来

会展业的不断拓展与深入，会展经济效应及对相关产

业的拉动效应越加明显，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

力发展会展业的热潮。然而，在繁荣的会展经济背后，

许多制约产业持续发展的弊端却日益暴露。从会展业

相对发达的上海来看，年均办展数量在340个左右，

但能扬名国际的知名品牌会展却寥寥无几。因此，如

何建设品牌会展，完成会展业由数量升级向品牌升级

的转型是目前会展业发展面临的难题之一。本文以中

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华交会”)品牌

发展历程为例，通过实证分析，论证和阐述品牌会展

塑造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此为我国会展业持续

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与本课题相关的研

究成果较少，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然为推进会展

品牌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其中陈

心德、吴忠、汤世强通过对品牌会展塑造与经营研究

分析后认为，会展项目的品牌化经营流程包括八大要

素：树立品牌意识，科学品牌定位，建设品牌文化，品

牌创新，品牌优势，重塑营销，提升品牌竞争力与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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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资产[1]。他们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会展品牌化发展

的过程，为办展机构经营会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李冰

从PCO的视角，通过对福建会展业现状的分析，提出

了会展品牌的培育策略，包括培养会展专业人才，提

高自身素质；与行业协会合作，培育专业化会展品牌；

丰富会展品牌的内涵，实现品牌可持续发展等策略。

杨志惠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从公共关系的角度分析

了品牌会展的定位、塑造与管理的对策。通过对相关

文献的参阅了解，笔者发现，从整体上看，目前的研究

成果多数偏向定性描述，缺少实证性分析与基础数据

的量化研究。虽然也有从实际办展角度出发研究的，

但仍未脱离重理论描述、轻实践分析的境遇。

关于研究对象选择的原因与意义。本文选取华交

会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华交会的

品牌特性具有典型性。一是华交会创办于1991年，到

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18个年头，品牌创建时间较长，

内涵丰富，配套服务设施齐全，技术化程度高，社会文

化效益明显。二是华交会知名度与美誉度较高，在华

东地区及全国都有很高的声誉与评价。三是规模较

大，从2006年(第16届)开始，华交会年办展面积均在

10万m2以上，且经济效益突出，创办至今，年成交额

均达10亿元以上，而近3年成交额都在33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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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呈上升态势(见图1)，与同类会展相比，规模庞大，

效益突出。四是专业化程度较高。华交会一直以服装、

家用纺织品、El用消费品和装饰礼品作为办展内容，

且一直朝专业精细化方向努力，是轻纺工艺行业的风

向标与领头羊。五是国际化程度较高。华交会从开展

初期便有6 018位海外客商参会，到2008年为止，累

计海外参会客商达到2l万多人。近3年来，年均国外

企业参展数达到140多家(见图2)。

囝l华交会历届展览面积与成交额

图2华交会历届参展企业数量情况

二、华交会品牌塑造历程分析

笔者以华交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为

划分依据，将其整个品牌塑造历程分成以下3阶段。

第一，品牌初创阶段(1991--1993年)。1991年，

首届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上海世贸商城、国

际展览中心举行。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南

京、宁波7省市政府联合举办。1992年起展馆扩增至

3家，上海展览中心加入。1993年展览面积从第一届

的2．1万m2扩大到3．5万m2；展台数从900个扩增到

1 550个；参加企业增加了400家左右，成交金额达到

16．48亿。举办3年，华交会品牌正式创立，虽然规模

影响仍然不大，但是发展前景理想，品牌形象逐步清

晰，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逐渐扩大与提高。

第二，品牌培育阶段(1994--2001年)。从1994年

起，华交会组织形式由原先7省市联办进入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市场运作阶段。会展项目经营管理由上海外

经贸商务展览公司承担，迈出了品牌培育第一步。1997

年第七届华交会开始，主办方按商品类别划分设立若

干专业馆，功能拓展，综合馆与专业馆并存，规模进一

步扩大。到2001年第十一届时，展览面积达6．33万

m2。1997年起，原先的7省市中又增加了福建和山东2

省，形成沿袭至今的9省市联办格局，组织规模和地区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1999年，华交会正式更名为“中国

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设立境外馆，国外企业开始

参展，增加进口功能。2000年，品牌专业化进一步提

升，会展主题更加突出，纺织服装、轻工工艺品单独成

立专门馆，其他展品统一纳入综合馆。

第三，品牌提升阶段(2002年至今)。从2002年开

始，华交会正式移址到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从而结

束了长达12年的多馆合办历史，为华交会下一个发

展阶段开创了新的局面。这一阶段华交会品牌性、专

业化、国际化越加凸显，处于一个兴旺的提升期。会展

确立从2002年开始5年内以轻纺产品作为办展主要

方向。自2006年第十六届开始，华交会撤馆设展区，

第十七、十八届一直坚持服装、家用纺织品、装饰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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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用消费品4个专业展区的设置，2007年在日用消

费品展区下又设电子消费品专区，使会展布局和展示

内容更加专业化与主题化。2006年华交会在国际化

步伐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在日本首次举办华交会

2006年大阪展，更大限度地提高了会展的国际知名

度，扩大了国际市场，提升了国际化办展能力。

三、华交会品牌塑造相关因素分析
对华交会18年品牌建设历史进行系统分析与总

结，可以发现，华交会有许多成功的办展经验可供其

他正在寻求品牌创建良策的会展借鉴与参考。

笔者借用层次分析法的部分理论，对华交会品牌

创建相关因素进行系统梳理，归结为以下3个层级。

第一层级为目标层，即华交会品牌化目标；第二层级

为项目层，研究认为，品牌会展创建关乎3个方面(见

图3)，即会展本体层面、会展经营管理层面及会展发

展环境层面；第三层级为因素层，从会展本体方面考

虑，华交会固定的举办时间和地点，专业性突出的办

展内容，鲜明的会展主题定位等因素对品牌创建至关

重要；从会展经营管理层面看，华交会九省市联合办

展的管理体制，政府主导、企业组织和市场运作机制，

品牌创新理念及发达的网络交易平台等因素都为华

交会品牌创建提供了保障；此外，会展所处的环境与

品牌创建密切相关，华交会位于长三角，立足大上海，

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来看，该区域是我国目前发展最

为成熟的地带，而上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海纳百川的

开放精神更为其品牌创建提供了理想平台。此外，上

海会展行业发展环境竞争激烈，每年办展数量可达

340多个，对华交会品牌化发展带来强大促动作用。

华交会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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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华交会品牌塑造重要影响因素体系

(一)会展本体层面

会展本体层面的设计与塑造，往往决定了会展的

内容、主题、性质即会展的本质，它关乎会展整体发展

思路和未来走向。通过对华交会本体层面品牌创建过

程分析，笔者总结了这一过程中表现突出、特点鲜明、

对品牌塑造作用较强的因素。

第一，相对固定的展览时间和地点。会展的具体

举办时间、地点一直是会展本体层面非常重要的组成

因素。华交会从1991年创会起，每年3月份都会如期

在上海举办。对2000年(第十届)至2008年(第十八

届)9年期间举办时间与地点进行梳理归纳，发现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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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交会每年的开幕时间从未变动，一直恪守3月1

日开幕(见表1)。而从举办地点看，展场馆相对固定的

特性也非常突出。2002年前由于上海缺乏大型会展

场馆，所以华交会被分散在几个场馆举办。2002年，

华交会移师新国际博览中心，此后场馆一直未变。虽

然18年来有过调整，但整体秉承会展规模与展览场

馆相协调原则，呈现鲜明的固定化特点。而目前世界

上的知名品牌会展，如科隆家电展、法兰克福礼品展

等，展出时间和地点也都相对固定，这一特性对会展

的品牌化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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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近9届华交会举办时间与地点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华交会官方网站相关内容整理制作．http：www。ecf．gov．cn／aboutecf／rnain．htm?p—aboutecf．htm

第二，鲜明的会展主题。“当前，展览界都在大力

呼吁发展主题会展。”C1J而从华交会的发展历程看，其

主题一直都比较鲜明。展出依托华东地区轻纺业的优

势，华交会创办初始，便以纺织服装、轻工、工艺品作

为主旨，并以“进出口商品交易”命名，为其主题化塑

造、推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随着交易主题更趋国

际化，展览会参展商品的规格和档次也得到了大幅度

提升。例如，第14届华交会参展商品中轻纺类名牌商

品、驰名商标和新商品的比例就达3成以上。其中宁

波交易团将该市12个获商务部重点支持和发展的名

牌商品及10个获省市名牌或著名商标称号的商品带

来参展，不仅展示了会展的高规格，同时也更加深化

了会展主题。

第三，高效的专业化水平。会展专业化水平高低

直接关乎会展品牌创建的成败。“只有实现专业化，才

能突出个性，才能扩大规模，才能形成品牌，已成为国

内外会展业的共识。”CzJ华交会在展览内容、办展人才

及展览场馆等方面都极具专业性。长期以来，华交会

以轻纺工艺为主题，力求在专业化产品打造方面做全

做细，成为引领同行业的风向标，而对专业人才的重

视为提升品牌性起到关键作用。依托9省市联合办展

优势，广泛吸收政企校三界内优秀专业人才，为筹展、

办展过程中的各项工作提供全方位、高素质的专业化

保障，大力推动了其品牌化发展。此外，从2002年开

始，华交会借助新国际博览中心一流的专业化服务水

平和现代化硬件设施，为深化和开拓品牌道路提供了

更大的空间。

第四，精准的科学定位。“品牌建设的重要基础之

一是品牌定位，品牌定位已成为现代会展项目品牌运

营的导向。"[1]科学精准的定位对会展品牌塑造起着

事半功倍的作用。华交会能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客商

最多、辐射面最广、成交额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

会～C 3，与其清晰的品牌定位是分不开的。依托长三

角，立足大上海，华交会主题定位良好地结合了华东

地区轻纺工艺品的产业特色和优势，在此基础上充分

考察市场需求现状和潜力，形成独具区域特色的个性

品牌。再则华交会依靠长三角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

精心创意，促使其更加快速、稳定发展，为其品牌化扩

张和提升提供了强大的背景支持。

(二)会展经营管理层面

考察华交会的组织管理层面，可以发现，华交会

在展览会经营管理方面有许多创新。而正由于这些创

新，加速了其品牌化的进程。

1．先进的科学经营管理模式

华交会不是单个省市的独立展览会，而是华东地

区9省市联合主办的地区性国际化会展。这样大规模

的地区联合办展，在我国会展业中实属罕见。因此，其

管理运作模式是一种创新与开拓。虽然是9省市联合

办展，但是相关利益者众多，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被

庞大的组织机构所拖累。但幸运的是，华交会规避了

这种风险，有效利用了联合办展的优势，为其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动力。在组织结构设计方面，华交会做到

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明确分工，平衡处理。既保证了

各交易团的完整独立性，又使各项工作明确落实到责

任单位或个人见图4。在经营模式上，华交会是我国会

展业较早实行政府主导、企业和市场运作的展览会。

在9省市的联合倡导下，成立上海外经贸商务展览公

司，全面负责华交会的具体承办和操作等事项，“形成

了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的良性发展机制”Cz3。此外，在

会议机制方面，华交会也开拓了新的模式，实行“办事

公开，财务公开、客商资源公开”原则，展览会重大事

项由筹办会议与交易会工作委员会共同讨论决定；

“坚持预决算制度、九省市联合审核，账目公开；客商

资源共享”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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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华交会组织机构设置图

资料来源l根据华交会官方网站相关内容整理制作．httpl／／www．ecf．gov．cn／aboutecf／main．htm7 p=aboutecf．htm

2．不断创新的品牌发展理念

品牌理念的形成归功于良好的品牌意识。华交会

创建至今，主办方在明确的市场定位下，一直坚持贯

彻品牌发展思想，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实际行

动方面，华交会将品牌理念深入到每一角落。与此同

时，不断创新的思想像翻涌的泉眼生生不息。在复杂

的竞争环境中，会展业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占领

制高点。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企

业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到20世纪90年代后，又

基本形成一种创新的整合范式(见图5)。华交会的创

新道路良好地诠释了该模型：在技术创新方面，华交

会不断力求机构、产品、材料、工艺及方法等方面的翻

新、调整。长期坚持“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品牌经营

理念，优化机构设置，创新操作方法。尤其在会展产品

方面，不断深化轻纺工艺产品的形式和内涵，做精做

细，充分体现会展专业性和产品特色，同时积极拓展

国际市场，不断邀请海外客商参与，并于2006年在日

本大阪成功实现了海外移植办展，在制度创新、组织

管理运营方面开展了良好的实践，大力推动了华交会

品牌深化和升华的进程。

囝5创新的整合范式

资科来源；陈心德。吴忠。汤世强．品牌会展的塑造和经营口]．商业研究·2007，(5)：182．

3．优良的网络交易平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官网建设逐渐普及。

作为快速、廉价、全面的宣传渠道，企业网站能更加立

体、多面、丰富地展示自己的形象。此外，借助网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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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营销、电子商务及客户服务等多项功能，企业不仅

节约经营成本，同时也拓展深化了销售层面及销售渠

道。华交会官网的建设和运作对品牌化建设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其网站集展示、宣传、信息、服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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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电子商务等多项功能于一身，为参展客商提供了

快速、便捷的认识和交流渠道。由于网站提供了大量

丰富而实用的会展信息，所以，十几年来，网络达成的

参展交易便不计其数。参展客商通过网络这个平台，

可以轻松实现参展登记和境内外采购。

(三)会展发展的环境层面

一是优越的地理环境。从区域地理位置看，华交

会坐落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

面广阔的华夏腹地，区域空间位置十分优越。无论是

陆路、水路还是航空，都有完善的交通路线予以保障

和支持。因此，进出海外、深入内地都比较方便和快

捷。此外，从上海市域分布看，华交会展览场馆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我国最早的特区

之一，在新世纪发展过程中，浦东新区面貌焕然一新，

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生态环境优化方面，都为华

交会品牌提升创造了强有力的软硬件环境。此外，坐

落在场馆周边的各项配套设施，如酒店、餐饮、游憩场

所等，拓展了华交会外延功能，无形中升华了华交会

的品牌竞争力。二是良好的经济环境。华东地区作为

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带，2006年华交会主办省

市(6省1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出口总

额、实际利用外资分别占全国的41．83％、58．40％、

65．87％、73．16％(见表2)，基本占据了我国经济的半

壁江山，为华交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此外，

与华交会展览内容息息相关的轻纺工艺品产业，又是

华东地区的特色产业和强势产业，华交会借助地区经

济、产业优势，在品牌建设道路上保持了良好发展势

头。

表2 2006年华交会主办省市经济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华交会官方网站：www．ecf．gov．cn／aboutecf／main．htm?p=aboutecf．htm，笔者整理所得

四、对策与建议

虽然华交会品牌化成功塑造有其特殊性，但笔者

相信，透过对华交会品牌塑造因素的剖析，总结出其

在会展本体层面、会展经营管理层面及会展发展环境

层面发展的某些共性因素，必将会为其他会展品牌建

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一，重视办展时间、地点的固定化。我们从华交

会的发展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举办时间和地点

的精心选择可谓用心良苦，由此对品牌会展塑造起到

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但凡成功的

品牌会展，其对举办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和华交会一样

的重视，这是不无道理的。因此，对正在创建知名品牌

的会展来说，这是基本且有效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吸

取。

第二，重视会展主题的提炼。从目前会展业发展

态势来看，主题化打造是今后会展发展的方向和趋

势。鲜明的会展主题能够直接有效地将会展的内容、

性质、主旨传达给受众，这是比较经济科学的宣传方

式。此外，主题化自身对品牌塑造更是起到莫大的熔

炼作用。因此，作为会展组织者，应非常重视对自身会

展主题的提炼，使之鲜明化，成为会展品牌创建道路

的指路明灯。

第三，重视会展专业性打造。专业化是未来行业

深入发展的趋势。从目前各方对会展产业转型和升级

方向的判断来看，如何培育和打造专业性会展已经成

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华交会品牌化塑造来看，

无论是会展类型、内容、运作方式还是会展人才等方

面，专业性提炼都显得非常突出，而这也加速推进了

其品牌创建的历程。这一点是其他会展可以直接学习

和参照的重要经验。

第四，重视“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经

营管理模式的有效落实。管理的作用在于有效地完成

工作或任务，选择科学的经营模式，则是对这种“有

效”加了保险。无论是华交会还是国内外知名品牌会

展，“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经营管理模式

对品牌的塑造无不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此外，目前

中国社会整体处于转型期，会展业更应加快市场化运

作进程，跟上变革的步伐。因此，会展组织者要重视对

这～模式的有效落实，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会

展朝着快速、健康的道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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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ctors to Establish Exhibition Brand

——A Case Study of East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HUA Gang，LOU Jia—jun
(Tourism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 1，China)

Abstract：As a new one in modem service industry，exhibiton industry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However,despite the huge base of exhibition every year，we can hardly name some well—known brands．So

the research on how to establish exhibition brand is urgent and crucial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Taking East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as an example，the paper cards its three key stages。and the analyzes the positive factors from three

levels：the exhibition itself，management and enviroment．Finally，the paper suggests that organiz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fixing the time and place to hold an exhibition，refining the theme，building the exhibition specialization and carrying on the mode

of。government leading，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and market operating”．

Key words：exhibition brand；extablish；factors；East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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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Status of Practitioners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ravel Agencies

ZHU Yi—lan，CONG Shu

(College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Researches about the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the practitioners in travel agenci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uman

resource supply and development in travel agencies，to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rket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that

China will become one of the strong tourism powers in the world．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ourism

Agencies，China’s travel agencies can be classified a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ravel agencies by the business scope．Then．is

th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various sorts of practitioners from the tWO types of travel agencies?After F——test and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s to the dates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mean of employees’number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ies and domestic travel agencies，and

for that of general manager，department managers。overseas escorts．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mean of the

number of full--time tour guides，and the same to the part--time tour guid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ies and domestic

travel agencie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y；domestic travel agency；practitioners l Levene’S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l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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