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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对展馆服务的满意度研究
——以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为例

徐 洁1 苑炳慧2 胡 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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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光大会展中心为例，研究参展商对展馆提供的相关服务的满意度。在对21个原始指

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出5个主要的影响因子：展馆自身硬件设施服务、展览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展馆

空间位置条件、展中展馆表现、展馆平时表现。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得出对这5个因子影响大的

指标的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展馆内的展览设施、展台搭建服务、展馆内部布局、展馆的清洁卫生和展馆运

营管理。在得出各指标的推导重要性，并结合参展商直述的重要性及满意度绘制散点图进行分析后，本文

提出光大会展中心需重点关注的是展台搭建服务、展览货运代理服务和展馆导向解说系统等三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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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作为会展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和展览活

动的重要载体，成为发展会展业的先决条件。近年

来，各大城市不惜巨资兴建展馆，但因缺乏规划和

必要的配套服务，实际经营不尽如人意。而展馆数

量增多也使竞争日益激烈，展馆所提供的硬件以及

软件的配套服务成为展览馆竞争优势的核心内容。

而在会展业研究方面，却较少出现专门针对展馆服

务的研究。本文以上海光大会展中心2007年举办

的3次展览为例，研究参展商对展馆提供的相关服

务的满意度，以探究展馆经营者需要重点关注的服

务项目有哪些，为其增加自身竞争力提供依据。

一、相关研究背景

1．展馆服务

目前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将展馆服务作

为会展服务的一部分(琚胜利等，2006；王春雷，

2004；胡晓蕾，2005)，专门探讨展馆服务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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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很少，其中：潘字(2004)以马斯洛需要层次

论为基本模型，基于展馆的展览设施和其它相关服

务，探讨展馆人性化服务；方佩瑛认为Ⅲ，展馆服务

不是狭义理解的提供一个展览场地和合格的展览

环境，而是多方位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何元清认

为②，展馆的经营服务水平、地域位置、硬件设施、功

能布局、科技含量等都是组展商考虑展馆能否提供

优质服务的因素。基于对相关文献和会展网站信

息的检索及分析归纳，本文认为，展馆服务是指展

览馆作为经营主体，通过展会组织者或其自身作为

展会组织者，为参展商和观众等展会过程中所有相

关者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展览馆的硬件

服务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即“硬服务”和“软服

务”。

2．城市会展竞争力评价指标

虽然目前没有关于展馆服务的权威研究，但对

城市会展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表1所

示)可以为本文探讨展馆服务构成要素提供借鉴。

①②张丽，方佩瑛．何元清，等．展馆服务经验01"技术[J]．中国

会展，2007(9)：33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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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参展商对展馆服务的满意度研究
表1城市会展业竞争力评价指标

出处 城市会展业评价因素

城市会展业竞争力评 展览场馆、经济区位、交通区位、展览公司、综合经济水平、会展行业协会、酒店业，城市市内交通设施、企业参展需

价指标体系研究(赵 求、会展人力资源、专业会展服务公司、政府重视程度，政府管理能力、机会、产业基础、城市信息设施、餐饮业、旅游

丽．2006) 业(旅行社和景点)、城巾|科技文化水平、城市环境、政治区位、零售业(不包括餐饮业)

我国城市会展业发展 产业基础、经济总量、市场基础、人均收入水平、人文旅游环境、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区位优

动力系统研究(胡斌， 势、基础没施(交通、宾馆)、会展及相关服务水平、城市品牌展会或重大节庆、政府的重视程度、服务贸易发达程度、

2004) 会展场馆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环境、城市总体形象评价、会展举办的综合成本、大型会展主办机构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王
会展业发展水平(展览馆总面积、展览总面积)、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社会事

业发展水平(科学事业费、第二三产业比重)、商贸发展水平(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区域交通条件(货运总
新刚，2004)

量、客运总量)、地理区位条件、旅游业发展水平(酒店宾馆客房数最、旅游总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论文资料整理而得，各要素按相对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列。

3．满意度研究

顾客满意度测评主要用于衡量企业的产品或

服务质量，以及从客户的角度分析对企业产品或服

务不满的原因，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旅游业研

究中也有不少有关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的研究

(连漪等，2004；董观志等，2005；张朝枝等，2005；温

碧燕，2006；南淑芹等，2008)，不过总体来看这类研

究还不很成熟。而有关会展业的满意度研究在国

内几乎尚未起步，相关的研究有：琚胜利等(2005)

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展商看中展会品质的哪些

指标，及对各指标的关注程度，同时运用聚类分析

方法，将展商分为成熟型、趋利型、受制型、逃离型4

个簇群，分析了各种类型展商的属性和消费感知特

征，该研究涉及到消费感知，并未直接测量和提出

涉及到顾客满意度的核心研究；而在会议研究方

面，郭婕(2007)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与

会者对会议服务的满意度。

4．重要性导出模型和四分图模型

本文主要运用重要性导出模型以及四分图模

型对参展商的满意度进行研究分析。其中重要性

导出模型是顾客满意度研究的基础，其作用在于分

析最“物有所值”的投资。德里克·艾伦和特尼鲁

·拉奥(2005)指出，很少有研究人员提倡采用直述

重要性(相关概念见表2)，而是更多关注于重要性

导出框架及寻求一种度量标准推断相对重要性。

而四分图模型是一种偏于定性研究的诊断模型，它

根据顾客针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各项指标的重要

程度及满意程度的打分，将影响企业满意度的各因

素归进四个象限内，企业可按归类结果对这些因素

分别处理，然后从3个方面着手对企业的产品和服

务进行改进：消费者期望(消费者最为关注的，认为

影响他们对企业满意度的最为重要的一些因素)、

企业的优势指标(企业在这些因素上做得到位，消

费者满意度高)、企业的弱点(企业在这些因素上工

作不足，或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对满意度的影

响)(罗正清等，2002)。

表2重要性导出模型中相关概念

名称 涵义

相对重要性(Relative Importance) 按照两个预测变量的相对影响来进行等距或比率尺度的推论。它是计算推导重要性得分的基础。

推导重要性(Derived Importance) 根据一个关键结果(如整体满意度)和特定预测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程度来衡量。

直述重要性(Stated hnportance) 依赖于受访者对于产品和服务质鼍问项重要性的理解能力。

资料来源：Allen Derek，T∞niru Rao著．陶峻，李惠番译．客户满意度数据分析[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225-239．

进行问卷调查从而获取原始数据①。通过探索性因

二、研究过程

。差乏，箩耋耋詈之誓孽竺量叼慧凳：冀竺孥妻 ①这。次展览会是：：。。。中国国际石油电子商务博览会、：。昕
21维量表，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对参加上海 中国k嵩苗鬲淼主；≤蒹翥二；；昌iI霉i蒜磊囊
光大会展中心在2007年举办的3次展览的参展商 人和老年人康复护理保健用品用具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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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析找出众多原始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

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抽象变量

(公因子)来表示其基本的数据结构，即找到主要的

影响因子。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结构方程，

得出路径系数，说明各指标对公因子的影响程度。

根据路径系数计算各原始因子的相对重要性，结合

原始因子的满意度得分，得出该因子的推导重要

性。将参展商自己陈述的重要性和推导出的重要

性绘制散点图，用这两大指标的中间值为坐标划分

为四个象限：潜在杠杆因素、绝对首要因素、收成或

缩减因素、得不偿失因素，以此来分析参展商所关

注的展馆服务。

本次研究重点在于满意度数据的获得，将重要

性指标作为研究的辅助数据。问卷用21个维度对

展馆服务内容进行描述(具体问项见表3)，要求被

访者对这些问项进行满意度和重要性的打分：1表

示“很不满意”及“很不重要”，5表示“很满意”及

“很重要”。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47

份，其中有效问卷129份，有效率为87．76％。对所

得有效数据进行量表内部一致性分析的结果显示，

Alpha系数大于0．9，说明量表的信度非常好，且21

个问项的信度系数均达到0．9以上。

三、研究结果分析

1．满意度简单分析

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平均值的计算，将5分量表

转为百分制，然后对所得结果进行排序(见表3)，以

初步了解参展商对光大会展中心的展馆配套服务

的满意度评价和这些因素在参展商眼中的重要性

排列(即直述满意度和重要性)。

表3 参展商直述满意度和重要性统计表

满意度 重要性

问项
。

代号 平均值 百分制 问项 代号 平均值 百分制

来馆交通 x8 3．6 64．96 商务服务设施 x5 4．87 96．75

展馆内安全 x14 3．58 64．57 展馆会议设施 x18 4．Ol 75．25

展馆大小 x9 3．58 64．45 展馆内部布局 x10 4．O 75．0

展馆周围酒店相关服务 xl 3．53 63．14 展馆区位 x7 3．97 74．25

展馆清洁卫生 )【20 3．52 62．99 展馆运营管理 xll 3．96 74．0

展览工作人员素质 x12 3．52 62．98 展馆周边餐饮服务 x2 3．93 73．25

展馆内部布局 x10 3．41 60．24 展馆展览设施 x17 3．92 73．O

展馆运营管理 xll 3．39 59．69 展台设计服务 x3 3．87 71．75

展台设计服务 x3 3．36 59．09 展览工作人员素质 x12 3．86 71．5

商务服务设施 x5 3．35 58．8l 展台搭建服务 x6 3．82 70．5

展馆会议设施 x18 3．32 58．06 展馆通汛设备及服务 x19 3．8l 70．25

展馆区位 x7 3．3l 57．75 展馆大小 x9 3．79 69．75

展览货运代理 x4 3．28 56．92 展馆提供的物品运输设备 x2l 3．75 68．75

展馆展览设施 x17 3．27 56．76 展馆停车场 x16 3．75 68．75

展馆导向解说系统 x13 3．24 56．10 展馆清洁卫生 x20 3．72 68．O

展馆提供的物品运输设备 x21 3．24 56．09 展览货运代理 x4 3．7l 67．75

展台搭建服务 x6 3．23 55．83 展馆内餐饮服务 x15 3．7 67．5

展馆通讯设备及服务 x19 3．19 54．87 展馆_f古J围酒店相关服务 xl 3．64 66．O

展馆停车场 x16 3．14 53．57 展馆导向解说系统 x13 3．52 63．O

展馆周边餐饮服务 x2 2．93 48．19 来馆交通 x8 3．48 62．O

展馆内餐饮服务 x15 2．84 46．06 展馆内安全 x14 3．47 61．63

结果表明，在这21个原始因子中，来馆交通、展

馆内安全、展馆大小、展馆周围酒店相关服务、展馆

清洁卫生、展览工作人员素质、展馆内部布局7个指

标的得分在60分以上，可视为合格指标。光大会展

中心位于徐汇区南北与东西开发轴线的交汇处，临

近上海的副中心——徐家汇商业中心，周边交通十

分便利；其面积在上海五大场馆中仅次于新国际博

览中心；周边有上海华亭宾馆、光大国际大酒店、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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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之星等各星级酒店宾馆；而展览工作人员素质则

说明光大会展中心在组展方面的丰富经验。

2．满意度因子分析

利用SPSSl6．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本文对展馆服务

的21个维度向量的满意度得分进行因子分析，结果

得出5个相互独立的公因子(见表4)。

表4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 原始冈子 因子负荷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展馆通讯设备及服务 O．710550646

展馆展览设施 O．707042069

展馆自身硬件设施服务(n) 展馆提供的物品运输设备 O．698782235 17．6711406 17．6711406

展馆停车场 0．679196145

展馆会议设施 0．619230479

展台设计服务 O．814647182

展览服务商提供的服务(t2) 展台搭建服务 0．767177248 13．84948629 31．52062688

展览货运代理 0．641162335

展馆周围酒店服务 O．772305608

来馆交通 0．662100724

展馆大小 O．599302958
展馆空间位置条件(t3) 13．54286667 45．06349356

展馆区位 0．543756815

展馆周嗣餐饮服务 O．5 12239558

展馆内部布局 0．481142572

展馆工作人员素质 0．680579418

展中展馆表现(f4) 展馆清洁卫生 0．611164362 11．33512963 56．39862318

商务服务设施 O．609370177

展馆内餐饮服务 0．791831354

展馆运营管理 O．574670163

展馆平时表现(巧) 8．80911809 65．20774127
展馆内安全 0．486760069

展馆导向解说系统 O．412138458

注：KMO值为0．8999．Approx．Chi-Square为1392．24，自由度为210，相伴概率(Sig．)为0．000。

这5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都超过5％，累计

方差贡献率达到65．2l％，能解释问卷调查中的大

部分原始信息。因子1主要涉及展馆所提供的硬件

服务设施，故命名为“展馆自身硬件设施服务”；因

子2主要涉及会展中间服务商所提供的配套服务，

故命名为“展览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因子3主要涉

及展馆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的配套服务设施条件，故

命名为“展馆空间位置条件”；因子4主要是展览过

程中展馆有关服务的表现，故命名为“展中展馆表

现”。因子5主要涉及与展馆自身跟硬件设施有关

的长期固定的服务，故命名为“展馆平时表现”。

3．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这5个公因子以及21

个原始因子导人AMOS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和分析。其中，5个公因子为潜在变量，21个原始因

子为外显变量。在上述因子分析中得出这5个公因

子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结构方程的建立过程中认

为这个5个潜在变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联。

根据模型输出的适配度结果(见表5)次2／df的

值为1．824，P值为o，为显著，表示不能接受模型。

GFI和AGFl分别为0．815和0．761，CFI的值为

0．884，RMSEA的值为0．08，不能认为该模型具有

良好的拟合度①。

I CMIN／DF P GFl AGFlJ CFI RMSEA

l原始模型 I．824 O．O【)【) O．815 0．76l 0．884 O．08

l修改后的模型 1．06 0．286 0．896 0．848 0．993 0．022

然后，根据输出结果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M．

I(改良系数)的值对模型进行修正。经过修正的结

①模型的虚无假设是数据适合模型，若P值不显著，则表示拟

合度良好。一般而言，GFI和AGFI的值在0到l之间，且越接近l

越好；CFI的值在0到1之间．大于0．9认为是拟合良好；RMSEA的

指标应低于O．1，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拟合，低于0．叭表示非常

出色的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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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方程模型，从适配结果看(见表5)，P值为不显

著，表示模型的拟合度好，其它相关拟合度指标都

达到良好的水平，可以认为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从表6中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在统计意义上都是显

著的，结构方程模型被接受。

表6修正模型变量建模路径系数估计表

路径(测量模型) 标准化回归系数 C．R． P值 因子相对重要性得分 因子推导重要性得分

展馆周围酒店相关服务(x1)．一一f3 0．567 0．143327 9．0490

来馆交通(x8) 一B 0．559 5．138 0．141304 9．1792

展馆大小(x9)+一D 0．750 5．976 O．189585 12．2194

展馆区位(x7) 一f3 O．713 5．97l +}木 O．180233 10．4088

展馆周边餐饮服务(x2)+一G 0．583 5．788 0．14737l 7．1012

展馆内部布局(xlO) 一O 0．784 6．105 女$$ O．198180 11．9376

展馆内餐饮服务(x15) 一巧 0．562 0．22435l 10．3343

展馆运营管理(x11)+一巧 0．780 6．10 ★}女 O．311377 18．586l

展馆内安全(x14) 一6 O．5t8 4．675 奉宰宰 O．206786 13．3516

展馆导向解说系统(x13)+一6 0．645 5．382 0．257485 14．4443

展台设计服务(x3) 一位 0．772 0．335798 19．8426

展台搭建服务(x6)+一亿 O．844 9．08 }}牛 0．367116 20．4973

展览货运代理(x4) 一f2 0．683 7．57 }}$ 0．297086 16．9lO

展馆会议设施(x18) 一fl O．844 0．22916l 13．304-6

展馆停车场(x16)+一fl 0．614 7．28 }★} 0．22916l 12．2765

展馆提供的物品运输设备(x21)+一fl 0．676 8．08l $$车 O．183546 lO．2945

展馆展览设施(x17)+一fl O．814 lO．84l $^■ 0．22lOl5 12．5453

展馆通讯设备及服务(x19) 一fl 0．735 8．014 }$} O．199566 10．9507

商务服务设施(x5)+一——f4 0．560 0．286006 16．8204

展馆清洁卫生(x20)+一f4 0．755 5．817 0．385598 24．2896

展馆工作人员素质(x12) 一f4 0．643 5．27 0．328396 20．6839

结构方程模型中各原始因子的回归系数表示

其对公因子直接影响的大小，结果显示，在直接影

响f3的6个原始因子中，展馆内部布局(XIO)的力

度最大，为0．784，展馆大小(X9)和区位(X7)的影

响度也达到0．7以上；而对f5影响最大的是展馆管

理(X11)，为0．78，对f2影响最大的是展览中展台

搭建服务(X6)，对f1影响最大的是展馆内的展览

设施(X17)，对f4影响最大的为展馆的清洁卫生度

(X20)。

4．推导重要性及相关四分图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计算出各个原始因

子的相对重要性(各原始因子对公因子的贡献程

度)，用相对重要性值与原始因子的满意度得分(百

分制)相乘，就可计算出各原始因子的推导重要性

得分(见表6)。

(1)推导重要性一直述重要性

将参展商直述的重要性和推导出的重要性绘

制散点图(见图1)，用这两大指标的平均值为坐标

将该图划分为四个部分：潜在杠杆因素、绝对首要

因素、守成或缩减因素和得不偿失因素，用以分析

参展商所关注的展馆服务。

推导重要性一直述重要性四分图中第1象限

为绝对首要因素，包括展馆的清洁卫生、展馆工作

人员素质、展馆的运营管理以及展台搭建服务。这

些因素对参展商满意度的潜在影响与其意识层面

的认识是一致的，在这些方面，展馆需要投入资源

以改善或保持，并与参展商有效的沟通，从而提升

这些服务。

第Ⅱ象限为潜在杠杆因素，包括展台设计服

务、商务服务设施、展览货运代理和展馆导向解说

系统。这些因素对参展商满意度的潜在影响不为

他们所感知，因而往往被忽视。但在这些方面的投

入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展馆经营者对这类因

素应予以重视。在这些因素中，有一部分是中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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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参展商对展馆服务的满意度研究

所提供的服务，也暗示展馆在选择提供相关服务的

中间商时应慎重考虑，因为他们的服务将直接影响

参展商对展馆的满意度和展馆的形象。

第Ⅲ象限为守成或缩减因素，包括展览的会议

设施、展馆的展览设施、展馆的停车场、展馆通讯设

备及服务、展馆内餐饮服务、展馆提供的物品运输

掣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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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展馆周围酒店相关服务和展馆周围餐饮相关

服务。这些因素对参展商的满意度没有太大影响，

且不被他们所重视。这些因素通常不被认为是非

常必要的，因为参展商对这些因素不是十分敏感，

因此虽然在这些因素上的投入可以给展馆带来竞

争优势，但影响并不明显。

-I．潜在杠杆因素 展馆清洁卫生 Ⅱ．绝对首要因素
。

展台搭建成 务展偿于作人员素质
n U

． o

展台设计服务 展馆运营管理
o

o 0商务J E务设施

展览贷运代理

展馆展览设施
。

展馆导向解说系统。

展馆会议设施。J／三曼曼内安全 展馆内部布局
展馆停车场0 c

。0展馆大小 一⋯⋯0”～。
展馆内餐饮服务 展絮嬲蓦戆区位

o o

，、 展馆提供的物品运

展馆周围酒店相关服务

。

展馆周围餐饮服务

．Ⅲ．守成或缩减因素

60 70 80 90 100

直述重要性

图1 推导重要性一直述重要性四分图

第Ⅳ象限为得不偿失因素，包括展馆内安全、

展馆大小、展馆区位以及来馆交通。这些因素的重

要性被参展商夸大，实际上对他们的满意度影响相

对较小，因此在这些方面不必再投入资源。而从本

次调研的情况来看，这些因素基本上属于在展馆规

划建设时期考虑的因素，作为展馆经营方，在后期

要对这些条件加以改善提高也显得力不从心；恰好

这些因素又被归人“得不偿失因素”，如果没有出现

非常尖锐的问题，展馆经营者不必将其作为改进的

重点。不过，这个结果也为展馆的建设规划提供了

值得重视的信息：在参展商眼中，展馆的安全、大

小、区位等被认为非常重要，也即他们所期望的理

想展馆应在这些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在展馆建设规

划时对展馆的空间选择也显得很重要。

表面上看，参展商认为他们最重视展馆内部布

局和展馆运营管理，但是展馆内部布局的推导重要

性得分却在平均水平以下，与他们自述的重要性之

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存在驱动其满意度的潜层

因素。同时，在满意度的测评中，参展商对光大会

展中心的馆内布局表现的评价只是刚刚及格，但在

平均水平之上。

(2)直述满意度一直述重要性

将参展商自述的重要性和满意度绘制散点图

(见图2)，用两大指标的平均值为坐标将该图划分

为四个部分：重要强项、消费者感觉上的重要弱项、

非重要弱项以及非重要强项。

其中，第1象限为重要强项，是光大会展中心

的竞争性优势，其中包括：展馆内部布局、展馆运营

管理、展馆工作人员素质、来馆交通、展馆的清洁卫

生、展馆内安全和展馆大小。

第Ⅱ象限为消费者感觉上的重要弱项，即对于

参展商来说，这些要素非常重要，但光大会展中心

的实际表现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水平，这些要素是

有待加强以迎合市场需求的要素，其中包括：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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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展台搭建服务。

第Ⅲ象限为非重要弱项，即参展商认为这些要

素并不十分重要，而展馆的实际表现也不尽如人

意，这些可以看作是光大会展中心在市场竞争中的

主要劣势，其中包括：展馆周围餐饮相关服务、展馆

的展览设施、展馆停车场、展馆的会议设施、展馆提

供的物品运输设备、展馆的导向解说系统、展览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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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代理。

第Ⅳ象限为非重要强项，这些要素是展馆的优

势，但在参展商眼中这些要素并不重要，所以通常

情况下展馆不必将注意力放在这些要素上，以免引

起资源的浪费。这些要素包括：展馆周围酒店相关

服务、展台设计服务、商务服务设施、展馆内餐饮服

务、展馆通讯设备及服务。

一lI．消费者感觉上的重要弱项
I．重要强项

展馆1-作展馆内

展馆展览设施展馆 基位 人员素质安全来馆

．＼0
展馆运营管理 、＼)0交通展台搭建服务0＼展罐 会议设施 展馆清洁卫生0

一

展馆通讯设备及服务。展馆。停车场0。(

’o展台设计服务 展馆大小

展馆提供的物品运输 。

。商务服务设施

展馆内餐。饮服务展馆周围餐饮服务
及展馆导向解说系统展览贷超 代理

展馆周围酒店相关服务

。 o

一III．非重要弱项 Ⅳ．非熏要强项

直述满意度

图2直述满意度一直述重要性四分图

四、结论与建议

1．保持原有强项作为自身的竞争优势，加深加

固原有优势市场形象

在参展商的认知层面，展馆内部布局、展馆运

营管理、展馆工作人员素质、来馆交通、展馆的清洁

卫生、展馆内安全以及展馆大小是衡量展馆相关服

务的重要指标，而参展商对光大会展中心在这几个

方面的表现基本满意；另一方面，参展商在展馆的

清洁卫生，展馆工作人员素质，展馆的运营管理以

及展台搭建服务这些方面的感知与这些因素所受

影响是一致的，展馆应该在这些方面继续保持和改

进。结合两者可以认为，光大会展中心在市场中的

竞争优势项是展馆的清洁卫生、展馆工作人员素质

以及展馆的运营管理，因此在对外宣传和形象塑造

时应将这3项作为其独有强势因素。

2．启动潜在杠杆因素，避免得不偿失的投入

光大会展中心在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时，需

要加强展台设计服务、商务服务设施、展览货运代

理以及展馆导向解说系统等要素。对会展中间服

务商的选择应予以重视，或自身启动这部分服务项

目。对于展馆的导向解说系统的改进应更加注重

人性化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在其进行新一轮的

投资中，对展馆内安全、展馆大小、展馆区位以及来

馆交通这些要素的投入是应该避免的，这些要素应

该在展馆前期规划中考虑，一旦展馆落成，这些要

素的改变空间也是有限的。实证的结果也告诉我

们，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事实上被夸大了。

3．通过改进展台搭建服务，可大幅度提升参展

商的满意度

展馆区位、展台搭建服务两大要素参展商认为

重要但光大会展中心的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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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参展商对展馆服务的满意度研究

也是参展商产生不满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前文

分析，展台搭建服务被认为是绝对首要因素，因此

光大会展中心应该进一步完善展台搭建服务，规范

对合作服务商选择的标准，或考虑将展台搭建服务

作为自身成长业务的一部分，因为这项服务的质量

的提高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参展商对于展馆的满

意度。

4．真正关注满意度杠杆，提升参展商满意度

将直述满意度和推导重要性绘制散点图(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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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两大指标的平均值将图形划分为四个象限，

落在图中第Ⅱ象限内的因素的特点是，参展商认为

重要，但展馆却做得不够。这个象限命名为满意度

杠杆，其中的因素是展馆真正需要关注的。由此可

知，光大会展中心在今后的深度发展中需要重点关

注的是：展台搭建服务、展览货运代理服务和展馆

导向解说系统。而这些方面服务的提供有些是展

馆自身所缺乏的，这也说明展览的中间服务商所提

供的服务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到展馆的发展。

一 第1I象限 第1象限 展馆清洁卫生
。

满意度杠杆

展台搭建服务 展馆工作人员素质

。 展台设计服务 o

o

o展馆运营管理

展览贷运代理o
商务服务设施
o

●

一 展馆导向解说系统
。 ⋯，^t^

0
展馆停车场 一

o

．。孳≯内部布局 。。

展馆展览 殳施 。
展馆大小

展馆内餐饮服务 展馆通讯设备及服务o J E馆区位
o o o

一
展馆提供的物品运输

展馆周围酒店
相天服务。

来馆。交通
展馆周围餐饮服务

。

第1v象限
一第Ⅲ象限

直述满意度

图3直述满意度一推导重要性四分图

因此，光大会展中心需要在展览中间服务方面

加强改进力度，提升参展商的满意度水平。展馆导

向解说系统是展馆自身能够进一步改善的；增加馆

内的标识并加入科技、艺术元素是将来场馆设计的

趋势；而商务服务设施，包括银行终端、商务中心以

及展馆周围的商务服务设施等都是展览趋向市场

化、商业化经营的必要辅助条件；展馆越早在这些

方面完善其功能，在市场竞争中就越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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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Exhibitors’Satisfaction with

the Services of the Venues：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Everbright

Exhibition Center

XU Jiel，YUAN Binghui2。HU Pin91

(1．Business School，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 1，China；2．Management School，

Shanda College，Shanghai 20 1 209，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Shanghai Everbrisht 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ample and applies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exhibitors’satisfaction with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venue．With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21 original

indicators，it coucludes that there fire five main impaet factors，

namely the facilities of the venue，the services of service

providers。the location of the venue，the performance of the venue

during the exhibition as well a．s its day to day behaviors．On the

basis of the factor analysis，it builds a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to

sort the weiishs of their impacts ordered from hish to low船

facilities，booth set—up services，internal layout，sanitary

condi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venue．With the

deriv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ctors and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ceived by the exhibitors，the article also draws a

scatter diagram to analyze the factors．The paper proposes that

Shanghai Everbright Exhibition Center should stress its focus on

booth set-up service，exhibit logistic agency services and signage

and commentary system．

Key words：service of exhibition venue；satisfaction；exhib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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