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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感知满意度及展后行为研究

——以2009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例

■辜应康，曾学慧，杨杰。汪彦

基于参展商需求的多样性和现代展览会服务的特殊性，本研究以2009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例，

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影响参展商感知满意度的5大因素，同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因子分析结果，并揭

示参展商感知满意度与展后行为意向之问的关联。研究表明，影响参展商感知满意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各因素对参展商感知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且参展商感知满意度与参展商再次参展意愿和推荐他人

参展等展后行为高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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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会展业发展迅猛。据中国

贸促会统计数字显示：1997年我国举办各类展览会首

次突破一千，达到1026个。而到2007年这一数字又翻了

两番，达到了4400个。会展业已成为我国当前发展和增

长最快的产业之一。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10年

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我国会展产业国际形象大大

提升并将进入又一个黄金发展期。据估计。未来5。15年

内，我国会展产业还将以年均15～20％的速度快速增

长，到2010年底，我国会展业的产业规模将超过200亿

元人民币，而到2020年底。将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出

于会展业对经济强大拉动效应的考虑。我国许多地方

政府都已将会展业列为霞点发展产业或重点扶持产

业。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2009年中国国际丁业博览会

参展商对展览会感知满意度的问卷调查。探讨参展商

在参展过程中的各类需求。为会展主办企业、场馆以及

会展配套服务企业提高办展质量与效益提供参考。促

进我国会展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文献回顾

参展商感知满意度研究是以服务质量研究和顾客

满意度研究为基础的，事实上国外对服务业服务质量

和顾客满意度的研究早在197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

1977年。法国学者皮埃尔和埃里克(Pierre Eiglier&Er-

ic Langeard。1977)首次提出了“服务生产模型”(Serv．

ducting)以反映顾客与服务人员的交互过程(I】。1982年，

芬兰学者格朗鲁斯(Gronroosren，1982)基于认知心理

学理论提出了顾客感知服务质量(Customer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并指出任何服务产品都具有技术方面

和功能方面的双重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

学者才开始这方面研究。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专门针对

参展商满意度或参展商需求方面的研究都相当有限。

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Ⅲ：一方面是对

展览会评估的研究(Cavanaugh。1976；Lilie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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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fin&Cron。1987；Gopalakrishna&Lilien。1994；Tan．

ner,2002)。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展览会参展价值评估而

展开．旨在为展览会主办方办展、参展商参展、观众观

展等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是对参展商决策过程的研究

(Swandby etc．。1990；Gopalakrishna＆Williams，1992；

Gopalakrishna＆Lilien，1995；Hansen，2004)，这些研究

主要通过揭示参展商参展决策过程、决策机制和决策

影响因素等．为会展主办方及相关机构有针对性地进

行招商招展提供依据：如西塞利洛和毛瑟(Cesario

&Mauser,1985)提出会展主办企业了解参展商的参展

决策过程有利于其后正确预测参展商数量和制定相应

营销策略【3】。布瑞特和密尔曼(Breiter&Milman，2006)

从展馆的角度探讨了参加展览会的各类人员的需求及

对不同服务的期待和重视程度[41。国内有学者也对参

展商参展动机和参展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刘助忠等

(2006)探讨了我国参展商参展作用和参展动机，徐洁

等(2008)从展馆及展馆提供服务的角度研究了参展商

的满意度【5J。总体上讲，目前国内外对参展商需求或满

意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随着我国会展业的继

续发展和壮大．努力提高办展质量和展览会服务水准．

既是我国各类会展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提升我

国会展产业整体水平的内在需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采用

Cronbach’s Mpha系数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同时采用

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来实现研究目标。采用

因子分析法旨在揭示参展商对2009年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的感知满意度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而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旨在进一步验证因子分析的结果。同时揭示参

展商满意度与其展后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

(二)问卷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

用来获取受访参展商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问卷的

核心，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上采用了深度访谈法，结合了

大量会展专业人士(包括该展览会主办企业和场馆企

业)、行业专家和研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从一系列指

标中删减排除，最终确定了22个指标。同时采用国际通

行的李克特5分量表法将每个指标设为“非常满意”、

“满意”、“不确定”、“不满意”、“非常不满”五个等级。相

应赋值为5、4、3、2、l，用以测量参展商对2009年中国国

际工业博览会满意度感知水平。第三部分主要用来了

解受访参展商的总体满意度、再参展意愿和推荐他人

参展等。

(三)数据收集

始于1999年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连续10次成

功举办之后。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区域性展览会之一。参

展商、买家、展品和成交量在全国都首屈一指。2009年

中国国际T业博览会于2009年11月3～7日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调研选择在展览会举办的第3天

进行．在11个展馆随机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

519份．回收有效率达86．5％。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因子分析

经KMO和巴特勒球形检验，问卷量表的KMO值为

0．932．巴特勒球形检验给出自由度为231的似然卡方

值为7830．098(p<O．001)，表明该问卷中的22个指标存

在公共因子．适合做因子分析。为降低影响因素的复杂

性和维度。本研究采用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萃

取法对22个测量指标进行公共因子提取并采用方差最

大化正交旋转(varimax)，同时保障提取因子总方差解

释量不低于70％．最终得到因子载衙矩阵(见表1)。

第一，该量表总体信度(Cronbach’s a)为0．941，远

大=]=Nunnally(1994)提出的最低可接受值O．7，表明问卷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而提取出来的5个因子的信度都

在0．831．-．0．900之间．说明各因子内部存在较好的一致

性、因子提取可靠性较高；5个因子的总方差解释达到

72．75％．说明用这5个因子可以较好地概括原量表中22

个指标的含义。

第二。从表l可以看出，因子F1在展会宣传、展区划

分、安保工作、清洁卫生和现场秩序5个指标上具有较

高的载荷。可命名为“展会组织”因子。因子F2在采购

商的数量、质量、交易的机会与成交量4个指标上有较

高的载荷。可命名为“贸易氛围”因子。因子F3在工作人

员专业知识、服务态度、服务规范、服务效率4个指标上

有较高的载荷。可命名为“人员服务”因子。因子F4在展

馆的总体结构、标识系统、通风照明、公用设施与设备

配置5个指标上有较高的载荷，可命名为“展馆条件”因

子。因子F5在展览会的交通、住宿、餐饮、休闲娱乐配套

服务4个指标上有较高的载荷．可命名为“配套服务”因

子。

第三，通过比较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大小，各因子

对参展商满意度的解释力大小依次为F4、F2、F1、F3和

F5。即按重要性影响参展商满意度的因素依次是展馆

条件、贸易氛围、展会组织、人员服务和配套服务。

第四，通过比较感知满意度均值大小，参展商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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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参展商感知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表

特征 方差
因子 指标 栽荷 均值 信度

值 解释％

展会的宣传 0．623

展区的划分 0．531
FI：

展会安保工作 0．750 3．921 0．890 3．237 14．72
展会组织

展会清洁卫生 0．788

展会现场秩序 0．766

采购商的数量 0．818

F2： 采购商的质量 O．789

3．362 0．887 3．342 15．19
贸易氛围 交易的机会 O．812

成交的数量 O．805

工作人员专业知识 O．724

F3：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0．786
3．773 0．900 3．175 14．43

人员服务 工作人员服务规范 0．759

工作人员服务效率 0．746

履馆的总体结构 0．70l

履馆的标识系统 0．708
F4：

展馆的通风照明 0．74l 3．995 0．893 3．500 15．91
展馆条件

履馆的公用设施 0．735

展馆的设备配置 0．753

交通配套服务 0．571

F5 住宿配套服务 0．739
3．482 0．83l 2．750 12．50

配套服务 餐饮配套服务 O．819

休闲娱乐配套 0．815

个因子的感知满意度依次是F4、F1、F3、F5和F2，即参展

商对2009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最满意的是展馆条

件．然后是展会组织、人员服务和配套服务，满意度最

低的贸易氛围。

(二)结构方程分析

为验证因子分析结果．同时揭示参展商感知满意

度与参展商展后行为的关联，本研究采用AMOS 7．0软

件(Arbruekle，1997)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并测

试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其显著程度。从图1可以看

出：

第一．5个因子都对参展商总体满意度有直接影

响，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其与参展商总体满

意度的相关度(届值)从大到小依次是F4、砣、F1、F3、F5，

这与之因子分析的结果一致。

第二。参展商再参展意愿与总体满意度高度正相

关(．8=o．62，p<0．001)，表明提高参展商满意度有利于提

高参展商再参展意愿。而参展商推荐他人参展也与总

体满意度够=0．25，p<O．001)和再参展意愿够：o．52，p<

0．001)高度正相关。而且再参展意愿与推荐他人参展

的相关系数比总体满意度与之的相关系数大，表明要

提高展览会口碑．让参展商不仅愿意再参展而且还愿

意推荐更多参展商也来参展，展览会主办方在提高参

展商满意度的同时，尤其要重视那些有再参展意愿的

忠诚参展商，因为有再参展意愿的参展商更愿意积极

地去推荐他人来参展、更有利于提高展览会的口碑。

第三，因子F4展馆条件∞=0．25，p<0．001)、F2贸易

氛围∞=O．25，p<0．001)与Fl展会组织够=0．23，p<0．001)

与参展商总体满意度高度正相关，表明我国展览会举

办的场馆硬件条件、贸易氛围、展会组织对提高参展商

满意度有直接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目前我国参展商

对展览会的认知主要还是看举办展览会的硬件条件，

展览会吸引买家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展览会的组织管

理(即主办商的经验与实力)，因此选择配备较好的会

展场馆、加大招商力度努力吸引更多有实力的买家参

加展览会。搞好展览会的组织与管理是现代我国展览

会主办方提高参展商满意度、增加参展商再参展意向、

提高展览会口碑的重要环节。

Fl展会组织

F4展馆条件蜘．25⋯

F5配套服务

推荐他人参展

注：料·p<0．001；料p<0．01

图1参展商感知满意度与展后行为结构方程模型

第四．因子F3人员服务(8=0．16，p<0．01)和F5配套

服务(IB=o．12，p<0．01)与参展商总体满意度也正相关，

但无论是关联度还是显著性都不及F4、F2和F1，即当前

我国展览会的人员服务与配套服务环节对参展商的总

体满意度有一定的正向解释力，提高展览会人员服务

质量与配套服务质量有利于提高参展商总体满意度、

再参展意愿和展览会的口碑。

四、结论与不足

本文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参展商参加我国展览会

的某些行为方面和心理方面的特征。因子分析结果揭

示了影响参展商对2009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感知满

意度的22个指标可以概括为展会组织、贸易氛围、人员

服务、场馆条件和配套服务5类因子，它们对参展商感

知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场馆

条件、贸易氛围、展会组织、人员服务和配套服务；而结

构方程模型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同时，参展商对

万方数据



参展商感知满意度及展后行为研究——以2009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为倒

本届展览会的场馆条件的感知满意度最高，对贸易氛

围的感知满意度最低，这除了可能受本研究所述的参

展商期望和金融海啸后续效应影响外．与我国当前大

多地方政府在推进会展业发展过程中把过多精力和资

金都投在场馆建设上也不无关系，诚然会展场馆是会

展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高品质、配套完善、服务优良

的品牌会展才是吸引高质量参展商和买家的根本．这

无论对我国会展主办企业发展．还是对推动地方会展

业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揭示

了这5类因子与参展商对本届展览会总体满意度都正

相关。参展商总体满意度与参展商再参展意愿和推荐

他人参展等展后行为高度正相关——提高参展商对展

览会的满意度有利于提高参展商的再参展意愿和推荐

他人参展的意向。而要提高参展商满意度，当前除了抓

好场馆条件外．还应重点在贸易氛围和展会组织两个

方面狠下工夫。比如展览会组办方可以积极利用自身

优势和资源．以搭建商贸配对平台、增加展中会或展中

活动等形式。牵线搭桥，拉近参展商与买家之间的距

离，为其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同时积极改善展览会

的人员服务和配套服务等环节，提高参展商的交易机

会和成交量。这既是所有参展商的目的所在，也是中国

国际工业博览会未来打造成为中国品牌展览会的内在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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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政策、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战略与政策、中部崛起的

战略与对策等问题的研究为国家重大区域问题提供了

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其中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其分类

政策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8．重大工程项目的区域效应评价。2000年以来，随

着国家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对这些项目的区域

效应评价引起了区域经济学界的关注。李善同、许新宜

主编的《南水北调与中国发展》，系统分析了南水北调

工程在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等方面的影响；陈秀山

主编的《西部开发重大工程项目区域效应评价》，从区

域经济学视角研究西部开发重大工程的实施效应．得

出的观点与结论对全面、客观认识各项工程的实施效

应，以及进一步调整战略、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工程效

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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