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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参展商视角的展览环境评价与优化研究
——以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为例

苑炳慧1，杨杰2
(1．上海杉达学院管理学院，上海201209，2．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上海201209)

[摘要]展览环境不仅要符合展览业自身的特点，更要能够满足展览业参与主体的需求．在分析展览环境内涵的基础上，基

于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实际调研结果，运用IPA分析法从参展商的视角对展览环境进行评价．分析表明目前光大

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主要优势是市容环境、城市治安、城市经济、产业基础、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而主要劣势是展览相关服

务、展会品脾、会展场馆、城市交通和商务服务设施．根据分析的结果。从商业氛围和服务功能、交通、餐饮、市场定位4个方

面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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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展览环境的界定

伴随着会展业的快速发展，会展场馆作为展览活

动举办的重要载体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在各地盲目兴

建的过程中，展馆规划配套的缺位和滞后成了展馆建

设中的主要问题。因而，如何构建一个既符合展览业

自身特点，又能满足展览业参与主体需求的展览环境

应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然而，目前学术界尚无对展览环境的研究，笔者

在理解展览和环境的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展览业自身

的特点，将展览环境定义如下：展览环境是一个地区

以展览活动参与者(包括展览主办单位、参展商和专

业观众)为中心，依托展览会举办城市，在展览举办过

程中对展览活动参与者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由城市

社会经济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展览场馆设施、配套服

务设施及相关服务条件、政策等方面构成的复合环境

系统。

(二)展览环境的特点

进一步剖析展览环境的内涵，展览环境还具有以

下几方面特点：

1．展览环境以参展商为中心。因此，不同的参展

商因其不同的活动和不同的经历，对同一地区展览环

境的感受和要求也有所差别。

2．由于展览会的举办要依托于城市，因此，展览

环境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且是城市环境中对参展商

在整个展览举办过程中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那一部

分。某一城市的展览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

3．城市的展览环境不同于办展环境。办展环境

是指城市办展的总体水平和各项优劣势条件，体现为

城市对国内外展览会承办商的吸引力，影响到承办商

在展览会选址过程中的决策。而展览环境主要影响到

参展商在展览会举办过程中的工作和生活需求是否

能在这个环境中得到很好的满足。

4．展览环境是硬环境和软环境的综合。展览环

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很多要素，既包括社会经

济、展览场馆设施、配套服务、交通通信设施等物质性

环境，也包括展览政策、展览服务、社会文化等非物质

性环境。

5．展览环境不易评价。展览环境中除了物质性

的要素可以度量外，对非物质性环境的评价很大程度

上受到参展商心理感受及其对展览环境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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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展览环境从整体上不易评价。

二、展览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方法
展览环境的优劣并不能简单地由专家学者做出

评判，而是要看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展览参与

主体的需求。因此对展览环境的分析与评价应遵循以

展览参与主体为本的原则，即在分析过程中尽可能地

反映其对展览环境真实的需求与评价，以提高准确性

与可靠性。

本文选择从展览参与主体之一——参展商的角

度展开对展览环境进行评价，将侧重点放在参展商的

需求和感知方面。评估的方法采用最早由美国学者

Martilla J．A和James J．C提出的、广泛应用于顾客

满意度测评的IPA分析法[1]，即Importance--Perfor—

mance Analysis，从而将表现为重要性(Importance)

的需求和表现为满意度(Performance)的感知有机地

结合起来评价展览环境，以此确定在优化展览环境过

程中对各要素指标应采取的策略。之前，也曾有国外

学者利用IPA方法获得会展组织和会展旅游者对具

体某个会展目的地或会展中心的感知与评价。例如

Oppermann从协会会议组织者感知的角度研究会议

目的地形象[23；Go F&W Zhang对作为国际会议目

的地的北京进行分析[33；Hailin Qu＆Lan Li分析了

香港作为东南亚国际会议目的地的优势和问题。这些

研究都给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和方法“]。

IPA分析图以满意度(P)为横坐标，重要性(I)为

纵坐标，“重要性”数据的均值和“满意度”数据的均值

以两条正交线的形式标在坐标中，将坐标系分为4个

象限，每一个象限代表一种“重要性”和“满意度”的组

合。IPA分析图及其各象限含义如图1所示。

低卜——丽i叫高
图1 IPA分析图

三、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现状

上海光大会展中心是集会展中心、四星级酒店、

办公楼和酒店式公寓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建筑，其中展

馆面积达35 000m2，是仅次于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上海

第二大展览中心。完备的展馆、会议、住宿餐饮、休闲

娱乐等设施以及良好的管理服务水平等使得光大会

展中心在浦西展览业、乃至整个上海的展览业中都享

有较高的知名度。

光大会展中心居于徐汇区南北与东西开发轴线

的交汇处，邻近上海的副中心——徐家汇商业中心，

周边高架、地铁和公交线路形成的立体交通网络使得
· 交通十分便利。会展中心附近约15分钟车程内大约

有46家各类酒店，形成了包括星级酒店、非星级旅游

酒店、服务式公寓、经济型酒店、商务酒店和社会旅馆

等在内的覆盖类型全面，功能多样的住宿设施格局，

基本能满足现有的各类住宿需求。由于邻近徐家汇商

圈，多样化的购物、娱乐和旅游场所在满足部分参展

商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展览业、商业、娱乐业

和旅游业的互动发展。与此同时，上海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坚实的产业基础、完善的市

政基础设施、政府对展览业的支持以及上海不断发展

壮大的展览服务业都是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重

要组成和有力支撑。由于具备良好的展览环境，光大

会展中心已逐渐拥有了化妆用品、摄影器材、微电子

等品牌展，并举办了国际烘焙展、中国数控机床展等

知名展会。

当然，面对着上海其他各大展馆的激烈竞争，光

大会展中心的展览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私

家车的日益增长和城市交通规划不完善原因造成的

城市交通拥挤和堵塞问题；展览中心内部及周边餐饮

配套不足，展览期间参展商和观众用餐需求难以满

足；展馆的面积和布局限制了展览的规模和类型等。

四、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评价

(一)展览环境评价指标及其重要性确定

为了进一步探求参展商对展览环境的评价标准

及其关注重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展览环境的优

化，本文特以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为对象，对参展

商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参展商对展览环境的真实需

求和评价，分析目前展览环境的优势及存在问题，从

而从满足参展商需求的角度进一步优化展览环境。

本次问卷调查设计了展览环境所包含的20项评

价指标，包括重要性和满意度测评两个方面，于2007

年6月28日在光大会展中心举办的展览会上对参展

商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60份，有

效问卷137份，有效率为85．6％。参展商对各指标的

重要性评价如表1所示，通过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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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1展览环境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统钎表

序号 构成要素 重要性 序号 构成要素 重要性

} 城市治安 4．22 ll 商业氛围 3．83

2 晨会品牌 4．07 12 城市交通 3．82

3． 公共服务 4．Ol 13 商务服务设施 3．77

4 主办方服务 4．01 14 产业基础 3．76

5 城市经济 3．96 15 货运代理服务 3．66

6 晨台搭建服务 3．94 16 酒店 3．63

7 会展场馆 3．94 17 餐饮 3．57

8 市容环境 3．91 18 购物场所 3．33

9 展台设计服务 3．86 19 旅游景点 3．12

10 政策环境 3．83 20 休闲娱乐场所 2．95

注。5---非常重要，3=一般，1一非常不重要

第一，参展商认为展览环境最重要的指标依次是

城市治安、主办方服务、展会品牌、公共服务和城市经

济。其中城市治安、城市经济和公共服务是城市展览

业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和主要吸引力要素。另外，展会

品牌较高的重要性也表明积极培育品牌展会的必要

性和重要意义。

第二，在各评价指标中重要性排在最后几位的是

酒店、餐饮、购物场所、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充分说

明对于展览期间以工作为主的参展商而言，与其生活

需求相关的要素不是展览环境的重点。因而对于这几

方面的建设和优化应以能够满足参展商的基本需求

为主。

第三，与以往研究存在差异的是会展场馆和城市

交通，其重要性分别列第7位和第12位。由于参展商

依据展览会的品牌知名度以及其对于参展效果的预

期选择展览会，而无法决定展览会举办的展馆，会展

中心必须积极引入和培育高质量的品牌展览，以不断

强化自身的品牌形象和知名度；另外，参展商在展览

会期间更乐于住在展馆附近的酒店，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城市交通”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不

断完善展馆周边酒店、餐饮等基础配套设施所具有的

现实意义。

(二)参展商对展览环境的满意程度

依据上述展览环境的20个评价指标，对参展商

进行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满意度测评(见表2)，

结果表明：

第一，参展商对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各指标满

意度的平均值为3．43，除城市治安、城市经济和餐饮

之外，其余指标的满意度均在3．19和3．59之间，区分

】22

度不是很大，参展商无明显正负情绪。这说明光大会

展中心展览环境一般，还缺少让参展商惊喜心动的表

现，因此需要进一步地加以改进和提升，为参展商提

供更为优良的展览环境，提高吸引力和竞争力。

衰2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参展商满意度统计表

序号 构成要素 重要性 序号 构成要索 重要性

1 城市治安 4．05 11 商务服务设施 3．36

2 城市经济 4．03 1Z 购物场所 3．34

3 市容环境 3．59 13 城市交通 3．32

4 政策环境 3．57 14 旅游景点 3．3

5 酒店 3．57 15 展台搭建服务 3．28

6 产业基础 3．56 16 休闲娱乐 3．27

7 公共服务 3．52 17 货运代理服务 3．24

8 商业氛围· 3．46 18 会展场馆 3．23

9 展会品牌 3．42 19 主办方服务 3．19

10 展台设计服务 3．37 20 餐饮 2．9

注。5一非常满意，3一一般，1=非常不满意

第二，城市治安与城市经济是展览环境所有构成

要素中满意度最高的两项。其次，市容环境、政策环

境、酒店、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较高，都在

3．5以上。可见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其无

可比拟的综合实力是对城市会展业发展的强力支撑。

第三，展台设计、展台搭建、货运代理和主办方服

务等展览相关服务并不令人满意，尽快提高展览相关

服务水平应是优化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重要任

务之一。

第四，参展商对餐饮的满意度最低，且与其他指

标满意度的差距较大。目前光大会展中心内部及附近

区域餐饮配套设施不足，展览会期间餐饮供求矛盾突

出，改变目前的餐饮供应现状、解决大量参展商和观

众的用餐问题是当务之急．

第五，参展商对会展场馆的满意度仅排在后三

位。作为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展馆，光大会展中心的

面积、布局、通讯设备、停车场及餐饮设施等方面是其

薄弱环节，是导致参展商对会展场馆满意度较低的主

要原因。

(--)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IPA分析

将上述20个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和满意度数据引

入IPA分析法，可以得到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

IPA分析图，如图2所示。其中将整个坐标系划分为4

个象限的纵横两条参照线分别为满意度和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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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3．429和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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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IPA分析圉

注：1会展场馆l 2城市交通I 3市容环境f 4酒店I 5餐饮，6政策

环境，7展会品牌I 8城市治安；9展台设计服务，10货运代理服

务}11购物场所}12体闲娱乐场所}13旅游景点l 14商务服务设

施；15商业氛围l 16城市经济，17产业基础I 18公共服务，19展

台搭建服务I 20主办方服务

1．主要优势

市容环境、城市治安、城市经济、产业基础、公共

服务和政策环境是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中的主要

优势，对于提升参展商的参展意愿及其对展览会在规

模、档次和品牌等方面的信心有重要的作用。商业氛

围在主要优势中满意度最低，处于边缘位置，需要进

一步加强以提高参展商的满意度，否则很有可能会成

为展览环境中的主要劣势。

2．主要劣势

展台设计服务、展台搭建服务和主办方服务等展

览相关服务，以及展会品牌、会展场馆、城市交通和商

务服务设施是展览环境的主要劣势。其中展会品牌满

意度最高，是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提升的重点。如

何培育中小型的品牌展和精品展，提高光大会展中心

展览会的品牌形象和价值，值得关注。

3．次要劣势

货运代理服务、餐饮、购物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和

旅游景点是次要劣势，并非展览环境中的主要障碍，

因而在展览环境的改进和提升中不需要花费过多的

资源和精力。但是作为参展商工作生活基本需求的餐

饮满意度最低，需要不断完善餐饮配套设施，以提供

方便、快捷、卫生的工作餐和快餐，解决展览会期间参

展商的用餐问题。

4．次要优势

酒店对参展商的重要性不高，但是满意度排在前

列，是展览环境中的次要优势，目前光大会展中心周

边酒店的现状能够基本上满足参展商的需求。可见，

展览中心周边的酒店应符合会展中心定位、适合参展

商实际需要，并形成类型全面、功能多样的格局，而酒

店的星级及高星级酒店的数量和品牌并非重点。

五、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的优化对策与

建议

根据本次调研结果，结合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

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进

一步优化展览环境，满足参展商的需求。

(一)进一步加强商业氛围和服务功能，打造“会

展商务服务功能区”

光大会展中心所在的徐汇区拥有众多的甲级写

字楼吸引众多公司入住，商业氛围浓厚，区内的商务

服务、酒店、餐饮、娱乐、购物等业态也初具规模，但还

不能完全符合参展商的要求。因而应该在现有资源和

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商业氛围，继续引入商务服

务企业，丰富娱乐业态以及餐厅、咖啡厅、茶吧、酒吧

等餐饮企业的种类和档次，建立积极健康的、符合参

展商娱乐需求和消费特点的娱乐中心和购物中心，打

造一个以光大会展中心为原点，覆盖周边一定区域的

“会展商务服务功能区”，以凝聚参展商会展商务活动

所需要的一切服务功能，增强光大会展中心展览环境

的商务活力和整体竞争力，促进会展业与餐饮业、娱

乐业和商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二)完善展馆周边的公共交通，缓解展会期间交

通压力

交通拥挤问题一直与城市的发展相伴而行，特别

是展览会期间急增的人流给交通带来了更多的压力。

加强公共交通的舒适性和便捷性，并增开上海南站、

上海火车站、虹桥机场到光大会展中心的区间车，可

以有效地减轻参展商对自驾车的偏爱，缓解交通压

力，同时也减少了对停车位的需求。同时，在机场、火

车站、地铁枢纽、高架路口和展馆周边酒店到光大会

展中心沿途中完善交通标识，形成“立体交通地图’’，

既可以有效地指导外地参展商和观众避开交通拥堵

路段，也可以提高光大会展中心的知名度。

(三)多渠道提供餐饮服务，满足展览期间用餐需

求

光大会展中心展馆内缺少餐饮设施，展馆周边也

没有大规模的餐饮企业，且地处市区之内没有后备的

发展用地，因而针对其目前的条件和现状，要解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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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期间参展商的用餐问题，在加快周边餐饮配套建设

的同时，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鉴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的经验，在展馆外面东西馆之间的空地上搭建账

篷作临时餐厅，邀请知名的餐饮企业为参展商和观众

提供健康、快捷、方便的不同档次和风格的商务快餐。

另外，会展中心内部的光大国际大酒店及其邻近的其

他酒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开辟适当的区域在

展览会期间提供餐饮服务。

《四)明确光大会展中心的市场定位，积极培育品

牌辰。
一个展览会的经济效益不仅仅取决于展会规模

的大小，展会的品牌、参展商和观众的质量以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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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find a better way to compose a reasonable exhibition environment which can both accord with the charac-

teristic of exhibition industry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xhibition participants，this paper，taking Shanghai Everbright

Convention&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ample，evaluates and analyzes its exhibition environment with IPA analysis from the

exhibitor’S view．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analysis of exhibition environment’s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 and mak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exhibition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Everbright Convention&Exhibition Center．Then，according to

exhibitor’s evalu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of all the indexes involved in Shanghai Everbright Convention&Exhi-

bition Center’s exhibition environment．this paper respective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exhibition environment’S evaluation in-

dexes and exhibitor’s satisfactory degree on the exhibition environment i and meanwhile combines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with IPA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exhibition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Everbright Convention&Exhibition Center in a more ob-

jec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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