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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基于顾客满意度的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价值体系研究

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尤其是科学与技术的飞速

进步所带来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展会已成为人们接受最新信息、

把握市场趋势的载体。同时，展会以其独特的专业性、针对性的

特点逐渐成为国际、国内企业直接面对客户、展示自己形象和产

品的极好工具。展会业还被誉为世界三大“无烟产业"之一，因

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行业通过举办各

种形式的商业展会，展示新科技和新产品，促进贸易与合作，特

别是国际化程度高的专业性贸易展览会，已成为全球化的商品交

易市场。

近几年来，我国会展业以年均增长20％的速度发展，中国已

经成为非常具有活力的新兴的展览市场。纺织行业有诸多展览会，

如CITME(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CHIC(中国国际服装服饰

博览会)、InterTEXTILE(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博览会)

等一批品牌展览会，规模都超过了4．5万平方米，成为目前在中

国甚至在亚洲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展览会。如何提

高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市场竞争力，正在成为业内关注的话题。

有关展览会价值体系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本文根据

展会三要素——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之间的价值互动提出

专业展会的“价值三角’’概念。它解释了代表着组织和个人双重

身份的展会商的直接顾客——参展商，间接顾客——专业观众及

参展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复杂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顾客满意度角度出发，运用弗雷德里克．

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激励一保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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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hygiene)，对InterTEXTILE展会会后顾客满意度

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纺织服装专业展会存在“保健因素”和

“激励因素”，并大致与参展商、专业观众的双重身份有关：那些

能够满足参展商、专业观众个人利益需要的因素主要与展会的‘‘保

健因素"有关，即当这些因素具备时人们没有不满意，但是它们

也不会带来满意，若没做好却肯定会使其不满意；而那些能使参

展商和专业观众组织直接利益得到满足的因素则主要与展会的

“激励因素”有关，即一旦具备这些因素，人们会立刻从“没有

满意”转到“满意”。展会商在保证“保健因素’’的前提下，着力

提高“激励因素"的实现率，将大大增加展会的顾客满意度和效

率。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展会价值体系的研究及

“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的发现，将为展会主办者制定行之

有效的营销策略和进一步实践性的市场研究提供系统、可靠、切

实的理论依据。

关键字：顾客满意度、价值三角、价值、纺织服装、展会



SUB肛CT：

Study on the Value System of Textile and Apparel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Based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bringing numerously new techniques and

products．Exhibitions grow to be the popular vehicle for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 to show and exchange lately

information and products．Meanwhile，because of its strong

pertinence，exhibition becomes to be the most usable tool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enterprises to display their

products and image directly to their customers．Exhibition

industry is also called one of the three “Smokeless

Industries"in the world．A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nd

regions holding various commercial exhibi tions to promote

the trades and coopera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turn into the global

merchandise trade markets．

In recent years，Chinese exhibition industry develops

more than 20％per year．China has already grown to be the

newly active exhibition market．Many famous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in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such as CITME

(China International Textile Machine Exhibition)，CHIC

(China International Clothing＆Accessories Fair)，

InterTEXTILE(Int’l Texti le Fabrics Accessories＆Home

Textile Trade Fair)etc．，which have more than 45，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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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net area，now become the biggest exhibitions in

China and even in Asia．Presently，“how to improve the

competence of the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of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become to be the most discussed topic

wi th much attent ion

There are few academic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valu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exhibition in China．This

dissertation raises the concept of“value triangle”

according to the value transfer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which are exhibition holder，exhibitor and professional

visitor，in an exhibition．Exhibitor is the direct customer

with double roles of organization representative and the

individual himself．The same are with the professional

visitor，who is the indirect customer of the exhibition

holder．These three elements put influences and effects to

each other． “Triangle value"explains the compl icated

relat ionships among them．

Based on the“value triangle’’，this dissertation

applies Frederick Herzberg’S theory of motivation—hygiene

to the data analysis，which a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of InterTEXTILE，and discover

that“hygiene factors"and“motivation factors’’，which

are possibly relating with the double roles of exhibitors

and professional visitors，do exist in textile and apparel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Those factors that can meet the

individual’S requirements of the exhibi tors and

professional visitors are mainly related with the“hygiene

factors"．When these factors are provided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people are not unsatisfied，but they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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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t bring satisfaction．If these factors do not reach

people’S expectation，people will be unsatisfied certainly．

Whereas，those factors， which can meet the organi zat 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exhibitors and professional visitors，

are mainly related with the“motivation factors"．Once

these factors are provided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people

will turn to satisfy from unsatisfying right away．So if the

exhibition holder guarantees the of“hygiene factors"as

prerequisite and take great efforts to enhance the

fulfillments of the“motivation factors"，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efficiency of the exhibition will be

improved rapi dl y

The destination of academic study is to give a guidance

and theoretic basis to practice．The findings of“value

triangle”。“hygiene factors”and“motivation factors’’。

in textile and apparel exhibitions will provide the systemic，

reliabl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icacious marketing strategies in the

fields of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Chen Bing(Corporate Management)

Supervised by Prof．Gu QingLiang

Key Words：customer satisfaction， value triangle， value，

textile and apparel， exhibition，trad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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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尤其是科学与技术的飞速进

步所带来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展会己成为人们接受最新信息、把握

市场趋势的载体。同时，展会以其独特的专业性、针对性的特点逐

渐成为国际、国内企业直接面对客户、展示自己形象和产品的极好

工具。展会业还被誉为世界三大“无烟产业”之一，因此，现在有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行业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商业

展会，展示新科技和新产品，促进贸易与合作，特别是国际化程度

高的专业性贸易展览会，己成为全球化的商品交易市场。

近几年来，我国展会业以年均增长20％的速度发展，中国已经

成为非常具有活力的新兴的展览市场。纺织行业有诸多展览会，如

CITME(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CHIC(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

会)、InterTEXTILE(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博览会)等

一批品牌展览会，规模都超过了4．5万平方米，成为目前在中国甚

至在亚洲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展览会。如何提高纺织

服装专业展会的市场竞争力，正在成为业内关注的话题。

本文基于顾客满意度对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价值体系进行研

究，将为展会主办者制定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和进一步实践性的市

场研究提供系统、可靠、切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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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论文研究设计

1．1研究意义

提出“价值三角模型"，并通过实例分析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展

会的“价值三角模型刀。

被誉为世界三大“无烟产业"之一的会展业在我国一些大中城

市“崭露头角"，成为城市的“新名片"，展会行业引起越来越多的

关注。本文提出专业展会的“价值三角”概念，它解释了作为展会

商的直接顾客——参展商、间接顾客——专业观众及参展商三者之

间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的复杂的关系。通过对02’，03’两届

InterTEXTILE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及辅料博览会参展

商、专业观众满意度分析来说明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价值三角模

型”及其作用方式。

肿顾客满意度一角度深入研究来分析展会构成J展会商一、
“参展商一，。观众"之间的特殊的价值构成和价值关系，提出纺织

服装专业展会“保健因素一和“激励因素厣，并探寻与之相关的要

素。

展会构成的主要角色——“展会商”、“参展商”，“观众’’之间

互相作用，而顾客满意度对分析参展商、专业观众的决策行为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本文在“价值三角”概念基础上，从顾客满意

度角度出发， 运用赫兹伯格的激励一保健理论

(motivation—hygiene)，对InterTEXTILE展会会后顾客满意度调

查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保健因素”和“激

励因素"及其相关原因。

为展会主办者制定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展会商、参展商、

专业观众三方的效率提出合理的建议。

论文提出专业展会的“价值三角模型"、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

“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研究结果将为展会主办者制定行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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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营销策略和进一步实践性的市场研究提供系统、可靠、切实

的理论依据。

1．2研究目的

本文以专业展会“价值三角模型”为基础，通过多个顾客满意

度理论模型对展会参展商、专业观众的满意度进行分析、比较，揭

示提高三方效率的方法，具体来说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之间是否存在“价值三角”，如何

完成互动?

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中对参展商、专业观众满意度贡献最大的因

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内在联系怎样，与展会主要构成之间的关系

如何?

展会主办者如何运用“价值三角模型”以评价分析展会效果和

提升展会的顾客满意度?

1．3研究方法

1．3．1数据来源

本调查为东华大学与法兰克福展览会(香港)有限公司合作项

目，旨在对InterTEXTILE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及辅料

博览会的顾客满意度进行研究。

● 问卷设计

问卷由作者及项目小组成员受法兰克福展览会(香港)有限公

司委托进行设计，并通过该公司审核。

●研究对象

参与02’，03’InterTEXTILE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及

辅料博览会的所有参展商和抽样调查的专业观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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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

专业观众样本：展会期间(共3日)每天上午10：15后(便于

观众对展会状况充分认识)，访问员在经过观察，确认其专业观众

的身份后，进行问卷调查，现场对已获样本进行随机抽查，保证有

效性。

参展商样本：展会最后一天上午将问卷发到各参展商手中，中

午12：00后回收问卷。

●样本量

02’InterTEXTILE Shanghai Autumn收集专业观众样本228 1

份，有效样本2144份；发放参展商问卷867份，实收样本814份。

03’InterTEXTILE Beijing Spring收集专业观众样本1 036份，

有效样本1013份；发放参展商问卷458份，实收样本413份。

1．3．2主要分析模型

1．3．2．1．四分图模型m3

得
分
高

重
要
性

图1．1四分图模型

通过该模型对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对于展会各项指标的满意度
分析，找出二者评价的差异，并针对具体指标探究同样的展会却得

到二者不同评价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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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I)⋯

● F目颐喜化(符台个人

囤1 2美国顿客满惠度措标模型

该模型被用于分析，展会三大角色——展会商、参展商、专业
观众问价值关系。

3 2 3赫兹伯格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理论。。

瓶总 小礴葸

图1 3侍统观最

满意 没有满意

没有小满．薛 小满意

图l 4赫营伯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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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用于分析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

素”，为展会商有效提高展会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提供方法和建议措
施。

6



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顾客满意度的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价值体系研究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展会业及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展会概况

2．1。1展会业及专业展会

所谓展会业(又称会展业)Ⅲ主要指的是会议业和展览业，即

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和会议，包括大型国际展览会、博览会、

交易会、招商会等，吸引大量商务客和游客，促进产品市场的开拓、

技术和信息交流、对外贸易和旅游观光，并以此带动交通、住宿、

商业、餐饮、购物等多项相关产业的发展。

以展会的形式陈列商品，促进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的相互交流

和贸易往来最早起源于欧洲。自1851年5月英国伦敦举办第一个

博览会至今，国际展览业已经走过了150年的历程。¨1随着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尤其是科学与技术的飞速进步所带来的新产

品和新技术，展会已成为人们接受最新信息、把握市场趋势的载体。

同时，展会以其独特的专业性、针对性的特点逐渐成为国际、国内

企业直接面对客户、展示自己形象和产品的极好工具。因此，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行业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商

业展会，展示新科技和新产品，促进贸易与合作，特别是国际化程

度高的专业性贸易展览会，已成为全球化的商品交易市场。

展会的变化是复杂的，有的展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有的在竞

争中消失了，也有的在竞争中合并改名，但总体是向大型化、专业

化发展。专业性展会(professional exhibition)H1指在固定或

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日期和期限内，由主办者组织、若干参展商参

与的通过展示促进产品、服务的推广和信息、技术交流的社会活动。

专业展会已成为展会发展的主流，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对象。

2．1．2展会的本质

从本质上讲，展会提供的是中介服务，提供的是参展商与观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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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交流的平台，有别于其他营销方式。它是唯一充分利用人体所

有感官的营销活动，人们通过展会对产品的认知是最全面、最深刻

的：展会又是一个中立场所，不属于买卖任何一方私有。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展会对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就社会经济而言，展会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不仅能给

城市带来场租费、搭建费、广告费、运输费等直接收入，还能创造住

宿、餐饮、通信、旅游、购物、贸易等相关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展

会能汇聚巨大的信息流、技术流、商品流和人才流，推动一个城市或

地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企业而言，参加展会对于厂

商来说是个“双赢’’的选择。对参展商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树品牌和

促销的机会；对专业观众来说可以在同类产品中进行比较，及时捕捉

市场信息，寻找最佳合作伙伴。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寻求商机。

2．1．3展会的功能

美国一位市长这样评价展会功能，“如果我们在这个城市开一

个国际会议，就好比有一架飞机在我们头顶上洒美元"。

内行人曾形容：展览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市场走势的指示

器、加强友好的纽带、促进交流的桥梁。

据展览业唯一世界性组织——国际博览会联盟(UFI)的估计，

由展览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中，只有20％是展览会行业内的，其余

80％为商贸、酒店、饮食、交通、旅游、电信等相关行业所有。【1】

展会业之所以普遍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商

业经济形态无法比拟的优势。

展会业孕育巨大商机，具有沟通和交易功能。

展会业利润高，具有经济联动功能。

展会业可以促进科技开发和实现科技成果转让，具有技术扩散

功能。

展会业可以培养新的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具有示范

功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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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业可以带动投资，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优化功能。

展会业是一种无烟产业，具有“绿色"功能。

2．1．4展会收益

展会业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展会业的整体

效益一般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展会本身的直接收益和带动交通、住宿、

商业、餐饮、旅游、购物等多项相关产业而获得的综合社会效益。展

会本身的直接收益又主要包括：展会商的收益、参展商的收益和观展

商的收益。同时，展会本身的直接收益是展会整体收益的保证；参展

商和观展商收益是展会直接收益实现的保证。

图2．1展会业各方收益关系

2．1．5国内外展会业发展概况

展会业的存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称不上是一个新近诞生的行业。

随着社会的演变和科技的进步，展会业作为一种经济存在的形式，其

存在的形式、内容、功能和办展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在不断进行调整和

变化。

2．1．5．1世界展会行业一瞥

当今从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展会经济在世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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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

欧洲是世界展会业发源地，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欧洲展

会经济整体实力最强，规模最大。在这个地区中，德国、意大利、法

国、英国都是世界级的展会业大国。

以德国为例，德国展会业的突出特点是专业性、国际性的展览会

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效益好、实力强。在国际性贸易展览会方面，

德国是第一号的世界展会强国，世界著名的国际性、专业性贸易展览

会中，约有2／3都在德国主办。按营业额排序、世界十大知名展览公

司中，也有六个是德国的。每年，德国举办的国际性贸易展览会约有

130多个，仅展商17万家，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参展商(约为48％)来

自国外。在展览设施方面，德国也称得上是头号世界展会强国。德国

现拥有23个大型展览中心，超过10万平方米的展览中心就有就有8

个。H朝目前，德国展览总面积达240万平方米，世界最大的四个展览

中心中，有三个在德国。㈨

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是世界展会业的后起之秀，每年举办的展览

会近万个，其中净展出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展览会约有4300个，

参展商120万，观众近7500万。举办展览最多的城市是拉斯维加斯、

多伦多、芝加哥、纽约、奥兰多、达拉斯、亚特兰大、新奥尔良、旧

金山和波士顿。[柚1

经济贸易展览会近年来在中美州和南美洲逐步发展起来。据估计，

整个拉美的展会经济总量约为20亿美元。其中，巴西位居第一，每

年办展约500个，经营收入8亿美元；阿根廷紧随其后，每年约举办

300个展览会，产值4亿美元；排在第三位的是墨西哥，举办的展览

会近300个，营业额2．5亿美元。“81除这三个国家外，其他拉美国家

的展会经济规模很小，很多国家尚处于起步阶段。

整个非洲大陆的展会经济发展情况基本上与拉美相似，主要集中

于经济较发达的南非和埃及。南非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对周边国

家的辐射能力，其展会业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北部非洲的展会业以埃及为代表，埃及凭借其在连接亚非欧和沟通中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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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非市场的极有利地理位置，展会业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展览

会的规模和国际性大大提高，每年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可达30个。当

然，由于种种条件所限，大型展览会～般都集中在首都开罗举办。除

南非和埃及外，整个西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展会经济规模都很小，一

个国家一年基本上举办I-2个展览会，而且受气候条件的限制，这些

展览会不能常年举办。Ⅲ

亚洲展会经济的规模和水平应该说比拉美和非洲要高，尤其是展

会经济的规模可以仅次于欧美。日本是本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

其展会业发展水平自不必说。在剩下的国家中，东亚的中国及中国香

港地区、西亚的阿联酋和东南亚的新加坡，或凭借其广阔的市场和巨

大经济发展潜力，或凭借其发达的基础设施、较高的服务业发展水平、

较高的国际开放度以及较为有利的地理区位优势，分别成为该地区的

展览大国。以新加坡为例，该国的展会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

时间并不算早，但新加坡政府对展会业十分重视，新加坡会议展览局

和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专门负责对展会业进行推广。加之，新加坡本身

具有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较高的服务业水准、较高的国际

开放度以及较高的英语普及率，新加坡2000年被总部设在比利时的

国际协会联合会评为世界第五大展会城市，并连续17年成为亚洲首

选展会举办地城市，每年举办的展览会和会议等大型活动达3200个。

C34】

同新加坡相比，同处东南亚的泰国，其展会经济发展规模远不及

新加坡，每年举办的展览会只有几十个。随着东南亚经济逐步走出金

融危机的困扰，泰国展会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2000年举办的展览

会已从1998年的23个上升到63个，并有望于2001年超过i00个，

展会经济总量2000年可望达到1．5亿美元。泓1

大洋洲展会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欧美，但规模则小于亚洲。该地

区的展会业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亚，每年约举办300个大型展览会，参

展商超过5万家，观众660万人次。“们

纵观世界展会经济在全球发展情况，我们不难看出，一国展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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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是与该国综合经济实力和经济总体规模及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交通、通讯、服务业水平等方

面的优势，在世界展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的优

势。在世界展会业向专业化、国际化和集团化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

家的跨国展览集团把自己的成功知名展览会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因

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也有一些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展览会，但

这些展览会一般都有发达国家展览公司的参与、管理，甚至直接控制。

国外的展会业起步较早，尤其是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和科技迅速

发展，新产品层出不穷，市场竞争加剧。不少企业在改革企业管理模

式和组织形式外，将产品的广告、宣传作为企业推销产品和技术的一

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参加国际展会成为他们打进海外市场有力的手

段。国外政府也深谙展会业对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采取多项政策或

措施，扶持展会业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欧洲的展会经济无论从整

体实力还是在规模上都居世界首位，而且欧洲展会的专业化水准也最

高。

2．1。5．2中国展会业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计划经济主导的出国展览和来华展览

统归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接待的局面，逐步改变为由市场

经济为导向的众多机构举办、接待的崭新局面。20年间，展览会在中

国大地上以城市为中心遍地开花，尤为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城

市最为活跃。现在，展览业已成为我国第三产业一个重要的方面，创

造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产值占有一定的分量，在促进进出口贸易、技术

引进和中外经济合作等方面的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7年全国举办展览会总数为1063个，1998年为1326个，1999

年为1507个，2000年1687个。其中国际性展览约占48％，国内展约

占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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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2 2中国举办展览会总敷 图2 3中国举办展览会大致比倒

米华展览就地域来说，由于市场和运输费州菩因素的影响，L}】陶

展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成都、深圳等沿海和经济

发达地区。据统计，1997年全国国际展496个，其中北京、上海、广

州、大连四城市占58％。就国际展而言，专业性展览约占95％以上，

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全国主要的行业展数量为：电子展24个，

轻工展23个，食品展10个，石化展7个，汽车展13个，纺织服装

展17个，建材展嘶个。“

中国的展览场馆据统计全国菇有148个。其中北京6个供米展用

的艘馆合计11 2万平方米，以中国国畦示展览中心为最大．6打平方米。

上海的主要5个展馆台计17万平方米，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培大，

6 5Ⅱ平方米。2

十多年来．中凼展馆随着展览会数量增多和规模扩大而发展。

目前部分展馆已具备了为展会服务的相应配套设施．例如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就有报告厅、会议室、技术座谈『11J、中西智厅、停车场、

海关监管仓库等，还有海关、运输、施1二、广告、旅游、饭店、动植

物检疫所、物品租赁和商务中心等服务场所。但就目前全国大多数咀

有的各场馆来说，为展会配套的设施不足．展览叫、境小够理想。

日前，经外经贸部批准有手承办柬华展览资格的展览公司196家。

2尚未包括一蝗民营公司，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及海外

展览公司通过国内有关单位作为合作伙伴，已在国内展览业占有重要

位置，他们主要通过海外招展，所得利益相当可观，掘不完全统训目

前国内举办的国际专业展约有将近40％有香港或海外公司参与。这些

公司往往作为海外招展的总组织者柬招海外厂商柬展，并决定运输、

施工、旅游等展览的主要承包商。

n蜷{i{I—m-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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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览业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展，到了1987年进入定

期化阶段。最初经外经贸部批准的定期展共6个，随后年年都在增加。

到1998年全国定期展已经达到176个，其中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就有

57个。n3

中国展览会经过20年的国内外竞争，有一批专业展越滚越大，逐

步形成全球知名的展览会，例如在北京举办的机床展、纺机展、冶金

铸造展和印刷展已跻身国际同行展的前四名，在展览规模、服务水平

等方面已接近国际水准，已被列入全球行业展览计划，参与全球行业

展览竞争。北京的春秋国际服装展，大连、宁波的服装节，上海国际

家具展都逐步走向新的品牌化。

中国的展览设计，从公司数量来说，以广告公司兼营为多，从设

计质量来说，以专业公司为上。据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广告公司3万

家，北京约占十分之一，其中兼营展览设计与布展的就有800家。展

览施工，北京一地有200多家。∞除了国内公司外，海外展览设计施

工公司占有一定数量，北京主要海外公司有5家。口3他们在国际展商

参展的特装修市场占有较大市场份额。

我国展会业的起步虽然很晚，但速度却很快。据不完全统计，中

国现已拥有一百五十多所展览场馆，每年举办的大型展会达1500多

个，2000年达1687个，＆1涉及到机械、电子、冶金、矿产、石油化

工、轻工、纺织、农林等所有生产性行业，也包括商业流通、运输、

通讯、旅游等大部分服务性行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展会经济"。北

京和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展会中心城市。从展会规模看，北京为全

国之最；从展会数量看，上海位居全国首位。

尽管中国展览业正在向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但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展览起步较晚、规模还小、展会质量尚低，在场馆建设、

管理机制、组织手段、配套服务诸方面离国际水平还存有相当的差距。

如何切实提高中国展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展会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关

键问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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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纺织服装专业展会概况

2．1．6．1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展会概况

在展会经济成为我国经济新热点的同时，纺织服装专业展会在数

量上和规模上都成为了展会业的重要角色。纺织服装展从十年前全国

仅有若干个服装展会，面积不过万余平方米，到如今凡是服装生产加

工的集散地或比较重要的省份或城市，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纺织服装专

业展会。在2002年10月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

及辅料博览展会展览面积达4．6万平方米，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720家面料参展商参展，面积和参展商数量分别创下了历年纪

录。踢同时，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也正在走出国门，2002年纽约中国

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俄罗斯中国纺织品服装展览会、悉尼中国纺

织服装展览会均获得巨大成功，在当地产生了较大影响。“展会”因

此被权威机构推为2002年中国纺织十大热门词汇∞31之一。总之，中

国纺织服装类展览会从7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三个阶段后，形式

和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专业性、贸易性、服务性功能日渐加强。特

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纺织行业相关的展览会走向了成

熟。

2．1．6．2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特点

总体而言，纺织服装行业的产业链长、时尚流行性、季节性和市

场细分多元化性赋予了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相关特点，结合纺织服装

专业展会的作用，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季节性

纺织服装类展会在时间上应与流行趋势预测保持同步。一般而言，

流行趋势研究预测遵守从色彩一>纱线一>面料一>服装循序递进的预

测程序，并有一定的时间规范，色彩趋势提前两年，纱线趋势提前一

年半，面料趋势提前一年，服装趋势提前半年。因此相关的纺织服装

专业展会在时间上应与流行趋势预测结合，预留的时间段正是生产周



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顾客满意度的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价值体系研究

期的限度。流行趋势预测的周期性和纺织服装产品生产销售的季节

性，决定了纺织服装专业展会具有较强的季节性。

● 时尚性

服装市场流行时尚趋势变化非常快，产品开发取决于设计师的设

计与对市场销售的分析、预测。一般服装生产厂商很难对色彩、面料

的流行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即使是知名服装厂商也需要参照相应的

流行趋势预测，做出判断。因而，纺织服装专业展会在一定程度上起

着发布时尚趋势、指导厂商的作用，同时也决定了纺织服装专业展会

与时尚媒体等关系紧密的特点。

●多元化

与其他行业的展会相比，纺织服装类展会具有更多、更鲜明的类

别，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纺织服装行业的产品包括纱线、纤维、面

料、男装、女装、童装、内衣等等，具有鲜明的类别和专业特性。纺

织服装产品的多元化特点要求纺织服装专业展会更专注与服装领域

的某一方面，突出主题。只有主题鲜明的展会才会吸引专业的参展商

和观众。过多、过杂，主题性不够突出的展会只会分散了许多专业的

参展商和观众，让参展商无所适从，最终放弃参展。

●公众展示性

由于纺织服装产品的可展示性强，容易引起公众兴趣，因而也更

易被各类媒体传播。通过展台，参展商可以把最好的形象、最好的产

品展示给专业观众，这是建立和维持客户关系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也是服装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虽然大部分专业纺织服装展

会仅对专业观众中开放，但是展会内容却可以通过电视、报纸、时尚

杂志等时尚媒体向公众展示，左右时尚，引导流行，产生广泛的社会

影响。

●国际性

纺织服装产业的区域化专业分工和时尚流行国际化倾向决定了纺

织服装专业展会的国际化特点。国际专业的服装展会，都是针对国际

贸易层面的。在展前主办者会对本国和目标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商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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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大采购商、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专卖店等发出专函邀请。

由此，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特点是由纺织服装产业特点和纺织服

装产品特点所共同决定的(图2．4)

图2．4纺织服装产业，产品的特点共同决定了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特点

2．2顾客满意度的理论背景

2．2．1相关概念和定义

服务质量

在过去20多年里，尽管国外已经围绕质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但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对质量的定义也不尽

相同。在营销与经济学领域，人们认为质量依赖于产品特性的水平；

在作业管理领域，人们常常认为质量由两个维度组成，即合用性和

可靠性；在服务管理领域，人们常常把质量视作对产品或服务的总

体评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是美国学者加文(Garvin)的“八

要素模型"，分别是绩效、特性、一致性、可靠性、持久性、服务

性、美观性和顾客感知质量(performance，features，conformance，

reliability,durability,serviceability,aesthetics and customer-perceived

quality,PFCRDSAC)。[．26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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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价值

随着顾客变得日益苛刻，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和不断加速的技术

变革步伐，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寻求构建、维持、更新和充分运用

自身竞争优势的新方法、新思路。正如许多学者和业界实践人士所

得出的结论，创造优异的顾客价值正日益成为市场导向型企业的主

要目标。【5】同时，无数相关研究已经表明，顾客价值对顾客的购

买意图具有显著影响，支配着顾客的购买决策。事实上，有关顾客

价值及其相关知识，不仅可以为管理者提供足够的有关顾客声音或

者顾客偏好的信息，而且在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

不过，尽管顾客价值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越来越

多的相关研究不仅十分零散，而且尚未对顾客价值的定义达成共

识。美国管理专家泽斯曼尔(Zeithaml)认为，价值就是顾客根据

自己对所获得的和所付出的感知，对产品效用的总体评价；16J也

有人认为，购买者的价值感知就是一种权衡，是其对自己所获得的

利益和所付出的价格的一种权衡；美国学者格利(Gale)则将其视

作“通过相对价格进行调整后"的市场感知质量；【7】而美国学者

巴茨(Butz)等人则把价值定义为顾客与供应商之间所建立起来的

一种感情联系或者纽带；【8】伍德鲁夫(Woodruff)则认为，顾客价

值是顾客的一种感知偏好，是顾客对产品或者服务特性、绩效特性

和使用结果的一种评价。【9】不同的定义和描述还有很多，但通过

对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不难发现，尽管人们对顾客价值的概念存在

分歧，但当中还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顾客价值内在与产品与服

务之中并与产品和服务的使用相关；顾客价值是顾客的一种感知，

并不是由销售者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决定的；顾客感知过程常常包

括顾客所得(如质量、利益、效用)与顾客所失(如价格、时间、

精力、机会成本、学习成本和维修保养成本)之间的权衡。因此，

本文与多数文献一致，从顾客所得与顾客所失来看待顾客价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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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

在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领域，人们很早就已经把顾客满意视作

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目标和核心观念。而且，在不同研究中，人们

对顾客满意有不同的描述与侧重，如顾客对产品特性的满意程度、

对某个销售人员的满意程度、对消费经验的满意程度和对特定产品

或服务的满意程度等等。本文所讲的顾客满意则专指后者，即顾客

对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满意程度。事实上，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界

定顾客满意的方法。一种是交易导向的顾客满意，另一种是累积型

的顾客满意。前者指顾客对特定购买交易行为的事后评价，后者指

顾客基于全面购买与消费经验而进行的总体评价。由于后者考虑了

顾客在一段时间里的所有购买与消费经验，因而是更基本、更有效

的一种界定，并能够对随后的顾客购买决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更有助于准确预测企业过去、目前和未来的绩效水平。事实上，正

是这种累积性顾客满意的概念，才促使企业不惜对提高顾客满意程

度进行巨额投资。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也是累积性顾客满意的概念。

至于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的关系，美国学者欧利华(Oliver)曾经

指出，无论是根据一次性的经验还是一段时间内的累计性经验来测

度顾客满意，服务质量都是顾客满意的重要驱动因素。【10】时至今

日，其他相关研究也都证实了服务质量对顾客满意的重要影响。不

过，需要指出的是，提高顾客满意的努力也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问

题。

2．2．2顾客满意度研究分析模型

2．2．2．1四分图模型

四分图模型又称重要因素推导模型，是一种偏于定性研究的诊

断模型。它列出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所有绩效指标，每个绩效指标又

有重要度和满意度两个属性，根据顾客对绩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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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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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归类结果对这些因素分别处理，如果企业需要，还可以汇总得

到一个企业整体的顾客满意度值。

得
分
高

重

要
性

图2．5四分图模型

A区——优势区：指标分布在这些区域时，表示对顾客来说，

这些因素是重要的关键性因素，顾客目前对这些因素的满意度评价

也较高，这些优势因素需要继续保持并发扬。

B区——修补区：指标分布在这些区域，表示这些因素对顾客

来说是重要的，但当前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比较差，需要重点修

补、改进。

C区——机会区：指标分布在这些区域时，代表着这一部分因

素对顾客不是最重要的，而满意度评价也较低，因此不是现在最急

需解决的问题。

D区——维持区：满意度评价较高，但对顾客来说不是最重要

的因素，属于次要优势(又称锦上添花因素)，对企业实际意义不

大，如果考虑资源的有效分配，应先从该部分做起。

在对所有的绩效指标归类整理后，可从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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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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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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方法如下：011

m

I略啦q(j=l，2⋯．n1 j2l，2⋯‘玳)

其中o

Ii——第1个指标的重要性；

I——影响顾客满意的指标个数；

b——指标相对重要性为J时所对应的分值：

j——评价各指标相对重要性为j时所对应的分值；

粕——-认为第1项指标重要度为j级的顾客占总人数的比例；

矗

p尸善矽孽o=】，2，⋯琏j2l·2，⋯酗

Pi——顾客对第1个指标的满意程度；

i——影响顾客满意的指标个数；

xj——满意程度等级为j时对应的分值；

j——顾客满意的分类等级数；

yi厂第i项指标满意度为j绩的顾客占总人数的比例。
所以，总体满意度：

矿xb量l
j2l

xl。—一满意度等级最高时对应得分值。

四分图模型目前在国内应用很广，国内大多数企业在做顾客满

意度调查时均采用该模型，这个模型简单明了，分析方便有效，而

且不需要应用太多的数学工具和手段，无论是设计、调研，还是分

析整理数据，都易于掌握，便于操作。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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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模型也存在不足之处，它孤立的研究满意度，没有

考虑顾客感知和顾客期望对满意度的影响，也没有研究满意度对顾

客购买后行为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该模型列出各种详细的绩效

指标由顾客来评价指标得分，这就可能让许多顾客重视，但调查人

员和企业没有考虑到的因素未能包含在调查表中。由于该模型不考

虑误差，仅由各指标得分加权平均算出顾客满意度的数值，得出的

数据不一定准确，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发现和解决问题。

另外，由于该模型使用的是具体的绩效指标，很难进行跨行业

的顾客满意度比较。即使处在同一行业的各个企业，由于各地区经

济发展不平衡，顾客要求不同，各指标对顾客的重要程度也可能不

同，导致同一行业跨地域的可比性也大大降低。

2．2．2．2 I(AN0模型

KANO模型是由日本卡诺博士(NORITAKI KANO)113】提出的。

KANO模型定义了三个层次的顾客需求：基本型需求、期望型

需求和兴奋型需求。这三种需求根据绩效指标分类就是基本因素、

绩效因素和激励因素。(图2．6)

基本型需求是顾客认为产品“必须有’’的属性或功能。

期望型需求要求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比较优秀，但并不是“必须’’

的产品属性或服务行为，有些期望型需求连顾客都不太清楚，但是

是他们希望得到的。在市场调查中，顾客谈论的通常是期望型需求，

期望型需求在产品中实现得越多，顾客就越满意；当没有满意这些

需求时，顾客就不满意。

兴奋型需求要求提供给顾客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

服务行为，使顾客产生惊喜，当产品提供了这类需求中的服务时，

顾客就会对产品非常满意，从而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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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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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一本型需求7

图2．6 KAN0模型

在实际操作中，企业首先要全力以赴地满足顾客的基本型需

求，保证顾客提出的问题得到认真的解决，重视顾客认为企业有义

务做到的事情，尽量为顾客提供方便。然后，企业应尽力去满足顾

客的期望型需求，提供顾客喜爱的额外服务或产品功能，使其产品

和服务优于竞争对手并有所不同，引导顾客加强对本企业的良好印

象，使顾客达到满意。

严格的说，该模型不是一个测量顾客满意度的模型，而是对顾

客需求或者说对绩效指标的分类，通常在满意度评价工作前期作为

辅助研究模型，帮助企业找出提高企业顾客满意度的切入点。

KANO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定性分析模型，一般不直接用来测量顾客

的满意度，它常用于对绩效指标进行分类，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层次

的顾客需求，找出顾客和企业的接触点，识别使顾客满意的至关重

要的因素。

2．2．2．3层次分析法模型

严格说来，层次分析法并不是一种专门用于顾客满意度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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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模型，它其实是一种决策分析技术，就像一把大梳子，从企业

的某个切入点如顾客满意、组织机构等，开始梳理影响切入点的方

方面面的因素。【141由于其简洁有效性与很强的可操作性，层次分析

法在管理决策里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考虑到其应用的广泛性，

本文对其原理不再赘述。

图2．7顾客满意度指标体系

经营哲学满意

经营宗旨满意

价值观念满意

企业精神满意

行为机制满意

行为规则满意

行为模式满意

听觉满意

标志满意

标准字满意

标准色满意

品质满意

时间满意

设计满意

数量满意

包装满意

品位满意

价格满意

绩效满意

保证满意

完整性满意

方便性满意

情绪／环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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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13】列出了企业进行顾客满意度调查研究经常涉及到的

影响因素。企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增

减指标个数或层次。

层次分析法的优点是简单灵活，可操作性强，适用范围广泛。

它比四分图模型更能定量描述具体指标的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各

指标重要程度由专家打分的判断矩阵计算得出，从而避免了各指标

都重要或都不重要的尴尬。但是，它和四分图模型具有同样的局限

性：孤立研究顾客满意度：不考虑误差项和主观愿望的影响，仅根

据顾客的计分计算出一个精确的满意度指数值；仅适用于具体企

业，在企业层面上运作有效，无法进行宏观层面上跨行业跨地域的

比较。

2．2．2．4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

ACSI(图1．2)是由国家整体满意度指数，部门满意度指数、

行业满意度指数和企业满意度指数4个层次构成，是目前体系最完

整，应用效果最好的一个国家顾客满意度理论模型[271，ACSI模型

结构如图所示：

在上述模型中，总体满意度被置于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因

果互动系统中。该模型可解释消费经过与整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并能指示出满意度高低将带来的后果，从而赋予了整体满意度前向

预期的特性。ACSI模型是由多个结构变量构成的因果关系模型，

其数量关系通过多个方程的计算经济学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共有

6个结构变量，顾客满意度是最终所求的目标变量，预期质量、感

知质量和感知价值是顾客满意度的原因变量，顾客抱怨和顾客忠诚

则是顾客满意度的结果变量。模型中6个结构变量的选取以顾客行

为理论为基础，每个结构变量又包含一个或多个观测变量，而观测

变量则通过实际调查收集数据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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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结构变量进行简要说明。

(1)顾客预期(Customer Expectations)

顾客预期指顾客在购买和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之前对其质量

的估计。决定顾客预期的观察变量有3个：产品顾客化(产品符合

个人特定需要)预期、产品可靠性预期和对产品质量的总体预期。

(2)感知质量(Perceived Quality)

感知质量指顾客在使用产品或服务后对其质量的实际感受，包

括对产品顾客化即符合个人特定需求程度的感受、产品可靠性的感

受和对产品质量的总体感受。

(3)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

感知价值体现了顾客在综合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价格以后对他们

所的利益的主观感受：感知价值的观测变量有2个，即：“给定价

格条件下对质量的感受’’和“给定质量条件下对价格的感受’’。顾

客在给定价格下对质量的感受，是指顾客以得到某种产品或服务所

支付的价格为基准，通过评价该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高低来判断其感

知价值。

(4)顾客满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顾客满意度这个结构变量是通过计量经济学变换最终得到的

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在构造顾客满意度时选择了3个观察

变量；实际感受同预期质量的差距、实际感受同理想产品的差距和

总体满意程度。顾客满意度主要取决于顾客实际感受同预期质量的

比较。同时，顾客的实际感受同顾客心目中理想产品的比较也影响

顾客满意度，差距越小顾客满意度水平就越高。

(5)顾客抱怨(Customer Complaints)

决定顾客抱怨这个结构变量的观察变量只有1个，即顾客的正

式或非正式抱怨。通过统计顾客正式或非正式抱怨的次数，可以得

到顾客抱怨这一结构变量的数值。

(6)顾客忠诚(Customer Lo州ty)

顾客忠诚是模型中最终的因变量。它有2个观察变量：顾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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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购买的可能性和对价格变化的承受力。顾客如果对某产品或服务

感到满意，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忠诚，表现为对该产品或服务的重

复购买或向其他顾客推荐。

在ACSI体系中，所有不同的企业、行业及部门间的顾客满意

度是一致衡量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的。它不仅让顾客满意度能在不同

产品和行业之间比较，还能在同一产品的不同顾客之间进行比较，

体现出人与人的差异。【27】

ACSI提出了顾客期望、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这三个变量，它

们影响顾客的满意度，是顾客满意的前因。感知价值作为一个潜变

量，将价格这个信息引入模型，增加了跨企业、跨行业、跨部门的

可比性。

ACSI模型各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呈现因果关系，它不仅可以

总结顾客对以往消费经历的满意程度，还可以通过评价顾客的购买

态度，预测企业长期的经营业绩。在实际调研时，ACSI模型只需

要较少的样本(120．250个)，就可以得到一个企业相当准确的顾客

满意度。

ACSI模型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进行跨行业的比较，同时能进行

纵向跨时间短的比较，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同时，ACSI

是非常有效的管理工具，它能够帮助企业与竞争对手比较，评估企

业目前所处的竞争地位。

虽然ACSI是以先进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精确

的数量经济学模型，可是由于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监测宏观的经济

运行状况，主要考虑的是跨行业与跨产业部门的顾客满意度比较，

而不是针对具体企业的诊断指导，它调查企业的目的只不过是以企

业为基准来计算行业、部门和全国的满意度指数。由于其测量变量

抽象性的需要，它的调查也不涉及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具体绩效指

标，企业即使知道自己的满意度低也不知道具体产生在生产或服务

的哪个环节，应该从哪一方面着手改善；更不知道顾客最需要的是

什么，最重视的又是什么。由于缺乏对企业生产经营上的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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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所以在进行微观层面具体企业的满意度调查时很少使用该模

型。

2．2．3服务质量、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度的理论框架

期望与否定(disconfirmation)范式，为质量与顾客满意之间的

关系奠定了基础。[15l欧利华认为，无论是交易型顾客满意，还是

累积型顾客满意的界定，服务质量都是顾客满意的驱动因素。【n1迄

今为止，已经有大量相关研究文献证明了高服务质量常常导致较高

的顾客满意度。同时，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效用理论也强

调质量与价值的关系。而且，不少相关研究也表明，优异的服务质

量有助于顾客价值的提高。

由此得出

A．服务质量对顾客满意有积极的显著影响；

B．服务质量对顾客价值有积极的显著影响。

此外，与服务质量相似，顾客价值也有助于顾客满意度的提高，

这一点已经为许多相关研究所证实。例如，在根据价格进行细分的

公寓市场中，美国教授博翟尼克(Bojanic)发现，在顾客价值与顾

客满意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181同时，服务管理的有关文

献也指出，顾客满意是顾客感知价值的结果。因此得出：

C．顾客价值是顾客满意的关键驱动因素。

然而，对于服务质量、顾客价值与顾客满意这三个潜伏变量而

言，顾客价值还扮演着调节作用，即调节服务质量与顾客满意之间

的关系。卡茹纳(Caruana)于200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已经明确指

出这一点。【16】同时，根据爱尔兰学者德茹特(de Ruyter)等人的

研究，服务质量的提高往往导致顾客满意的提高，但反过来并非如

此。【17】也就是说，较低的服务质量未必只能导致较低的顾客满意

度。相反，许多事实表明，较低的服务质量也完全有可能带来较高

的顾客满意度，顾客未必总是购买质量最高的产品或服务。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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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价格、便利性、可获性等因素，也可能在不影响服务质量的情

况下促进顾客满意度的提高。例如，虽然质量不是最好，但价格可

能较低，从而依旧可以给顾客带来较高的价值，并实现较高的顾客

满意度。据此可得出：

D．顾客价值对服务质量、顾客满意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作为有助于理解服务质量、顾客价值与顾客满意的整合框架，

图2．5描述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图2．9服务质量、顾客价值与顾客满意度的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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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赫兹伯格激励一保健理论

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认为，统计资

料表明满意的对立面不是不满意，不象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图

1．3)。【3‘刀消除不满意因素并不必然带来满意。这表明了一个二元连

续统一体的存在：“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满意"，“不满意”的

对立面是“没有不满意"。(图1．4)

根据这个观点，带来整体满意的因素和导致整体不满意的因素

可能是不相关和截然不同的。当具备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时，

人们没有不满意，但是它们也不会带来满意。而一旦具备激励因素

(motivation factors)，人们会立刻从“没有满意’’转到“满意"。

赫兹伯格提出的激励．保健理论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在

保证保健因素的条件下加强激励因素来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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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专业展会的价值体系及价值三角模型

3．1专业展会中的各要素构成分析

3．1．1专业展会中的核心角色

专业展会所涉及的利益者主要包括展会商、参展商和专业观众

(专业观众)，这三者构成了专业展会的核心角色，并且它们之间的

相互作用也直接决定着展会组织的运营和展会核心价值的最终实现。

图3．1展会中各核心角色的价值获得方向

对于提供重要展会服务的展会商而言，所面对的顾客分为两类：

即参展商为展会商的直接顾客；而专业观众则为展会商的间接顾客。

因此，在整个展会核心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展会组织者主要依靠千方

百计满足参展商和专业买家对服务的需要来实现其自身的收益，并且

获得这种收益的服务应贯穿于整个展会的展前、展中、展后各个阶段。

从专业观众和参展商的收益获得方向来看(图3．1)，并非从展会商处

直接获得，而主要从专业观众、参展商之间互动、合作以及其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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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门获得。因而，展会商应尽力促进参展商、专业观众和其他相

关服务部门的有效沟通，确保三者之间高质量的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得

的实现。

3．1．2展会各方利益传达的特殊性

本文从顾客所得与顾客所失来看待顾客价值。作为展会商直接客

户的参展商，向展会组织者交纳展台租借等参展费用，一方面是换取

展会商的服务，更重要的是通过参展目的的实现而获得收益。参展商

收益的获得对于整个展会核心价值的实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其

实现因素与其参展目实现情况有关。

顾客所得。貔黝渤戮渤燃雳害所镌
级缀

·获得订单 ·各项费用开销；

·建立和保持客户联系 ·与其他展会相

·找到代理商 比较，机会成本；

·宣传、发布新产品·⋯⋯

·了解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

·展位搭建服务

●

5参展商。

获得的价值

徐值获得
·参展商参展费

·展台租赁费

·专业观众观展费

凝本付罐
峙({展费

’场地费

·推广费

·设备费

·其它费用

一弋拶
∥阑
嚣核心价值霭籀醯函遍逝函汹

顾客所臻。滋磊缓渤缀渤i玩：顾客所惫
缀缀

·下订单 ·各项费用开销；

·建立和保持客户联系 ·与其他展会相

·找到货源 比较，机会成本：

·获得新的市场信息 ·⋯⋯

·了解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

专业观众

获得的价值

图3．2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价值获得与成本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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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核心价值实现与否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专业观众所能实现

的收益。专业展会需要专业观众，他们是主办者的目标观众和间接客

户，是参展商的直接的实际要求。专业观众的满足感，即对展会的满

意程度同样由其主要观展目的实现情况所决定。

根据调查资料，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展会三方主体展会商、参展

商和专业观众的价值三角模型关系，即三者在展会中获得的价值和

相应付出的成本(图3．2)。

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间利益传达的特殊性在于：

展会商对于参展商的最主要的价值，是通过优质的专业观众参

展及其在展会中的交易或商洽行为实现的；展会商对于专业观众的

最主要价值则是通过提供优质的参展商，为其带来最新的市场信息

和最好的资源选择实现的。

参展商、专业观众具有组织和个人的双重身份，其组织需要和

个人需要中任意一方未得满足，都会影响其感知价值，进而影响满

意度。

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这三者中，任何一方提供的服务不

佳，其归咎方都是展会商。参展商对展会的任何不满：包括服务、

专业观众质量等，都以对展会的不满而表现；同理，专业观众对展

会的任何不满：包括服务、参展商质量等，也都以对展会的不满而

表现。

三方关系颇多关联，任意一方的变化都会影响其共同利益。

3．2参展商、专业观众的双重身份

比起普通的消费者行为，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作为组织的代表，

同时又带着自身个体的双重身份的参展行为(图3．3)有其特殊性，

这也影响着展会的顾客满意度和顾客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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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需要
· 获得订单；

·寻找代理商；

· 建立新的客户关系：

· 增强与老客户的关系：

· 宣传企业的新产品；

· 提高企业形象；

· 更好的了解本企业在

市场中的位置：

· 馆内布局合理、展位搭

建符合要求：

· 会后资料；

组织需受
· 下定单

· 为下一生产季度寻找

面＼辅料

· 建立新的客户联系

· 保持以往的客户联系

· 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

· 获得潮流信息

· 参加本行业的研讨会：
· 会后资料；

余人需要

·场馆交通便利

· 展会商优质的现场服

务；

· 参展期间餐饮、住宿等

的生活条件保障；

· 社交

食人需要
·场馆交通便利

· 展会商优质的现场服

务：

· 参展期间餐饮、住宿等

的生活条件保障；

· 场馆布局合理，便于找

寻；

· 社交

图3．3参展商，专业观众参展的双重利益需要

由此将ACSI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专业展

会中顾客(包括直接顾客——参展商、间接顾客——专业观众)满

意度模型(图3．4)。

只有当参展商、专业观众的组织需要和个人需要都得到满足，

满意度维持在一个高水平，实现了其顾客价值，参展商持续参展，

展会商的价值才可能真正的实现，这三者的的利益才可能最大化，

展会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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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展会顾客的满意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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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价值三角模型

专业展会是否成功举办与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这三者的价

值实现情况紧密相连。只有理清专业展会价值体系的脉络，才能准确

的分析和解决问题。

3．5专业展会的价值三角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概括出专业展会的价值三角模型(图3．5)：

参展商与专业观众在展会中的各种有效信息技术交流、商业交易

是专业展会举办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展商、专业观众以组织和个人的双重身份参展，其价值表现为

组织和个人两种身份在展会中的所得所失。参展商、专业观众个人对

展会的感受会影响其对展会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其所在组织对展会的

选择决策。

展会商提供产品、服务展示和推广、信息技术交流、商业交易的

平台，并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和设施，满足其组

织间各种往来及其个人对参展期间工作生活条件等需求，其价值通过

参展商与专业观众的价值互动及参展商与展会商的交易来体现。

专业观众是展会商的间接顾客，但专业观众的质量和数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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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实现直接影响着参展商的价值实现，最终影响展会商的利益和

展会本身的社会、经济效益。

要举办一场高质量、成功的专业展会不仅要吸引高质量的参展

商，更要吸引优质的专业观众，使得双方的需求相匹配，努力为其

提供有效的价值互动平台和优良的服务，满足其组织和个人对展会

服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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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中的顾客满意度分析

4．1参展商、专业观众对相同展会满意度的差异

任何一个专业展会所涉及的利益者主要包括展会主办方、参展

商和专业观众，这三者不仅构成了专业展会的核心角色，并且它们

之间的相互作用也直接决定着展会组织的运营和展会核心价值的

最终实现。

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展会商与其直接顾客——参展商之间

的满意度研究，而忽略了其间接顾客——专业观众与展会商、参展

商之间的满意度研究。

用“四分图"模型对03’InterTEXTILE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

用纺织品及辅料博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数据整理后发现：专业观众

与参展商对展会各项参展目的和指标的评价明显不同(图4．1，图

4．2)。

修补区

●获得订

●t立新的客户联系

优势区

●增强与老客户的关系
●直传企业的新产品

●提高企业形敏

机会区
●寻找

●更好的了解本企业在

维持区

项目 ：。，：．? 满意度 重要性

扶得定单 1．806 60．60％

建立新的客户关系 2．608 82．90％

增强与老客户的关系 2．646 59．80％

宣传企业的新产品 2．79 58．10％

寻找代理 2．088 27．60％

轴毫『企业形象 2．75l 52．80％

更好的了解本企业在市
2．788 45．90％

场中的位置

0低 满意度 5高

图4．1参展商对展会各项参展目的和指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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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U’'，o

项目 满意度 重要性

下定单 1．85 8．70％
修补区 优势区

为下一生产季度寻找

面＼辅料 2．303 47．60％

50％．．ji蛆I#M★．z持■ 建立新的客户联系 2．308 30．90％

50％ ●为下一 ·生产季度寻找面／辅料 保持以往的客户联系 2．747 12．40％

●建 立新的客户联系 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 2．441 50．10％

⋯一榭 ．良 ● 庚得潮流’椎持区 获得潮流信息 2．466 25．00％

●保持以往的客户联系 参加本行业的研讨会 2．166 1．40％

●下订单
●参， 】本行业研讨会

图4．2专业观众对展会各项参展目的和指标的评价

优势区——在参展商的四分图中，“建立新的客户关系"、“增

强与老客户的关系"、“宣传企业的新产品”、“提高企业形象"都进

入了“优势区"；而专业观众几乎没有列入“优势区"的项目。

修补区——在参展商的四分图中，“获得订单”被列入；而专

业观众则有“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列入“修补区”。

机会区——参展商的四分图中，“寻找代理”被列入；而专业

观众则有“为下一生产季度寻找面＼辅料”、“建立新的客户联系’’、

“获得潮流信息”、“下定单"、“参加本行业的研讨会"列入“机会

区"。由于专业观众的评价指标分布相对集中，我们在四分图的“机

会区中"再一次四分，可以看到“为下一生产季度寻找面＼辅料”、

“建立新的客户联系’’、“获得潮流信息"这几项是展会商重点要为

其考虑的。

维持区——参展商的四分图中，“更好的了解本企业在市场中

的位置”被列入；而专业观众则有“保持以往的客户联系”列入“维

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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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专业观众总体满意度偏低，其原因可能有三方面：

A．专业观众质量较高，相形之下，参展商及展会商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相对较差。

B．专业观众的需求与参展商的需求、及参展商与展会商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不匹配，造成效率低下。

C．专业观众的期望值过高，降低了其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从而

降低了满意度。

在参展商、专业观众互评及对展会服务评价的比较中发现，二

者彼此互评分有显著差异，但对主办单位服务评价相近(表4．1)。

参展商对观众评定为2．865，而专业观众对参展商的评定则高达

3．516。这样便排除了原因A，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参展商与专业

观众的需求差异。

表4．1参展商、专业观众互评及对展会商服务的评价

(涌分：5)

此外，从图4．1，4．2中也可看出目前我国纺织服装专业展会

主要能提供的价值。参展商通过展会，满意度较高的主要有宣传企

业形象、了解企业在市场建立新的业务联系、推广公司新产品、建

立新的业务联系和加强现有的业务联系；专业观众通过展会，目的

达成情况较高的是加强现有业务联系、了解行业最新趋势以及获得

最新的市场信息。因此，对参展商而言，展会能提供的价值为媒体

作用、沟通渠道、以及展示平台，但其期望的交易平台目前在我国

服装展会中还未充分体现；对专业观众而言，展会能提供的主要价

值为信息平台，对专业观众期望的交易平台作用也未达到期望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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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展会中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根据调查数据将所有参加展会的参展商分成两组：参展商

Groupl(会后表示匾童继续参加下届展会)；参展商Group2(会后

表示丕盟盘参加F届展会)；似设继续参展由对当届展会的满意度

来决定，即满意就继续参展。那么Cfroupl对当届展会满意，Group2

对当届展会不满意。

调查数据结果如下(图4．3，图4 4)：

GroupI ef女ige女∞F月《§∞女Ⅲ自

日Ⅲ国刖曰
篡黧撩篓挈甜‰搿：辫棚。瞄口￡4m镕口4“m#口≈mH嘣t"n’。

圉4 3 G roupl各项参展目的速成情况

Group2☆E^}fⅢ￡#∞f日*☆∞$＆☆

弭目 目用fil明
围4 4 G roup2对各项参展目的速成情况

Gmupl在当届展会的目的达成率和超出预想率普遍高于

Group2。但在个别项目上，二者的目的达成率也不相上下：“如增强

¨㈣¨㈣％％

～一鑫怖

妒篮扩Ⅻ舻菇舻M∥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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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客户的关系"。

将上述数据进一步整理，得到表4．2。

表4．2参展商的目的达成率％1

更好的

获得订
建立新 增强与 宣传企

寻找代 提高企
了解本

的客户 老客户 业的新 企业在
单 理 业形象

关系 的关系 产品 市场中

的位置

觚upl
38．6％ 76．O％ 78．3％ 82．0％ 46．2％ 81．5％ 84．3％

参展商

mup2
22．2％ 58．3％ 77．8％ 60．0％ 0％ 66．7％ 60．0％

参展商

在比较(表4．2)中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upl参展商在项目：
“获得订单"、“需找代理商"的目的达成率均低于50％，却仍对当

届展会表示满意。而Group2参展商在项目：“增强与老客户的关

系"、“宣传企业的新产品"、“提高企业形象"、“更好的了解本企业

在市场中的位置”的目的达成率均超过60％，却仍然对当届展会表

示不满意。

很满意5

较满意4

一般 3

较不满意2

不满意
l

[}◆3．36守嚣
图4．5参展商对展会的评价比较

而在参展商对展会的评价(图4．5)中又发现：Groupl所评的

分值普遍高于Group2，尤以指定搭建商、运输商的服务最为突出；

1目的达成率·熵参展目的达到预想蜘参展目的超出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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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对项目“展会氛围’’的评分却略低于觚up2。而研oup2在对
项目“买家的质量”、“展会的软硬件条件"、“主办单位的服务"上

的评分均高于3分(一般)。

这说明：在一些项目上满意，并不导致对整体的满意；反之，

对一些项目不满意，也不导致对整体不满意。也就是说，提升展会

的一些因素的满意度能使展会整体满意度大大提高，而另一些因素

的满意度对整体满意度的提升贡献度不大。

根据赫兹伯格的理论可以得出对于参展商而言，该届纺织展会

的“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381：

表4．3参展商的展会“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7

保健因素 激励因素

●增强与老客户的关系 ●获得订单
需帮助顾

·宣传企业的新产品 ●寻找代理商
客达到的

●提高企业形象 ●建立新的客户关系
参展目的

● 更好的了解本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

i主办方 ●展会的软硬件条件 ●指定搭建商的服务

} 服务 ●主办单位的服务 ·指定运输商的服务

同理对于专业观众而言，该届纺织展会的“保健因素”和“激

励因素"。(咖upl专业观众：会后表示愿意参加下届展会，∞up2
专业观众：会后表示不愿意参加下届展会。)

表4．4专业观众的目的达成率

为下一生产季度寻 建立新的 保持以往的 获得最新的市场 获得潮流
下定单

找蘧、辅料 客户联系 客户联系 信息 信息

!研oupl。
43．6％ 64．8％ 65．5％ 83．8％ 71．1％ 69．2％

。专业观众

Gfoup2。
O％ 64．7％ 45．5％ 80．0％ 43．8％ 100％

；专业观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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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参展商对展会的评价比较

-_·●卜—一Group l

⋯●·_‘Group2

由此得到对专业观众而言，该届纺织展会的“保健因素"

和“激励因素’’。

表4．5专业观众的展会“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j'，

保健因素 激励因素
々

需帮助， ●下订单

，专业观j

·建立新的客户联系
众达到 ·获得潮流信息

的参展 ·获得最新的市场信

目的 息

主办方
●展会的规模 ●展会氛围

服务

从表4．3和表4．5上大致可以看到，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保

健因素”基本是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对展会的“理所当然”的基本要

求，大致是一些“环境因素"：做不好，会使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对

展会不满意；而做好了，也不一定使参展商对展会满意，只是起到

“安抚作用"。“激励因素”则与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的经济利益息息

O

5

0

5

0

5

0

5

0

豇乱t文文互色L

L

意

意

意

满

意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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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获得订单"、“寻找代理商’’、“建立新的客户关系"能直接

为参展商带来看得到的利益，而搭建商和运输商的服务则是主办方

带给参展商晟直接的服务：同样，“下订单’’、“建立新的客户联系"、

“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可以为专业观众的企业带来直接利益，而

“展会氛围”则直接影响专业观众对展会的感知。

进一步分析发现，那些能够满足参展商、专业观众个人需要的

因素与展会的保健因素有关，如“展会的软硬件条件”、“主办单位

的服务"等，当这些因素具备时人们没有不满意，但是它们也不会

带来满意，若没做好却肯定会使其不满意；而那些能使参展商和专

业观众组织的直接利益得到满足的因素则与展会的激励因素有关，

如“获得／下订单’’、“寻找代理商”、“建立新的客户关系’’等，一

旦具备这些因素，人们会立刻从“没有满意"转到“满意’’。

“激励因素’’的满意度对整体满意度的贡献度更大，把这些因

素做好了，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对展会的满意度会大大提高。

4。3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InterTEXTILE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及辅

料博览会会后顾客(参展商、专业观众)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以

下结论：

·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对于同届展会的满意度评价差异明显，可能

因为：

木 专业观众的需求与参展商的需求、及参展商与展会商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不匹配；

宰 或专业观众的期望值过高，降低了其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

从而降低了满意度。

·对参展商和顾客而言，展会存在着对其满意度贡献有差异的

“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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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与大致与参展商、专业观众的双

重身份有关：

，Ic 那些能够满足参展商、专业观众个人利益需要的因素多与

保健因素有关，即当这些因素具备时人们没有不满意，但是它们也

不会带来满意，若没做好却肯定会使其不满意；

，Ic 那些能使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组织直接利益得到满足的因素

则主要与展会的激励因素有关，即一旦具备这些因素，人们会立刻

从“没有满意”转到“满意”。

● 在研究专业展会价值体系及展会顾客(直接顾客——参展商、

闯接顾客——专业观众)时，必须注意其双重角色造成的的特

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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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提高我国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竞争力的相应对策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产品所能提供的价值。

展会为社会提供的是服务产品，因而其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展会核心价

值的实现。下文将尝试提出旨在提高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竞争力实现价

值最大化的相应对策。

5．1提高参展商满意度

作为展商直接客户的参展商通过展会所能获得收益和价值将直接

影响整个展会核心价值的实现程度。实践表明，参展商获得收益的大

小可以间接通过参展商继续参加下次展会的意愿程度大小来表示。因

此，找出导致参展商参展决策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满意程度对最终决

策的影响如何，以及如何对有效的因素进行改善，是提高纺织服装类

展会核心价值和竞争力的关键。

根据第四章的研究结果(表4．3)，得到对参展商而言，展会的保

健因素有：“增强与老客户的关系’’、“增强与老客户的关系”、“提

高企业形象"、“更好的了解本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展会的软

硬件条件"、“主办单位的服务"；激励因素有：“获得订单”、“寻找

代理商”、“建立新的客户关系”、“指定搭建商的服务”、“指定运输商

的服务"。

那么，相应的展会商应重点提高“激励因素"的满意度：

1)提高专业观众的数量和质量，保证参展商实现直接参展目的。

从国外展会的成功经验可知，专业观众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一个

展览会质量和展会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参展商的主要目的是扩

大成交额，扩展新客户。目标观众中如果缺少决策者，那么所进行的

洽谈，多数将是意向性的协议，能拍板定案的不多。因此，专业目标

观众的比例，其中决策者的比例是至关重要的。其他方面的服务质量

差些，尚可忍受，缺少目标观众，参展商是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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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展位搭建和物品运输工作，最大程度的减少参展商关于展位

问题的投诉和抱怨。

对于前来展示、推广本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参展商来说，展位形象

就是企业形象，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前来洽谈的专业观众的数量，从

而部分决定企业参展目的的实现程度。因此，展会商提供的战位搭建

和运输服务对参展商满意度影响很大，必须提供优质的、令人满意的

服务，来提高参展商的满意度。

3)对于“保健因素’’则不必求完美，但必须做“到位’’。

保证参展商、专业观众的交通便利，减少其不必要的时间损失。

保证参展商、专业观众参展期间的餐饮和商务服务。

做好必要的宣传工作和潮流发布活动。

上述因素的改善将成为促进参展商收益、实现展会价值实现的有

效手段。

5．2提高专业观众数量和质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展会成功与否，主要任务是专业观众的组织，

而不单纯是参展商的数量。展会商若要使展会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除了在参展商邀请、展会装修、展会活动、宣传报导等工作方面越来

越精益求精，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专业观众上。事实已经证明，参展

公司付出很多成本参加展会主要是为了拓展销路和市场，如果专业观

众很少，或者观众的质量不高，参展公司就不会再次参展。同时，就

提高展会质量而言，观展人员的数量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专业观

众的质量，由此说明展会对专业观众的质量要求要大于数量。

要提高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专业观众的数量和质量可以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

1)明确的展会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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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包括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展览会在内，其定位是贸易和零

售相结合，有的展览会甚至是一个纯粹的展销会。这就造成参展商精

力的分散，使得有谈判意向的专业观众被忽视，从而拒绝观展，直接

影响展会质量。而世界专业展览会没有一个是允许零售的纺织服装专

业展会，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单纯的交易谈判场所，只是寻找合作和签

约。因此明确展会的专业定位是提高专业观众数量和质量的一个前

提。

2)提高参展商质量和知名度

要提高参展商的质量就要进行参展商的选择。作为纺织服装类

专业展览会，参展商及其产品和行销手段应具备符合现代风格。欧

美的许多展览会对参展商的选择是十分审慎的，有很多展览会的组

织者常常要求参展商在报名时提供详细的公司情况，进行参展商资

格的审核，一旦发现参展商的档次不够，绝对不会因图小利而认同

其参展资格。这一点应该值得中国的展商借鉴，切不能再为了填补

多预订的场地，招募了很多零售摊位，结果是虽弥补了空余场地，

但展览会的档次被拉了下来，从而也降低了专业观众的数量。

同时，由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特点可知，专业观众最感兴趣的

追逐点就是纺织服装产品的成熟度、经典性以及新产品的流行趋

势。因此，吸引专业观众源的主要因素是行业内名家参展的能力。

若展会组织者能组织行业的名企业、名厂家、名品等“大腕"的参

展，不仅是展会商实力的体现，更能够起到吸引专业观众“眼球”

作用。这些大腕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它们的参展会聚集一批厂家

结伴同行，很多参展商也视其动向来定夺自己的行动。在某种情况

下，有“大腕”参加，则不愁其他参展商不来。由此，参展商的质

量提高对邀请更多的专业观众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3)提高专业观众中决策者的比例

专业观众中的决策者又可称为专业观众中的“目标观众”，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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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洽谈、交易的目的，往往把“目标观众’’占专业观众的比例

作为衡量展会服务质量的首要因素。这就意味着展会商要想提高专业

观众的质量，很大程度上要提高专业观众中决策者的比例。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除了要求展会主办者牺牲部分门票收入，强

调展会只向专业人士开放，还有必要在展会过程中对参观者发放调查

表，了解参观者的基本情况后将目标观众与一般专业观众在参观时间

上作分流，减少了干扰，提供高质量的交流机会，这势必会受到参展

商与目标观众的共同欢迎。

其次，目前世界上展览业发达国家的展览公司基本上都已建立了

自己的“目标观众体系"，这一点在我国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业有待于

改进。首先，应根据展览会的参展商和观众状况确定“目标观众群

体"，运用抽样调查、登记等方法建立相应的资料“数据库’’，其中

包括：参观者的身份、行业、职位、参展商的规模、经营状况、行业

地位等。此后再缩小目标观众圈，主要聚焦于参展商与观众中掌握企

业决策权的群体，以提高数据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其次，加强与商业

协会等各方的合作。按国际惯例，展览公司与商业协会大多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许多商业协会的行业年会往往也在展览会期间召开，

这样可以了解这个行业的会员信息，包括最新的产品结构、技术条件、

价格、商业条款等：展览会一旦得到商业协会的认可，会员则纷至沓

来，“目标观众群体"几乎囊括其中。另外在国际展览中，广告宣传

的预算制定、广告形式、媒介选择等都是围绕“目标观众"而展开的。

4)展会品牌化

今天的市场竞争实质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意味着高附加值、

高利润、高市场占有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是否拥有

自己的强势品牌、知名品牌是经济水平发展与否的标志，是综合实

力强弱的集中体现，因此，创立、培养与发展知名品牌，已成为展

览企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

对于纺织服装这一类专业性强的展会比较容易出品牌，这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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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纺织服装专业展会进行品牌建设，只有让展览会具有了较好的品牌

知名度和美誉度，进而培育起观众对某一品牌展览会的忠诚度，这样

的展览会才能在行业、参展商及观众中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其次，代表行业的发展方向是品牌化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展会

的专业性和前瞻性。能代表行业发展方向的展览会就会有明确的目标

市场和目标客户，就能提供几乎涵盖这个专业市场的所有信息，展会

提供的信息越是全面，越是专业，观众就越积极，参展企业也越踊跃。

这种展览会不再是追求外表的轰轰烈烈，而是注意参展商和观众的交

流和投资回报。在国际上，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办展，展览会的成功

与否，多取决于整个行业和企业对其的认可。纺织服装展商若能获得

权威行业协会和该行业内主要代表的支持和合作，无疑就增加了该展

览会的声誉和可信度，使之规模不断扩大，并带来了巨大宣传效果和

影响力。

此外，品牌展和一般展会的另一个区别还在于拥有一个完整的

并不断更新的数据库，随时跟踪行业内企业的变化、不断保持与新

老客户的联系，提供详实全面的数据资料。

5．3专业的展会商服务

专业的展会商服务包括展览企业的整个运作过程，从市场调研、

主题立项、寻求合作、广告宣传、招展手段、观众组织、活动安排、

现场气氛营造、展后服务，甚至包括展览企业所有对外文件、信函的

格式化、标准化，都须具备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从业员的严谨处事态

度。展览会的主办者，要真正做到提供专业的展会服务，向参展商提

供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换位思考，从参展商角度出发，从贸易观众的

角度出发。

日渐成熟的参展商不再希望组织机构利用参展商支付的费用去取

得短期利益，而希望从展会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那种“展商领

进门，买卖在个人”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已无法适应当今展览业的发展

需要。因此，建立参展商和展览机构两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已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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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趋。而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只是向参展商售卖展位那么简

单，想要赢得长期、稳定的参展客户，就要努力了解参展商的业务和

参展目的，切实从帮助参展商的角度出发，理解、满足甚至超越参展

商的参展期望。

5．4完善展会配套、增值服务

在展会顾客满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展会顾客的满意具有两重性。

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的满意一方面通过所述企业的参展、观展目的的实

现程度或订单的数量来表现，另一方面则通过个人对展会的一些配套

化服务，如交通、住宿和餐饮等服务的评价来表现。这表明，随着展

会操作市场化的发展，展会所能提供的配套服务和增值服务也越来越

影响到展会价值的实现。在我国，目前纺织服装专业展会如果能在这

些方面作得很出色，将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纺织服装专业展会应提供配套、增值服务包括餐饮、住宿、运输、

搭建服务、流行趋势发布、论坛、公关、给参展商的策划支持工作等。

1)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展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个展会的品牌影响力，除了自身的水准外，离不开媒体的宣

传与报道。专业性服装展作为行业的重要经贸活动，通过媒体的宣

传与介绍，可以提高展会在行业和商界中的知晓性，让更多的纺织

服装企业了解展会的水平与档次，有目标的参与展会；同时，也让

更多的买家了解展会的内容，了解参展企业，有效地选择采购对象

和采购品牌。这种公关工作应该作为今后中国国际纺织服装专业展

会的重点，以帮助参展企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提升品牌及知名

度、美誉度。具体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展会商可以和专业媒体进行

合作以促进参展企业在专业领域内的沟通和推广；同时展会商还要

积极邀请重要的时尚、生活类媒体及进行报道以协助参展企业在大

众中提升形象。

参展商的策划支持——对参展商服务理念及服务内涵的延伸扩

大也是今后提升展会品牌的重要手段和增值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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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性化的展会配套服务

国外展会业发达的城市，在人性化服务方面做得非常细致，服务

手段也很多。如德国法兰克福展会的说明书上，都有历年来与展会有

关的各种数据，甚至还附有举办国的地理概况、气候条件等，极富人

情味。国外一些大型展会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展期内都要为参

展商和专业买家举办“Party’’，其间气氛极为融洽，客户既能结交

朋友，也可拓展商机。我国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主要组织者也应向这

些方面努力。

其次，在生活服务方面应做到周到细致。很多展览会往往只负责

安排参展团领导的食宿，对其他随行人员不予安置。作为目标观众来

讲，一般来说多是按时前来参加开幕式，不可能像参展商那样提前一

二天到达。食宿更得不到保证落实，常常引发出不愉快。这在调查中，

是反映意见较多的一项。现在新建的大型场馆已经注意到了配套服务

设施，配置了一定数量的餐饮、客房，但仅此是远远满足不了突然而

至的参展人流。创建名牌展会是不能忽略这些富有以人为本内涵的规

范化服务的。应设立大会服务台或网上服务台，甚至可以成立专门机

构，负责预订或推荐高、中、低不同档次的宾馆、旅店，让客户满意。

涉及生活服务的项目很多，诸如偌大场馆内的快餐冷饮、小憩长椅、

洗手间、厕所等必要设施，都应有充分体现。

最后，还需有完善的展会保障体系。展会保障体系是指为展会提

供配套服务的一系列企业，这些企业的服务领域涉及展台设计、搭建、

视听设备供应、装饰、电气安装、清洁等，它们为展会业的发展提供

了全方位的保障，国外这些配套服务均由专业化的企业来提供，我国

目前展会的相关服务大都由展览公司承揽下来，因而展会效果不能令

人满意，布展的效率也不高，我国展览公司应将这些附属服务从其主

要业务中分离出去，成立专业化的展会服务公司，这样一方面有利于

展览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拓展，另一方面也利于我国展会保障体系技

术与效率的提升。

此外，网络经济的发展为展商提供快捷服务提供了方便。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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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可以尝试进行网上招展、网上旅行机票和旅馆预订、对客户的

咨询通过电子邮件及时回复以及网上下载客户需要的有关展览会的

各种资料(展馆展位平面图、展览日程安排、展览会服务手册)等等。

3)应在国内的国际展会中逐步沿用国际展会惯例。

应在国内的国际展会中逐步沿用国际展会惯例，如保护知识产

权、防止窃取商业情报等。国外众多知名展会都相当重视知识产权的

保护，对于一些设计的附加值高并易于被抄袭的产品(如服装、首饰、

工艺品等)的展示，有严格的保护措施：如不允许携带相机、摄像机

入内；禁止现场临摹：在展位布置上也动脑筋减少信息被剽窃的可能，

使展台尽可能封闭等。国内一些展会，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措施不

力，一些国际知名展商因唯恐订单没接到，展品却遭“盗版"而参展

意愿不高。国内展会在经历了“广聚人气"的阶段后，应努力提高整

体质量，把业内最优秀的供应商吸引近展会，真正成为市场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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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展会经济已经被我国许多大城市列

入重点发展的行业。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展会经济将面临新的发

展机遇。“十五’’计划的实施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同

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服务

贸易壁垒将逐步被拆除，展览经济将会以更快的速度与国际接轨，

成为中国“入世”后着力培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展览应如何创造

最大限度的效益成为提高我国展会业竞争力的关键。

本论文从顾客满意度入手，分析了展会各主要角色间的价值关

系，并提出了提高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竞争力的建议措施。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特点

总体而言，纺织服装行业的产业链长、时尚流行性、季节性和细

分市场多元化性赋予了纺织服装专业展会的相关特点。结合纺织服装

专业展会的作用，我们认为纺织服装产业、产品和一般展会的特点共

同决定了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主要具有季节性、多元化、时尚性、展示

性和交易性等特点。

2)专业展会核心价值的三角模型

专业展会是否成功举办与展会商、参展商、专业观众这三者的价

值实现情况紧密相连。只有理清专业展会价值体系的脉络，才能准确

的分析和解决问题。

参展商与专业观众在展会中的各种有效信息技术交流、商业交易

是专业展会举办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展商、专业观众以组织和个人的双重身份参展，其价值表现为

组织和个人两种身份在展会中的所得所失。参展商、专业观众个人对

展会的感受会影响其对展会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其所在组织对展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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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决策。

展会商提供产品、服务展示和推广、信息技术交流、商业交易的

平台，并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和设施，满足其组

织间各种往来及其个人对参展期间工作生活条件等需求，其价值通过

参展商与专业观众的价值互动及参展商与展会商的交易来体现。

专业观众是展会商的间接顾客，但专业观众的质量和数量及其

价值实现直接影响着参展商的价值实现，最终影响展会商的利益和

展会本身的社会、经济效益。

要举办一场高质量、成功的专业展会不仅要吸引高质量的参展

商，更要吸引优质的专业观众，使得双方的需求相匹配，努力为其

提供有效的价值互动平台和优良的服务，满足其组织和个人对展会

服务的需要。

3)展会存在“保健因素嚣和以激励因素一，并大致与参展商、专

业观众的双重身份有关：

·那些能够满足参展商、专业观众个人利益需要的因素主要与展

会的保健因素有关，即当这些因素具备时人们没有不满意，但

是它们也不会带来满意，若没做好却肯定会使其不满意；

·而那些能使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组织直接利益得到满足的因素则

主要与展会的激励因素有关，即一旦具备这些因素，人们会立

刻从“没有满意"转到“满意”。

4)纺织服装专业展会核心价值实现现状分析及对策

中国纺织服装类展览会日趋走向成熟，但与国际知名的纺织服

装类展会相比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展商质量、参展商、专

业观众质量和能力都较弱。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价值三角模型，提

出根据“保健因素"、“激励因素"来提高参展商满意度、提高专业

观众质量的策略：以及展会商要真正做到提供专业的展会服务，向

参展商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换位思考，从参展商角度出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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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观众的角度出发，在人性化、网络化、与媒体合作角度提高和

完善展会的配套、增值服务并逐步沿用国际展会惯例，吸引最优秀

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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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评定鲫

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行业标准SB／T 10358---2002

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评定

Rating Standard for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划分及评定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专业性展览会等级划分和评定的原则、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在中国境内举办的以经济贸易活动为目的的专业性展览会的

等级划分及评定。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专业性展览会professionaI exhibition(show．fai r．exposition)

在固定或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日期和期限内，由主办者组织、若干参展

商参与的通过展示促进产品、服务的推广和信息、技术交流的社会活动。

2．2

特殊装修展位raw space with speciaI decoration

由参展商自行或委托专业机构专门设计并特别装修的展览位置及其所覆

盖的面积。

2．3

展出净面积exhibition net area

专业性展览会用于展出的展位面积总和。以平方米表示。

2．4

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ratio of area for speciaI booth

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总和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2．5

参展商exhibitor

参加展览并租用展位的组织或个人。

2．6

境外参展商overseas exhibitor

以境外注册企业或境外品牌名义参加展览的参展商。
2．7

专业观众professionaI vi sitor

从事专业性展览会上所展示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的观

众，以及用户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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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里所指的产品可以是有形的产品(如机械零件)，也可以是无形的

产品(如软件、服务等)。

2．8

等级grade

用于划分专业性展览会质量差异的级别设定。用英文大写字母A、B、C、

D表示。

3． 等级的划分、依据和评定方式

3．1专业性展览会的等级评定分为四各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A级、B级、C

级、D级。

3．2等级的划分是以专业性展览会的主要构成要素为依据，包括：展览面积、

参展商、观众、展览的连续性、参展商满意率和相关活动等方面。

3．3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具体评定标准，按照附录A执行。

3．4专业性展览会的等级是由专业机构依据同意的评定标准及方法评定产生，

其品定结果表示该专业性展览会当前的等级状况，有效期为三年。具体的评

定方式按专业性展览会评定机构制定的评审程序和评定实施细则执行。

3．5专业性展览会等级的评定采取资源的原则，主办(承办)方按有关程序

向评定机构提出申请，由评定机构予以评定。

4． 安全、卫生、环境和建筑的要求

专业性展览会举办场馆的建筑、附属设施和管理应符合现行的国家、行

业和地方的消防、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有关法规和标准。

5． 专业性展览会等级评定条件

5．1 A级

5．1．1展览面积

5．1．1．1展出净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

5．1．1．2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至少达到20％。

5．1．2参展商

境外参展商展位面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20％。

5．1．3观众

5．1．3．1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60％。

5．1．3．2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5％。

5．1．4展览的连续性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5次。

5．1．5参展商满意率

参展商满意率的评价按”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的调查结果进行，其中总

体评价结论为”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应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

80％。

5．1．6相关活动

专业性展览会期间组织与专业性展览会主题相关的活动。

5．2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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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展览面积

5．2．1．1展出净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

5．2．1．2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至少达到10％。

5．2．2参展商

境外参展商展位面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10％。

5．2．3观众

5．2-3．1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50％。

5．2．3．2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2％。

5．2．4展览的连续性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4次。

5．2．5参展商满意率

参展商满意率的评价按”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的调查结果进行。其中总

体评价结论为”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应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

75％。

5．2．6相关活动

专业性展览会期间组织与专业性展览会主题相关的活动。

5．3 C级

5．3．1展览面积

5．3．1．1展出净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

5．3．1．2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至少达到5％。

5．3．2参展商

境外参展商展位面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5％。

5．3．3观众

5．3．3．1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40％。

5．3．3．2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l％。

5．3．4展览的连续性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3次。

5．3．5参展商满意率

参展商满意率的评价按”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的调查结果进行，其中总

体评价结论为”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应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

70％。

5．4 D级

5．4．1展览面积

展出净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

5．4．2观众

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30％。

5．4．3展览的连续性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2次。

5．4．4参展商满意率

参展商满意率的评价按”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的调查结果进行，其中总

体评价结论为”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应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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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专业性展览会等级评定附加项

6．1管理体系状况

6．1．1负责专业性展览会具体组织管理工作的主办(承办)方通过GB／T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6．1．2展馆方通过GB／T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厂r 28001．2001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6．1．3装修和搭建的主要承办方通过GB厂r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 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6．1．4展览运输的主要承办方通过GB／T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 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注：专业性展览会等级评定附加项不作为专业性展览会等级评定的必

要条件，达到的项目在评定规定时可以加分。

附 录A(规范性附录)

专业性展览会等级划分及评定标准

A．1评分说明

A．I．1本标准满粉为720分

A．I．2各等级应达到的最低分数 A级：546分 B级：420分 C级：216分 D级：108分

A．2评分标准 各大项的 各分项的 计

得分栏汇总栏 得分汇总栏 分

A．2．1展出净面积及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 150

A．2．1．1展出净面积不少于15000平方米 75 75

展出净面积不少于10000平方米 65

展出净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 50

展出净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 35

展出净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 20

展出净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 lO

A．2．1．2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不少于30％ 75 75

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不少于200,4 55

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不少于lO％ 35

特殊装修展位面积比不少于5％ 15

A．2．2参展商 70

境外参展商展位面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40％境外参展商展位面 70 70

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300,4

境外参展商展位面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200,4 55

境外参展商展位面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100,4 40

境外参展商展位面积与展出净面积的比值不少于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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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观众 100 20

A．2．3．1 50

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70％ 50

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60％ 40

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500 30

展览期间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40％ 20

展览期问专业观众人次与观众总人次的比值不少于30％ lO

A．2．3．2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4％ 50 50

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l％ 35

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5％ 20

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2％ lO

境外观众人次不少于观众总人次的l％ 5

A．2．4展览的连续性 50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5次 50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4次 40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3次 30

同一个专业性展览会连续举办不少于2次 20

A2．5参展商满意率 150

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中对展览会的总体评价结论为

”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85％ 150

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中对展览会的总体评价结论为

”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800 120

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中对展览会的总体评价结论为

”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75％ 90

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中对展览会的总体评价结论为

”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70％ 70

参展商满意率调查表中对展览会的总体评价结论为

”很满意”和”满意“的数量总和不低于参展商总数的65％ 50

A．2．6相关活动

展览会期间组织与展览会主题相关的各种活动 80 80

A．2．7附加评定项

A．2．7．1主办(承办)方通过GB／T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20 20

A．2．7．2展馆方通过GB厂r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

A．2．7．3展馆方通过GB厂r 28001．200l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0

A．2．7．4装修和搭建的主要承办方通过GB／T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5

A．2．7．5装修和搭建的主要承办方通过GB厂r 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15

体系认证

A．2．7．6展览运输的主要承办方通过GB／T 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5

A．2．7．7展览运输的主要承办方通过GB／T 28001．200l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 1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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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编号： 访问员姓名：

I I．观众调查问卷

访问时间：03年王月——日

尊敬的先射女士：

您好!欢迎您参加本次展览会，为了更好地为你4f]FJli务，了解您对本届和下届展览会的意见、建议和

要求，主办单位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本届展览会的综合研究，您的意见对我们的研究很重要，谢谢您的配合

和支持。

I．您来自哪里?

1)中国——省／市／地区
2．您公司的性质t

1)国有企业 2)三资企业

3．您公司的类型：

1)生产制造型企业

4．您公司目前的销售状况如何?

1)非常好 2)比较好

5．您在贵公司采购决策中处于什么地位?

2)海外

3)民营企业4)其它，请写出

2)贸易型企业 3)其它。请写出

3)一般4)不好

1)决策权 2)部分决策权 3)建议权 4)普通人员

6． 您是通过何种渠道知道此次展览会的? (可多选)

1)报纸或刊物，请写出报纸或刊物的名称

2)主办单位的邀请

3)参展商的邀请

4)专业协会的信息，请写出协会的名称
5)互联网6)其它途径，请注明：——

7． 您主要寻找哪里的产品?请选出。

1) 中国大陆的产品 2) 海外的产品

8． 您对哪些产品感兴趣? (可多选)

1)丝 2)棉 3)毛 4)麻 5)人造纤维 6)涂层面料

7)针织 8)纱线 9)辅料 10)CAD／CAM／CIM 11)其它，请注明——
9． 您参加本届展览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请对目的达成情况作出评价

参展目的 未达预想 达到预想 超出预想

1)下定单 ( ) 1 2 3

2)为下一生产季度寻找面＼辅料 ( ) l 2 3

3)建立新的客户联系 ( ) l 2 3

4)保持以往的客户联系 ( ) l 2 3

5)获得最新的市场信息 ( ) l 2 3

6)获得潮流信息 ( ) l 2 3

7)参加本行业的研讨会 ( ) l 2 3

8)其它原因，请写出： l 2 3

lO．请您对本次展会的各个方面做出评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1)展会规模 l 2 3 4 5

2)国内参展商质量 l 2 3 4 5

3)海外参展商质量 l 2 3 4 5

4)展会软硬件设施 l 2 3 4 5

5)展会氛围 l 2 3 4 5

6)主办单位的服务 l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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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是否参加了本次展览会的研讨会?请做出评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般 比较满意

1) 是 l 2 3 4

2) 知道有研讨会但没有参加 2) 不知道有研讨会

12．您是否参加了本次展览会的漉行发布?请做出评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1) 是 l 2 3 4

2) 知道有流行发布但没有参加 3l 不知道有流行发布

13．您认为interTZXTILE北京春季面料展的举办时间是否合适?

1) 合适 2) 不合适。

非常满意

5

非常满意

5

如选择否，请写出您认为合适的时间——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14．您是否参加过其它的面料展，请选出： (可多选)

1)interTEXTILE上海面料展 2)interstoffAsia香港展 3)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4)大连国际服装博览会暨中国服装出口洽谈会 5)东莞国际纺织及制衣展／国际面料及服

饰展

6)上海国际纺织展 7)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8)以上都未参加过

9)其它，请写出

lS．您是否有兴趣参加下列展会?请选择： (可多选)

1) 2003 inta啊XnLE上海秋季面料展(10月14日．16日)
2) 2004砷甜TEXTILE北京春季面料展(3月15日．17日)

3) 2003 InterstoffAsia香港秋季展 (10月7日．9日)

4) 2004 IntcrstoffAsia香港春季展 (3月23日一25日)

5) 对以上展会都没兴趣

16．您对下列哪些国家和地区举办的面料展感兴趣?请选出：(可多选>

1)日本 2)印度

7)对以上都没兴趣

3)西欧 4)东欧

8)其它国家或地区，请写出

5)美国 6)巴西

17．睦jE塞塑上整处，您会愿意参加中国其他哪个城市主办的纺织面料展?请选出t

1)大连 2)广州 3) 深圳

4) 对以上都没兴趣 5) 其它城市，请写出——
18．您经常阅读哪些纺织／时尚杂志?(可多选)

1)《中国纺织报》 2)‘中国服饰报》 3)《流行趋势》 4)‘时尚》一中国台湾

5)《服装面料世界》 6)《中国服装》 7)<上海服饰》 8)‘纺织信息周报》

9)《纺织导报》 10)‘世界时装之苑》 11)‘纺织周报》 12)《印染》

13)其他刊物名称： 一 出版国家：

19．您认为展会主办方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请写明：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l

请您赐一张名片，我们将寄一些下次展览会邀请函和资料给您。谢谢!

欢迎您再次参观Intertextile Bering Spring(2004年3月15～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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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编号：一⋯——访问员姓名：
lI I．参展商问卷

访问时间：盟年王月——日

谢谢您对我们的展会所做出的建议和帮助。请您填好此问卷，我们的调研人员将于3月19

日下午2点之前到您的展位来收问卷。感谢您能抽出宝贵时间填写问卷。

1．您的展品是适用于哪一季度的?

1)春夏 2)秋冬 3)四季

2．您是通过何种渠道知道此次展会的?(n-T多选)

1)报纸或刊物上的广告 请列出报纸或刊物的名称

2)主办方的邮寄材料

3)专业协会发布的信息 请注明协会的名称

4)别人推荐

5)互联网6)其它。请写明：——
3．您参加此展会的目的主要是什么?请对目的达成情况作出评价：

参展目的 未达预想 达到预想 超出预想

1)获得定单 ( ) l 2 3

2)建立新的客户关系 ( ) 1 2 3

3)增强与老客户的关系 ( ) l 2 3

4)宣传企业的新产品 ( ) l 2 3

5)寻找代理 ( ) l 2 3

6)提高企业形象 ( ) l 2 3

7)更好的了解本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 ( ) l 2 3

8)其它原因，请指出 ( ) l 2 3

4．请您对本次展会的各个方面做出评价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1)观众总数 ( ) ( )

2)买家质量 ( ) ( )

3)展会软硬件条件 ( ) ( )

4)展会氛围 ( ) ( )

5)展会主办单位的服务 ( ) ( )

6)展会搭建商的服务 ( ) ( )

7)展会运输商的服务 ( ) ( )

5．您是否参加了本次展览会的研讨会?请做出评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1) 是 l 2

2) 知道有研讨会但没有参加

3)不知道有研讨会

6．您是否参加了本次展览会的流行发布?请做出评价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1) 是 l 2

2) 知道有流行发布但没有参加

3) 不知道有流行发布

一般 较满意

( )

( )

( )

( )

( )

( )

( )

非常满意

( )

( )

( )

( )

( )

( )

( )

一般 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3 4 5

一般 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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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您认为interTEXTILE北京春季面料展的举办时间是否合适?

1) 合适

2)不合适。

如选择否，请写出您认为合适的时间——月( )上旬、( )中旬、( )下旬

8．在过去的两年中，您的企业是否参加过其它的面料展?请选出：(可多选)

1)interTEXTILE上海秋季面料展 2)意大利Intertex展

3)香港Interstoff Asia 4)韩国汉城和大邱的预告展

5) 法国巴黎Texworld面料展 6)上海国际纺织展

7)法国巴黎PV展 8)台北国际纺织展

9)意大利Moda-In展 10)以上展会都未参加过

lI)其它，请写出

9．您的企业会参加下列展会么?请选出： (可多选)

1)interTEXTILE上海秋季面料展(2003．10．14—16)

2)interTEXTILE北京春季面料展(2004．3．15-17)

3) Interstoff Asia香港秋季展(2003．10．7-9)

4) Interstoff Asia香港春季展(2004．3．23-25)

5) 对以上展会都没兴趣

10．您的企业会参加以下国家举办的面料展吗?请选出：(可多选)

1)( )日本 2)( )印度

3)( )法国

5)( )美国

7)( )其它国家，

4)(

6)(

请写出——

)巴西

)都不感兴趣

11．睦i竖塞垫上篷丝处，您的企业还希望在哪些城市举办展览会?请选出： (可多选)

1) 大连 2) 广州

3) 深圳 4) 都不感兴趣

5) 其它城市．请写出——————
12．您经常阅读哪些纺织／时尚杂志?

1)《中国纺织报》 一中国

3)《流行趋势》 一中国

5)《服装面料世界》一中国

7)《上海服饰》 一中国

9)《纺织导报》 一中国

II)《纺织周报》 一中国

13)其他刊物名称：一

@多选)
2)《中国服饰报》 一中国

4)‘时尚》 一中国台湾

6)《中国服装》 一中国

8)《纺织信息周报》一中国

10)《世界时装之苑》一中国

12)《印染》 一中国

出版国家：
一

13．您认为展会主办方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请写明：

本企业名称： 展位号：

非常感谢您的合作!请您赐～张名片，我们将寄一些下一次的展览会邀请函和资料给您。

欢迎您参加Intertextfle Beijing Spring(2004年3月15～17日)l

7l



InterTEXTI LE
BEIJING Spring
No Name

Iv-Visitor Questionnaire

Respectable Sir／Madam，
Thanks for your visiting this fair．The organizer is carrying out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bout this fair in order to gain

your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to improve our work．You’re expected to而¨in this questionnaire．Your opinion is vital to

our research．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1． ( ) China．Please specify province——
2． ( ) Abroad．Please spedfy country／area

2- What is the nature of your company?

1．( )State—owned
3．( )Private

2．(
4．( )

) Joint-venture

Othen Please sperry

3．How i暑the current sales situaUon of your company?
1． ( )Verygood 2．( )Good 3．( )Fair 4． ( )Poor

Are you In a position to decide on the purchasing affairs In your company?

1． ( )Yes．decisively 2．( )Yes，partly 3．( )Yes，advisory function 4．()No

How did you become aware of this佰ir7 Please tick／all apply
1．( ) Advertising in newspaper,trade magazines

2．( )
4．( )

5．( )
6．( )

Please specify publication
invitation from organizers 3． (
Information from trade association

Please specify name of association

Website，Intemet

What are you primarily looking fOr7

1． ( )Products from Mainland China

Which products are you interested In?

1． ( )Silk 2．( )Coffon

5．( )Man-made fabdcs 6． ( )Coated
9．

11．
)Accessones 1 0．

)Others．Please spedfy

3． ( )Wool 4．

7． ( )Knitted 8．
( )LinenIRamie
( )Fibres IYarns

What are your oHectives for visiting this fair and how about your fulfillment?

Objectives eL硼ess删tha。n。胁删尝裟船
1．To place orders

2．To source fabrics&accessories for coming season

3．To make new business contacts

4．To maintain existing contacts

5．To gain updated manet information

6．To gain trend information

7．To attend industry related seminars

Please rate Intertextile Beijing 2003 o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using 1．5 1where 1 means unfavorable

and 5 means favorable)．Please circle the number that applies．

1．Size ofthe fair

2．Quality of domestic exhibitors

3．Quality of overseas exhibitoi's

4．Overall quality of the show

5．Atmosphere

6．Organiser’s servi∞

Unfalvomble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3

3

3

3

3

3

Favorable

4 5

4 5

4 5

4 5

4 5

4 5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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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Have you taken part in the seminars?

Unfavorable

Please evaluate them．

1．( )Yes 1 2 3 4

Favorable

5

2．( ) 1 was aware of these seminam but l haven’t taken part in it

3．( ) 1 was not aware ofthese seminars

1 t．Have you taken part in theTrend Information?Please evaluate them．

U nfavorable

1．( )Yes

2．( )

3．( )

2 3

Favorable

4 5

1 was aware of the Trend Information but I haven’t taken part in it

l was not aware of the T怕nd lnformation

1 2．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current aming of Intertextile Beijing?
1．( )Atthe right time

2．( )At the wrong time．Please state the preferred month and tick／the preferred

timing
month eady mid Iate

1 3．Have you visited other textile shows in the previous 2 years?Please tick／alI apply．
1． ( ) Intertextile Shanghai
2． ( ) InterstoffAsia．Hong Kong
3． ( ) CHIC．Beijing中园固隙服装服饰博览舍
4． ( )Dalian Intemational Garment Fair&China Garment Export Fair,Dalian

大连国际服装博览会暨中国服装出口洽谈会
5． ( )Dongguan International Textile&Clothing Fair,Guangdong

柬莞圜隙纺缀及裂衣展，国隙面料及服饰展

Shanghai Int’I Textile Fabrics．Accessories＆Home Textiles Trade Fair,Shanghai

上海圆隙纺缎展

spring／Autumn Canton Fair,Guangzhou中圆出口商品交易舍
None of these above

14． Are you interested in visiting the following falire?Please tick／all apply．

1． ( ) Intertextlie Shanghai 2003(14．16 October)
2． ( ) Intertextile Beijing 2004(1 5—1 7 March)
3． ( ) InterstoffAsia Autumn 2003．Hong Kong(7-9 October)
4． ( ) Interstoff Asia Spnng 2004，Hong Kong(23-25 March)
5． ( ) None ofthese above

1 5． Are you iriterested In visiting IntemationaI fabdc shows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1． ( )Japan 2．( )India 3．( )WisternEurope
4． ( )EasternEurope 5．( )USA 6．( )Brazil
7． ( )None ofthese above 8．( )Othci『S．Please specify

1 6． What other cities in China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visiting textile fairs．o——ther than．．

S．hanghai&Beijina7．

1．( )Dalian 2．( ) Guangzhou

3．( ) Shenzhen 4． ( ) None ofthese above

1 7． Which textile magazines do you read regularly?

Name of Magazine Countw

1．

2．

3．

1 8．Please suggest any areas forimprovement at Intertextile Beijing．

Welcome to visit ImertextYe Beijing Spring again．(z6-1s Mar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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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allne JL)aIe
． ：一v-Exhibitor QUes戗onnaire

We value your help and suggestions on ways to improve our fairs．Please complete and we

will collect it before 2：00pm on 1 9 March 2004．Thankyou for taking your time to fill out this

questionnaire．

1． Your exhibits are for which season?

1．( ) Spring／Summer 2．( ) Autumn／Winter

3．( ) AlI

2．How did you become aware of this fair?Please tick／all that apply．

1．( ) Advertising in newspaper,trade magazines．

2．(

3．(

Please specify publication

Mailing from the Organisers

Information from trade associations．

Please specify association

4．(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5．( ) Website／Intemet

6．( ) Others．Pleasespecify一3．What are your objectives for exhibiting at this fair and how about your fulfillment?

Please tick／the following in terms of importance．Objecti懈黝
1．To getorders

2．To make new business contacts

3．To strengthen existing business contacts

苎：!垒巳竺苎坐竺竺堕型墨旦型巳型!垡l竺1
5．To look for art agent——————————————————．．．．—．．．．．—．——．．．．．．．．．．．．．．．．．．．．．．．．．．．．．．．．．．．．．．．．．．．——

6．To enhance company image

7．To know better position of own company in the market

As Greater than

expected expectation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4．Pleasejudge Intcrtextile Bcijing 2004 O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using 1-5(wh凹e l me31xs unfavorable and

5 meailS favorable)．Please circle the number that applies．

1．OveralI number of visitors

2．Quality of buyers

3．Overall show quality

4．Overall atmosphere

5．Organiser’s service

6．O怖ciaI contractor’s service

7．OffjciaI forwarder's service

Unfavorable

1 2

5．Have youtaken part in the seminars?

UnfavorabIe

2．

3．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Please evaluate them．

Yes 1 2 3

1 was aware of these seminars but did not participate

I WaS not aware ofthese semin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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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Favorable

4 5

Favorable

5

5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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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

4

4

4

4

4



InterTEXTILE
BEIJING Spring

1．

2．

3．

Unfavorable Favorable

Yes 1 2 3 4 5

1 was aware of the Trend information but did not participate

1 was not aware of these seminars

7．Do you feel the current timing of Intertextile Beijing is appropriate?

1．( ) Atthe righttime

2．( ) At the wrong time．Please state the preferred month and tick／the preferred

timing．

month
( ) ( ) ( )

eady mid late

8．Has your company participated in otherfabric shows in the previous two years?

1． ( )

3．( )
5．( )
7． ( )

Intertextile Shanghai 2．(
Texwodd，Pads 4．(
Moda—In，Italy 6．(
Preview in Seoul or Daegu 8．(

9．( )Taipei International Textile Accessories&

Show,Taipei Fair,Shanghai上海园隙纺缄展

10．( ) Noneoftheseabove 11．(

I nterstoff Asia。Hong Kong

Premiere Vision，Paris

I ntertex，Italy

Shanghai Int'l Textile Fabncs，

Home Textile Trade&Apparel

9．Will you be interested in exhibiting at the following fairs?

1．

2．

3．

4．

5．

Please specify

Intertextile Shanghai，14-16 October 2003

Intertextile Beijing．1 5-1 7 March 2004

Interstoff Asia Autumn．Hong Kong．7-9 October 2003

InterstoffAsia Spnng．Hong Kong．23-25 March 2004

None of these above interested

1 0．．Will you b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other international fabric shows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

1． 【

3．(
5．(
7． (

Japan

France

USA

Others．Please specify：

2．( )India

4．( )Brazil
6．( )None ofthese above

11．What other cities in China Is your company interested in besides Shanghai and

Beijing?Please tick o all that apply．

1．( )Dalian 2．( )Guangzhou

3．( ) Shenzhen 4．( )None ofthese above

5．( ) Others． Please specify

12．Which textile／fashion magazines do you read regularly?

Name of Magazine

1．

2．

3．

Country

1 3．Please suggestany areas of improvement you think the organisers can achieve．

Name of Company：

Completed by Iplease print name)：

W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and hope to see you at Imertextile Beijing 20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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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顾客满意度的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价值体系研究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一。 ，： ： ：’。

序 论文署名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名称 卷册号 页码

号 及排序

上海打造国际第六 东华大学 第二作者
(2003上海市服装

1． 时装之都的必要性 出版社 P6-9 (第一作者
服饰行业协会年鉴》

和可行性 2003．2 为导师)

纺织服装展会的
2003(12) P32 第一作者

2． “保健因素"和“激 《中国会展》
03年6月 -33 (共一名作者)

励因素"

一样的展会，不同

的满意度——从参 2003(24) P34 第一作者
3． 《中国会展》

展商和专业观众的 03年12月 -35 (共一名作者)

角度看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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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顾客满意度的纺织服装专业展会价值体系研究

致谢辞

两年半的研究生学习即将结束，在论文完成之际，感谢所有帮

助过我和关心过我的人。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导师顾庆良教授。

顾老师为我开启了一方自由的学习天地，给予我许许多多参与

研究、组织课题项目的机会，丰富了我的知识，锻炼了我的能力，

给我以极大的自信和勇气。顾老师为我的毕业论文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实践环境，他用开阔的思路和眼界、丰富的知识将我领进了一个

新境界。在我整个论文设计过程中，都给予我悉心的指导。顾老师

总能在最恰当的时机，在最恰当的切入点上，给我指引出最好的研

究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一名出色导师的敏锐思想和渊博知识。在

我低谷的时候，顾老师也以极大的耐心和关怀，时刻给我支持和鼓

励。没有顾老师的指导，本论文是无法顺利完成的。顾老师为人师

表，他那忘我工作的精神将是我永远的榜样和前进动力。工作在和

生活上，顾老师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将永远感谢他。

感谢冯云、刘阿梅、樊玲、何晶瑁、叶晓燕、王秋月、朱翠珊

以及所有参与过这项课题研究的同学，没有你们的努力，项目不可

能顺利完成。

感谢曾给我教诲的师长：戴昌钧老师、沈蕾老师、葛文雷老师、

张神勇老师、李廷老师、郭大宁老师、陈竞先老师、周力老师、徐

明老师、陈亚荣老师、杜芹平老师等等，他们生动的讲课给我启迪。

感谢我们的辅导员张丹老师和班长袁嘉颖同学，她们助人为

乐，团结同学，经常给予我无私的帮助。

感谢我的室友董栋和朱赞贽同学，给了我温暖的友情。

感谢钱晋同学，帮助我收集了部分资料，在精神上给我鼓励。

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给予我最有力、最

无私的支持，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

最后，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老师和同学。我在东华大学总共六

年半的学习生涯，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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