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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PA方法的“兰洽会"参展商满意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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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国际酒店管理与旅游管理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近年来我国会展业发展比较迅速。运用IPA(Impon硼ce—Pe而rIIl舳ce Analysis)分析方法，通过问卷设计

和实地调查，得出了参展商对十五届“兰洽会”影响因子重要性和实际表现满意度的组合评价，分析了兰州作

为会展目的地的优势与劣势，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期望能对“兰洽会”今后的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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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会展业便成为一

个独立产业，并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会展业具有

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已成为带动交通、旅游、购

物的“第三产业消费链”。我国会展研究开始得较

晚，落后于目前会展业的发展，且大多集中于对会

展的经济效益、会展旅游以及区域会展发展的问题

和对策的研究，而对于会展的主体——参展商行为

特征的实证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目前能检索到的运

用实证方法研究有关参展商感知特征的学术论文1

篇、学位论文1篇。然而，会展参展商的决策如何，
影响他们决策的因素有哪些，以及他们如何感知会

展影响因素，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兰洽会”，

自1993年第一次“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
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过15届，是西北地区主要

的投资贸易洽谈会之一，在西北地区具有很强的影
响力。作为甘肃规模最高、成就最大的经贸盛会，

“兰洽会”促进了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多层次、

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选取第十五届“兰洽会”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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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具有很强的的针
对性。

本文运用的分析技术是IPA(1mportaIlce—Per-
fo啪ance Analysis)技术方法，即重要性一满意度分
析方法。笔者在参展商对第十五届“兰洽会”的感
知研究中，通过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确定评估指标

体系，根据问卷答案，建立I—P矩阵，分析优势
区、改进区、机会区和维持区各区的评价因子，最

后针对第十五届“兰洽会”的现实情况做出分析，
以期为今后“兰洽会”及我国会展服务发展提出

对策。

2 IPA方法分析

IPA分析技术即“重要性一满意度”分析，是
由Manilla和J锄es于1977年首先提出的，来源于
市场组合理论，后来逐渐广泛应用于服务质量、旅
行和旅游、休闲和游憩、教育、保健市场等方面的

研究之中，是酒店和旅游学术研究会议的常用方法，
它能为决策提供明确公司优缺点的洞察力。IPA通

常被认为是市场调查技术典型的组成部分，包括分
析顾客对于显著的产品或服务特性的态度，也包括

帮助从业者着重发展提高产品或服务特性的机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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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以质为本的营销策略。此外，IPA还能明辨出
对顾客满意度影响最大的重要特性以及需立即改正

的低效特性。IPA是一个二维矩阵，其由X轴满意

度和Y轴重要性组成四个象限。

运用IPA方法首先要选取与所要研究的内容有

关的因素，制作成问卷，并给每个因素的重要性及

满意程度予以赋值，然后根据问卷的结果分别算出
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以及满意度的平均值，再计算出

所有重要性的总平均值和所有满意度的总平均值。
在IPA模型中，将重要性的总平均值和满意度的总

平均值作为分隔点，划分出四个象限，如图l所示。
该方法将所有因素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为

优势区，表现为高重要性高满意度，需要继续保持
的要素；第二象限为改进区，表现为高重要性低满

意度，需要予以改进的要素；第三象限为机会区，
表现为低重要性低满意度，无需优先发展的因素；

第四象限为维持区，表现为低重要性高满意度，供
给过度的因素，暂时也无需优先发展。

重

要

性

Ⅱ I

改进区 优势区

非常重要 非常霞要

表现不满意 表现非常满意

m Ⅳ

机会区 维持区

不重要 不晕要

表现不满意 表现非常满意

满意度

图l 重要性一满意度分析示意图

目前，IPA方法在国外的服务业中已广泛应用。
其测定结果为确定服务系统中应该突出哪些因素、

淡化哪些因素，从而为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3第十五届“兰洽会”实证研究

第十五届“兰洽会”于2009年6月12日至14

日举办，据报道此次“兰洽会”境内外参会代表团

达90多个，宾客预计达1．5万人。此次“兰洽会”
的展区面积为历届最大。达4．4万平方米，共l 500

多个展位，内设投资洽谈区、商品贸易区、旅游推

广区、世博会巡回展区和文化展区5个展区，主展

馆外设汽车展、建材展等专业展会。
3．1 问卷设计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
本资料，包括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第二
部分根据广泛的参考文献及国外学者的研究，笔者

选取了一些影响参展商选择会展的因素，包括会展
设施的质量等共18个影响因子，并根据李克特量表

对这些因素进行重要性赋值，5分为非常重要，4分

为重要，3分为一般，2分为不重要，1分为非常不

重要。第三部分对第二部分选取的18个因素，再次

根据李克特量表对其进行满意度赋值，5分为非常
满意，1分为非常不满意。

3．2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了确保问卷的可靠性，本研究对所选取的18
个指标的重要性量表和满意度量表进行了信度检验。

克朗巴哈信度指数的判断标准：系数越接近l，信度
越高。一般来说，该系数大于或等于0．7，认为其内

部一致性较高；在0．35～0．7之间，认为其内部一

致性普通；小于0．35则较低。
采用sPSsl6．O进行信度分析，问卷中潜变量重

要性、满意度以及问卷整体的信度检验结果如表l

所示。

表l本研究克朗巴哈信度指数
测项 Cmnb∽h’8 AlpIla

重要性

满意度

问卷整体

0．847

0．8“

0．844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本研究重要性的d系数为

O．847，满意度的d系数为0．844，因此可以判断具
有较高的信度；同时问卷整体的可靠性为0．844，可

知本研究的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3．3被调查者的基本资料分析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是笔者通过亲自到第十五

届“兰洽会”现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为防止重

复，笔者对发送的参展商进行登记核实。经过两天
的调查，前后共计发放问卷100份，问卷回收为72
份，有效问卷55份，有效回收率为55％。

样本人群中，男性为38人，占69％，女性17

人，占31％；被调查者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主要集
中在20—40岁，占到了总样本数目的89％左右；样

本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一般在大学及其以上，占总样
本数的87％。如表2所示。

表2本研究被调查者资料

3．4数据分析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在影响参展商选择参展的

众多因素中，笔者选取了展览设施质量、场馆的服
务、专业观众所占比例等18个影响因子。

运用IPA方法分析，将这18个因素从参展商重

视程度及实际表现绩效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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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会展最为看重的前五项因素依次为：“城市安全

(4．46)、场馆的服务(4．44)、城市环境(4．32)、

城市交通的便利性(4．31)、专业观众所占比例

(4．30)”。而兰洽会实际表现绩效最差的前五项因

素依次为： “专业观众所占比例(2．72)、夜生活

(2．89)、场馆服务(2．93)、娱乐设施(3．15)、城

市交通的便利性(3．18)”。

表3 影响会展选择的因素重要性及满意度平均值

将这18项因素以重要性的总平均值和满意度的

总平均值作为分隔点划出标准线，绘制出散点图，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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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展览设施的质量；B：展台的租用费用；c：场馆的服

务；D：城市居民的好客程度；E：城市交通的便利性；F：交通费

用；G：酒店的价格；H：酒店到会展场馆的距离；I：酒店的服务质

量；J：城市环境；K：城市旅游景点；L：城市气候；M：居住地距

会展举办地的距离；N：购物环境；O：城市安全；P：娱乐设施；

Q：夜生活；R：专业观众所占比例

图2 “兰洽会”的重要性一满意度矩阵

根据对图2进行分析可以得到：

(1)处于第1象限优势区内的因子包括：城市
居民的好客程度(D)、酒店到会展场馆的距离

(H)、酒店的服务质量(I)、城市环境(L)和安

全因素(O)。对于这些因子，参展商的关注度很
高，且对于兰州市的上述情况基本满意。“兰洽会”

的组展单位只需保持而无需再花较大的力气来提升

这些因子。

(2)处于第1I象限改进区内的因子包括：展览

设施的质量(A)、场馆的服务(c)、城市交通的
便利性(E)和专业观众所占比例(R)。多数参展

商认为这些因子很重要，但是对于兰洽会的实际表
现情况表示不满意。“兰洽会”的组展单位在这些

方面仍需做较大改进。
(3)处于第1II象限机会区的因子包括：展台的

租用费用(B)、城市旅游景点(K)、购物环境

(N)、娱乐设施(P)和夜生活(Q)。可以看出参

展商对“兰洽会”的上述因素表示不满意，但是这

些因素并不是构成参展商选择会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4)处于第1V象限维持区的因子包括：酒店的

价格(G)、交通费用(F)、城市气候(L)和居住
地距会展举办地的距离(M)。参展商对于“兰洽

会”的现状表示基本满意，但是这些因素并不是参
展商选择会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暂不优先发展上

述因素，应该集中力量发展优势区和改进区的因素。

4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运用IPA方法对“兰洽会”参展商满意

度情况进行了整体分析，找到了“兰洽会”发展的

优势和劣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
对“兰洽会”的举办起到促进作用。

(1)加大力度改善“兰洽会”展览设施的质量
以及场馆的服务。在笔者的实地访问过程中，参展

商普遍反映会展场馆内空调温度过高，噪音比较大，

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组织管理较混乱等问题。因
此，“兰洽会”的组展单位对这些问题应当给予高

度重视，除了继续完善场馆内硬件设施，还应提高
场馆服务质量。只有为参展商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

和实际的效益，才能留住已有参展商，吸引新的参

展商，这样，才能达到将“兰洽会”发展成为黄河
上游最大展会的目标。

(2)加大媒体宣传力度，组织专业观众前来观

展。会展参展商非常重视参加会展的专业观众的数

量，能否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而据笔者观察，“兰

洽会”上虽然人头攒动，但是参加的人员多为当地
市民，专业观众少之又少。同时参展商也抱怨由于

媒体宣传力度不够，缺乏有效客商，希望达到的商

业目标很难实现。“兰洽会”的组展单位应该有针

对性地加大宣传力度，推行市场化运作，提高“兰

洽会”的准入门槛，吸引大量专业观众参展。只有

保障了参展商的经济效益，才能将“兰洽会”做大
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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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城市旅游休闲设施，提高城市整体形
象。会展业与旅游业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旅

游业发达的城市更容易吸引客商，比如北京、上海
和香港三地都具有会展中心和旅游城市的双重功效。

兰州地处我国西部，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
完善城市旅游休闲设施的时候应注意发挥自身特色，
打造具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城市形象。此外，笔者对

此次“兰洽会”参展商进行访问得知，参展商对此
因素表示不满意的一部分原因是酒店或者会展组委

会缺少宣传，参展商缺乏了解渠道，因此，酒店和

组委会应加强信息服务，引导消费者，将该区的潜
在优势发挥出来。

(4)改善城市交通系统，为远距离参展商提供

交通便利。会展是商品、资金、技术等物流和信息
流的交换与集聚地，涉及参展商品、客商以及观众

的运送和传输，因此会展举办城市的交通状况至关

重要。兰州地处西部，距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距离较

远，交通不便，这是兰州作为会展目的地的先天劣

势，但是积极予以应对也是可以解决的，例如给东

部远距离的参展客商提供交通补贴，将有效弥补这

一缺陷。虽然交通费用这一因素不是参展商选择会
展的决定因素，但是过高的交通费用无疑会影响其

参展的积极性。同时，应着力改善兰州市内的交通
系统，改善路面状况，完善公共交通系统，为参展

商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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