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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会展场馆利用率提升策略探析
———以青岛 X 会展中心为例
赵伯艳,赵梦蝶

(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134)
摘

要:近年来,新会展场馆建设仍然如火如荼地展开。 新会展场馆从场馆面积和先进设施等方面给老旧会

展场馆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一些老旧会展场馆利用率出现下滑现象,场馆闲置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其利用率
亟待提高。 该文以青岛 X 会展中心为例,考察、测算和分析了近年来的场馆利用率,并就场馆服务水平、人力资源
管理状况、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等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继而提出了提升场馆服务水平、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整合
和优化利用场馆资源、承办多元化活动等提升老旧会展场利用率的一揽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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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后续经营创新与开发进行了研究;[2] 永树理探讨了
大型赛事场馆在文化、旅游方面的后续利用价值,分

据商务部统计,近年来中国展览业规模稳居全

析了场馆功能结构先天不足导致后续利用难度大、

球首位,呈现出发展规模稳中有升、发展态势从高速

行政参与过多的管理体制、后续经营压力巨大等困

增长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根据中国会展经济研

难,并指出科学规划、政企合作运营、旅游和文化创

究会发布的《2018 年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 ,2018

年中国全年经贸展总数达 10,889 场,展览总面积达

14,456. 17 万平方米,展览数量和展览面积较 2017

年分别增长 5. 13% 和 1. 2%。[1] 在中国会展业方兴

意开发等场馆后续利用的基本思路。[3] 在场馆利用
和开发方面,相关研究所提出的丰富场馆功能、增加
经济价值、附加社会功能、与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融合发展等途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但总体而

未艾、发展持续向好以及会展项目的政治、经济和社

言,现有文献针对老旧场馆利用率提升的研究较少。

会影响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中国很多城市持续加

本文以青岛 X 会展中心为例,通过文献和资料分析

强新展馆、大展馆的建设,给老旧场馆带来了非常强
劲的外部竞争压力。 在重要展览项目向新展馆聚集
的趋势下,老旧场馆由于规模小、设施旧、维护成本
高等先天劣势而愈发力不从心,难以吸引到优质展
览项目,因而普遍面临利用率低、经营效益下滑以及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如何挖掘老旧会展场馆的资
源、避免会展场馆的闲置与浪费是会展场馆乃至会
展业和当地政府加强关注的重要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会展场馆利用率的研究主要聚集
在对特殊场馆后续利用问题的探讨。 谌远知从构建
大 会展产业知识产权的角度,对大型活动遗留场馆

以及实地调研等方法对其利用率的现状、制约因素
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对策。

1

1. 1

老旧会展场馆利用率概况
老旧会展场馆利用率的总体状况和危境
商务部发布的《 中国展览业发展统计分析报告

〔2017〕 》 指出,中国展馆产能总体过剩。[4] 根据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
告(2018) 》 ,在中国展览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展馆

盲目重复建设、整体利用率偏低这一问题首当其冲,
同一城市拥有多个展馆的现象较为普遍。 中国多达
一半以上的展馆利用率低于 10%,仅为顶级展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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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的 1 / 6,仅有 14% 的展馆能达到 30% 以上的
利用率。

[5]

这种局面最终造成场馆闲置和社会资源

浪费。 在展馆总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一些十万规
模以上的大展馆仍在建设中,这无疑对老旧展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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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较大的冲击。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发布的《 2018

据( 不同于以上数据,此数据包括了两万平以下的

入使用的展览馆场馆 286 座,包括了 2018 年新投入

心 2019 年 1 月到 10 月平均利用率为 20. 11%。 通

年度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 指出,2018 年全国投
使用的 6 座展馆。 但展馆总数却比 2017 年减少了

62 座,部分老展馆转为别用是展览馆场馆总数减少
的主要原因。

[6]

可见,展馆建设和利用进入大型化

趋势,新场馆淘汰旧场馆趋势显现。 在新旧场馆的
较量中,老旧场馆无疑处于劣势地位,被置于“ 先天

小展会以及各类特殊活动) ,计算出青岛 X 会展中
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青岛 X 会展中心近四年
的场馆利用率基本维持在 20%到 30%的水平,这与
德国、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高达 70%左右的利用
率相距甚远,也与能够发挥较好市场效益的 50% -

60%这一目标存在差距,[9] 并且在新场馆投入使用

不足、后天失势” 的危险境地,如果不进行资源盘活

的外部竞争下,出现利用率下降的情况。 可见,无论

和功能开发便很难立足。

是从自身的纵向比较视角还是从和理想目标的差距

1. 2

来看,近年来青岛 X 会展中心的利用率并不理想。

青岛 X 会展中心的利用率情况

近年来,青岛展览业异军突起。 2018 年,青岛

市举办展览 165 个,在中国境内举办展览数量排名
中跃升为第五位,展览面积 367. 8 万平米,排名第七
位,可见其发展活力。

[7]

2

老旧会展场馆利用率较低的原因
老旧会展场馆利用率较低是内外双重因素作用

展览业高速发展,对展馆的

的结果。 在外部因素方面,新场馆的不断涌现和投

需求也越 来 越 大。 青 岛 X 会 展 中 心 于 2000 年 兴

入使用所带来的展览项目分流给老旧会展场馆带来

建,是青岛最早建设的会展场馆,但其室内展览面积

了外部竞争压力。 在内部因素方面,则主要受限于

仅有约 6 万平米。 在展览单体规模大型化的发展趋

老旧场馆的软件实力和硬件实力。 在软件实力方

势下,为了承接大展,2010 年,青岛又建成了青岛国

面,较低的场馆服务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是主

际博览中心,其室内总展览面积约 12 万平米,是青

要原因;在硬件实力方面,较小的场馆规模以及较落

青岛 X 会展中心无疑属于 老 旧 场 馆, 其 在 展 览 面

2. 1

岛 X 会展中心的二倍。 与青岛国际博览中心相比,
积、设施设备上和青岛国际博览中心有一定差距。

后的设施设备和技术水平是主要原因。
场馆服务水平较低
现场保洁和安保、现场交通导引和人流引导、物

一般而言,展馆利用率达到 50% - 60% 才能发

流管理和服务、餐饮配套服务等都是会展场馆的服

语》 国家标准中,年场馆出租率 = ( ∑展览面积 × 实

观众的满意度。 通过对青岛 X 会展中心展会的参

挥出较好的市场效益。

[8]

根据《 经济贸易展览会术

际租用天数) / ( 展览馆室内可租用面积 × 365 天) 这

务内容,这些方面的服务水平直接会影响参展商和
展商代表访谈得知,部分参展人员没有享受到及时

一计算公式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的《 中

高效的现场服务,具体表现为场馆方没有按时提供

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2016) 》 《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

现场服务、没有快速回应和满足参展人员和观众的

据,计算得出青岛 X 会展中心 2016、2017、2018 年的

的现场秩序管理、餐饮配套服务不到位。 低水平的

报告(2017) 》 《 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 2018) 》 数

服务需求、个性化服务欠缺;一些观众反映展览期间

利用率分别为 24. 80%、30. 35%、18. 32%。 因上述

场馆服务会降低参展商和观众对展览和场馆的满意

报告只统计了两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数据,且没有

度,对场馆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既影响了主

将各类小型的特殊活动计算在内,因此测算出来的

办方、参展方与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也影响了观

利用率会略低于场馆实际利用率。 2018 年利用率

众的观展体验,进而影响到会展场馆的总体口碑。

相较于 2016 年和 2017 年较低的主要原因是 2018

会展场馆运营公司的各部门多头管理,并且各个部

年青岛世界博览城和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均开始

门之间沟通不畅,出现管理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

投入使用,分流了一部分展览项目。 可见新展馆带

这是造成场馆服务总体服务水准欠佳的根本原因,

给青岛 X 会展中心的竞争压力已经显现。 由于《 中

而现场服务人员不够则是直接原因。

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2019) 》 尚未发布,青岛 X 会

2. 2

因此,本文根据青岛 X 会展中心官网的展览情况数

展相关服务也越来越多,很多场馆运营公司还策划

展中心 2019 年两万平米以上展览的数据暂不可得。

人力资源匮乏和管理不善
场馆运营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多元化,承接的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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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举办自办展,这就需要越来越多专业级人才的加

员要提供及时、高效、便利的场馆服务。 第一,在展

盟。 2004 年,教育部第一次批准了高等院校开办会

前、展中、展后不同阶段,场馆相关工作人员提高专

展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会展经济与管理属于新兴

业化服务水平,为参展人员提供好现场咨询、餐饮、

专业,社会认知度不高,缺乏就业吸引力。 自 2004

安保、物流等相关场馆服务,为参展人员在展会中遇

年至今,教育部批准高等院校开设会展经济与管理

到的问题给出专业的解决方案,注意服务细节,取得

本科专业已有 120 余所

,为培养高学历会展专业

客户的信任,为其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建立长久的合

,然而部分会展专业毕业生选择非对口就业,

展商提供会员优惠的同时,并为专业观众发放场馆

[10]

人才,全 国 开 设 会 展 专 业 硕 士 点 的 院 校 已 有 40

作关系。 增加会员服务项目,对合作频率较高的参

加剧会展专业人才匮乏的矛盾。 调研得知,部分场

参观会员卡,对专业观众建立会员档案,实现专业观

馆运营公司的展台搭建、展会设计专门人才紧缺,员

众“ 刷卡即进” 的快捷入馆方式,免去现场排队登记

工学习培训机会较少、薪资结构不合理、绩效考评制

的流程,节约会员专业观众的时间。 便捷的会员服

度不健全、激励措施缺乏等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加剧

务,增加场馆固定专业观众人流量,从而,吸引参展

了专业人才的流失。 专业人才匮乏和人力资源管理

商入馆,增加招展招商的筹码;第二,推进会展服务

不善削弱了场馆的竞争力、制约了场馆的可持续发

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快速反应的现

展。

场服务机制,确保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享受高效及时

所

[11]

2. 3

设施陈旧且科技含量较低

的一流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参展商和观众的现场

与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和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需求,提高其满意度。 为此,在场馆服务中,各个部

相比,青岛 X 会展中心存在展览面积较小、基础设

门和负责人之间在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之上,形成

施陈旧老化并且设备科技含量较低的问题。 首先,

良好的沟通、协商和合作机制,做到工作中的相互沟

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展览经

通、相互配合,避免互相推诿和重复工作的现象发

济发展报告( 2018) 》 数据,山东展馆总数量跃居全

生。 在提高服务水准的基础上,还有增加场馆现场

方米,单个场馆可租室内面积平均为 54 183 平方

3. 2

米,仅高于山东场馆可租室内面积平均值 1 727 平

源,是场馆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引进专业化的场馆运

国第二为 24 个,总可租室内面积达到 1 300 381 平
米。 青岛 X 会展中心可租室内面积为 55 910 平方

服务人员的数量,以便促进服务更加快捷。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会展专业人才是当今会展行业最具有价值的资

,说明青岛 X 会展中心可供室内展览面积较

营人才是场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场馆提供智力

小,不能满足部分现代展览、会议、商务、节事活动等

支持的人群。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要做到吸引人、

特殊活动对大场馆面积、多功能设施的要求。 其次,

用好人、留住人。 在吸引人方面,场馆应加强与输出

青岛 X 会展中心缺乏先进的展会设备,难以满足智

专业会展人才的高校和专业做好对接,在实习、研究

能进馆、智慧安防和智能停车等现代技术驱动的需

等方面加强合作,以加强对人才的储备和吸引;在用

求。 与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相比,青岛 X 会展中心

好人方面,应加强职业引导并定期对专业人员进行

会议面积较小和智能会议设施较欠缺,很难满足现

培训,提高其专业持续力。 有针对性的培养专业人

代会议的需求。

才管理、场馆运行、营销及市场开发等方面的能力,

3

综合提高场馆会展专业人才的专业水准,使其高效

方米

[12]

提升老旧会展场馆利用率的策略

运营和科学管理场馆。 场馆管理人才专业化程度与

针对老旧场馆利用率较低的原因,不仅需要地

场馆运营效益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加强人才培养的

方政府做好展览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审慎开启大会

资金投入,拨出专项经费定期开展人才培训,亦是间

展场馆项目,更需要老旧会展场馆从自身内部因素

接提高场馆运营效益;在留住人方面,应完善员工的

出发,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整

福利待遇,制定公正合理有效的绩效考评机制,采用

合和优化利用场馆的内外资源。

适当的激励手段,促进专业人才的职业成长目标与

3. 1

场馆的发展目标相协调,促进场馆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场馆服务水平
场馆管理人员要进行有效的现场管理,服务人

另外,场馆领导层需要意识到场馆经营管理工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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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复杂性、系统化、科学性,严格把关招聘要求,特别

套,以场馆为中心整合周边资源,与会展产业链上下

在选拔和录用这两个环节,筛选出具有扎实会展专

游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多主体共赢的生态圈,实现借

业基础知识和场馆经营管理工作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力发展;加强与其他展馆的沟通和合作,实现差异化

才,改革落后的场馆管理制度、提高场馆的知名度、

发展和共同发展;依据自身资源和国家或地区战略,

改善场馆使用率较低的现状。

适当延长业务链、拓展功能、丰富服务内容;借助 5G

3. 3

整合和优化利用场馆内外资源
第一,及时维修场馆内部设施,引进高科技设

备,利用 5G 互联网技术和 5G 设备为客户提供信息

化的展会资讯、高效便捷的报名通道、智能的进馆体

互联网技术和 5G 设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强化智

慧场馆功能,提高场馆知名度和利用率;以承办展览
为主,同时承办更加多样的活动形式,发挥展馆这一
平台的最大价值。

验。 (1) 充分利用 VR、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
段,加强场馆的“ 智慧场馆” 功能。 大力推行智能化
服务,使场馆现场观众通过手机、平板和电脑等终端
实现场馆内导航、VR 全景逛展馆、购物、点餐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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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nalysis on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Old Exhibition Venues———Taking Qingdao X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ample
ZHAO Boyan, ZHAO Mengdie
(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300134,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xhibition venues is still in full swing. The exhibition area

and advanced facilities of the new exhibition venues bring huge competitive pressure to the old exhibition venues.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some old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venues has declined. The idle venues lead to serious
waste of resources, and the utilization rate needs to be improved. Taking Qingdao X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alculates and analyses its utilization rate in recent years,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service leve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tatus, infrastructure, technical level of
the venue, and then puts forward a package of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old exhibition venu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service level of venues, strengthen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the use of venue resources, undertaking diversified activities, etc.
Key words:exhibition venues; old venues; utilization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