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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会展与旅行社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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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对会展与旅行社现有的互动关系分析为铺垫, 借用外包理论, 尝试性构建会展与旅行社互动流程图, 同时分别针

对会展前、中、后 3 个阶段提出了会展与旅行社互动发展的建议, 以期真正实现会展与旅行社的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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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会展已成为人们以某
一特定主题为主, 在一定地域空间上进行信息交流、
洽谈商务及市场营销的重要平台。会展业的聚集效应
极大地促进了会展地人、财、物及信息的流动, 加深了
各相关部门的联系与协作, 带动了会展经济的发展。
会展作为一个活动项目, 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参加会展
活动或相关的旅游活动, 在某种意义上, 它已成为一
种特色的旅游吸引物,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当地会展
与旅游的结合, 为会展旅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旅游业中扮演中介角色的旅行社, 与会展业存在着
互动关系, 探讨会展与旅行社的这种互动发展对引导
会展旅游具有现实意义。

每届都吸引了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参与会展, 近
2 年来, 每届广交会在短短的10 天内吸引的客商均超
过 15 万人。据报道, 第 98 届广交会举办的第一期, 广
州市各旅行社接待的商务客均比去年有所上升, 其中
广东中旅接待的入境团超过 4 000 人, 广东铁青在广
交会开始之初就接待外宾超过 2 000 人, 其中 80% 以
上是参加本届广交会的商务客人。
会展的发展促进当地配套设施和旅行社服务体
系的完善。参展者在消费相关旅游部门提供的服务产
品时, 以较高水平的质量标准来衡量这些旅游产品,
因此服务于会展的旅行社为满足参展者对高效率、高
质量配套服务体系的需求, 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

会展从策划到布局到举办涉及许多环节, 是一项
系统工程。 会展活动包括了除参展活动外的食、住、
行、游、娱等诸多要素, 与旅游活动存在极大的共性,

水平, 形成良好的服务体系。 会展作为一个综合性极
强的行业, 其良好的发展必须以许多相应的配套设施
为支撑。因此会展地的配套项目及其必要的基础设施
建设是发展会展必不可少的建设环节。 为准备 99 昆
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 昆明市在筹建 200 多公顷

这些共性使得会展企业在产品组合、宣传、接待等业
务操作上与旅行社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会展活动的综
合性与会展企业的联动性使得会展和旅行社之间产
生密切的互动关系。
( 一) 会展业的发展拓宽了旅行社的业务空间

场馆的同时, 也投入了 200 多亿元的相关投资来提高
会展地的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 极大地促进了昆明的
城市建设。
会展项目本身也是一个旅游吸引物, 它丰富了旅
行社的商务旅游产品。伴随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

会展活动为旅行社创造了极大的客源市场。会展
活动能吸引大批参展者及参观者, 为会展举办地带来
大量人流量, 在一定程度上为旅行社的经营活动提供
了更大的市场。 据统计, 享有“中国第一展”
的广交会

展, 商贸、会议、展览等专项旅游活动日益增多, 会展
旅游已成为人们商务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社要
发展商务旅游, 就必须进军会展旅游市场, 推出相应
的会展旅游产品。会展活动是会展旅游产品的核心吸

二、会展与旅行社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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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 是会展旅游产生的前提条件, 由会展活动的开
展而带来的会展旅游, 为旅行社设计不同于传统旅游
产品的新型会展旅游产品提供了市场基础。 会展期

动内容, 提高会展活动质量。一方面, 旅行社为开发会
展旅游市场, 根据参展者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产
品, 使参展者更好地消费会展产品及相关的旅游产

间, 旅行社纷纷利用会展作为吸引物设计出多样的商
务旅游线路。 例如, 为满足参展者寻找合作伙伴和考
察市场的需要, 特别设计了商务考察的专业线路, 推
出专业市场游; 此外, 旅行社还特意推出了商务洽谈
会、安排商务联谊活动等等。
( 二) 服务会展市场的旅行社促进了会展业的良

品, 如旅行社为参与者提供订房订票以及接送等服
务, 极大地提高了参与者参加会展活动的便利性。 另
一方面, 旅行社为组织会展旅游产品, 积极地与会展
公司和旅游服务供应商进行沟通, 使原本相对松散的
供应要素变得协调有序。旅行社根据参展商停留时间

性发展
旅行社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营造了良好的会展支
持环境, 优化了会展活动的品质。 旅行社在团队接待
上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 与交通、酒店、餐饮、景区等

有限的特点, 力推短途旅游线路, 尽可能设计成一日
游线路, 使参展商在匆忙的商务工作之余可以通过短
期的休闲观光来缓解工作压力, 有效地提高了参展商
的会展活动质量。旅行社协助会展组织者开展展后服
务工作。 会展组织者在总结会展工作时, 参展商的真

服务供应商保持密切合作。 会展举办期间, 主办地客
流量大幅上升, 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形成较大压力, 尤
其是对交通、酒店和餐饮部门。 而旅行社通过协调这
些服务供应商为参会人员提供一条龙服务, 使会展活
动井然有序地进行, 为会展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

实反馈信息就成为十分重要的总结依据, 会展组织者
会从多个渠道来收集参展者的反馈信息, 以保证信息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在这一环节中, 旅行社作为一个
与参展商有着密切接触的服务方, 理所当然地就成为
回收反馈意见的重要渠道。旅行社利用其一线服务的

保障。 第四届上海工业博览会上, 承办单位上海外经
贸商务展览有限公司将上海依佩克旅游实业有限公
司和香港中国旅行社作为“工博会”
指定旅行社代理,
为所有参展商和观众提供相关酒店、票务预订服务,
保障了“工博会”
的进行。

机会, 为会展公司调查参展商的相关资料, 征集参展
商的反馈意见, 为会展举办者改进今后的工作提供了
依据。旅行社在协助会展组织者开展展后服务工作方
面起到了主要作用。

旅行社扩大了会展项目的知名度, 提高了会展参
与度。旅行社的宣传促销能力有效地弥补了会展企业
在这一环节的不足。我国会展主办机构大多是国有单
位, 在企业运作方面尚未市场化, 只偏重于会展的策
划、申办和具体接待工作, 缺乏对产品的宣传、促销。

随着会展业的日益成熟, 会展活动分工的专业化
程度也日趋提高。会展企业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同时将
非核心环节外包或分离。 这一过程中, 旅行社凭借自

而我国旅行社经过多年的市场洗礼, 已建立起广泛的
销售渠道, 尤其是大型旅行社集团, 其销售网点遍布
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通过旅行社的宣传促销可以在短
期内提高会展项目的知名度, 增强目的地的吸引力,
招徕更多的参展者。
旅行社为参展者提供的娱乐产品丰富了会展活

三、会展与旅行社互动流程

身的优势职能在会展活动的不同阶段承担了不同的
业务, 与会展企业通过不同的分工与协作来构建互动
模式, 实现会展与旅行社互动发展。
下图为本文尝试构建的会展与旅行社互动发展
模式图, 由会展与旅行社各自不同的业务链整合到一
起而形成。 如图所示, 会展企业主要经历了展前的项
目设计、报批、场馆安排, 会展期间的接待和配套服
务, 以及会展后期的评估分析等工作环节; 旅行社的

会展与旅行社互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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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链是从产品的开发设计, 到产品营销, 到提
供产品服务, 再到售后服务。 这 2 条业务链分属于不
同行业的企业, 本是 2 条相互独立运作的业务链, 但
由于会展业与旅行社业间存在诸多互动关系, 二者分
别拥有互补的优势业务环节,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企业
外包理论, 将会展业的弱势业务环节外包给旅行社, 用
旅行社的优势职能来避免这一弱势环节给会展企业带
来不利影响, 即将 2 条业务链整合, 实现 2 个行业优势

工作、后勤管理工作等等, 同时还要努力构建配套的
会展物流系统, 确保会展物质流动的顺畅。
然而会展活动的顺利完成不仅需要完善的场内
服务和配套物流系统的保障, 也需要相关的场外交
通、住宿、餐饮等服务环境的支撑。 对会展企业而言,
场外服务是相对次要的价值增值环节, 会展企业可适
当分离并外包给旅行社, 由旅行社凭借着与酒店、餐
饮、交通等部门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为参展者提供场外

业务职能互补, 实现会展与旅行社的互动发展。

服务, 这不仅为参展人员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还可以
为异地参展商节省不必要的花费。旅行社通过在会展
辐射较小的地区提供住宿、餐饮及交通服务, 为异地
参展商节省了因会展聚集效应引起周边物价上涨而
带来的额外支出。如第 98 届广交会期间, 由于广州市
撤销了酒店房价的限价令, 市内酒店房价大幅飙升,
最高标间房价每晚高达 3 000 多元一间, 有的宾馆房
价比平时高出了 4 至 8 倍。许多参展商为避免不必要
的超额支出纷纷选择了广州周边城市的酒店入住。
( 三) 旅行社组织参展人员的旅游活动

四、具体运作方式
( 一) 旅行社协助会展企业进行会展前期的宣传

促销
会展举办之前, 会展企业为策划一个成功的会展
项目, 主要致力于市场研究、行业分析、项目策划及管
理、场地空间布局等诸多专业性工作。而项目的推广、
营销环节对会展企业而言, 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会
展企业在项目推广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有限的招展能
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会展项目的推广。因此会展企
业应分离这些薄弱的业务环节, 借助有关行业的专业
力量来弥补其不足, 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产品的设计、
生产过程中。
而以招徕职能为专业特征的旅行社可以弥补会
展企业在项目推广方面的不足, 其广泛的销售网络可
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会展产品的促销渠道。 因此, 旅行
社可在合理的利益联结方式基础上, 通过为会展企业
实施招展组团工作来服务于会展组织者; 与此同时,
旅行社可结合会展类型和参与者的需求特点, 灵活出
售多种单项服务, 也可利用网络资源尽可能多地为特
定的参展商提供会展地相关信息, 甚至可以就某些知
名的会展举办城市开设专门的信息服务网, 从而招徕
更多的网络业务, 提高旅行社知名度。目前, 国内部分
旅行社已经开始为会展业提供多种服务, 其中较为普
遍的是预订业务和接送业务。这 2 项业务为参展人员
提供了极大便利, 颇受人们的青睐, 但作为开发会展
市场的手段之一, 预定与接送业务的利润增长空间有
限, 尚未真正发挥旅行社的优势职能。因此, 旅行社还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会展旅游市场, 设计出诸如专业
市场游线路、安排商务洽谈会议等特色产品, 从会展
旅游市场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
( 二) 旅行社为参展者提供会展期间的食、住、行
等配套服务
展会期间, 参展人员的活动计划性强, 多数时间
活动于会展场馆内。 此时, 会展企业主要致力于提供
会展场内服务, 如场内活动秩序的维持与协调、安保

参展人员在经过繁忙紧张的会展活动后, 大都会
产生游、购、娱等愉悦身心的活动需求。但会展企业是
难以满足这些需求的, 这就需要发挥旅行社的优势为
参展商提供多种休闲产品。因此, 旅行社应把握时机,
结合会展类型和参与者的需求特点, 努力开发会展后
期的潜在旅游市场, 使参展者的会展活动与旅游活动
相结合, 实现会展与旅行社的互动。
不同类型的会展可设计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针
对大众性的展览会或博览会, 旅行社可结合当地特色
的自然旅游资源或人文旅游资源, 策划出符合会展主
题的旅游线路。例如, 就园艺等自然资源的博览会, 旅
行社可组织能反映各种园林艺术的生态游线路; 就历
史文化资源的博览会, 可推出类似于红色旅游线路等
反映某一历史主题的旅游产品; 针对特定性、专业化
的展览及会议, 旅行社根据会展主题, 依靠已有的工、
商业环境等社会资源, 为参展人员提供相关的旅游线
路。 商业会展结束后, 部分商务人员会产生相关商务
考察的需求, 旅行社可以鼓励商务人员自主设计考察
线路, 并为其提供灵活服务; 也可策划出符合会展主
题的考察线路, 满足参展商的商务考察需求。 如在工
业博览会结束后, 利用当地的工业环境设计出一系列
的工业旅游线路。

五、结语
我国会展经济飞速发展, 对相关行业的发展起了
很大的带动作用。 旅行社作为会展旅游的相关行业,
( 下转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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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re a re fo llow ing op in ion s upon driving m echan ism of u rban tou rism in Ch ina: the theo ry of tou rism a ttraction
driving m echan ism , the theo ry of dem and driving m echan ism , the theo ry of u rban developm en t driving m echan ism , the theo ry of
system driving m echan ism and the theo ry of p ha ses driving m echan ism , etc. T hese op in ion s show differen t a sp ects of the driving
m echan ism of u rban tou rism. . T hey a re differen t in the keystone of resea rch, the num ber of resea rch litera tu re and the angle of
resea rch. T he system resea rch shou ld be em p ha sized, the view of the resea rch shou ld be op end up , the ca ses resea rch shou 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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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展经济崛起中也受到了一定的正面辐射效应。会
展与旅行社间现存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会展与旅行社

铺垫, 借用外包理论, 尝试性提出会展与旅行社互动
发展模式, 以希望引起人们关注, 积极投身到会展与

互动发展的现实条件, 说明会展与旅行社实现互动的
可能。本文以对会展与旅行社现有的互动关系分析为

旅游企业的互动发展研究中, 为促进我国会展旅游的
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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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 utua l D evelopm en t between Conven tion and
Exh ib ition and Travel agency
GU O M an , FU Yun 2x in
(J inan U n iv ersity , G uang z hou 510632, C h ina )
Abstract: O n the ba sis of ana lyzing m u tua l rela tion of conven tion and exh ib ition and travel agency, th is p ap er tries to design
m u tua l developm en t p rocess m ode betw een Conven tion and exh ib ition and travel agency by u sing ou tsou rcing theo ry, and a lso
gives differen t suggestion s on m u tua l developm en t of conven tion and exh ib ition and travel agency in differen t p eriods, befo re, af2
ter o r a t the tim e of conven tion and exh ib ition in o rder to rea lize the m u tua l developm en t of conven tion and exh ib ition and travel
agency.
Key words: conven tion and exh ib ition; travel agency; m u tua l develop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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