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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展协孟凡胜会长走访众德伟业 

 

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午，哈尔滨市展览业协会孟凡胜会长，莅临众德伟业工程有限公司参观

考察，并与公司主要领导详细会谈。 

 
疫情当下，孟会长对于展馆行业发展方向给予高度重视，公司总经理李伟就公司发展史、公

司基本情况及现状做了详细介绍。 

 

本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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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会长对公司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与众德伟业总经理李伟与副总经理关长富进行深

入研讨交流，对公司展馆设计与施工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走访结束，孟会长与众德伟业总经理李伟与副总经理关长富合影留念。 

 
众德伟业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中国展馆展厅设计施工服务卓越品牌；拥有陈列

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一级资质、展览工程企业一级资质、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并荣膺“品牌强国•（行业）十大创新力企业”，中国展览馆协会会

员、哈尔滨市展览业协会会员单位。 

 
众 德 伟 业 专注为城市博物馆 +规划馆 +科技馆+纪念馆 +党建馆 +园区馆 +企业馆+

主题馆+旅游体验馆+市民文化中心等主题空间以及酒店 +民宿+餐饮 +会所+办公+销售

展示等大型工程装饰项目提供整体策划 +效果设计 +模型制作 +场景还原 +多媒体展项

开发+施工安装 +运营维护等定制化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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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会展行业协会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 

 

2020 年 8月 5日，哈尔滨市会展行业协会在北大荒国际饭店召开了第二次理事

会。会长孟凡胜，副会长胡家武、刘有昌、赵立君、赵玲、方茹，孙洋，秘书

长吴鸿飞，理事孙霞、刘珊珊、胡连海、梅雪、宋玉珍、吴远涛、王晶、梁伟、

尚祖波、刘政权出席了本次会议。 

 

上半年工作总结 

孟凡胜会长对协会管理制度及协会的主要功能做了详尽说明，并向大家汇

报了协会在疫情状态下，上半年所做的主要工作： 

1、上半年因疫情原因，展会停摆，协会利用网络平台共组织八次会展行业培

训； 

2、为展会能尽快复工，协会共三次向政府职能部门提请会展业复业申请； 

3、组建协会网站、公众号等网络宣传平台，为进一步提升协会知名度奠定基

础； 

4、编辑发行了“哈尔滨市会展行业信息”； 

5、向市政府职能部门提交了哈尔滨会展业疫灾损失报告； 

6、安排协会秘书长吴鸿飞去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与当地的会展行业协

会进行业务对接，并带回了大量的合作意向。 

协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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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的工作安排 

1、 在后疫情时期，协会继续做好与政府职能部门沟通,使哈尔滨市会展业尽快

复苏； 

2、做好会展项目评估工作； 

3、编辑出版《哈尔滨会展手册》； 

4、完成贸促会的《疫情后哈尔滨市会展业复兴思路与对策》调研课题。 

 

《广告印刷展》全面合作签约仪式 

在协会孟凡胜会长的主导下，《广告印刷展览会》由原来的哈尔滨神州行会议服务有

限公司与东方行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两家主办，现达成一致，强强联合，今后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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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合作，在全体展览业同仁的见证下，现场进行了《广告印刷展览会》全面合作的签

字仪式。 

 

 

 

 

哈尔滨市贸促会举办首场展会疫情防控培训会  

为顺利复展保驾护航 

7 月 24 日，黑龙江省商务厅、公安厅和卫健

委转发了《商务部 公安部 卫生健康委关于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哈尔滨市相关领导对会展业复业复

展工作给予了指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重要的会展项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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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以举办。为了保证会展企业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展会

疫情防控每一环节，决不允许展览活动中疫情防控有疏漏和疫情传

播有隐患，8 月 11 日，哈尔滨市贸促会会同哈尔滨商业大学会展人

才基地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首场疫情防控培训会。对下半

年举办展会项目的企业共 11家，20余人进行了展览活动如何做好防

疫工作进行了业务指导和思想动员。会展办孙艳部长首先讲话，她

强调，疫情防控政府高度重视，责任重大，会展企业要担起防控责

任，不可麻痹大意。 

 
                     孙艳部长、陈佳欣副会长、市疾控中心王主任 

随后，哈尔滨市疾控中心的王主任从疾控中心对会展活动的防

疫要求及防疫标准进行了具体的讲解，解答了各企业关心的防疫工

作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和相关的标准的困惑，同时，哈尔滨市疾控中

心的相关职责也给予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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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现场 

 

哈尔滨商业大学会展人才培训基地负责人孟凡胜教授详细讲

解了国家三部委的关于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

导意见和哈尔滨市贸促会制定的《哈尔滨市会展行业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南》和《哈尔滨市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操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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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从展览活动的各个主体的防疫任务和具体做法进行了详细的

说明。 

 

最后，陈佳欣副会长做了总结发言，他强调，各个企业一定要

对会展防疫工作高度重视，提高认识，会展业复业不易，不要因防

疫不力，疫情反复，把会展业来自不易的大好局面毁之一旦，希望

各个企业相互支持，加强合作，在会展业困难时期，大家要抱团取

暖，共渡难关。 

浅谈欧美双线会展活动的体验导向属性 

胡中华   中国贸易报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因“战役”防控需要，国内外的一系列线下会展活动均被按

下“暂停键”。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使线上会展活动显得热闹非凡。热闹首先

体现在会议和活动领域。欧美知名在线邀请函企业 Evite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3月，Evite的业务量比去年同期取得近 1130%的增长。 

其中，云端视频会议服务公司 Zoom 的股价从年初的 68 美元涨至 260 美元左右，

短短 6 个月就翻了近 4 倍。Global Web Index 在疫情期间的调研也反映，约三分之

会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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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英国受访者表示，若因疫情防控原因而无法前往线下活动现场，将会观看线上直

播（16-34岁的受访者占 73%）。 

随着西方各国政府逐步放松对会展项目的管制，业内的讨论热点逐渐从“线下会

否被线上取缔？”过渡至“疫后线上会展浪潮能否持续？”“线上与线下如何进一步

有机融合？”等等。 

尽管欧美的会展项目一直是线下会展（In-person event）占绝对主导地位，但

其实双线会展活动（Hybrid event）并不是一个新鲜形式，更不用说线上会展（Virtual 

event）项目了。 

事实上，在新冠肺炎疫情未出现时，“线上代替线下”的舆论相对较少，“线上

如何助力线下”反倒是欧美会展人思考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欧美会展活动的“体

验”导向属性。 

倘若细心留意会展行业国际顶层企业的广告宣传，不难发现，不论是世界知名的

会展活动策划企业（如 MCI），还是广告公关（如阳狮广告、哈瓦斯集团），乃至场

地运营巨头智奥会展、ASM Global 等，都将“体验”作为宣传的关键词。原因在于

欧美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的发展基础。 

事实上，体验经济于国内会展人并不陌生。体验经济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

B. Joseph Pine II 和 James H. Gilmore 提出（1999 年），通过哈佛商学院出版社

的助推，其理论汇编——《体验经济》一书广为人知。 

简单而言，体验经济是服务经济的延伸，突出顾客的感受性满足，重视消费行为

发生时的顾客心理体验，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种经济类型。

这套倡导以体验为导向的理论深刻地影响着欧美的商业社会，比如英国航空公司着重

服务体验的建设、一系列 Niketown 在欧美相继出现等。 

随后，哈佛商学院教授 Jeffrey F. Rayport 对广告行业的转变进行系统的梳理

概括，通过其著作《Advertising’s New Medium: Human Experience》再次突出体

验在商业应用上的价值。 

当经济基础逐渐发生转变的时候，作为商业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会展活动自然

会随之调整。一方面，线下体验主导的会展项目表现出愈发强劲的生命力，如美国基

尔罗大蒜节、美国复古主题最古老的节事——明尼苏达州文艺复兴节，就是最好的例

子。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除了通过传统的活动赞助来宣传品牌形象，还通过举

办主场专题活动，以强化消费者的忠诚度以及加深市场对产品的全方位了解，奢饰品

以及电子和互联网领域尤为突出，例如智奥会展每年承办的“跳跃•爱马仕马术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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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 Adobe MAX全球创意大会、Facebook 的 F8开发者大会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 3C 产品的普及，会展活动上的一系列线上交互技术很

好地助推会展项目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线上会展”的出现。线上会展的出

现，最初旨在让那些对会展项目抱以浓厚的兴趣、却因各种原因无法参加的爱好者也

能通过观看线上直播的方式分享与会者的部分体验。 

举些简单的例子，像慕尼黑安全会议或是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顶级的政治经贸类

论坛，并非人人均有机会参加，刚结束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也不是每个爱

好者都能支付 1599 美元及其延伸出来的差旅费用，但这些会展活动每年均会通过线

上直播的方式吸引全球目光。 

线上会展的逐渐普及，也使得双线会展的模式被广泛接受。如被誉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音乐盛典——美国德州的西南偏南（South By Southwest）音乐节的主旨演讲

均线上同步直播。谷歌或 TED等企业或组织则更进一步，不单单通过线上的方式扩大

观看的人群数量，还会组织相关的“延伸活动”以增强目标群体的品牌粘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就没有纯线上的活动，HR Virtual Summit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它也被誉为“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专题虚拟大会”。一般来说，体验和互

动导向型较强的会展活动，其线下的主体地位较难被挑战。项目的与会者体验导向的

定性主要决定于主办方，项目的与会者互动需求主要来自于参加者，包括买家和卖家。 

尽管纯线上会议仍有诸多不足，《经济学人》杂志在 5月也发表了文章——《Why 

Zoom meetings are so dissatisfying?》，系统“吐槽”线上会议的痛点，有理有

据，但线上会展活动确实有其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用得好将极大赋能线下实体。与

其说线下会展会有被线上取缔的风险，不如说线上会展对线下项目的质量建设起着重

要的助推作用。 

 

楚有才：线上展会要放弃线下思维 

随着疫情常态化以来，线上展会从热点开始到了实践阶段，但线上会展模式是什

么，怎么做，各家有自己的模式和解释。 

 一．线上会展究竟是什么？ 

要回答线上会展是什么，先回答不是什么。  

首先，线上会展肯定不是简单的照搬传统线下展会+观众注册网站+展商列表+邀约观

展和分享。 

其次，线上会展也不是简单的整一个视频直播、VR/3D展位的简单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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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线上会展不是疫情时代的权宜之计，也就是说用线上的手段取代线下的展示、

观展、洽谈，而是持续化的运营。 

 二．线上会展的模式究竟是什么？ 

要回答线上会展的模式是什么，先回答线上会展的模式不是什么？ 

首先，我不认同线上会展的免费模式，免费就是没有承诺，没有约定，没有信心。 

其次，我不认同线上会展就是搭售。即，既不是购买线下展位赠送线上展位，也不是

购买线下展位，少量收费享受线上权益，更不是强制购买线上的服务才能获得线下展

位。  

最后，线上会展应该有专门的运营团队和模式。 

通过以上的两个否定的回答，这就回到了本文的正题——线上展会应该摒弃线下思

维。 

线上和线下的运作模式和盈利模式不一样，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线上展会的运营需要专业的团队，需要对人才结构进行优化。 

除了需要有懂行业的销售和专家之外。还需要有线上运营技能的人才，数字营销、大

数据、数据运营、商业智能、数字化咨询等与信息化、数字化相匹配的人才结构。这

就对传统展会而言带来一个天然的门槛。 

 其二，线上会展应该摆脱线下场景思维。 

我个人比较认同线上会展应该是常态化的全年化的，这就符合在线化。而不是每年为

了配合线下展会，同期在线上搞直播、互动等活动，展会结束之后线上也就死气沉沉，

这样的线上展会价值不大。 

我觉得线上展会不一定非得有数字化的展区平面图、线上的展位图、虚拟展厅、虚拟

展台。因为既然是全年运营的，那么这些与展馆和展厅相关的地图和展示就是多余的。 

线上展会也没必要一定与线下展会的展期挂钩。展品和展商也没必要有展届的概念、

也没有必要有展位号、虚拟观展证件之说。 

总之，线上运营就是常态化的在线，7*24*365 符合在线的趋势。 

 其三，线上会展需要有独立于线下卖展位的独立的盈利模式。 

既然线上展会是全年的，那么就应该按照按月、包年的模式来付费。线上的展会究竟

怎么计价呢？我觉得应该参考数字化的营销科技公司的模式，这是线上会展转型为数

字化的营销科技公司的一个选择。  

以下是 120 年历史的营销科技公司 THOMAS 的线上卖家（可理解为线上展商）的权益

计划。用微收费、零售化的、on-demond按需收费换取传统的一次性的线下展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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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看起来每家收到的钱不多，但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线上展会与线下一样，都

需要规模效应和网络的外部化效应。 

 

 
哪些是线上会展的核心呢？ 

直播吗？VR 吗？我觉得这些都是技术方面的。线上会展的核心是这个行业专业

的数字化的社群和数字化的人气。技术是手段，目的是促进线上的展示、交流、互动、

信任。 

 线上会展与电商的区别是什么？ 

电商的核心是交易，是线上展示、洽谈和购买行为。线上会展不是电商，这与展

会的属性是相关的，展会的本质并不是要达成交易，而是促进信任、促成交易，真正

的交易还是在线下。线上是一个社区，是一个连接，是一个学习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因此线上会展模仿电商模式是不会成功的。 

最后总结，线上会展不是权宜之计，线上会展是持续化的专业运营，需要专业人

才，需要投入，需要转变线下思维另寻运营思路，围绕展会的核心赋予技术力量。线

上会展不是要取代线下会展，线上会展也不是要革了谁的命，而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和

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