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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胜会长受邀参加牡丹江文旅产业创新

发展座谈会 

  11月 18日，中共牡丹江市委、黑龙江省社科联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暨牡丹江文旅产业创新发展座谈会在牡丹江市召

开。我会孟凡胜会长以省社科联会展专家的身份受邀并就牡丹江“旅

游+文化+会展”发展模式以及牡丹江市如何办好第四节黑龙江省旅

发大会建言献策。 

 

座谈会现场 

协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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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会长指出：会展和旅游作为两个紧密关联的行业，从全球范

围看，大多数国家都是捆绑在一起发展的。会展活动能够在以下几

方面对旅游构成支撑：第一、会展活动聚集大量人流。会展活动尤

其是大型的会展活动因其广泛的知名度、深厚的文化内涵、相对固

定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大量的人前来观看、参与，事实

上，会展是名副其实的旅游吸引物，旅游是搭了会展的便车。第二、

会展活动是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内容。景区景点的旅游资源是静态

的，在游客越来越偏好动态性旅游活动的今天，美景、美食都是过

时的明星，游客需要参与，感受，体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各种活动。

而节庆等活动能够把地方的历史文化在景区内以动态的方式得到再

现，丰富景区景点的旅游产品类型，形成一定的旅游吸引力，从而

成为旅游地发展的推动力基础。第三、现在旅游大都是会展活动形

成的。因会议活动，形成会议旅游，奖励旅游；因展览会活动，形

成商务旅游；因参与各种节庆和演出活动，形成文化旅游；因喜欢

观看各种体育赛事，形成体育旅游等等。于是，活动是主导产品，

旅游是捎带的副产品。没有主导产品的消费，旅游副产品也不会产

生消费行为。第四，会展活动是旅游的重要收益来源。通常，仅有

自然风光欣赏的景区，基本上收点门票，很难再收费。于是，景区

收益单一，收入较少。如果有大量的游客参与体验的娱乐性活动，

不仅丰富了旅游项目和内容，游客玩得开心，过瘾，增加了新的收

费项目，还容易对游客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多次光顾，旅游收入潜

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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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会长建议，牡丹江市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会展的作用，

发挥好会展对旅游的促进功能。 

 

孟会长发言中 

关于第四届旅发大会，孟会长建议，牡丹江要办出省委满意，

牡丹江受益的旅发大会，不能照抄照搬前几届的做法，要有新模式、

新内容，形式上要集展示、会议、论坛、商务交流与合作、旅游考

察活动等于一体，内容上要突出牡丹江旅游特色，商务上要推出牡

丹江旅游合作项目，为牡丹江旅游业大发展创造更广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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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孟凡胜会长和吴洪飞秘书长 
受邀参加中国城市会展协会联盟年会 

由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与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合主办

的 2020厦门国际会展周及中国城市会展协会联盟年会于 11月 27日至 30

日在厦门举行，我会作为中国城市会展协会联盟成员，孟凡胜会长和吴

洪飞秘书长受邀前往厦门参加 2020厦门国际会展周及中国城市会展协会

联盟活动。参加本次会展行业协会年会的城市有：广州、深圳、珠海、

海口、太原、大连、哈尔滨、重庆、杭州、成都、西安、厦门、西宁、

无锡、济南、青岛、苏州、东莞、长沙、泉州、桂林、长沙、武汉、合

肥、贵阳、福州、日照等 48个会展中心城市的会展行业协会会长及秘书

长参会。年会主要活动有：城市会展合作交流会、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

协会联盟全体会议、厦门国际会展合作高峰论坛、厦门国际会展周项目

对接洽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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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厦门之行，孟会长说：“哈尔滨市会展行业协会刚刚成立，

社会影响力和全国行业影响力还不高，掌握的行业资源较少，为我会会

展提供的商务支持有限。通过参加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年会，

广交朋友，构建关系，整个资源，促进南北会展行业大合作，努力为协

会成员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发展条件。” 

我会参加“2020 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年会”，收获满满 

11 月 27日至 30日，我会孟凡胜会长和吴洪飞秘书长赴厦门参

加“2020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年会”并参加“厦门国际会

展周”，参会期间，孟会长分别与兄弟城市的行业协会的会长进行

了工作交流。 

 

 

孟凡胜会长与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主席、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郑智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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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胜会长与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赵伟秘书长 

           
孟凡胜会长与深圳市会展行业协会郑琦泽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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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会长、珠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吕莹会长、深圳行业协会郑琦泽秘书长 

    
孟凡胜会长与泉州市会展行业协会傅玉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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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胜会长与东莞会展行业协会陈卫胜会长 

   
孟凡胜会长与振威展览集团张学山董事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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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厦门之行，孟会长全面介绍了哈尔滨市会展业发展情况、

会展扶持政策和会展发展机会。哈尔滨市会展行业协会愿与兄弟协

会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会展业的大合作，推

动协会成员间的会展项目深度合作，以此带动各城市会展行业协会

的大发展，哈尔滨市会展行业协会保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协助。

与会各城市协会会长、秘书长高度赞扬孟会长的意见，纷纷表示，

愿意相互交流，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此次厦门之行，广交业内朋友，强化对外合作，必将对哈尔滨

市会展业的大发展带来新契机。 

2020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年会还对全国会展行业协会

进行了评奖和颁奖活动，我会荣获中国城市最具成长潜力会展协会

奖。孟凡胜会长作为颁奖嘉宾，为中国城市优秀会展企业颁奖。 

   
我会吴洪飞秘书长代表协会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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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凡胜会长为中国城市优秀会展企业颁奖 

 

主力新车全线首发，百万优惠豪礼纷至  

酷炫新车扎堆比拼，香车美女盛大云集 

2020 第十一届哈尔滨秋季车展胜利闭幕 

由黑龙江省商务厅、哈尔滨市商务局作为政策支持单位，哈

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哈尔滨国际车展组委会、哈尔滨春

季车展组委会、哈尔滨秋季车展组委会和中国国际汽车网共同主

办的“2020 第十一届哈尔滨秋季车展”（以下简称：秋季车展），

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 16:00 圆满闭幕。五天来，共有 6.5 万人

次观众到场参观购车，现场售车 7529 台，总成交额达 7.7 亿元

人民币。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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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展现场 

秋季车展，由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创办于 2010年，

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经过十一年的发展，

秋季车展已成为“全省三大顶级车展之一”，连续十年，展会规

模位居全省前十。 

本次秋季车展，是一次汽车行业大型展示、宣传、销售活动，

汇聚车型全、精品车型多、优惠幅度大、运作水准佳。共有来自

美、英、法、德、日、韩等七个国家的 161家企业参展，参展品

牌 74 个，近百款国内外最新车型、各式新车全部集中亮相哈尔

滨国际会展中心 4 万平方米 A、B、C、G四展馆，展出车辆达 652

台，在春节前的秋冬季节，掀起一股选车、购车的热潮，成为秋

季汽车行业内的一次盛大聚会。 

车展上，展车价格低、优惠多 

除了车展专享特价车优惠活动外，各大汽车品牌为冲击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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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推出一系列的大额购车优惠政策。多重让利促销，铺天盖地优

惠、底价购车专享、限时限量抢购、超值礼遇保障，为广大消费

者带去真正的购车优惠，万元大礼包、现金直降、车展最惠价、

全场裸价售车、疯狂大礼、免息免税、赠补贴、秒杀价、专场团

购、现场游戏互动……一系列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途观优惠 4

万、广汽丰田〇首付、雪佛兰 8折销售等超低价格和优惠，让消

费者大呼“实惠”。虽然受暴雪影响，参观人次下降了近 50%，

但售车量却照去年同期仅仅下降了近 30% ，由于整个展期最后

一天道路积雪状况改善，售车量还创造了车展最后一天售车的历

史新高。惠民低价满足广大消费者需求的车展形式，成就了本地

车展现场销售的奇迹，举办了 48 届的哈尔滨车展累计成交额已

突破 708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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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个汽车品牌，161 家参展企业，652 款各式新车 

国内外汽车厂商携 74 个国内外汽车品牌，652款各式轿车、

跨界车、跑车、越野车、房车、SUV 车、MPV 车，以及众多进口

豪华车参展，基本都是最新下线新车。70%的展台搭建由主机生

产厂家来完成，高端、大气、上档次，体验区、洽谈区、二楼休

息区、演艺区、互动区等综合服务区遍布全场各展台。秋季车展

作为车友集中检阅新车的全景式平台，既是年终最大一波购车钜

惠，也是车友一站式购车的首选。秋季车展成了全省车友的一个

节日，也确实是车友不容错过的购车良机！ 

 

规模大，品种全，展览面积达 4 万㎡ 

秋季车展使用了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B、C、D四大展馆，

展览面积达 4万平方米，是黑龙江省“规模最大、新车最全、专

业化程度最高、知名度最好、参观人次最多、优惠最集中、影响

力最大”的秋季最佳购车平台。迈巴赫、林肯、保时捷、奔驰、

雷克萨斯、凯迪拉克、福特、捷豹、陆虎、VOLVO、德国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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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菲尼迪、三菱、斯巴鲁、斯柯达、一汽丰田、一汽大众、上汽

通用、上海大众、上汽荣威、广汽丰田、广州本田、广汽三菱、

东风乘用车、东风雪铁龙、东风标致、东风本田、长安福特马自

达、长城、比亚迪、江淮、奇瑞、吉利等进口、合资和自主品牌，

携旗下全系热门车型、首发新车、限量版车型，重磅亮相，规模

空前。 

助企惠民政府补贴，将温暖送给千家万户 

为使汽车消费者享受更多优惠，助力我省限上汽车销售企业

发展，进一步稳增长，促消费，促进经济回暖复苏，省商务厅、

哈尔滨市商务局将作为政策支持单位助力本届汽车展。活动期间

省政府、哈尔滨市政府将通过发放消费引导补贴资金，使所有参

与此次活动的消费者享受优惠。补贴资金额度有限，先到先得，

发完即止。 

严格疫情防控，重视服务安全 

本届秋季车展严格实施疫情防控的健康防护措施和应急预

案，展期防疫工作严谨有序。3600 多展商的行程资料、体温资

料、健康资料，全都搜集在案；6 万多人次观众进场时提供了龙

江健康码以及 14 天行程码以及双手消毒、红外群体测温、物品

安检、票证查验共五道关口后方能进入场馆。展馆内，配备一次

性医用口罩、免洗消毒液、84 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同时专业人

员对通道、卫生间、餐饮区每日数次定时消毒、定时通风。不仅

如此，现场还加强了安全巡视、人流疏导、馆内峰值限流。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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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展还设置了观众休息区、医疗救护室、120急救车等服务设施，

方便大家参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的发生。 

 

虽然遭遇暴雪袭击，秋季车展仍实现了拉动国内大循环、促

进消费、惠政于民的目标。秋季车展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汽车

工业的最新科技、树立环保理念、传播汽车文化、活跃汽车市场、

满足百姓的购车需求，而且展会对进一步加强中、外汽车界的交

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哈尔滨长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