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会展业按下“重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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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寂了近 5 个月的珠海会展业，发出了重启的信号。 

    近日，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官宣：珠海今年第一场

大型展览——珠澳名品家博会暨珠澳新婚旅游展将于 8月在

珠海举办；展览面积达 15000 平方米的中国（珠海）国际茶

业博览会，也已定期 9 月举办。 

    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展业也是受

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自 1 月 24 日暂停举办大型经贸

活动后，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珠海会展上下游企业及从业人

员均经历了严峻的生存考验。 

    如今，珠海经济社会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在持

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会展业能否加速复苏，爆发出积蓄

的能量，将成为珠海经济的一大考验。 

   

    从“冰点”艰难复苏 

    “今年原计划在海外 12 个国家办展，现在除了 1

月在巴基斯坦已经办了的，其余 11 个展全部取消。”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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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时代会展有限公司（下称“再生时代”）总经理李广连

说。 

    再生时代是一家致力于服务全球办公设备及耗材

的专业会展企业。自 2007 年起，每年都在珠海主办中国（珠

海）国际办公设备及耗材展览会，并先后在美洲及欧洲非洲

中东地区举办系列行业展览会。 

    “今年销售收入肯定是大幅下降的，估计在 50%

以上。”谈及疫情的影响，李广连很无奈，“打印耗材展是

外向型的展会，现在最主要是要看海外疫情能否控制住。”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各行各业受到冲击，会

展业尤为严重。1 月 24 日，珠海宣布暂停举办大型经贸聚集

类活动，所有展馆关闭，展览和会议活动取消或延期，整个

产业链几乎全面停滞。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自 2 月以来，已取消的展会活动约 28 个，直接经济损失超

3000 万元。”华发现代服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付睿说。 

    作为珠海市区唯一的大型专业会展场所，自 2014

年 10 月开幕以来，截至今年 1 月，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已累

计接待展览及活动逾 140 个；接待会议活动超过 3500 场。 

    “我们从 3 月 2 日起开始有序复工，同时与各个

企业客户开启‘云沟通’，及时跟进关切客户情况。”付睿

介绍说，自 5 月 9 日广东省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



别调整为三级响应后，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就开始采取限流、

提前预订等方式逐步承接各类会议、会展活动。 

    目前，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已陆续接待部分小型内

部会议及企业宣讲会，大规模的展会也接连确定排期。 

    “国外疫情仍紧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跟外贸

联系较为紧密的会展产业较多仍处于观望状态。但同时，也

有越来越多聚焦民生消费主题的展览开始出现。” 

    付睿介绍，其中，珠澳名品家博会暨珠澳新婚旅

游展就是从深圳首次引进的消费展。已定期 8 月 22—23 日

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中国（珠海）国际茶业博览会已

定期 9 月 10—13 日，展览面积将达 15000 平方米。 

    “国际耗材展也将按原计划于今年 10 月，在珠海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李广连告诉记者，但因境外疫情的原

因，目前部分计划参展企业仍在观望中。 

    “海外观众能不能来很关键，现在必须做好两手

准备。如果海外观众不能正常参展，我们计划采用 VR 技术，

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办展。”李广连透露。 

    下半场有望激活新动能 

    数据显示，珠海现有星级（含同等级）会议型酒

店 83 家，其中 42 家会议室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2018 年

会展行业为珠海吸金 153.05 亿元，占全市 GDP 的 5.25%。会

展经济已成为珠海经济的“新亮点”。 



    度过了艰难上半场的会展企业，在下半场将如何

发力？ 

    付睿表示，目前会展中心正在加大市场容量的开

发，正针对高端商务会议、协会会议、有展览展示需求的精

品会议等方面进行精准开发培育，逐步形成能辐射珠江西岸

的高端商务聚集地。 

    “另外，也利用场馆当前较为空余的时段积极探

索场馆的多元化经营，包括场地空间的灵活使用。”他举例

称，如将宴会厅及展厅变身为活动直播间和体育活动训练场

地。同时，积极研究餐饮产能输出新方式，包括将餐饮产品

上线美团外卖平台，与组团内酒店共同推广一价全包营销套

餐等。 

    积极“走出去”也成为其今年工作的重点。按计

划，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将配合市商务局、市会展局的工作安

排，整合各项会展旅游资源，联手会展业与旅游业主动走出

去进行城市宣传营销，加强对外传播。 

    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会展业如何加速为城市、

产业赋能？在业内人士看来，云会展蕴含着新的改变与生

机。 

    此前，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宣布，将第一次以

线上形式举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把“国际博物馆日”搬到

线上；将于 7 月 8 日如期举办的中国建博会（广州），也宣

布联合巨量引擎，共同打造“DOU 看建博会”云展…… 



    “疫情加速了会展行业的数字化进程，这是特殊

时期不可预测的偶然，也是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腾讯云副总裁、腾讯文旅总裁曾佳欣表示。 

    今年 4 月，商务部印发《关于创新展会服务模

式 培育展览业发展新动能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要积极

打造线上展会新平台，推进展会业态创新，积极引导、动员

和扶持企业举办线上展会。 

    珠海企业也在积极拥抱这一新变化。 

    在珠海普乐美厨卫有限公司的直播展厅，3 位外贸

团队工作人员正紧张地练习用英语介绍产品。 

    作为广交会的“老面孔”，今年，普乐美为了线

上直播展示，特意搭建了欧式风格的厨房和洗手间，还计划

将直播间开到生产线上，以给采购商更动态直观的体验。 

    “‘线上＋线下’是当下不错的展出形式，也会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不错的发展。疫情之后，线下会展

如何融合线上导流，如何设计、策划和组织实施会展活动都

需要加以重新思考。”付睿说。 

    但他也强调，云展会的火热并不意味着实体展会

的消亡或退散，“会议展览需要一定的场景才能营造体验感，

实现交互，并更好地促进消费转化。” 

    新技术、新模式赋能的同时，今年下半年，两个

重磅展会也将给珠海会展业带来巨大流量和经济效应—— 



    按计划，第十三届中国航展将于 11 月 10—15 日

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行。 

    截至目前，本届航展已有中国、阿联酋、澳大利

亚、德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 400 多家国内外知名航空

航天企业确定参展。 

    备受关注的博鳌亚洲论坛也在此前宣布，将于今

年 9 月在珠海举办首届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 

    据介绍，该论坛是世界上首个关注经济发展和安

全问题及其相关性的顶级平台，首届论坛大会预计将汇集众

多重磅嘉宾。 

    扶持措施引导行业共渡难关 

    某种意义上来说，会展业的复苏速度，也反映了

会展城市的活力与综合实力。 

    早于珠海之前，佛山已在全省率先重启展会，中

国（佛山）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于 6 月 5 日至 8 日在潭洲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广州也紧随其后，全国首个国际防疫物资

展览会——广州国际防疫物资展览会定于 6月 10 日至 11日

在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 

    珠海应该如何为会展业复苏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5 月 19 日，珠海市商务局正式印发《关于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珠海会展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下

称《措施》），聚焦 7 个方面出台扶持政策，支持会展行业

共渡难关。 



    《措施》显示，珠海将加快会展扶持资金拨付进

度，加大对会展项目和大型专业展览场馆的补助力度。 

    具体来说，对计划于 2020 年上半年举办但因疫情

延期并在当年度继续举办的会议和展览项目，按要求备案及

符合补助条件的，相关补助资金标准上浮 20%；对 2020 年下

半年举办的会议和展览项目，按要求备案及符合补助条件

的，相关补助资金标准上浮 10%；对 2020 年大型专业展览场

馆承接展览活动运营，补助标准上浮 10%。 

    给予补助之外，珠海也着力减轻会展企业税费负

担和宣传负担。 

    《措施》提出，对会展企业因疫情影响纳税确有

困难的，依法合理予以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经市商务局批准同意的，由珠海相关行业协会

或重点会展企业在境内举办的珠海会展业宣传推广、招商推

介和市场开拓活动，按实际发生费用给予最高 80%的资金支

持，每场活动不超过 25 万元；对承办单位的组织费用给予

资金支持，每场活动不超过 10 万元。以上合计不超过 30 万

元。 

    同时，对参团企业人员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给予资金支持。 

    逆境之时，也是行业自我修炼、强内功之时。 

    为加强对会展人才培训工作的支持，《措施》提

出，对经市商务局批准同意的，由珠海相关行业协会、专业



培训机构或相关高校等在本市范围内面向全市会展企业举

办的业务技能培训、服务能力提升培训和高端人才深造等公

益性行业培训、讲座及论坛项目，按实际发生费用给予最高

80%的资金支持，每场活动不超过 25 万元。 

    此外，《措施》还提出，加大对承办会议活动酒

店和地接服务旅行社的支持，加大会展公共服务支持。 

    其中，对珠海酒店和地接服务旅行社在 2020 年承

办获得《珠海市会展业扶持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扶持的

会议活动，按该会议项目扶持总金额的 15%，分别给予其资

金支持。 

    珠海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介绍，下一步，珠海将

继续加大对会展业的扶持力度，全力筹办中国航展等重量级

会展项目，提升珠海作为区域性国际会展城市和会议目的地

城市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我们希望通过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支持和鼓励

会展企业坚定信心，稳定会展产业链就业，保障会展企业正

常运转，化危为机，创新求变，通过会展活动疏通投资、贸

易、消费通道，助推珠海经济复苏。”王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