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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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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暂停到重启 一次会展引来5万余人，酒店餐饮营收同比增长450%A

“每天忙到凌晨两三点，一
天上百个电话。”忙碌，是琼海
市会展协会秘书长刘晶晶最近
的工作常态，也是最近大部分
琼海会展行业从业人员的状
态。近期，一个接一个展会在
博鳌举办，一直排到明年1月。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让各
行各业遭受冲击，会展业作为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当其冲。随着疫情防控进
入常态化，琼海会展业按下
“重启”键，迎来爆发期，各方
信息、声音不断在博鳌汇聚。

面对新形势、新变局，各行
各业都在寻求破局，企业迫切
想了解行业动态，渴望倾听更
多前沿声音，为自身发展赢得
空间和时间。这是会展业发展
面临的机遇，也是琼海的机遇。

早在2016年，海南省就
将会展业列为“十三五”规划
的12大重点产业之一。《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
明确指出，海南要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其中就包括“加快
建设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这
一重要目标。今年7月，海南
自贸港背景下的首个省级会展
业支持政策——《海南省支持
会展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出
台，更是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
发展会展产业的高度重视，也
指明了我省会展业向规模化、
品牌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方向。

中康西普会、博鳌全球母
婴产业发展论坛、2020全球电
竞运动领袖峰会暨腾讯电竞年
度发布会、2020年博鳌旅游发
展论坛暨旅游商品博览会……
一场场高级别的行业顶尖盛会
接连举办，琼海会展业成为当
下海南“会展热”的缩影，也成
为我省多措并举激活内外“双
循环”，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生动案例。

走出疫情影响办会办展
的，不单单是琼海。6月 18
日，2020文旅国际峰会暨世
界酒店论坛在三亚开幕；8月
12日，2020全球物流技术大
会在海口举行……整个海南
会展业陆续“重启”。另据悉，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
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投入使
用后将进一步提升海南今后
承接大型展会的“硬实力”。

“下半年的会期排得满满当当，大小
会议相比往年同期多了不少。”10月 10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
议中心见到刘晶晶时，她正在忙碌10月
15日召开的第二届博鳌国际研学旅行论
坛相关事宜，这也是“十一”假期后博鳌举
行的首场会议。

在海的故事创办人蒋翔看来，博鳌举
办的各种大型会议和展览，就是当地服务
行业的晴雨表。今年8月13日至8月16
日，以“逐日者毅行——启幕全生命周期
健康管理新时代”为主题的2020西普会
在博鳌举行，成为琼海市今年以来召开的
规模最大的会议。6000多名嘉宾从各地
如约而至，参会人数多达5万余人。

“因为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各地

会展业陷入低迷，琼海也不例外。西普会
的召开，让琼海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直接
受益。”蒋翔介绍，海的故事餐厅餐位早在
西普会开始前一个多月就已经被预订完，
西普会期间，餐厅每天的客流量都在3000
人左右。在西普会期间，餐厅总营业额超
百万元。

不仅是海的故事，酒店餐饮业内其他
商家的“西普会成绩单”同样亮眼。据琼
海市相关部门统计，博鳌镇和潭门镇有
120多家餐饮店，8月10日至8月16日期
间，酒店餐饮平均营收同比上月增长
450%；大排档平均营收同比上月增长
333%；潭门海鲜平均营收同比上月增长
30%。博鳌镇上约有30家酒店，西普会期
间天天爆满，一房难求，不少参会嘉宾甚

至选择到附近的潭门镇、中原镇、嘉积镇
居住。

琼海市商务局局长王雄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随着2020年进入第四季度，博鳌
会展业还会迎来又一轮“黄金期”。“第四
季度已经确定举办的展会数量就有23个，
并且大多是千人以上级别会议。”王雄说，
有些会展项目仍在洽谈中，随着时间推
移，办会办展数量还会继续增长。

另据了解，9月21日下午，为期三天
的2020年博鳌旅游发展论坛暨旅游商品
博览会圆满收官。论坛上传来好消息
——琼海市签约36个大型定期定址会展
项目，涉及科研、互联网、医疗、现代服务、
应急、医美大健康等多个产业领域，总签
约额达2亿元。

“经过半年蛰伏，各个行业都在寻路
破局，企业迫切想要了解行业动态，渴望
听到更多前沿声音，企业与企业、企业与
行业、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交流重要性愈加
凸显，会务需求密集。”刘晶晶说。

为何琼海会展行业“重启”快，见效更
快？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离不开本地会
展企业的提前布局，也离不开当地政府对
办会办展的支持和鼓励。

据中远海运博鳌国际会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青山介绍，疫情发生后，特别是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他们对发展战
略进行调整，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发展线上
业务，同时依托“博鳌”这一“金字招牌”，
主动开拓更多定期定址的品牌会展项

目。“也是得益于提前谋划和准备，最近接
连落地的展会，都是疫情期间的洽谈成
果。”刘青山说，同时，琼海不少会展企业
也都在利用不能办展的间隙“苦练内功”，
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琼海虽然有着丰富的办会经验，可
今年情况特殊，所以我们丝毫不敢松懈，
以西普会为例，会议期间琼海举全市之力
发挥‘店小二’服务精神，确保会议顺利举
行。”王雄说。

据悉，今年的西普会相比去年，参会
人数和商务洽谈项目数都有明显增多，分
论坛数量几乎多了一倍。“我们开始也捏
一把汗，但政府主动和我们对接，制定了
详细的服务保障方案，会议开始后一切井

然有序，不论是参会方还是办会方，大家
都感到安心。”谈到琼海相关部门对本届
西普会的保障举措，西普会主办方——广
州中康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
平连连点赞。

据介绍，为做好会议活动的医疗保
障工作，西普会期间，琼海市卫健委协
调市医院提供救护车，负责处置现场医
疗问题，同时协助指导主办方按照新冠
疫情防控要求，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出门前气象单位提供精准预报天
气，每半小时报一次，路上有人维持交
通秩序，到场后有通讯车保障通信顺畅
等，贴心的服务，体现在数不清的细节
中。”李平说。

近年来，琼海“三地两区一中心”创建
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当地瞄准打造“国
际会都国际旅游会展目的地”这一目标顺
势而为，持续推动更多会议会展落户博
鳌，打造“4+365”天永不落幕的国际会展
之都。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10月1日，今年
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65
场规模级会议中，医疗健康类会议14场，
占比21.5%。这也表明，随着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逐渐成为国际医
疗旅游目的地、国际先进药械进入中国市
场重要通道、国际尖端医学技术研发和医
疗科技创新区域，乐城医疗健康特色产业

驱动会展行业发展的效果也愈加明显。
而通过医疗康养、文体旅游等特色产

业驱动，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背景下，
琼海会展业不仅瞄准国内市场，同时在全
球范围内整合、优化、挖掘会展资源，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开发好国内市
场的同时，积极对接畅通国际市场，激活
内外“双循环”，而类似于西普会这样的国
内国际大型定期定址会展项目的落地，将
极大带动琼海乃至全省的消费市场。

如今，琼海会展业走过了“广撒网、大
招揽”的第一阶段，正在升级到“树品牌、
促产业”的第二阶段。“琼海市新的会展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出台，通过政策引导

驱动，有助于市场主体对琼海的会展业有
更清晰的判断。”琼海市商务局副局长、会
展局局长韦学桂说。

据介绍，新的补贴政策中，突出了琼
海产业特点和高端大型会议目的地定位，
把原来起点300人以上的会展项目提高到
现在500人以上的会展项目才予以补助，
扶持重点放在定期定址1000人以上的会
展项目，会议类提高 10%，展览类提高
20%予以补助。“这是深化会展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王雄说，通过
扶持对经济拉动作用巨大的大型会展项
目，可以有效发挥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
创造适应会展市场新需求的有效供给。

结合旅游会展，今年琼海市还出台了
航班航线补贴办法，支持开通北上广深等
国内一线重点城市飞抵博鳌的航班航线，
为来博鳌开会参展和商务文化交流提供
了极大便利。“在会展场地改造升级、优化
配套服务等方面，琼海还将积极落实相关
举措，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推动会
展服务及软硬件配套设施尽快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韦学桂说，前不久，国内首家
以会展产业互联网为发展目标的博鳌云
平台首次亮相，意味着琼海会展业在智能
化、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除了“引进来”，琼海会展业也在“走
出去”。例如，在上海进博会和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等重要展会
上，琼海本土会展企业——博鳌中远海运
国际会务有限公司承接了主要的服务接
待任务。这表明，依托一流的办会办展能
力，琼海会展企业已开始着手异地办会办
展，这有助于琼海会展业在国内树立标
杆，同时进一步打响“博鳌品牌”。

会展业专家、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耿松涛认为，琼海一方面可以利用博鳌亚
洲论坛金字招牌，积极引进国际型高端会
议；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贸港人员流动、
资金融通和产业投资便利化等优势，引进
国际龙头会展企业和人才。“国际龙头会
展企业的进入，会为海南带来更为先进的
会展经验和思想，激发行业活力，带动海
南整个会展业优化升级。”耿松涛说。

“海南有很多特色产业，比如热带高效
农业、海洋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现代旅游
业、医疗健康产业等，不管是办会还是办展，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和市
场环境靶向发力。”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
会长王健生建议，琼海会展产业还可以根据
海南全省产业特点，与其他“拳头”产业强强
联合，创造更多“会展+”发展新模式。

采访中，王健生和耿松涛多次提到，
琼海市相关部门要走进国内国际市场寻
找合作机遇，形成多层次的招商招会招
展体系，同时发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统
筹宣传推介作用，借助“互联网+”的方
式，促进本地会展企业转型升级，帮助本
地企业进入国内国际市场，进而促进更
多定期定址会展项目落地。

（本报嘉积10月19日电）

重启背后的密码 本地会展企业提前布局，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B

特色产业驱动 对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激活内外“双循环”C

目前
琼海已有与会展业务相关的企业

153家
具有独立承办会展重点企业

博鳌中远海运 海南天下凤凰
海南中惠思艾 海南云昇创

等4家

会议设施较为完备的酒店

亚洲论坛大酒店 东屿岛大酒店
亚洲湾酒店 金海岸温泉大酒店
国宾馆

等10多家

“引进来”“走出去”
树立行业标杆进一步打响“博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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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共举办会议
394场
展览2场
参会人数16.7万人
千人以上会议35场

其中3000人以上6场
会议收入约2亿元

2019年共举办会议
386场

参会人数16.8万人
千人以上会议36场

其中3000人以上6场
会议收入约2.63亿元

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

其中
能举办1000人以上大型会议的场馆
有3家
琼海全市共有宾馆酒店297家
挂牌星级酒店13家
可接待房间数13783间

近期，一场场高级别行业顶尖盛会接连在琼海召开，各方信息不断在博鳌汇聚。
图为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2020西普会在
博鳌举行，6000多名嘉宾从
各地如约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