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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中国旅游产品结构已从单一的观光旅

游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其中会展旅游的勃兴尤为

引人注目。目前 ,会议展览、奖励旅游业已成为中国

旅游业重要的客源市场和产品 ,并以其客人档次高、

综合效益好而成为业者们争相开发的新项目。作为

中国国际会展名城 ———广州 ,如何应对新世纪国际

会展旅游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 ,使广州国际会展旅

游业更上一层楼 ,并在国内作出表率 ,是旅游界、会

展界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　广州发展国际会展旅游的条件

国际会展旅游市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接

待国或地区会展所在城市举办国际会展的硬、软件

是最重要的因素。总体来说 ,广州发展国际会展旅

游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

(一)交通

会址的可进入性 ,直接影响到会展旅游者的时

间、精力和金钱的花费。可进入性差 ,花费在路上时

间长、费用大 ,折腾得精疲力尽后 ,旅游者很难全身

心地投入会议 ,直接影响到会议质量和参会者的决

策。因而 ,交通运输是会址可进入性最重要的因素。

交通运输包括空中交通与地面交通两种。空中交通

是以有多少国际航空班机飞航这个国家、从各地飞

来需要多少时间、是否有包机的可能性、大会指定航

空公司 (national carrier) 是否可以提供与会代表优惠

票价等因素来评估。地面交通是指争取主办国际会

展的国家的地面交通运输系统的完善性。在国际会

议旅游发达的欧洲 ,国与国之间除了航空交通外 ,地

面交通连接系统 ,包括会址城市的市内交通设施的

便利程度是否便捷也都是考虑的因素。广州是我国

的南大门 ,是我国最主要的陆路入境口岸、航空港和

海运入境口岸 ;京广、京九铁路分两路纵贯南北 ,形

成我国最主要的铁路交通网络 ;广州白云机场是我

国三大国际航空港之一 ,新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将

于 2004 年 10 月正式运营 ;与香港、澳门有直航飞翔

船相通 ;省内高速公路以广州为中心结网 ;市内交通

在市政府近几年的“小变”、“中变”工程中得到了明

显的改观。可见 ,广州发展国际会议旅游的内外交

通条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二)场地、视听设备、展览

会议与场地及展览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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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需要场地 ,而经常有会议就有展览 ,有展览就有

会议 ,视听设备更是影响会议质量的关键 ,国际会展

对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广州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 ,是我国对外贸易历史最悠久、最发达的“千年

港市”。1956 年开设至今、每年两届的“中国第一

展”———“广交会”,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对外

商品博览会 ,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中国市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 ,并拥有一流的国际会展场馆设施和办

展水平。广州琶洲新的会展中心占地面积 92 万平

方米 ,全部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展览中心。目

前 ,首期工程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 ,是迄今亚洲最

大、世界第二的展馆 ,这初步展示出广州具有国际水

准的现代国际会议与展览城的良好形象。据广交会

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介绍 ,第 95

届广交会将在琶洲展馆和流花路展馆两地分两期同

时举办。琶洲展馆经第 94 届广交会试运行后 ,第 95

届广交会全面投入使用。两个场馆两期展览毛面积

达 54 万平方米 ,展览净面积达 2413 万平方米 ,折合

国际标准展位27 000个。根据 AUMA(德国展览委员

会)的统计标准 ,其规模将跃居世界单年期展会的第

三位。在展位数量适当增加的同时 ,第 95 届广交会

更加注重质量。具有外贸经营权的各类内资企业 ,

前年为 6 万家 ,去年底已近 11 万家 ,而具有进出口

经营权的内、外资企业总数超过 30 万家 ;同时 ,由品

牌商品和名优新特商品参展的展位将有2 600个 ,比

第 94 届广交会增加 80 %。第 95 届广交会还将首次

设立品牌产品展示柜 ,这为“广交会”巩固“中国第一

展”的地位及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三)饭店、餐饮

住宿与餐饮安排相当重要 ,高质量的服务会让

国外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也会吸引他们考虑会

前会后多留几天参观旅游 ,增加在当地的消费。

广州自改革开放以来 ,酒店业蓬勃发展 ,星级宾

馆 ,尤其是高星级宾馆长期位居全国榜首。白天鹅

宾馆是世界酒店业协会评定的中国最好的五星级饭

店 ,在世界上排名前列 ;花园酒店则拥有号称东南亚

最大的国际会议厅 ;全市有一大批管理良好的涉外

星级饭店 ,这都可以为国际会议游客提供不同层次

的优良服务。

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常有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参

加 ,餐饮的安排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是否有适当的餐

饮场地以及专业的人员也成为评估的条件之一。广

州的餐饮设施十分完善 ,能满足各种不同规模会议

同时进餐。据统计 ,在全国百家优秀旅游饭店中 ,广

州占了 3 家 ,全国 45 家特级酒家中 ,广州有 9 家。[1 ]

粤菜是中国三大菜系之一 ,“食在广州”名扬海内外。

(四)旅游

旅游内容的设计是国外人士考虑是否参会的因

素之一 ,绝大多数的与会者也希望借参加国际会议

来缓解工作的压力。如果旅游内容的设计相当精致

与丰富 ,大可吸引国外与会者甚至于他们的眷属来

华消费。会议旅游与一般观光旅游不同 ,必须经过

精心包装后 ,才能吸引与会者报名参加。国际会议

的旅游大致可分为三类 : (1)主办单位免费提供的半

日市区观光游 ; (2)会议期间提供与会者眷属的各种

行程服务 ,但费用自理 ; (3)会前或会后旅游 ,费用也

是自理。广州是我国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

首批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即为

全国著名的 7 大旅游城市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广州

市旅游业快速发展 ,已成为广州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2002 年 ,广州市城市接待旅游总人数超过7 800万

人 ,旅游业总收入突破 500 亿元 ;入境游客人数一直

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2002 年旅游外汇收入为

18172 亿美元 ,占广东省旅游外汇收入的 1/ 3 强 ,占

全国旅游外汇收入近 1/ 5。[1 ]广州旅游业的硬、软件

水平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 ,特别是城市商务旅游、购

物旅游、美食旅游、娱乐旅游以及观光旅游 (一日游)

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完全能够满足会议游客

的需求。

(五)通讯、宣传

国际会议需要借助网络、印刷、媒体的宣传来鼓

励与会者报名参加 ;大会期间大量的长途电话、电子

邮件需要上网与传真。广州信息通讯业高度发达、

居全国前列。2002 年末 ,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

162 台 ,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为 6018 台 ,比北京、

上海分别高出 3412 %和 6117 %。[1 ]广州各种媒体发

达 ,同样居于全国前列 ,这可以为商贸、商务活动提

供优良的信息资讯服务。

(六)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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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国际展会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才能

保证展会的质量。专业人才中的中心人物是专业会

议筹办人 (professional conevention organizer ,简称 POC

或 meeting planner) ,专业会议筹办人需要懂得筹办

国际会议的各项细节 ,再经由他们寻找适当的各种

专业人才共同合作 ,如专业视听人员、同步翻译人

员、旅游人员等。专业会议筹办人的经验相当重要 ,

因此 ,在争取重要国际会议时 ,专业会议筹办人过去

承办大会的经验也成为竞标时重要的参考因素之

一。广州地处我国开放前沿 ,比邻港澳 ,开放度高 ,

对外交往多。广州从 1956 年起每年举办两届中国

出口商品交易会 ;还经常举办各种国际专业会展 ,这

为国际会议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积累了相

当丰富的管理和组织经验。

(七)其他

一个国家政治与经济稳定 ,国际组织才会考虑

国际会议在该国举行。20 多年来 ,中国大陆改革开

放 ,经济快速发展 ,政治稳定 ,使得国际会议在中国

大陆举行的次数越来越多 ,预期中国大陆将成为国

际会议地点的首选区。广州是我国著名的商埠 ,有

2000 多年的开放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 ,广州又先走

一步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富裕安定。自 1992 年起 ,

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 10 大城市的第三位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和税收居全国 10 大城市的首位。同时 ,广

州毗邻港澳 ,地理位置优越 ,并且是全国华侨最多的

大城市 ,对外开放程度高 ,国际信息灵通 ,国际性交

往频繁 ,国际客源市场大 ,是举办国际会展理想的地

点。如 1979 年～2002 年 ,广州实际利用外资居全国

10 大城市的第二位。目前 ,已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客商前来广州投资 ,在广州设立了8 000多家外

资企业和2 000多家办事机构。[1 ]这些都为广州国际

会展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客源保障。

可见 ,在硬、软件方面 ,广州可为国际会议、商

贸、商务旅游提供一流的条件。

二、　广州国际会展旅游发展的战略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深入 ,我国入

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 ,这将为我国加入国际会

展旅游市场提供很好的机遇。作为中国会展旅游名

城 ———广州 ,如何面对挑战 ,抓住机遇 ,提升实力 ,参

与国际竞争 ,就显得十分紧迫。笔者认为 ,当前广州

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会展旅游与城市发展一体化

国际性的政府会议、公司会议、展销会、博览会

等国际会议和展览 ,往往是各国电台、电视、报纸和

网站等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 ,且引起各方面的广泛

重视 ,既能扩大举办国的政治影响 ,又能提高会议所

在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在国际上 ,一个城市召开国

际会议和举办国际展览的数量和规模 ,已成为衡量

这个城市能不能跻身于国际知名城市行列的一个重

要标志。同时 ,对举办会议城市的市民综合素质、市

政建设、交通设施及环境卫生等软硬件的提升 ,对促

进城市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改善城市形象等方

面均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瑞士小镇达沃斯 ,每年举

办世界经济论坛 ,使这个风景秀丽的小镇受益匪浅 ,

声名远扬。中国的博鳌 ,仅因为亚洲论坛的定址 ,从

此身价倍增 ,红遍大江南北。′99 昆明世界园艺博览

会 218 公顷的场馆群及相关投资总计超过 216 亿

元 ,使昆明城市建设至少加快了 10 年。[2 ]其成功举

办 ,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促进了我

国园林园艺事业的发展 ,尤其是对云南的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上海申博 ,国家专门成

立了“2010 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上海专门成

立了“2010 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通过

申办口号和海报征集、民意调查、知识竞赛和评选市

民代表等系列活动 ,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综合素质及

其国际形象和知名度。[2 ]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已经成功举办了 92 届 ,“广交会”已经成为广州、乃

至中国的代名词 ,世界知名的品牌。广州应当借助

中国近年国际盛事连台的东风 ,依托优秀旅游城市

和前阶段“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 年一大

变”的城市建设成就 ,抓住新一轮城市规划建设 ,特

别是新“广交会”会展博览城建设、南沙新广州中心

城市建设、花都新白云国际机场建设等历史发展机

遇 ,高标准建设国际会展硬、软件 ,推进广州国际会

展旅游更上一层楼 ,步入世界会展旅游发展的快车

道。

(二)加强区域强强联合

伴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提升 ,城市旅游环境已

成为会展经济浪潮中的主角 ,主导着中国会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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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目前 ,国内许多城市 ,如北京、上海、深圳、

大连、重庆、昆明等大中城市都瞄准了会展经济这块

诱人的奶酪 ,纷纷大兴土木 ,建造大型展览场馆 ,力

争在会展经济这个“金矿”中掏一桶金。无疑 ,随着

这些城市新建展馆的陆续落成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竞争将呈现白热化。城市间建立战略联盟 ,形成战

略伙伴关系和集群竞争优势已成为中国会展城市共

生共荣的发展趋势。我国入世又将面对来自国外著

名会展公司和城市的挑战。因此 ,广州应充分利用

毗邻港澳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香港 ,每年有 100 多

次大中型国际会议举行 ,对广州发展国际会议旅游

有重大影响。借 CEPA 实施的东风 ,依托区位优势 ,

把握机遇 ,实行强强联合 ,整合优势 ,增强实力 ,共同

发展。同时 ,也要加强与珠三角相关特色国际会展

城市和名牌展会的联合 ,如深圳的高交会、东莞的中

国 (东莞)国际电脑咨讯产品博览会和国际服装节、

顺德的中国顺德国际家用电器博览会以及花博会等

节会。若广州能联合协调珠三角各城市 ,形成包括

香港在内的大珠三角圈的整体观念 ,把握好各自的

优势定位 ,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减少低水平的

无序竞争 ,促进广州区域会展旅游经济一体化的形

成 ,打造大珠三角会展旅游航母 ,这将迅速提升区域

会展旅游国际竞争力 ,加速广州会展旅游经济向国

内外辐射和延伸。

(三)发展特色品牌项目

培育品牌化的展会已成为城市会展经济发展的

一项重要内容。如经过多年的发展 ,北京会展业国

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特点已初露端倪。1990 年

以来 ,北京先后成功地举办了世界妇女大会、国际档

案大会、国际建筑师大会、万国邮联大会等几十个大

型会议。其中 ,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中国国际研讨

会暨展览会 ,中国制冷会 ,中国国际冶金、锻造、锻压

及工业炉展览会和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被国际

展览联盟 (UFI) 认可。从当前各城市会展旅游经济

发展的形势看 ,为避免与其他城市的直面竞争 ,各城

市将考虑自身的特点 ,突出“特色”,发挥本地的资源

优势、产业优势 ,培育本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为基

础的专业特色展、名牌展。作为珠三角中心城市的

广州是中国三大会展中心之一 ,但获得国际展览联

盟资质认可的 15 个中国展会却均与广州无缘。日

前 ,在第 69 届国际展览联盟年会上发布的最新研究

报告中 ,把北京、上海、深圳、大连作为亚洲最重要的

展览城市 ,其中也没有广州。广州展览市场的印象

是 ,强调展览面积大。论规模 ,广州展览的确在全国

乃至亚洲居前列。但规模大却并不足以吸引海外客

商。海外客商讲究名牌效应 ,注重的是展会能否提

供真实、有效、充分的观众数据资料。广州会展旅游

业要突围而出 ,就应该依托“广交会”传统品牌 ,组织

力量 ,加大投资 ,创造若干主题鲜明、特色突出、专业

化、民族化、国际化新品牌 ,并有机整合形成品牌系

列 ,提升国际竞争力 ,推向世界 ,改变以规模称雄、规

模淹没品牌的观念 ,树立广州展会在国际参展商、参

观商心中的品牌地位。

(四)推行市场化战略

目前 ,广州市政府在当地城市会展经济发展中

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会展的产业化和市场

化进程的推进 ,应逐渐改变过去政府直接参与会展

活动的经营和组织的许多做法 ,从具体的组展活动

中退出来 ,实现“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分离 ,转到加

强对会展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法律法规制定和规范

市场管理等方面来 ;通过一些优惠政策 ,鼓励、培育、

扶持、壮大自己的会展企业和行业协会。专业会议

公司 (PCO)和目的地管理公司 (DMC) 是专门协助起

草文件、组织协调、安排和接待国际会议和活动的专

业公司。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MICE 发展水平的标

志。在一般情况下 ,许多会议组织者在选址和日程

安排时 ,首先要找的是目的地的 PCO 和 DOC ;如没

有 PCO 或 DMC ,则免于考虑在此举办会议。现在一

些民营展览公司和协会已成为会展市场的主导力

量 ,使广州 MICE 活动的组织和接待水平能与国际

惯例接轨 ,适应中小型会议增多、会议预订提前期缩

短等瞬息多变的国际会展旅游市场发展形势。

(五)旅游部门要与外贸部门紧密配合 ,发展国

际会议旅游

1. 要开展系统、高效的广州旅游城市形象推广。

城市形象是发展国际会议旅游的重要条件。旅游城

市形象推广与旅游产品的推广有着不同的形态 ,因

而 ,其推广策略上也有其独立性。一要系统开发广

州旅游城市形象宣传资料 ,包括市徽、主题、口号、宣

传册、导游图、各种影像资料、旅游商品等。二要多

方位、因地制宜开展海内外市场推广 ,如针对不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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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开发难易程度来确定开发次序和采取差别策略。

三要多层面、多渠道进行广州旅游城市形象推广。

由于旅游市场形象建设及维护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

点 ,因而其形象推广也要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各行

业组织和企业多层面、多渠道进行 ,要从更大区域范

围内实行整体对外宣传推广。

2. 加强行业协作 ,发展国际会议旅游。一方面 ,

旅游部门要与外贸部门紧密配合。譬如 ,广州每年

举行两届广交会 ,宾客达十多万人 ,他们绝大多数人

来广州是做生意的 ,来去匆匆 ,很少停留。如果稍为

留意一下 ,他们当中也有人对开研讨会有兴趣。如

能妥善安排 ,他们会乐意参加。另一方面 ,旅游部门

和企业也要联合对外宣传推广。会议旅游市场稳

定 ,连带客多 ,消费力强 ,对当地的经济较一般观光

客的贡献更大。依国外的相关统计 ,会议旅客的消

费是一般观光客的 2～3 倍。[3 ]但有些国际旅行社 ,

长期不搞国际旅游对外促销工作 ,它们“不种粮只抢

粮”,别人到海外宣传 ,他们坐收渔人之利 ,专门收外

国游客。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政策 ,规定凡是国际旅

行社 ,每年必须有若干费用作为对外促销经费 ,迫使

他们组织起来搞好对外促销工作。

(六)加快国际会展旅游人才的培养

国际会展旅游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与北京、上海等国内会展名城相比 ,广州最缺乏的是

人才 ,尤其是会展业发展所需的具有经济、管理、国

际交往、组织策划等方面的国际化的复合型人才。

在当前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 ,广州国际会展旅游

要保持领先地位并持续发展 ,最根本的是要尽快作

出人才建设规划 ,加快国际会展旅游人才的培养。

一方面 ,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会展旅游教育和培训。

如广州大学旅游学院 (中法旅游学院) 是经省、市政

府与法国教育部共同签署协议成立的全日制高校 ,

率先在国内创办会展管理本科专业 ,并与昂热、尼斯

等高校共同合作培养会展管理专门人才。广州大学

旅游学院还与广东商联会、省内相关知名展览中心

等机构和企业合作开展教育和培训等。另一方面 ,

要加快会展教育和培训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如

要尽快组织高校、研究单位、行业协会、企业和政府

有关部门共同研讨制订符合国际惯例、具有中国特

色的会展培训资格认证标准等。

三、　结语

与传统旅游项目相比 ,国际会展旅游具有影响

大、市场稳定、连带游客多、游客规格高、经济效益更

显著等特点 ,成为世界各国会展城市积极发展的热

点。拥有“中国第一展 ———广交会”知名国际会展品

牌的我国国际会展旅游名城 ———广州 ,发展国际会

展旅游具有历史悠久、知名度高、区位优越、区域经

济发达、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条件优越、对外开放度

高、国际客源充足等突出优势 ,在硬、软件方面可以

为发展国际会议、商贸、商务旅游提供一流的条件。

面对当前国内外国际会展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

形势 ,广州若能从战略的高度 ,抓住会展旅游与城市

发展一体化、加强区域强强联合、发展特色品牌项

目、推行市场化战略、加强旅游与相关部门的配合、

加快国际会展旅游人才的培养等重大问题研究落

实 ,广州国际会展旅游必将有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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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and the other“absolute authority theory”. In this paper the difference is analyze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and the

conclusion is made that administrative act authority exists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rather than in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Key words : authority ; invalid administrative acts ;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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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Tourism , Guangzhou University , Guangzhou , Guangdong 510405 , China)

Abstract : On the basis of a pres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 exhibition related tourism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pport elements needed for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 exhibition related tourism in Guangzhou and suggests a

number of strategies for facilitating the move , i . e. integral construction , integration of quality resources , creation of s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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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urism anthropologists believe that much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tourist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respect to motivation , consuming behavior as well as aesthetics. By means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 differences among

tourists of Guangzhou , Hong Kong and Macau are analyzed and the causes a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anthropology.

Key words :tourism anthropology ; tourists ; tourism motivation ; tourism consumption ; tourism aesthetics differences

Vie ws on authority of university research a 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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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wards f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ir role in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 facilita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ssessment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should take as the first principle the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 and be based on a criterion regarding innovation , applicability , and their role i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 The assessment of research papers should basically be based o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ratio of their citation ; meanwhile their intrinsic academic value should be st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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