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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时代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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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CA的概念最早是美军在20世纪90年

代，引用来描述冷战结束后的越发不稳定的、

不确定的、复杂、模棱两可和多边的世界。

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这一

概念和首字母缩写才真正被确定。随后，

“VUCA”被战略性商业领袖用来描述已成为

“新常态”的、混乱的和快速变化的商业环

境。 

VUCA
是指事情变化非常快

是变化的本质和动力，也是由变化

驱使和催化产生的。

Volatile 易变性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的方向在哪儿

缺少预见性,缺乏对意外的预期和对

事情的理解和意识 

Uncertain 不确定性

表示关系不明确

对现实的模糊，是误解的根源，各

种条件和因果关系的混杂。 

Ambiguous 模糊性

意味着每件事会影响到另外一些
事情
企业为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各
种事情所困扰。 

Complex 复杂性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韩正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进的国家战略，是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是

为整个大湾区人民谋福祉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一国两制”事

业发展的新实践。希望港澳社会各界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为更

好地建设大湾区建言献策，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深

化认识。

并提出“四个维度”、“五个定位” 和“六项原则”。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今（1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任组长，
澳门特首崔世安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担任小组成员。这是首次有港澳特首被纳入中央决策组织。韩正任中央港澳工作
协调小组组长的“新职”也是首次向媒体披露。



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为国家经济创新力和
竞争力不断提升，增强提供支撑。

三是优化区域功能布局。把珠三角
地区做强，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

四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为港
澳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港澳居民，
特别是年轻人的发展拓展新空间、
新机遇，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二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与
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
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四个维度



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这个城市群要有体制活力，要有产
业支撑，充分发挥港澳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改革开放排头
兵的优势。

A

B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
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C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要构筑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E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生态环境美、生
活服务完善、港澳同胞和大湾区内地居民同享高质量
生活的共同家园。

D 内地和香港、澳门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它将是港澳融
入国家大局发展大局的重要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五个定位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共享发展，改善民生。

“一国两制”，依法办事。

创新驱动，改革引领。

协调发展，统筹兼顾。

绿色发展，保护生态。

前五项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具体体现；第六项是遵循一国两
制发展的方针的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六个原则



大湾区会展要积极应对六种变化带来的冲击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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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级的大展会停办？
会展业如何应对客户所在的行业变化？

行业的变化

新生代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客户的品牌年轻化主张对于会展业的影响是
什么？

客户的变化

5G时代对于会展业的影响是什么？

技术的变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会展人才？

人才的变化

场馆的多元化经营、注重配套服务等背后的
启示是什么？

展馆的变化

展会的运作模式需要怎样的颠覆与创新？

模式的变化



行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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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大展停办发出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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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未掌握产业与市场变动-如智慧骑乘

北美市场疲乏及进口关税大幅提高

缺乏大厂及参展商范畴不足

Interbike(美国自行车展览会)



世界级大展停办发出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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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未及时掌握产业趋势-软件应用为王

展览主题过于发散

缺乏知名大厂及突破性产品展出

CeBIT(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



回归本源--产业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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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 平台 要素

作为桥梁，会展连接着两头，
一头系着生产，一头牵着市场。01

会展除了促进商品的交易外，更重要
的是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重新
组合配置，促进优势要素的结合，提
高要素生产效率。

04 会展最基本功能是信息的传递，将产品、
技术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将市场需求信息
传递给生产者。

03

02
作为平台，会展既是城市经济的组成部分，
更是产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除了对城市的
经济拉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对会展所在
产业的促进推动作用。

展会---信息、技术、人脉、产品



展会时间：每年正月初五-初七
展会规模：1.6万平米
主办单位：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Date: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Scale: 16,000 ㎡
Host: Fujian Huiyu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2场专业活动 
60+大厂家、100+ 种展品 
400个展位 
2,000+名专业观众、8000人次现场人流
12 Activities   
60+ Manufacturers, 100+ Products.
400 Booths
2,000+ professional visitors, 8000+ visits 

——  ——

中国(平潭)工程机械展 
China(Pingta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Exhibition



二、产业基础：平潭--“中国隧道之乡”
全国70%隧道工程承包商是平潭人，目前，
平潭大约有8万人在全国从事隧道业。

展会举办时间设定在春节期间，紧紧抓住
返乡过节在外经商的平潭工程机械从业人
员/隧道承包商等，充分利用闽商文化优
势，使展会成为政府团拜会和年会场所，
成为当地行业内人士春节最佳聚会平台。

三、春节期间办展

一、县级产业展

开幕式及团拜会观众登记处

——  ——

中国(平潭)工程机械展
办展特点



空地上搭建展台

展会现场

——  ——

中国(平潭)工程机械展 
China(Pingta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Exhibition



中国（晋江）家装建材博览会
China（Jinjiang) International Decoration & 
Building Materials Expo

展会时间：2018年4月  Date: April, 2018
展会规模：30万平米     Scale: 300,000 ㎡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
承办单位：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
                 福建荟源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主展馆面积1.2万平方米，共吸引观众50228人次，举办
专业配套活动共14场。由于展会太火爆，应展商和政府的
要求，展会临时延期一天。

——  Cases2——



二、产业基础
晋江，我国最大的外墙砖生产基地，占
全国外墙砖总产量的1/3,玻璃瓦垄断全
国市场，晋江磁灶被授予“中国陶瓷重
镇”。

展会举办时间选在清明节前后，紧紧抓
住在外经商的晋商返乡祭主时机，展会
成为在外晋商洽谈生意的最佳聚会平台。

三、利用晋江返乡祭主时机

一、镇级产业展
空地上搭建篷房展馆 观众登记入口处

篷内展位

中国（晋江）家装建材博览会
办展特点

——  Cases2——



客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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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的参展目的

18

p参展商参加广交会的最主要三个目的是：密切老客户和结识新客户、发现客户需求、提高企业知名度

0

10.6%

30%

31.3%

36.3%

43.8%

47.5%

53.8%

58.1%

93.1%

其他

影响客户决策

签订销售合同

获取并交流行业信息/市场动态/原材料采购信
息

提升产品知名度

推介新产品

宣传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

提高企业知名度

发现客户需求

密切老客户和结识新客户

29%

33%

50%

50%

58%

60%

63%

70%

85%

签订销售合同

影响客户决策

发现客户需求

交流行业信息

提升产品知名度

推介新产品

宣传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

密切老客户和结识新客户

提高企业知名度

德国经济研究院（IFO）曾经对世界跨国展览集团之一——德国慕尼黑
展览公司举办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机械工程设备类展览会BAUMA进行过

“企业参展目标”专项调查，对参展商的参展目标进行归类统计， 
结果如图：



客户对于展会价值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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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展会，要做的就是“找”
找信息与技术、找供应商与采购商  找产品、找情感

很忙，很累，我们要“方便”
方便查看信息  方便携带  方便行程、方便交流

不只是逛，我们需要“沟通”
信息沟通、情感沟通、沟通体验



展会的增长动力 –  观众客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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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观众群体”(展会定位不同真正的核心观众群体不同）  。

第二，要了解“观众心态”，在归属感、存在感和参与感上下功夫（年青观众的特质，明星观众）。

“得观众者得天下”
    

展览会总观众数

新企业新观众/人次 上届相同参观企
业参观观众/人次

上届相同参观企业
新参观观众/人次

上届相同参观企
业增量观众/人次

动力A 动力B 动力C

新参展企业和展品
+

行业口碑效应
+

强大市场推广
+

参展商邀请

满足ROI
+

良好参观体验

新参展企业和展品
+

超高ROI
+

良好参观体验口碑效应

动力D

职位变更
+

满足ROI
+

良好参观体验口碑效应



经营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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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ITE展览集团--展商研讨班

在这些研讨会中一系列的话题涵盖; 
•公共关系和社交媒体
•最大化展位自信度
•驱动销售
•评估活动成功
•91 % 参与者在参加之后表示更自信了
•84% 的参与者重复预定了



技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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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会展活动行业的8个预测（贾子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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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感签到 无缝营销 现场社交 以参会人员为核心的
服务体验

智能安防 混合现实
打造沉浸式活动

会展活动游戏化 内容为王



科技对展览活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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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提供聚合的平台
聚合时间  聚合地点  聚合行业

事实上各方在为聚合的价值付费



设计思路：打造用户全新参展体验

用户管理/人脸核身平台

大数据/AI平台

智能化，个性化推荐 
交通规划、导航

室内导航，反向寻车
车位引导，无感支付

人脸识别，高效精准
黑白名单，统一管理

室内导展，机器人客服 
智能化，个性化综合服务

周边配套服务运营 
会展商圈一站式服务

大数据分析，商业运营 
服务改进，招展营销

 更懂你：基于大数据技术和海 

量用户数据，构建360度用

户 画像，在正确的时间、精

准的 地点，为用户提供个性

化服务

 更便捷：基于统一用户ID/人

脸 识别技术、无所不在的感知

触 点，实现用户与产品、服务

的 紧密连接/互动，提升参展

体验

 更有趣：通过AR/VR技术，

以 及移动终端，打造互动游

戏、 主题活动，结合流行元

素，增 强展会的趣味性和用

户粘性



31会议、昆仑亿发、西安远华

01 02

03
04

   全流程服务多种场景
全流程覆盖报名、签到、互动、数据统
计环节，应用场景广泛，功能丰富

专业级人脸识别技术
融合腾讯优图人脸识别技术，毫秒级快
速识别，准确率达99.80%

   实时渲染3D大屏技术

云端数据实时转化，无缝融入持续变化的
场景中，呈现优质稳定视觉效果

融合腾讯多项AI服务
融合微信智聆、腾讯翻译君、机器人
写作等多个技术，提供深度会议服务



5G时代VR技术的应用



人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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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行业人才需求结构(两个关键--高级人才与女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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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展人要具备的五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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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市场营销

展商营销工作

营销宣传高手

• 人才资源的整合

• 行业资源的整合

• 支撑产业的整合

资源整合专家

• 社交场所

• 情感交流

情感共鸣导师

• 行业高端论坛

• 创新展区

• 新品发布会

行业引领顾问

• 形式多样活动

• 场景设计突破

• 内容形式创新

公关活动策划



会展人才面临的四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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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人才发展的速
度难以匹配企业战略

营造包容及多元化文化更新的

速度

挑战四：技术迭代快，
超半数员工需要技能

建立人才梯队及后继计划再培

训

挑战三：岗位结构变
化，雇佣形式多样化

培养中基层领导者

挑战二：人才“获得”难，
招聘不能解决所有

培养中基层领导者



展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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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019 年 11月

整体情况

开工建设

全面建成投入运营

展商观众关注点：人流—会议设施- - - 配套服务（U F I 调研）

场馆质量与服务线性关系



《会展业节能降耗工作规范》
（SB/T 11090-2014，以下简称
《规范》）已于2015年3月1日起正
式实施。

绿色生态化展览力度加大—创意、设计的创新



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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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业发展的三个趋势（李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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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会展的破局点一定不在“有形”事物上，“⽆形”之中，变化正在发⽣。

搭台⼦的⼈除了搭好台
子，最好还要懂唱戏

搭台⼦的⼈要先成⼈，
后成己

⾼级感是如何出来的？
有趣感是如何出来的？

行业理解⼒ ⽤户思维 调性和⽂化



会展运作方式的转变---场地到内容、形式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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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造物节，不同元素的融合---好听，好看，好玩



组织形式改变--案例：2050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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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5月28日

历时仅两个月多 

大会所有活动发起者、组织者皆为志愿行为



组织形式改变--案例：2050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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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场包罗万象的团聚活动



组织形式改变--案例：2050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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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汇聚了年青人对未来最大胆想象的探索展区



商业模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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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做线上

做细分

做内容

做社群

全媒体渠道

垂直领域

媒体、报告

用户粘性

品牌发酵

会议业务

行业话语权

超级用户

70% 30%

展位费+广告



企业定位的转变—第二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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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00个品类节
才敢叫食材节



客户logo

案例：
华为6000多个活动
互联网大会
HNC腾讯大会（上海-4个馆：交流、
会议、展示）

组展主体的转变—头部企业办展



大英博物馆搬进商场  把展会搬进商圈



把艺术展搬进商场



把知名动漫IP搬进商场



把知名动漫IP搬进商场



把知名动漫IP搬进商场



应对变化的四个思维方式---迭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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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微”和“快”

小处着眼，微创新（广州美博会）



应对变化的四个思维方式---社会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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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和参展商、观众的关系

合作伙伴、圈子关系、口碑营销、第二市场部
案例：上海美博会—行业-线上线下-活动-社群



应对变化的四个思维方式---平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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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多方共赢的平台生态圈

平台模式的精髓，在于打造一个多主体共赢互利的生态圈

开放是平台成长的必由之路
 生态圈的构建一定是各方参与共同完成的，不可能凭一家之力，平台的参与者越多，平台越有价值
（案例--美博会高端客户平台、光博会院士平台）

    

信息、技术、产品、人脉平台



应对变化的四个思维方式---跨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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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参展商、观众”以令诸侯（陶博会）

产业边界的模糊与产业链的再造（土豆展）

科技、传媒的强势介入（阿里会展—造物节）



会展企业如何打造具有卓越表现和适应力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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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UCA时代，瞬息万变，过去的成功、积累的能力素质并不能保证新
时代下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快速的学习、快速适应、快速引领

创新，这样才能在新的商业环境中获得成功

01.学习速度一定要大于环境变化的速度

未来，跨界学习会成为学习的一个潮流，就是一个行当的人

要普遍学习其他行当的知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跨界带来

的新视角、新思维方式会不断扩充我们的思维储备，让我们

在面对VUCA挑战时，能够以更恰当的方式做出更好的选择。

02.跨界学习是创新的一个重要起点

共识的建立，需要相互信任与理解甚至相互欣赏。而

这一切的根基，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尊重与换

位思考，只有相互洞察的充分有效的沟通，才能实现

相互理解与信赖，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03.洞察与反馈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