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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暴

发以来，各地政府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各级部门对人口流动加以控制，限制社会活动，遏制蔓延势

头。

会展业作为聚集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行业，

在疫情面前，我们严格落实中央和政府有关防疫工作精神和

要求，切实落实“取消各类大型公共活动”的要求。疫情对

会展行业造成重创，在此背景下，面临生存问题。

31 会议（上海八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领先

的场景营销科技服务商，为了综合了解疫情对会展行业生产

经营的影响，总结疫情中会展主办方的核心诉求，31 会议现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会展行业应对专题调研。

本次专题调研的结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针对

性的建议，同时也为疫情后的会展行业提供更加贴合和有效

的解决方案提供数据和需求支持。感谢会展行业同仁的积极

配合和大力支持！让我们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为坚决打赢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场阻击战贡献我们的力量、贡

献行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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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研对象为会展主办机构（含组委会、承办单位）。

调研通过向会展主办机构发放和回收网络电子问卷的形式

获取疫情已经造成的影响以及期望的应对方案。

参与本次调研的 70 家会展主办机构中，民营企业最多

有 27 家，国有企业其次有 19 家，政府机构有 12 家，中外

合资企业有 5 家，行业协会有 3 家，外资企业有 1 家，其余

3 家分别为 2 家高校和 1 家私企。

图一：参与调研的会展主办机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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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数据分析

（一）会展主办机构举办展览的城市

图二：会展主办机构主办展览的城市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展览举办城市在主要核心二线城

市的最多，占 51.43%，其次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占 35.71%，

在海外城市的占 1.43%，其余 11.43%以上城市均有展览举办。

（二）会展主办机构展会举办的时间

图三：会展主办机构展会举办的时间分布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在第一季度有展会举办的有 30家，

第二季度有 39 家，第三季度有 41 家，第四季度有 3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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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展主办机构对第一季度即将举办的展会项目采取的

措施

图四：会展主办机构对第一季度即将举办的展会项目采取的措施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对第一季度即将举办的展会项目

通知延期的最多，占 70%，确定取消的占 15.71%，按计划举

办的占 14.29%。从上述的数据来看，说明确定取消的占少数，

多数第一季度展会项目更多的选择延期举行。

（四）会展主办机构对第二季度即将举办的展会项目采取的

措施

图五：会展主办机构对第二季度即将举办的展会项目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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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对第二季度即将举办的展会项目

观望的最多，占 77.14%，通知延期的占 17.14%，确定取消

的占 5.71%。对于疫情影响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性，多数展会

项目未有明确延期和取消通知。有确定通知的也是延期多于

取消。

（五）您认为当前疫情对于展会项目而言，损失最大是

图六：当前疫情对于会展项目的损失

选项 回复情况

防控期间的展览将取消或延迟，带来展商流失以及直接经济损失 56

专业观众、观众前往现场观展意愿大幅下降，展览现场人气严重

不足

40

参展预算减少，现场搭建预算减少并寻求新的曝光和展示模式的

意愿

17

对公司商誉和展会品牌带来直接或潜在的损失 10

项目延期或取消带来员工流失 9

展会运营成本上升(包括防疫成本、人工成本等) 30

其他： 2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认为当前疫情对展会项目损失最

大的为以下 3 个方面：

1、防控期间的展览将取消或延迟，带来展商流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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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损失。

2、专业观众、观众前往现场观展意愿大幅下降，展览

现场人气严重不足。

3、展会运营成本上升(包括防疫成本、人工成本等)

（六）针对延期的展会，您认为当前最紧急的是哪些事项

图七：针对延期展会的紧急事项

选项 回复情况

与场馆方紧急协商延期方案 42

对外发布延期方案，安抚展商和观众情绪 57

应对潜在的展商退款请求 22

积极寻求与同行联合办展，优化成本，抱团取暖 24

其他： 4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针对延期的展会，认为当前最紧

急的事项依次为以下几点：

1、 对外发布延期方案，安抚展商和观众情绪

2、 与场馆方紧急协商延期方案

3、 积极寻求与同行联合办展，优化成本，抱团取暖

4、 应对潜在的展商退款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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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针对取消的展会，您认为当前最紧急的是哪些事项

图八：针对取消展会的紧急事项

选项 回复情况

与场馆方紧急协商取消，降低运营成本损失 42

发布取消公告，安抚展商和观众情绪 45

积极处理展商退款 23

寻求企业内部运营优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和人事政策) 18

寻找线上展会替代方案 16

寻求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资助与补助 12

其他： 4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针对取消的展会，认为当前最紧

急的事项依次为以下几点：

1、 发布取消公告，安抚展商和观众情绪

2、 与场馆方紧急协商取消，降低运营成本损失

3、 积极处理展商退款

4、 寻求企业内部运营优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财务

和人事政策)

5、 寻找线上展会替代方案

6、 寻求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资助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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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您最期待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提供哪些支持和帮助

图九：期待政府机构、行业协会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选项 回复情况

减免或降低一定时期内(三个月或六个月)的会展企业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及其他附加税

47

加快制定和落实会展激励、补助、资助政策 46

协商本地国有展馆减免或部分减免会展场租 32

协商金融机构为会展企业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解决会展企业融资难、

融资成本高的现状

19

提供相关政策和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 13

寻求业务创新模式，如展览线上化运营、人工智能技术引入 38

新项目研究与开发 22

加强企业培训，修炼内功，谋求后期发展 25

其他： 1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最期待政府机构、行业协会能提

供以下支持和帮助：

1、 减免或降低一定时期内(三个月或六个月)的会

展企业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2、 加快制定和落实会展激励、补助、资助政策

3、 寻求业务创新模式，如展览线上化运营、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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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引入

4、 协商本地国有展馆减免或部分减免会展场租

（九）针对线下展会的取消，以下关于线上展会方案的表述

您最认同哪一个？

图十：关于线上展会方案的表述

选项 回复情况

线上展会方案可以作为线下展会的替代方案 9

线上展会方案不能替代线下展会，但可以作为线下展会的补充 50

线上展会方案既不是替代也不是补充 10

其他： 1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有 71.43%的机构认为线上展会方

案不能替代线下展会，但可以作为线下展会的补充;有

12.86%的机构认为线上展览方案可以作为线下展会的替代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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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您认为线上展会方案的核心功能应该是

图十一：线上展会方案的核心功能

选项 回复情况

更好的线上展览展示技术，便于展商上传信息和展品展示，便于买家在

线获取展商和展品信息

48

更好的组织和服务买家，保障每个展商可对应足够的买家 23

更好的在线预约和交流工具，便于展商与买家在线洽谈预约和洽谈 48

更好的在线询价、报价工具，便于买家实时询价，展商实时报价 22

更好的互动工具(含游戏)，便于展商和观众在线互动，增加粘性 20

更好的线上提前预展，为后期线下展览提供客户和商机基础 28

更好的线上会员权益和积分体系，通过在线会员忠诚度计划挽留参展

商、专业观众

18

更好的在线预订和销售工具，促进预展会商品预售和销售 19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认为线上展会方案的核心功能应

该是以下几点：

1、 更好的线上展览展示技术，便于展商上传信息和

展品展示，便于买家在线获取展商和展品信息

2、 更好的在线预约和交流工具，便于展商与买家在

线洽谈预约和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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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好的线上提前预展，为后期线下展览提供客户

和商机基础

（十一）针对展商展览运营，您希望该在线展会方案为您提

供哪些核心服务？

图十二：在线展会方案的核心服务

选项 回复情况

在线模块化创建展览，创建展览网站、微站、小程序等 52

在线展览介绍、基础信息、展区规划等 37

在线展商会员体系以及会员权益设定 27

展商邀请函发送(含展商注册入口) 33

编辑邮件(EDM)/短信，可加入展商注册链接入口，小程序或微站二

维码入口

26

与推广服务或渠道链接(linkedin,腾讯云会销、抖音今日头条)对接 27

观众邀请函推广(含观众注册入口) 33

展商注册审核、审核展商会员等级和权益，并开通相应功能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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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注册审核 22

展前商务洽谈预约 28

审核展商资料和展品上传情况，发送通知 24

组织供需信息，并按照一定规则、算法匹配供需双方 31

组织线上预订或者订购 25

组织物流配送申请 16

组织线上观展互动活动，如逛展台给积分抽奖 20

线上广告推送、电子会刊发布 22

提供线上观展浏览报告 22

展后商机对接 30

预展对后期线下展商机、线索数据价值分析 28

数据回流，对接展商客户 CRM 等 36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认为针对展商展览运营的在线展

览方案中最应考虑的核心服务为以下几点：

1、 需能够在线模块化创建展览，创建展览网站、微

站、小程序等

2、 需能够在线管理展览介绍、基础信息、展区规划

等

3、 需能实现在线展览数据回流，对接展商客户 CRM

等

4、 展商邀请函发送(含展商注册入口)

5、 观众邀请涵推广(含观众注册入口)

6、 组织供需信息并按照一定规则算法匹配供需双

方

7、 展后商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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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展前商务洽谈预约

9、 预展对后期线下展商机、线索数据价值分析

（十二）关于在线展会的建设方式(如有考虑)，您希望或认

为是

图十三：在线展会的建设方式

调研的 70 家机构中，对于可能作为线下展会补充的在

线展会的建设方式，有 54.29%的机构希望有平台可以提供

SaaS 云服务；有 30%的机构希望政府牵头建设，免费提供公

共平台；有 10%的机构准备自己建设、私有部署；另外 5.71%

的机构暂时不考虑在线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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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研总结

2020 年第一季度，国内展览市场面临巨大挑战，影响全

年表现。受疫情影响，一至二月的国内展览市场受到重创，

70%展览项目已经通知延期，较同期展览数量大幅下滑。而

在三月内，如果疫情得到稳定控制，整体市场将会逐渐进入

恢复期，但仍难以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第二季度 77.14%

的展览在观望中，不排除延期的可能性。全年来看，随着疫

情影响逐渐消退，展览市场逐步回归正轨后市场需求开始释

放。第二季度及下半年，展览市场有望出现回弹，展览市场

将出现展览项目密集度高、同质化展览竞争激烈、展馆档期

紧张等态势。

疫情之下，展览企业在呼吁相关单位提供更加积极有为

的政策支持的同时，积极探索展览行业新经济、新业态。疫

情致使展览取消或延迟带来的展商流失及直接经济损失，对

众多展览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展览企业迫切期待相关单位制

定和落实会展激励、补助、资助、费用减免等政策，支持展

览企业共渡难关。同时，展览行业也在积极寻求创新业务创

新模式，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线上展览运营等新经济、

新业态。危机中，一定是危中有机。次肺炎疫情，也极有可

能带来一次展览产业的升级和转型。

后疫情时代，信息技术是展览行业新动能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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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共识线上展览是线下展览的重要补充。面对展览项目筹

备期变短，专业观众和普通观众现场观展意愿下降、外海展

商无法来华参展等诸多不利因素，线上展览创造更多应用场

景，给予会展行业新业态更大发展空间，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71.43%会展主办机构认为，线上展览将改变传统的展览展示

模式，将更加便于展商信息上传及展品展示，买家发现和查

阅展商和展品信息更加便捷和灵活；线上展览将为展商与买

家提供一个在线预约和交流平台，促进双方商机洽谈和现场

预约奇谈；线上展览将为展览单位建立可观的“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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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31 会议

31 会议，中国领先的场景营销科技服务商，隶属于上海八彦图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和云计算技术，针对会议、展览、活动等面对面营销场景，陆续推出

了会议云、展览云、营销云 3 大产品体系、10 个行业场景方案。至

今累计服务企业客户、社团客户、政府客户、第三方客户 30余万家，

成就 130 多万场会议、展览和各类活动的数字化与智慧化运营管理，

成为中国数字会展领军品牌， 是推动中国会展产业升级和营销创新

的重要力量；是连接 BATH、 连接云应用伙伴、赋能会展产业的“中

台”。

31 会议成立于 2010 年，总部位于上海，在全国拥有 19 个分支

机构，业务覆盖全国、辐射全球。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软银中国、

协立投资、创合汇投资、中沃投资等机构的大力支持。目前公司已获

得超过 40 多个知识产权、100 多项荣誉资质，已通过国家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高新技术企业

评定等资质认证；是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ICCA）会员，还是全国近

30个省市会、展、服务行业协会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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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31 会议研究院

31 会议研究院旨在促进新科技与会展行业的融合与应用，致力于成

为领先的会展和营销领域的 IABC 应用型研究机构。面向会展行业、

企业机构、高校等，提供中国会展统计大数据，会展教育及培训、会

展新技术应用和会展研究与咨询等服务。 IABC：I = IoT internet of

things； A = AI；B = Big data；C = Cloud computing

此外，31 研究院与诸多科技公司以及会展专业服务公司联合组建了

会展产业联盟和创新技术联盟，以“创新、开放、赋能”为己任，推

动 iABC 等新科技在会展和营销领域的研究、实践与应用。31研究院

也积极推动产学研的合作，联合高校、会展行业协会以及第三方机构

为推动中国会展产业升级和营销变革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

www.31huiyi.com

咨询热线：400-690-3131

总部：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 58号 东方国际科技大厦 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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