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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会展旅游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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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展旅游是依托会议、展览、文化旅游节、体育赛事等各类会展活动而兴起的一项旅游活动。黄

山市的旅游资源为其会展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但其会展旅游发展在会展业和旅游业对接以及所需

硬件设施、人才储备、配套服务等方面存在若干问题，需在准确的会展定位等方面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将

黄山市打造成知名会议旅游接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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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黄山市作为安徽省旅游走向国际化市场的标

签，其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直接影响安徽旅游业

的发展。目前，黄山市的旅游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

转型的成功与否关乎黄山市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旅

游产业与会展产业的融合趋势即会展旅游为黄山

市旅游经济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出发点。会展旅游是

依托会议、展览、文化旅游节、体育赛事等各类会展

活动而兴起的一项旅游活动。黄山市的旅游资源为

其会展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同时，黄山市

区位临近“长三角”经济圈和浙江经济带，拥有资金、

技术、管理、信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据此，黄山市

在“十一五”期间提出发展商务会议旅游。拓展培训

会展旅游市场，提高商务会展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把黄山市建设成长三角商务会展中心。【1】同时，黄山

市不断改善商务会展配套设施，加大会展经营管理

人才培训，筹划建设黄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太平

湖会议中心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积极承办全国性、

国际性会议，会展旅游已经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

发展。

二、会展旅游的相关理论基础

会展旅游的概念是随着会展经济在中国的发

展而提出来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我国学

术界所重视。目前，学术界和实业界对会展旅游研究

的某些基本问题尚存在分歧。①多数学者将会展旅

游界定为国际上的MICE(Meetings，Incentives，Con-

ventions。Exhibitions)意指各类专业会议、展览会与

博览会、奖励旅游、大型文化体育盛事等活动在内

的综合性旅游活动，该类研究以举办会展、管理会

展和经营会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王敬武在《会展

旅游的本质研究》闭中认为上述观点已经引起旅游

理论界的关注和质疑。他认为会展旅游是指由会展

起因而产生的一类旅游(包括会展本身具有旅游资

源属性而产生的旅游)，强调从旅游角度对会展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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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进行研究，即如何挖掘参展人员的旅游需求。综

上可见，对会展旅游由于各自研究角度的不同，分

别发展出亲会展派和亲旅游派，这是与会展旅游自

身的发展历程密切结合的。

由于其行业融合的复杂性，不能单纯的把会展

旅游视为一种普通旅游产品来研究。因为传统的旅

游资源并不能满足会展旅游的某些特殊需求；另

外，也不能将会展旅游视同会展产品完全交由会展

行业来发展，这样不利于旅游行业发挥资源优势和

主观能动性。会展与旅游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即会

展拉动旅游，旅游促进会展。一方面，会展业能够带

起一条集交通、住宿、餐饮、娱乐、观光、购物为一体

的“消费链”，通过会展的凝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来拉

动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兴旺发达是办

好会展的，必备条件，会前会后旅游已成为会展产品

的重要内容。因此，可将会展旅游界定为一种用来

满足会展行业相关利益者需求的产品。会展旅游产

品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可以是单个的会议、展览、

某个小型活动，也可以是包括会议、展览、体育运动

会和节庆纪念日活动的大型会展活动。这里所指的

会展旅游产品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会议、展览、节

庆、赛事活动四个方面的内容。

黄山市自1996年截止到现在一直保持三、二、

一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成为黄山市经济的支柱产

业．2007年和2008年黄山市旅游收入分别相当于

GDP的51．4％、56．4％。‘嗽游业已经发展成为黄山
市国民经济支柱之一。并且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

用。旅游业对会展业的推动作用要大于会展业对旅

游业的推动作用。翻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山市的旅游

业可以作为会展业的原动力，将会展业打造成黄山

市的城市面包。使黄山的旅游经济发展迈上新台

阶。

三、黄山市会展业与

旅游业的对接现状及会展旅游发展分析

(一)黄山市会展业与旅游业对接状况

业界认为会展业与旅游业的对接现状可以以

旅游业的参与程度为衡量依据，对接的理想目标是

旅游从整体促销、创造会展旅游主题到配套服务及

后续旅游产品的开拓等全程参与会展旅游。根据旅

游业的参与程度、会展旅游中会展业与旅游业的协

作有两种模式。一种为外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会

展活动将参展商、与会者和观展人员推向旅游部

门，旅游企业滞后接待、被动受益，该阶段旅游业的

受益部门主要是酒店、餐馆以及旅游交通企业。另

一种模式为互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旅游业和会

展业实现了对接，旅游业主动参与会展活动。会展

和旅游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发展．黄山市的会展无论

是硬件设施还是会展专业与中介公司的专业水平

与规模大小都比较弱势，会展业也不是黄山市经济

的统计范畴和增长因素。但是。黄山市独特的旅游

资源为会议旅游和节庆赛事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先

天优势．这让其会议旅游业务占据较多的比例。从

主动性来讲是旅游业带动会展业发展。但是，两者

的对接上还存在若干问题：

1．管理体制不健全

虽然黄山市会议团体在酒店接待数量中比例

约为40％一60％．但是没有相应的会展管理机构或者

行业自律组织对其进行管理和服务．会展业管理体

制缺失。这就意味着会议旅游者仅仅被视为一项普

通的旅游接待业务来对待．而没有从旅游业中独立

出来．整个行业的发展也处于无序的自我发展阶

段．市旅游委员会下设直属机构市旅游会展节庆办

公室主要职责是承办黄山国际旅游节的相关工作，

没有跳出旅游行业的框架和思维。茶博会、房地产

展销等又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管理，会展业管理无

序，没有专职部门进行系统管理的局面，对会展旅

游业务整体竞争力的形成极其不利。

2．市场促销力量薄弱

随着会议旅游业务的兴起．黄山市各旅行社和

酒店逐渐推出了各自的会议会展业务公司，专门从

事该类业务的发展．但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会展行业

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形象色彩，加之黄山市整体

旅游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大型会议旅游活动多

是行政任务；私营旅游公司实力薄弱、先天不足，以

举办中小型会议旅游为主。政府企业各自为政，这

就导致会议旅游整体促销缺失，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促销也很困难，会展旅游发展缺少合力，没有办法

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和规模优势，最终错过会展旅

游发展的黄金时机。

3．配套服务

黄山市旅游经济以观光旅游为主，会展业与旅

游业共享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档次偏

低。设施落后、配套休闲娱乐活动不足等问题成为

制约会展旅游发展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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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山市会展及会展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会展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上，聚集在一起形

成的各种展览会、博览会、体育运动会、节庆纪念日

活动、大型论坛、研讨会等的集体性活动，由会展场

馆、会展专业与中介公司等组成。专门的会展场馆

正在规划建设之中，会展专业与中介公司数量较

少．正在发展过程之中，代表性的有安徽黄山万盛

会议服务有限公司、黄山市中悦会议服务有限公

司、黄山市会友会议服务有限公司等为数不多的几

家专业公司，会展业务多与旅游相结合，属会展旅游

范畴。

目前为止，黄山市举办的会展活动主要以会议

为主。配合体育运动会、节庆纪念日活动。会议方

面。黄山市已经初步形成以屯溪、汤口、太平湖、黄

山区为主的会议接待基地，其中屯溪的市场份额最

大。主要的会议类型包括：企业组织的订货会、经销

商会议、产品发布会、全国各系统及协会的工作年

会、科研机构研讨会、颁奖大会、企业拓展训练等。

从二星级酒店到五星级酒店都有会议团。其在酒店

接待总量中的比例约为40％一60％。③有的会议中配

套小型展览，展馆面积小，没有专门的会展场馆，通

常使用宾馆或者多功能会议中心。节庆赛事活动方

面，以黄山节(即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

为代表的节庆活动成为黄山市政府欲打造的品牌

活动，优厚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吸引了像国际山地车

节、中国国际健走节、国际小姐选拔、武术大赛等知

名度较高的活动。但是，总的来说。市场总量还比较

小，总体行业发展处于萌芽阶段，经过相关的资料

分析和访谈调研，除了对接方面，在硬件设施、人才

储备、配套服务等方面也存在若干问题。

1．会展旅游硬件方面存在“小、散、旧、单”的问

题，表现在缺乏专门的大型展览中心，会议场馆规

模小。目前最多容纳1000入的会议中心仅有香茗

酒店一家。国际会议大酒店和黄山高尔夫酒店的会

议设施相对完善，会议接待的层次比较丰富，但是

仅仅局限于中小型会议。大部分会议设施陈旧、功

能单一、综合性差。

2．会展旅游软件方面存在“后、乱、缺、差”的问

题，表现为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滞后，没有相应的

行业管理准则和政策，行业发展缺少引导和制约，

缺乏发展长远规划和总体布局，缺少国际专业会展

旅游服务公司和会展旅行社．会展旅游市场环境

差，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缺乏会展管理人才。

3．会展旅游被视为单一的旅游产品来对待，专

业的会展运作公司缺乏，没有形成基于会展产业有

关的组织单位。对会展业缺乏科学研究，有关其会

展旅游开展情况的统计数字缺乏，无从准确分析会

展业的范围、效益等，这些使会展旅游的重要性没

有办法凸现出来．将会阻碍黄山会展旅游业的健康

发展。

四、黄山市会展旅游发展建议

发展会展旅游既是时代环境提供的机遇。也是

黄山市有效发挥自身优势资源的有效捷径。针对其

发展现状以及两者对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

下建议和措施：

(一)紧抓中部经济崛起机遇，转变思想观念，
变被动为主动进行准确的会展定位

转变观念。会展旅游发展要变被动接待为主动

对外营销策划，配套黄山旅游战略定位“现代国际

旅游城市”．发展会展旅游市场。在中部崛起大战略

框架之下，作为泛长三角经济带中的一员，借力围

绕浙江经济带和长三角经济圈崛起的会展经济带。

融人其旅游经济发展圈的同时争取会展旅游的合

作发展。在完善自身基础设施的同时．共同投资建

立大型会展中心、会展公司，共同建立一个常设性

的会展旅游联络机构，进行人才、信息交流。联合进

行海外促销，做到各有千秋、共同进退，从而避免恶

性竞争，实现双赢。

(二)制定会展长期规划，做好行业配套计划

会展旅游作为现代旅游服务业的升级产品。发

展潜力不可低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传统旅

游业务的发展要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发展思

路，将会议旅游业务纳入近期重点发展规划，培育

自己的会议和展览项目．逐步确立城市或区域会展

品牌，同时加强专业化服务意识、专业技能的培训，

改善服务方式，提高黄山会展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逐步培育黄山市会展行业品牌。

(三)加快开发旅游资源，创新特色会展旅游产

品

汉诺威、法兰克福、米兰、新加坡等会展城市都

是著名的旅游城市。黄山市要打造特色旅游资源。

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增强城市吸引力，依托旅游、

文化、生态、物产四大优势资源，加快世界旅游度假

基地、全国生态示范基地、华东绿色食品(农产品)生

产基地、安徽省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步伐。世界知名

的温泉度假、会议、运动度假胜地瑞士东部小城达

沃斯人口100余万，每年有400多个大小会议在此

召开外。每年1月末，世界经济论坛在这里召开年

会，仅此一项每年就给达沃斯带来7000万美元的利

润。宁夏的银川在一无摩托车企业，二又经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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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成功的推出“国际摩托车节”，成为无中生

有的创新典范。黄山市在朝着旅游大市、文化大市、

生态大市的三大目标迈进的同时，在此基础上，用

创新思维开发富有特色的会展旅游产品，在会议旅

游建设方面争取显著成效。

(四)政企联合进行整体促销，走市场化、专业

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政府转变职能，成立专门的会展管理部门为会

展旅游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逐步将具体

的会务工作交给企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运作。联合

旅行社和相关的会议展览公司进行联合促销，招徕

并承担会展旅游活动．积极扶持旅行社发展会展旅

游业务。旅行社要积极加入国际专业组织、会展协

会等，多渠道搜集会展的相关信息，提高自身的竞

争力和服务水平。以国际化旅游城市的视角融人国

家会展旅游城市中参与竞争，将黄山市打造成知名

会议旅游接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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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il the Developing Qu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

of Huangshan City’S MICE tourism

Song Yan，1 Chen Yong，2Qiu Yahl

(1．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2．Tourist Council of

Huangshan City，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ivision，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MICE tourism is a rising tourist attraction relying on all kinds of MICE activities such鼬

conferences，exhibitions，cultural tourism festivals，sports events．Huangshan's tourism resource：,provide nat·

ural advanta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CE economy，but there ale some problems in the docking be-

tween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hardware facilities，talent reserve，ancillary services which

ale important to MICE tourism．SO，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such as accurate positioning ale proposed to

make Huangshan City a well-known host city for conference tour．

Key words：MICE；tourism；MICE tourism；Huangs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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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谭华云.黄彪虎 谈转型期旅游会展保障系统主体的角色定位 -商业时代2009(5)
    我国旅游会展行业正处于转型期,包括政府管理部门、会展企业、协会中介组织在内的旅游会展保障系统的各主体必须进行角色定位和职能调适,使

各主体的作用在旅游会展市场上充分融合并形成最佳集合效应,以促进旅游会展运作的整体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在阐释会展运作保障系统内涵的基础

上,对旅游会展保障系统各主体的角色和职能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其在旅游会展保障系统中各自宜采取的定位策略.

2.会议论文 肖庆国 旅游院系开展会展教育的优劣势分析及对策 2006
    本文从会展与旅游的关系、会展教育与旅游教育的共同点与相似点、会展教师、会展教材、会展实习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旅游院系开展会展教育的优

势和劣势,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利用现有旅游专业教师培养会展教师,会展专业教师到业界挂职、兼职实践,会展专业学生到会展企业实习等。

3.学位论文 王英哲 武汉高职院校会展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2009
    现代会展旅游业是全世界范围内一项迅速兴起、发展的一种新兴旅游形式，相比其他形式的旅游活动，会展旅游拥有比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尤

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证明，中国正积极借助会展旅游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国良好的形象、悠久灿烂的文化，并借此增强与各国的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会展旅游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br>　　

 湖北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武汉有着实力雄厚的人力资源、设备设施良好的会展场馆，因此武汉大力发展会展旅游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面对会这样的

机遇，作为中部崛起战略中心的武汉，能否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武汉的会展旅游业，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通

过对武汉与会展旅游相关的企业问卷调查发现，目前阻碍武汉会展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源、环境、设备设施等硬件条件，而是会展旅游人才缺

乏。这种会展旅游人才缺乏现象在国内其他城市也存在。根据劳动就业培训司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2001年对全国2084个会展旅游企业进行的抽样

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发现，会展旅游企业对辅助型和支持型人才需求最大。而目前全国即懂旅游会展知识又懂实际操作的高级实用型人才只占到普通实

用型人才总数的5～6％。如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培养出市场所需要的即懂旅游会展知识又懂实际操作的高级实用型的会展旅游人

才以适应武汉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呢?这是目前在武汉从事会展教育工作人员所致力于研究的热点课题。<br>　　

 本人作为一名武汉会展教育工作者，通过对武汉会展旅游人才现状的分析认为，武汉开办旅游会展专业的高职院校正在逐年增加，其办学模式也逐步趋

向多元化，但会展旅游人才培养模式却至今尚未完善，旅游会展人才培养质量很难保证，这既严重影响了高等旅游会展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因而积极探索武汉高职院校旅游会展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势在必行，而目前武汉高职院校旅游会展人才培养存在一

定的难点。难点一是武汉高职院校如何能够更好地探索与研究旅游会展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以培养出会展旅游业发展需要的新型旅游人才；难点二是武

汉高职院校如何能够建立起合适的会展旅游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育方式以培养培训会展旅游专业的人员；难点三是武汉高等会展旅游职业教育

如何建立一个完备的人才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解决武汉会展旅游人才短缺的现状。只有解决上述难点问题，武汉会展旅游高等教育才能真正的适应会展旅

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武汉会展旅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也才能随着市场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从而推动武汉会展旅游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并提

升会展经济发展的质量。<br>　　

 同时，笔者还认为，武汉高职院校开展会展旅游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会展旅游人才培养方面，不但要培养适应会展旅游业发展

需要的新型旅游人才；还应当注重培养专门的旅游会展人才。笔者通过对全国各高职院校会展旅游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分析比较中得出，四轮驱动培养模

式最适合武汉高职院校会展旅游专门人才的培养，这种模式适应武汉会展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职会展旅游教育发展的趋势。在四轮驱动培养模式的调

查与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在这种模式培养下，会展旅游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广阔，同时，不论是人才的质量和素质，还是用人单位的满意度都是最高。

然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仅有培养模式还是远远不够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加上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育方式等内容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笔者对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会展专业的培养方案的分析可看出，武汉高职院校会展旅游人才的教育、培养、培训应该注意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

不要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整个产业链上人才的全面培养。同时建立高职院校旅游会展人才培养体系也是武汉快速发展会展旅游业

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高瞻远瞩。要清醒的认识到要合理配置资源、要建立高职院校旅游会展人才培养体系仅有短期

的培养方案还是不够的，应该要具有长远的眼光，对于武汉会展旅游人才培养要有短期、长期的发展战略，并通过这些战略来全方位的构建武汉高职院

校会展旅游人才培养和储备体系；构建武汉会展旅游业校企合作体系以及加强武汉会展旅游业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从而使武汉会展旅游行业发展拥

有一个广阔的前景和灿烂的未来。<br>　　

 总之，对于武汉高职院校会展旅游人才培养而言，一要立足于现实；二要创新高职旅游会展人才培养模式；三要以“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

”为目标，坚持职业性、技能型、应用类的高等教育定位，走官产学研相结合之路；四要改革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模式，与会展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

生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使工学结合成为实践教学的基本模式。同时武汉高职院校还要按照用人单位对专业、岗位技能要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与课

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起各类实验、实训、实习场地和一批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与多家会展企业和会展中心、酒店、旅行社共建院外实习实

训基地，形成“专业系+企业群”、“专业系+自创经济实体”、“专业系+技术服务”、“学院+产学研示范场”四个类型的工学结合实践教学平台。实

践证明，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高职院校旅游会展人才的培养要比高等院校更能充分地发挥专业优势，更容易走官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4.期刊论文 洪坚.何仁芳.卢丽宁 从我国旅游会展的发展透视旅游会展管理模式 -商场现代化2009(4)
    我国会展业发展迅速,会展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本文从旅游会展的视野,对旅游会展的现状、存在问题、管理模式做了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发展我国旅游会展的对策.本文主要以大型旅游交易会、展览会及博览会为研究对象,而未对旅游会议、节事等进行分析.

5.期刊论文 黎春红.邓飞虎 对旅游高职院校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研究——以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会展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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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研究(高等教育)2010(2)

    对于构建旅游院校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一直都是各国旅游教育界讨论的热点.本文以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的特色专业--会展专业为例,探

讨旅游高职院校如何依托行业背景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6.期刊论文 钟伟 广西会展旅游业的发展思路 -改革与战略2005(6)
    在探求旅游产业新增长点的努力中,把目光投向会展旅游是基于市场的机遇.国际旅游学术界认同会展旅游具有专业性强、单团规模大、停留时间长

、消费力度大等特点.实现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型向多元型转变是提升旅游产品质量的方向,这对会展旅游尤其具有更大的意义.以南宁全面的优势与桂林不

可代替的特色结合,形成两大会展城市比翼齐飞的态势,应为广西会展旅游业布局策略的基本点.

7.学位论文 黄秋霞 郑州市会展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2008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展旅游正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一种发展迅速的旅游产品。会展旅游素有“旅游皇冠上的宝石”之美称，中国加入WTO之

后，巨大的市场需求决定了会展旅游市场的美好前景。有人预测，中国有可能成为21世纪国际会展旅游的首要目的地。在中国仍是朝阳产业的会展旅游

业，无疑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我国会展旅游的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对会展旅游的研究，特别是寻求一条适合我国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显得极为

重要。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会展旅游产品开发为研究对象，在继承了前人对此领域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会展旅游相关理论为指导

，通过对会展、会展旅游定义的分析，界定了会展旅游的概念，并对会展旅游产品类型进行了细致分类。针对郑州市具体隋况，对其会展旅游业进行

SWOT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会展旅游产品开发体系，分别从政府、旅行社、饭店三个角度对会展旅游产品进行开发。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国际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随着旅游者需求的

个性化、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旅游产品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观光、度假阶段，旅游产品类型逐渐增多并向纵深发展。会展旅游便是一种新兴的旅游产品

，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会议与商务活动的增多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顺应了旅游市场的变化，又具有“专业性能强、消费档次高、停留时

间长、组团规模大、经济效益高”等传统旅游产品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因而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家和城市的青睐。

    “如果在一个城市开一次国际会议，就好比有一架飞机在这座城市上空撒钱。”一位世界展览业巨头如此评说会展经济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看出

会展旅游活动的举办给当地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会展旅游近年来发展的越来越迅速，已成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经济的一个新

的增长点。国内许多城市都希望通过发展会展旅游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河南省省会郑州市亦如此，凭借郑州优越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完备的

会议展览设施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等积极地发展会展旅游业。因此，本文以郑州市为例，为了促进其会展旅游业的发展，对郑州会展旅游产品开发进行

了系统研究：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研究背景、意义与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会展旅游。随着国际商务活动的增加，会展旅游业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国际旅游业的肯定

。中国会展旅游业虽然开始较晚，发展历史不长，但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会展旅游巨大的经济作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

市去关注并积极发展会展旅游。

    第二部分是会展旅游研究进展。对国内外会展旅游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国内很多学者对会展旅游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一种研究国外会展旅

游现状和发展经验，通过对国外本行业的研究去了解世界会展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从而得出我国旅游市场需要增加旅游产品竞争力等结论；另一种具

体对区域会展旅游进行研究，分别分析了全国各个区域会展旅游的发展现状；第三种主要对会展旅游市场进行了研究，对会展旅游市场进行了细分，并

具体提出一些发展思路。国外学者的研究则侧重于会展活动的具体操作，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应用于实践，通过对会展活动具体操作的研究，形成理论再

作用于会展旅游的实际操作来加速它的健康发展。另外，人们参加会展旅游的决策过程以及影响因素也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这方面的研究，有益

于会展旅游业加强对其客源市场的了解。

    第三部分是理论基础。通过对会展、会展旅游等相关概念的分析，提出了本文对会展旅游的定义，认为会展旅游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

着会展业和旅游业服务功能的细分化而出现的一个旅游类别，是包括各种类型的会议、展览与博览会、奖励旅游、大型节事活动在内的综合性旅游，当

然也包括由于上述各类活动的主办而引发的相关旅游活动。确立了此概念之后，进而对会展旅游发展的动力体系和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出促进会展

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并对会展旅游产品进行分类，共分为会议、展览、节庆会展、奖励参与、商务考察等几个类型，会议旅游产品是指会议接待者利用

召开会议的机会，组织与会者参加的旅游活动。展览旅游产品指为参与产品展示、信息交流和经贸洽谈等商务活动的专业人和参观者而进行的一项专门

的旅行和游览活动。节事旅游产品是以节事为诱因而综合设计的具有明显主题特色的具有参与性、娱乐性和文化性的会展旅游项目。奖励参与旅游产品

是一种高品位、高消费、极富文化内涵享受的特殊旅游活动，是组织的一种现代管理手段，是公司为奖励表现优异的员工而委托专业旅游服务部门设计

的综合性的旅游活动。商务考察旅游产品，是商业行为之外自然和谐发生的旅游行为。

    第四部分是会展旅游产品开发体系。在会展旅游产品开发上，主要从政府、旅行社、饭店三个大的方面着手。政府方面主要从宏观的角度通过政府

对会展旅游进行管理和推销的促进；旅行社方面则针对会议、展览、节庆、奖励等不同的会展旅游产品类型设计不同的产品开发方案；饭店方面，则利

用饭店的优势对会展旅游产品进行开发。

    第五部分是郑州市会展旅游业发展条件分析。本部分主要针对郑州市会展旅游业发展现状，综合对其会展旅游业SWOT条件进行分析，并构建数学模

型综合衡量郑州会展业与旅游业结合情况，对其是否能达到双赢进行分析，为掌握郑州会展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如何更好地发展会展旅游业提供了基础。

    第六部分是郑州市会展旅游产品开发体系。本节在会展旅游产品开发体系的指导下，针对郑州市的具体情况，分别从政府、旅行社、饭店三个角度

提出郑州会展旅游产品的开发策略。

8.期刊论文 张显春.ZHANG Xian-Chun 对旅游会展专业人才培养及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05,16(4)
    旅游会展已成为旅游业的主要方向之一,旅游会展教育也快速发展起来.由于我国旅游会展教育起步晚,可借鉴经验不多,还没有形成学科体系,无论是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还是课程设计上都处于摸索阶段,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初步探讨.

9.期刊论文 高欣 高等院校旅游会展专业建设的发展思路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32)
    会展教育是旅游教育持续发展和内涵延伸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专业方向和领域.本文通过分析高等院校旅游会展专业的优势和劣势,对高校旅游会展专

业的建设提出了发展思路.

10.期刊论文 何仁芳.洪坚.白丽明 世界旅游会展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商场现代化2009(14)
    旅游会展在全球发展乏势如火如荼,而国内对其格局却缺乏清晰认识.因此,本文以揭示世界旅游会展发展态势与内在规律为目的,采用分区对此、典

型分析,网络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等方法,对世界旅游会展空间格局、实力格局及主题格局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得出各国与区域旅游会展业的世界

相对地位,并发现其发展规律与趋势,为我国旅游会展业发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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