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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动态】 

2016 厦门会展国际营销论坛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5月 12日，以“连接世界，相会一‘厦’”为主题的“2016厦门会展国际营

销论坛”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会展局将 2016 年确定为“厦门会展国际营销

年”，将于今年 7 月份开始的厦门国际营销周系列活动，这是我市会展业转型升

级，向全球营销推广并正式步入高端化、国际化发展轨道的重要一步，意味着厦

门会展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5月 10日-12日系列活动期间，市会展局专门邀请了权威的国际大会及会议

协会 ICCA 亚太区总监努尔·哈米德（Noor Ahmad Hamid）和中国旅行社协会会

奖专业委员会、博悦咨询总经理姚红，台湾展览暨会议商业同业公会副理事长、

满力国际总经理黄洁仪，权威杂志《MICE CHINA》出版人钟兵，新加坡旅游局原

驻中国首席代表、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副总裁徐明华等境内外资深专家莅厦考

察并精心策划组织了国际营销论坛等系列活动。系列活动包括：5 月 10 日下午

倪超副市长会见，11 日上午媒体专访及城市会展环境考察，下午在会展局举行

了“厦门会展国际营销研讨会暨全球营销推广方案说明会”，12 日上午举行了

“2016厦门会展国际营销论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行程紧凑、紧扣主题，

得到了参会嘉宾的高度肯定。 

 

此次国际营销系列活动得以成功举办，源于厦门市领导对会展业营销推广工

作的大力支持，源于社会各界对会展业对国际营销的积极参与，源于各地业内人

士对厦门会展业的看好。 

（市会展局） 

【展会点评】 

“2016 艺术厦门”进步与潜力 

“2016 艺术厦门”展览会梅开二度，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亮相，引起

两岸艺术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作为业内人士，对该展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发现第二届“艺术厦门”展呈现六大特色和两大潜力： 

 

特色一，规模扩大。去年该展总展位数 826 个，净面积 7434 平方米，折合

总面积 16520平方米。今年总展位数达 1112 个，净增 286个，折合总面积 22240

平方米，净增 5720 平方米；特色二，展览分为九大展区，展区规划更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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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的人士观展、采购提供了更专业的服务和便利；特色三，布展水平档次更

高，给人以清新雅致、绿色环保的美好印象；特色四，两岸艺术家共襄盛举，台

湾艺术家联袂参展，“艺术厦门”超越厦门，成为两岸艺术界合作的重要平台；

特色五，国际参与度增强，俄罗斯、丹麦、加拿大等 10 多个国家的艺术家作品

参展，为艺术厦门走向国际迈开了第一步；特色六，管理严格，主题活动丰富，

为业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交流、交易氛围。 

 

当然，从展览的角度分析，“艺术厦门”还有改进、拓展的空间和巨大发展

潜力；一是展区布置太密，有安全隐患，按正常的情况，一个标准展位连同公共

空间占地是 20 平方米，“艺术厦门”平均只有 15.4 平方米；二是该展参展作品

以国画、油画、漆画、版画等作品为主，其他艺术门类偏少，其他展区偏小，对

艺术的挖掘还不够，还不能全面地反映厦门的艺术全貌，艺术厦门还有巨大的发

展空间。 

（直言） 

【展会动态】 

第十二届旅博会“三大特色”促进展会转型提升 

由国家旅游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福建省旅游局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

承办的第十二届海峡旅游博览会于 5月 6日至 8日在厦门圆满举行，其间共组织

推介活动近百场，参展游客、公众近 10 万人次，相比历届，本届旅博会凸显三

大特色： 

 

一是热点多，内涵丰富主题彰显 

本届旅博会展馆面积达到 3.3 万平方米，展位 1500 个，本届旅博会精品会

展丰富精彩，主题活动内涵丰富，主要概括为“1+7+1”，1 即旅游精品展会；7

即 7个主题活动：两岸乡村旅游圆桌会议、两岸及港澳地区摄影大展、两岸及港

澳地区名导论剑、两岸旅游文创商品大赛及讲评大会、“旅游+VR”高峰论坛、“清

新福建之夜”旅游推介会、“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年度工作会议；1

即同期举行 1个“厦金两门旅游节”。 

 

二是市场化，展销合一更接地气 

本届旅博会更加注重市场化、专业化运作，不仅展会运作更加市场化，参展

单位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化，越来越贴近民众，与公众开展了更加实质性的互动和

营销，凸显展销合一。3天时间内，吸引了很多民众现场直接购买旅游产品。 

 

三是时代性，更显展会温馨和舒心 

相比往年，本届旅博会更富有时代性。旅博会既是海峡两岸旅游业界的嘉年

华，也开启了“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作的广阔空间。徜徉在展馆当中，民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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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刻能够感受到旅游业澎湃发展的脉动，新领域、新技术、新手段、新线路、

新产品接踵而至，对观众的服务更加细致周密。 

（会展协会 谢燕婷整编） 

2016 第六届火锅料节火热开展 

由中国食品报社主办，中国食品报冷冻产业周刊，《冷冻食品》杂志社，郑

州冰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和厦门爱格会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2016 第六届火锅

料节，于 5月 18日-20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次展会展览面积 13122平米。参展范围涵盖了冷冻调理食品，原料辅料，

火锅相关设备，牛羊肉，火锅底料蘸料、特色涮品等。行业大牌厂商云集，安井、

海霸王、源之香、兴威、太禾、恒瑞等企业纷纷亮相。展会现场人声机器声交织，

美味飘香，热气腾腾。除了可以品尝到美食，还可以一站式采购齐食品及设备等。 

 

展会期间，同期举办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第六届中国火锅节企业整点

秀”、“火锅节品牌营销大会”以及“第二届鱼糜论坛中国专场会”，行业一线精

英、领军企业负责人、知名营销专家等汇聚一堂，共语行业热点。 

（会展协会 周燕华整编） 

艺术厦门，艺术之城！ 

——2016 年艺术厦门博览会 

2016 年艺术厦门博览会于 5 月 19 日至 5 月 23 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璀璨

绽放。和去年相比，今年的展览面积扩大到 18000平方米（实际总面积 22000平

方米）。展会预计吸引 8 万海内外收藏专家和艺术爱好者来访，让更多艺术家了

解闽南艺术的独特魅力，打造厦门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名片。 

 

本次博览会由厦门市奥维世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承办。作为厦门经济、

社会、文化互助共生的重要力量，艺术厦门以厦门本土艺术产品为突破口，汇聚

国内外艺术力量，成为实现艺术家与艺术机构、艺术收藏家、艺术爱好者交流的

一个平台。 

 

展会主题突出：今年艺术厦门展览的主题突出微拍、漆画作品和工笔画精英

作品。包括闽籍和台湾专家以及海外知名艺术家在内，本次展览分为国际、台湾、

国画、油画、漆画、雕塑、拍卖、古代艺术品等八大展区。展会期间同时举办中

国当代策展人高峰论坛、中国女性艺术家高峰论坛、国际艺术论坛、漆画艺术论

坛、油画艺术论坛、雕塑艺术论坛、佛艺术论坛等六场大型主题论坛。” 

 

参展艺术机构丰富：包括杨国际艺术中心、K空间、台湾故宫博物院、宝珍

堂、锦瑟画廊等优质艺术机构。参展的艺术家作品也颇为大牌，包括毕加索、郎

世宁、庞茂琨、李强等名家佳作。本届艺博会还引入北京荣宝、上海嘉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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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鸿信、北京恒盛鼎、四川德轩、福建运通等知名艺术拍卖机构，拍品汇聚黄胄、

黄宾虹、齐白石、启功、吴冠中等大家作品，部分拍卖公司在现场拍卖博览会期

间展出的艺术品。 

（会展协会 周燕华整编）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厦门)渔博会和 2016 亚太水产养殖展览

会同期举办 

由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与福建省水产加工流通协会共同主办第十一届

中国国际(厦门)渔博会 5 月 26 日-28 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016 亚太水

产养殖展览会同期举办。本届展会仍以水产加工精品的展示、贸易为主，并涵盖

渔业水产品，冷藏、冷冻、保鲜、加工设备，养殖、捕捞及冷链物流运设备等方

面。 

 

展会为买家和市民提供了一个交易的平台，厂家和经销商现场洽谈热烈，高

品质的商品和优惠的价格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来参观，购买。 

 

除了丰富新奇的参展产品和现场推介活动，渔博会期间还举办一系列致力于

推动行业发展的论坛与研讨会，其中最具重量级的是全球水产养殖论坛。中国国

际(厦门)渔博会连续举办了十届，集国际渔业精品展示交易、贸易洽谈、信息交

流为一体，己成为中国第二，中国南方第一。 

（会展协会 周燕华整编） 

【展会预告】 

六月份展览、会议预告 

展览：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地点 

1 2016 中国厦门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6.3-6.5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2 第二届中国（厦门）国际婴童产业博览会 6.8-6.10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3 2016 海峡两岸（厦门）老龄产业博览会 6.17-6.19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会议：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参会对象 规模（人） 

1 乔丹体育 2017Q1 新品圈样会 5.30-6.5 全国性 448 

2 新时期检查机关调研与公文写作专题讲座 5.31-6.7 全国性 400 

（会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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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英文版首战告捷 

厦门会展网在去年成功升级为“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中文版）

后，日、月、年点击率居中国大陆各会展城市网站之冠。精心创建的英文版去年

年底一面世，即受到境内外的广泛关注，2016 年 4月 1日至 30日，点击率达 5647

次，IP显示点击来源有美国、台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韩国、瑞士、香港、

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及中国大陆，厦门会展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英文版成为厦门会展

境外营销的又一重要平台。ICCA亚太区总监努尔•哈米德称赞说，厦门市会展业

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厦门会展网）是中国乃至亚洲各城市会展网内容最丰富的网

站，中文、英文网办的都很活，为他了解厦门、中国会展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会展协会） 

厦门首次会展沙龙成功举办 

为促进交流，加强合作，资源共享，根据厦门市会展企业建议，由厦门市会

议展览业协会主办、《海峡会展》杂志社策划组织承办的厦门会展“会立方”沙

龙 5月 14日在厦门 2697艺术园区成功举办，沙龙活动得到市会展局的大力支持

与指导。 

 

本次沙龙以“策展的创新之路”为主题，邀请了业内 20 位人士参加探讨。

沙龙围绕厦门目前展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空间、如何整合资源创意创新展会题材

和依据福建产业基础寻找厦门策展机会三个议题展开讨论，沙龙由厦门会展协会

郑智会长主持。厦门市会展局展览处处长曾文利、厦门飞驰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国才和厦门市钟表协会会长黄爱英作主题发言，会展局陈文水处长就今年会展

局准备开展的六项营销活动进行了分享。举办会展主题沙龙在厦门会展业内是第

一次。 

 

郑智会长介绍了今年会展发展情况。他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厦门会

展业喜忧参半，喜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去年新展扎堆发展的基础上，又有十多个新

办展览在策划，在举办，同时老的自办展规模在扩大，档次在提升；忧的是厦门

今年引进的大型展览数量减少，离今年设定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下半年任务

艰巨。郑会长对如何达到预期目标提出了建议：一手抓自创，练内功。一手抓引

进，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撬动市场的繁荣。 

 

郑智会长在总结本次沙龙活动时说，创新是发展的关键，只有想不到的没有

做不到的。据有关机构归纳，全国展览会现涉及 120多个行业，而目前厦门的展

览不超过 30个行业，所以厦门的自办、创新展览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第二，

产业是基础。我们策展人，做展人要与行业、产业相结合，要深入行业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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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植根行业、产业，展览业才有希望；三是要走合作、联合、共享之路，我们

提倡同行合作，跨界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做强展览业。 

（会展协会 周燕华） 

【会员风采】 

厦门蓝海行获批“全国海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016 年 4 月，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正式命名厦门蓝海行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中国（舟山）海洋科学城建设管理局、福建省海洋影视文化中心、福建省
歌舞剧院、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湄洲妈祖庙景区管理处、山东无棣海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舟山彼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光墨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为第三批全国海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上述 9家单位在海洋主题视频创作、海
洋文艺创意、妈祖文化产业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自此，全国海洋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已超过 20 家，覆盖了北京和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
过半沿海省份。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海洋大国，蕴含有丰富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推动海洋文

化产业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有利于深入挖掘和阐
明海洋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开拓进取的海洋观，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精神动力。因
此，为落实国家关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建成一批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
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和动漫等产业示范基地的统一部署，国家海洋局宣传教
育中心自 2015 年启动了全国海洋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评选命名工作，其社会影
响力不断提升、示范带动效果不断增强，已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下一
步，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将继续扩大基地规模，同时不断加强规范化建设、
进一步强化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厦门蓝海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依托母公司厦门蓝海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

海洋行业的丰富从业经验，用互联网思维重新解构文化传播，融合国际先进理念，

以精准的行业数据、高效的整合资源、专业的优质服务和快速的执行团队，致力
打造海洋文化领域策划、设计、传播的标杆。公司专注于海洋主题展馆的创意设
计以及个性化的二维、三维、VR视频产品开发，特别是 VR技术在不同领域的拓
展与应用。作为一家新兴的海洋行业文化传媒公司，自成立以来，蓝海行在当前
严峻的大市场环境下，坚持每一个项目都是“精品工程”的理念，不断获得客户
好评和业内认可。 

 
公司设有策划设计部、展馆施工部、数字技术部、行政部、财务部等业务部

门，人员涵盖策划、三维设计、项目管理、动画导演、脚本设计、原画设计、后
期剪辑合成、平面设计、文案人员及后勤保障等，初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配合
紧密的技术团队。秉承“用‘互联网+’让客户成为‘赢+’”的服务理念，珍视

每一位客户的信任和重托，以战略伙伴的思维方式做客户的外脑，提供最具建设
力的创意及最科学的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最大的传播价值。 

（厦门蓝海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欢迎您推荐有价值的会展业信息              8                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 www.xmce.org 

【新会员介绍】 

厦门白鹭洲大酒店 

“海在城中，城在海上”，厦门白鹭洲大酒店位于厦门市繁华的政治、商业

中心，毗邻厦门市政府、对望白鹭女神，与西堤海域相连；座落在厦门著名八大

景之一的“筼筜渔火”——筼筜港，酒店推窗见海，临近鼓浪屿轮渡码头，交通

便捷。距中山路商业步行街、环岛路、火车站近在咫尺（约 3 公里）；距机场、

会展中心也十分方便（约 15公里）。 

 

酒店 2006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四星级涉外酒店，2011年被厦门市评为“旅

游知名品牌”，2013 年被评为“消费环境十佳酒店”。酒店于 2011年进行了重新

装修，现东、西楼共有 218 间时尚、舒适的客房，免费无线 wifi 全覆盖；一楼

自助餐厅，二楼潮粤闽中餐厅，“赏筼筜美景，品湖畔美食”，三楼白鹭多功能宴

会厅；酒店拥有大型路面停车场，无论是商务、休闲度假旅游，大型会议活动及

私人派对、礼宾宴会，都是您不二的选择。 

（厦门白鹭洲大酒店） 

厦门泰谷酒店 

厦门泰谷酒店是一家按高规格打造的精品酒店，位于鹭江道 2号厦门第一广

场东座，毗邻中山路繁华商圈，与鼓浪屿隔海相望。酒店地理位置便捷，距厦门

高崎国际机场 20分钟车程，步行 5分钟即可到达中山路和轮渡码头。 

 

酒店拥有 268间客房，设计中融合了雅致、奢华及艺术的新古典后现代风格。

太古码头餐厅位于酒店 5楼，是酒店的主要餐厅，备有 150个座位。餐厅提供自

助早餐、午间套餐、自助晚餐和 24 小时送餐服务。丰富的选择、新鲜健康的食

材加上地道而不失创新的烹饪，为宾客带去非同凡响的用餐体验。谷吧咖啡厅位

于酒店 27 楼。舒缓的音乐，满眼的海天一色盛景，是您商务洽谈、放松休闲的

好去处！酒店配备 2 个会议场所，分别是"行政会议室"和"望海厅"。不同面积尺

寸的会议场地和专业的会议服务，定能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厦门泰谷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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