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E2022展望：

全球三大国际会展组织领导
人对2022年会展业的见解：
        近期，全球三大国际会展组织领导人与亚洲展览会议协会联盟分享了他们对2022年会展业的看
法，以及在疫情期间会展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行业复苏。

         尽管2022年会展业的复苏之路看似困难重重，但企
业如果专注于提升员工能力（员工培训）、增强数字化
能力、积极宣传、搭建伙伴关系，这些都将为行业复苏
奠定更有力的基础。

         以下内容为国际展览与活动业协会 (IAEE) 首席执行
官David DuBois先生、UFI首席执行官Kai Hattendorf先生及
AFECA主席Dato’ Vincent Lim对行业关键性问题的分析与
看法。

  
  预计2022 年业务恢复速度将放缓
          2021年12 月份爆发的奥密克戎病毒变体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给2022年会展业的复苏带来冲击与阻力。但业
内人士对此依然持乐观态度，这个病毒变体不会成为行
业复苏的重大阻碍。

 UFI首席执行官Kai Hattendorf先生说：“根据南非的
经验，病例的上升很可能是短暂且轻微的。”基于这一点，
我们对2022年下半年会展业的复苏充满信心——不仅是
欧洲市场，而是全球市场。随着市场对商务旅行限制的
放宽，展览性质将越来越国际化。”

AFECA主席Dato’ Vincent Lim对行业复苏同样充满信
心，他指出，行业人士正在积极筹备会展活动，如2022
年2月15日至18日举办的新加坡航空防务展。他表示：
“尽管展会规模缩小了，但该场活动的举办对于会展业重
启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会展人建立了信心。”

IAEE首席执行官席David DuBois先生乐观预计，至
2023年底，全球展览业将恢复到2019年85%至90%的水
平。”

这个观点与AFECA的一项调查吻合，这项调查的结
果显示“2022年，行业将恢复至疫情前2019年水平的50%
至75%。预计到2023年，业务复苏将达到2019年水平的
75-90%。而到2024年，行业将完全复苏。”

UFI首席执行官Kai Hattendorf先生认为，根据需求和
疫情的情况，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恢复程度将有所不同。
“2022年，全球展览行业将持续复苏，特别是中小企业正
在推动活动重返展馆。各地区会展业的复苏程度取决于
新冠疫情的事态发展。”

随后他补充道：“未来几个月，我们将不得不面对
一个‘走走停停’的市场环境。”

    我们预计，越来越多的亚洲
国家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开放
边境，实行免隔离政策；
这将是行业利好。

Dato’ Vincent Lim ，AFEC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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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复苏的关键因素
业内普遍看法认为市场对活动的需求依然很高。未

来需要通过疫苗接种、边境重新开放和取消旅行限制来
促进会展经济发展。

Kai Hattendorf先生表示，UFI与Explori公司合作调研
发现，人们更倾向于传统的线下活动。“访客和参展商
都希望可以进行面对面交流。我们相信，随着人员聚集
障碍的减少，全球成功举办展览会的数量将会激增。”

    未来的困难与阻碍
尽管大多数人已注射了疫苗，多国也已重新开放边

境，但会展人还需要克服其他挑战。

疫情期间许多公司深受影响，不得不裁员以维持生
存。

AFECA主席Dato’ Vincent Lim说：“已离职的员工可能
不想回到这个行业，因为他们看到形势还没有完全好转，
目前的形势还不稳定。”

UFI首席执行官Kai Hattendorf先生认为：“一些同事
已经离开会展业，去看似更稳定的行业任职。工作稳定、
薪水有保障、工作压力小，这些因素是人力资源部门在
为离职人员办理离职手续时获悉离职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是塑造和宣传企业品牌，
持续吸引有才智、有行动力、有才华的人才。

David DuBois先生认为

“继续推行疫苗接种、免隔离

旅行、落实防疫防控措施、促

进全球经济和消费者信心的增

长，有助于我们行业恢复到

2019年的水平。”

IAEE首席执行官David DuBois

先生

Kai Hattendorf先生建议：“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定位我
们的业务，讲述关于这个行业里的职业生涯为何能够脱
颖而出的“故事”。”

“对于一直在寻找目标、寻求工作的意义并想要投身事
业的人---会展业将提供其他行业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个
行业未来形势明朗，加入会展业成为其中一员，实现你
的目标。”

Kai Hattendorf先生同时还指出业内人士亟待解决的另一
个问题：展会如何留住高质量的访客。

去年，我们写道，回归展将主要集中在贸易展的“贸易”
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展商报告他们在展会中遇
到优质买家并达成交易，这里的买家指的是“高质量的访
客”。随着新冠疫情复杂性的降低，我们欢迎疫情前老客
户回归，从某种程度上说，疫情后少量优质的客户的回
归将成为常态。”

气候因素和减少碳排放也是业内人士必须应对的问
题。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业组织，我们可以在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作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我们
举办的每一场展览都以减少碳排放为宗旨——因为我们
将业内人士同时聚集在一个活动地点，避免了个人分批
参加不同活动。”

    后疫情时代会展业
疫情期间，高科技被广泛运用到会展活动，该模式

会成为疫情后会展活动的主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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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ECA主席Dato’ Vincent Lim说，传统线下活动仍然
很重要，不会被线上活动所取代。“从AFECA的调查来看，
73%的受访者表示，实体活动仍将驱动行业发展并增加
参与度，而线上活动仅仅是作为线下活动的补充或辅助。

UFI首席执行官Kai Hattendorf表示：“传统线下活动
仍将是行业的核心，但未来我们行业的佼佼者将会是那
些能将线上线下活动融合、做好活动内容并提供优质服
务的公司。”我们将利用平台来解决问题。期待会展业能
加强资源整合，寻求更好的的商业模式。”



David DuBois先生指出，“面对面活动的表现远远
超过了数字化项目。”然而他表示，技术应用将有助于
扩大市场和观众参与度，这对于面对面活动的成功也是
至关重要的。

Kai Hattendorf先生观察到，在商业活动领域，目
前还没有出现数字化颠覆的时刻；但“采用数字解决方
案与更多传统服务模式”并进的方式，丰富了我们的产
品和价值”。

应对新模式的策略
    在后疫情时代下的会展领域，会展从业者需要加快
项目升级，专注于技能提升与培训、内容创新，保持合
作，为行业发声。

    Dato’ Vincent Lim主席表示，一旦线下活动放开
举办，将倒逼主办方想办法推出更好的创意和内容，来
吸引展客商对线下活动的兴趣。

他建议：“当前在线获取海量信息已经非常便捷，
我们必须考虑在展会项目中加入更多有创意性的价值创
造。”

除了活动内容的创新，关注从业人员并确保他们拥
有必要的技能和培训、从而在新的会展行业环境中施展
拳脚并应对当下的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David DuBois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业内人士必
须持续关注人力发展、面对面交流与线上活动的融合，
以及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官员推动的行业计划。”

携手重建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间，政府和行业从业者进

行了更为深入的对话和密切接触；双方都在寻求行业经
济复苏的解决方案。

    Dato’ Vincent Lim表示，与政府保持透明沟通很
重要，有利于从业者在制订内部展览计划的同时保持与
政府的政策规划步调一致。

他说：“我们需要配合各国和各地区政府，清楚了
解各国和地区的防疫要求，为启动无障碍的商旅和经济
活动作准备。”行业与政府之间的协作很重要，这样才
有利于行业主体及时了解跨境旅行和健康安全条例最新
资讯。”

疫情以来，UFI团队持续为会展行业发声，提议政
府对行业给予支持。UFI积极分享数据和研究成果，重点
指出了疫情对展览界的破坏性影响。

“在我们的新冠疫情专页，我们为业者发布了多项
实用工具，包括UFI全球展览和B2B展会重启机制，全球
市场重新开放追踪器，以及按区域划分的政府支持计划
一览，”Kai Hattendorf先生说。

David DuBois先生鼓励行业和政府保持协作关系，
为会展行业发展赋能。他说：“这些在最困难时期得到
支持和帮扶而取得的卓越合作成果，足以继续表明会议
展览行业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

他补充道：“行业和政府领导人将更深入地了解彼
此的轻重缓急。政府官员需要更好地了解我们会展行业
对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全球交流的价值与积极影
响。双方都有责任继续推进更好的合作。”

我们需要考虑项目成

功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然后针对性地扩充及培

训我们的团队。这是我们

UFI如此重视教育的原因

之一。这将是未来哪些活

动主办方在蓬勃发展、哪

些活动组织者在苦苦挣扎

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Kai Hattendorf，UFI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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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简而言之，奥米克戎病毒的传播有可能会阻碍今年

的行业复苏的脚步，但展客商们已向往重聚展会现场。
疫苗接种、免隔离旅行和安全标准作业程序将提高会展
业商旅的信心；但即便如此，从业者仍需付出努力来处
理后疫情时代的其他棘手问题，包括招揽合适人才和高
质量展客商，以及面对气候变化。

未来战略的制订应侧重于跟上新技能和新知识的发
展、创新活动内容、持续为行业发声以展示商业展会活
动的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应继续开展相关合作尤其是
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对行业的关注。

为了解成员对后疫情时代行业复苏的见解，AFECA最

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对本土展会活动的一些限

制已被取消，2021年会展活动从业者依然受到剧烈影响。

来自AFECA的10个成员提交的信息涵盖了各地会展

业的状况、财务和商业影响以及复苏前景和策略。

日本

新加坡

台湾

泰国

香港

澳门

印度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AFECA2022年
亚洲会展行
业调查
-第三版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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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个例，在去年年底推出一个试点项目后，

国际活动在遵守某些规定的前提下允许举办。不过亚洲

各地的总体情况仍然严峻，近一半的受访单位预估要到

明年线下活动才能像往常一样举行。这大概归咎于奥米

克戎变异及广泛传播对行业复苏构成了新的威胁。

尽管政府已采取措施助推会展业复苏，但2021年疫

情对企业的影响继续呈现。绝大多数或55%的受访单位表

示，和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相比，业绩下降了75%至100%。

收集到的调查反馈集中在，行业经济复苏缓慢，会

员们亟待需要得到大量支持的仍然是融资、重振行业的

扶持政策以及对放宽会展旅行商旅限制等方面的需求。

有利于推动行业向前发展的关键是有高价值有创意的内

容、彼此合作、会展主体之间维持沟通交流及品牌塑造。

调查结果
目前亚洲的形势是对会展业活动的限制逐步放宽，

许多会展目的地得以恢复举办本土商业展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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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单位依然对2022年的全面复苏不抱信心，预计

今年同样是业务发展缓慢的一年。只有36%的受访单位认

为，他们可以恢复到疫情前50%-75%的业务价值。其余的

受访单位对行情表示不容乐观。

业内人士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将有助于2022年行业

复苏：疫苗接种、免隔离旅行、放宽对组织会展活动的

限制以及行业扶持政策。从业者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

供融资和政策、留住人才的激励机制、减少限制以促进

全球会展旅行，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维持运营和业务的过程中，从业者认识到了几个

关键的重点领域，如:为活动创造高价值的内容，寻求与

他人合作或协作，并为他们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持续的沟

通和品牌塑造。疫情引起人们对改善工作环境、平衡工

作与健康的关注，这也成为从业者的优先考虑事项。

调查还揭示了成员单位对虚拟活动的不同看法。所

有人都不否认技术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无论疫情

暴发与否。但人们对其在未来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27%

的受访单位相信，虚拟活动将塑造未来商业活动的进程，

而大多数或73%的受访者认为，现场或线下活动仍将作为

主导，虚拟活动只能作为附带或补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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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商业新模式       作用，打造未来的会展活动            虚拟活动仅为辅助    一旦线下恢复终将被遗忘

     您是如何看待虚拟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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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5日，2021年AFECA亚洲会展青年竞赛
圆满落幕。

相较往届，本届会展青年竞赛的特殊点在于以线上
参赛的形式举办。曼谷作为大赛协调总部，与AFECA秘书
处，各大赞助机构以及参赛队伍通力协作，保障了大赛
的圆满成功。

AFECA亚洲会展青年竞赛自2015年成立以来，发展迅
速。该赛事为参赛者链接各国和地区的同龄参赛者提供
了一个卓越和独一无二的机会，激发了他们对会展行业
的创意和热情。2021年是大赛举办的第六个年头，今年
的比赛为参赛学生们以“新常态”的形式——在行业已
经适应了这种商业延续模式，并预计将持续多年的背景
下提升自身技能提供了机遇。

今年共有13支参赛队伍在线参加了竞赛，这13支队
伍来自8个国家/地区，即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澳
门、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和泰国。

关于2021年AFECA亚洲会展青年竞赛获奖
名单的公告
——线上模式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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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2023年香港电影科技博览会

亚军

澳门科技大学及澳门大学

2022亚洲医疗合作论坛

我们自豪地宣布2021年AFECA亚洲会展青年竞赛的
获奖名单如下：



最具博学奖

• 台湾中华大学 Cheng Chin Chang

•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Chan Cheryl

AFECA秘书处办公室
亚洲展览会议协会联盟(AFECA)
159836 新加坡创新中心#02-10 红山中心 1003
企业推广中心有限私人贸易公司(EPC)

电话：（65）6278 2538
电子邮件：secretariat@afeca.asia
网址: www.afeca.asia

更多最新动态，请关注社交账号

通信小组委员会
Dato’ Vincent Lim，AFECA主席
Marisa D. Nallana ，通信组负责人
Joanne Tan， AFECA秘书处人员
Koh Kai Feng ，AFECA秘书处人员

AFECA旨在成为创建一个代表亚洲展览和会议行业的世界联合会
的战略合作伙伴。

• 促进亚洲会展产业的增长和发展。

• 鼓励和维护会展业商业行为和专业度的最高道德标准。

• 推动和建立在亚洲会展业通用行业标准。

• 代表亚洲会展行业向政府机构发起倡议。

• 在国际层面上代表亚洲会展人的利益。

• 提升会员的共同利益。

亚军

泰国马希多大学国际学院——爱情博览会

特别表彰奖

• 泰国卡萨特大学  泰国国际健康博览会

•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2022首届会议艺术——澳门国际未

来视觉艺术家会议

• 新加坡理工学院，新加坡

最佳幻灯片演示文稿奖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2023年香港电影科技博览会

最佳主题着装奖

澳门科技大学及澳门大学

2022亚洲医疗合作论坛

团队成就特别奖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分拣包装博览会

最佳演讲人奖

• 日本关西大学 Saki Fujita

• 泰国美法琅大学 Thamonwan Nualkam

• 澳门科技大学 & 澳门大学 Deng Shi Man

• 马来西亚孙威大学 Choong Wei Yao

2021亚洲会展青年竞赛钻石赞助商

2021亚洲会展青年竞赛银赞助商
马来西亚会展局

2021亚洲会展青年竞赛青铜赞助商
会议及展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爱实境宅装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全球会展推广协会
满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泰国会展局

菲律宾旅游推广委员会

2021亚洲会展青年竞赛白金赞助商

2021亚洲会展青年竞赛黄金赞助商

日本展示联合会 R.E.罗杰斯印
度私营责任
有限公司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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