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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发展报告

（2021 年度）

第一章 综 述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经济发展的关键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斗，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

四五”良好开局。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会展业作为“经

济发展加速器和助推器”的作用仍然突出。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厦门会

展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会展局的指导下，在厦

门会展界全体同仁共同努力下，齐心协力迎接挑战，积极复工复产，努力克服

不利影响，将损失减少至最低限度，积极推动会展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2021 年，新冠疫情依然肆虐，我市乃至全国会展业仍受重挫。特别是下半

年，厦门本地疫情及国内疫情多点爆发，疫情防控形势更趋复杂严峻，会议、

展览项目停办或延期发生率较高。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我市积极推动会展

产业复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1 年，我市荣获“创新会展城市”奖等荣誉，

展现了厦门会展业的实力和韧劲。

一、展览业举步维艰

面对疫情冲击，全球范围内的线下展览均受到严重影响。2021 年，上半年

全国各地逐渐恢复线下会展活动，厦门展览市场逐步恢复活力。但是，下半年

国内疫情多点爆发及厦门本地疫情两次闯关，大量展览会被迫延期或停办，厦

门展览市场受损严重。全市全年展览项目较上年数量上有所下降，面积上微弱

增长。全市共举办展览 104 场，同比下降 7.96%。全年展览总面积 126.3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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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同比增长 7.14%；全年展览会共吸引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机构展

客商 1856 人，境内展客商 41.83 万人，观众总人次达 300.14 万人次，境内外

展客商在厦 149.83 万人天。成功举办了投洽会、工博会、石材展、春季佛事用

品展、双赢家居展、海西汽博会、春季茶博会、跨境电商展等大型经贸专业展

览会，并成功引进举办了第 79 届中国教育装备展示会、中国国际广告节。面对

疫情带来的挑战，线下展览向数字化转变不断加速，线上展览成为了线下展览

的重要补充。2021 年我市积极探索会展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取得成效。如，

开发或优化“云上投洽会”“云上厦门石材展”“云上厦门佛事用品展”等线

上展会，为实体展会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为会展业数字化发展助力。

二、会议业再受重创

2021 年，受全国各地疫情爆发的影响，特别是厦门 7 月、9 月两次发生新

冠疫情的影响，全市各会议场所无法正常开展会议业务，部分酒店先后被征作

疫情防控定点接待酒店，会议业受到严重影响。全市全年共举办 50 人以上的商

业性会议 2981 场，同比下降 9.36%。2021 年境内莅厦参会总人数 57.13 万人，

同比下降 5.38%，全年在厦停留约 287.95 万人天，同比下降 2.28%。但会议业

抓住有利时机，积极进取，成功举办了国际投资论坛、海峡论坛等高端会议，

举办了 2021 全美世界新品发布会、2021 年中国材料大会、2020 康宝莱众得家

族年会、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口腔种植学术大会、玫琳凯 2021 研讨会

等超大型会议。

三、经济效益持续下滑

2021 年，受疫情影响，全市会展业实现的经济效益持续下滑。2021 年厦门

市会展业共实现经济效益 174.59 亿元，同比下降 1.32%。其中展览业共实现经

济效益 92.19 亿元，同比增长 7.15%；会议业实现经济效益 82.4 亿元，同比下

降 9.34%。会展业虽然受到重创，但仍然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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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社会就业与经济发展，保证了众多会展企业的生存。同时，会展业在我市

加强产业培育，促进市场繁荣，丰富人民生活等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会展设施扩容完善

2021 年，会展场馆各项经营活动受疫情影响波动较大。在疫情常态化下，

厦门主要会展场馆及会议型饭店在强化防疫设施设备配套的同时，着力补齐防

疫软硬件短板。部分小型展馆及部分酒店停业整顿，以适应市场需求。厦门东

部会展新城是厦门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和厦门市跨岛发展的战略性工程，正加

紧建设，预计于 2023 年建成投入使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五期工程作为厦门国

际会展中心的展览及会议功能的扩容部分，于 9月破土动工，预计于 2023 年 3

月建成投入使用。一年来，厦门汉景华美达广场酒店、厦门 W 酒店、厦门集美

海景皇冠假日酒店等高等级饭店相继开业运营，进一步提升了厦门的会议接待

能力和水平。

目前，全市承办 1000㎡以上展览的场所有 11 处，面积达 25.57 万㎡。135

家能够承接会议活动的饭店和会议中心拥有各种类型会议室 1022 间，总面积达

22.37 万㎡，较上年度有新的增长。

五、会展营销喜忧参半

2021 年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贸易带来严峻挑战。我市会展营销工作喜忧参

半。线上营销继续发力：一是市会展局整合境内外各种会展资源，积极开展全

球化立体式营销推广，努力开拓国际“朋友圈”，通过 Facebook（脸书）、Twitter

（推特）、Linkedin（领英）等国际社交平台推送厦门会展业相关新闻；二是

加强会展大数据平台建设。市会展局完善“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大数据平台），并完成“会展专项资金”申报从“厦门市产业扶持资金综合

管理系统”向“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转移工作；三是市会展协

会加强对厦门会展行业信息网（厦门会展网）的维护管理。网站访问率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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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021 年网站总访问率达 1503 万次，比上年增长 12.3%；其中中文网站访问

率达 1400 万次，英文网站访问率达 103 万次；四是利用自身载体做好宣传。全

年刊发《海峡会展》6 期，《厦门会展动态》21 期，在“厦门会展”、“海峡

会展”、“厦门会展协会”等公众号发布数百条资讯，及时全面地反映了厦门

会展业的发展动态。线下营销严重受挫：受疫情影响，线下境外营销活动全部

取消。原定组团参加的境内 4 场营销活动也全部取消。仅在北京自行举办了一

场营销活动。2021 厦门国际会展周亦因疫情原因取消举办。

六、会展政策扶弱奖强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大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积极缓解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进一步促

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恢复发展，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或完善相关

政策，帮助企业渡难关。为支持会展企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会展行

业复工复产和持续健康发展，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先后出台了厦门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大消费旅游扶持力度的通知（厦府办规〔2021〕10

号）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长进一步加大消费扶持力度政策部分条款

实施期限的通知（厦府办〔2021〕67 号）。厦门市商务局迅速响应市委市政府

的要求，会同厦门市财政局制订并下发了厦门市商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厦门市进一步加大消费扶持力度政策操作细则的通知（厦商务〔2021〕293 号），

支持企业抗疫复产。厦门市同安区和集美区对本年度到期的会展奖励政策进行

了修订并推出了新政策。2021 年 3 月，同安区出台了厦门市同安区文化和旅游

局 厦门市同安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同安区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暂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厦同文旅〔2021〕12 号）；6 月，集美区出台了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集美区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

（集府规〔2021〕5 号）和《集美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扶

持奖励办法》（集府规〔2021〕5 号）政策解读，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制定了《集

美区关于进一步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奖励办法》办事指南（集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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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 号）。市、区两级及时完成上年度的奖补兑现，扶持企业渡难关。

我市还制定并试行重大会展项目引进标准与审批机制，成立了厦门市重大

会展项目评审委员会，申请列入我市重大会展项目评估审议工作日趋规范，促

进了我市重大会展项目的招揽引进工作。

此外，2020 年 12 月公布的《厦门经济特区会展业促进条例》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通过立法赋能，有力推动我市国际会展名城建设。

七、会展企业奋力求存

2021 年，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厦门会展企业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政府的指

挥，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落实政府部署，积极防控疫情，全力支持与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 9 月份，厦门本土疫情爆发后，在全域战“疫”

的大军中，处处可见厦门会展企业、会议型饭店、展装企业、综合服务企业的

身影。厦门会展企业在积极应对疫情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积蓄能量，创新

经营思路。我市继续做好会展人才培训工作，举办了六场线下专业培训，每期

参训人员都在 50 人以上，6期共计 880 人次，为厦门会展业从业人员充电蓄能。

面对世纪疫情，会展企业面临的困难是严峻的。据统计，多数企业通过裁员或

降薪来维持生存，部分企业转行或关闭。截至 2021 年底，市会展协会在册的企

业只有 350 多家，较上年同比下降 12%左右。其中，办展机构（含境外展机构）

60 多家、多数进行了裁员，特别是外展企业，因出境办展与参展活动处于停摆

状态，80%以上进行了裁员；常年开展会议承办服务业务的有 80 多家，50%以上

进行了裁员；全市能够承接会议活动（纳入会展统计）的饭店和会议中心达 135

家，经营业绩严重下滑；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企业拓展新业务，进军新领域，

奋力求生图存。

八、交流合作严重受阻

2021 年，厦门会展业境内外交流合作受阻严重。由于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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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线下国际会展交流活动中断。境外交流合作除参加了一些线上活动外，线

下活动几近为零。厦门会展协会仅通过线上参加 AFECA 理事会及年会活动，与

IAEE、金砖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会展组织、港澳台会展组织保持线上联络。境

内业内交流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通过线上交流保持了与国家相关部委、各

地政府部门、国家级行业协会、各地会展协会和各地会展业标准委员会的联系。

九、2022 促复苏求发展

2021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中华民族开启了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

庆祝大会发来贺信，为厦门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下行压力。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顶住下行压力，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稳步提高。这也为会展业

发展指明了方向。疫情影响仍在，城市竞争更加激烈，在顾全大局、确保安全

前提下，会展业应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疫情大环境下抓住可预期机遇，力

争队伍不散、业务不断、服务创新、产业复苏。

2022 年，厦门会展业将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指导，力

促复苏求发展。一是加大《厦门经济特区会展业促进条例》的宣传，做好会展

业扶持奖励政策的修订，积极推动厦门市、区会展业扶持奖励政策及厦门会展

环境的宣传。二是加强会展项目引进与创新，积极扩大会展份额。三是加强会

展人才的培育、高端人才的引进，推进专业团队的建设。四是优化完善会展软

硬件设施。发挥厦门国际会展中心等现有主要场馆的引展引会作用，加快智能

化优化，加快东部会展新城的建设；争取会议型饭店全部复工复产，扩大会议

产业硬件载体和队伍。五是积极推动会展业标准化建设与诚信建设，大力培育

本土品牌展会，引导企业诚信办展办会，推动厦门会展业全面复苏，为创建国

际会展名城添砖加瓦，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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