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多五少”发展滞后

BUSINESS�NEWS
2013年11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贺齐 图编/言琼 美编/刘迎 校对/李辉

A17-A22财经

11月19日上午，又有一位常德
口音的彩民来到了省福彩中心兑
奖室。这位彩民姓罗，他手中的彩
票出自常德市区紫菱路43068112
福彩投注站。“离和我同期中七乐
彩一等奖的那位———七里桥那位，
近得很！”罗先生笑着说。

11 月 15 日 晚 ， 七 乐 彩 第
2013134期开奖，全国共开出15注
一等奖，我省常德揽获其中2注。两
注头奖并非一人所中，但中奖地点
出奇地近：一注位于常德市区紫菱
路43068112号投注站， 一注位于
常德市区七里桥43069067号投注
站。二者相距不过两三公里。

“我看到湖南福彩的相关报道
了， 七里桥那位赵先生是机选的，
我这一注可是认真分析走势图以
后手选的，也很靠谱啊！”罗先生就
靠着这一注“2元单式票”轻松赢取
七乐彩一等奖。

常德是一块宝地，这里的口音
堪称湖南最美方言，这两注七乐彩
双子星一等奖也让整座城市被幸
运笼罩。 ■江东去

… 汇市牌价

（截至11月19日19时，数据仅供参考）

币种 钞买价
英镑 946.22
港币 77.78
美元 603.01
瑞郎 643.46

币种 钞买价
日元 5.893
加元 562.67
澳元 553.89
欧元 793.77

常德七乐彩双星闪耀
七乐彩第2013134期另一
位一等奖常德得主领奖

如果沿着时光纵轴来考
评， 湖南会展经济的发展无
疑是一年一个台阶； 但从地
域横轴来看， 长沙会展业目
前的发展水平， 在国内处于
第二梯队甚至更后。

“仅从中部各省份来说，
武汉前几年跟我市差不多，
但近年来的展览面积、 展会
总量等都大幅领先中部其他
城市，长沙、郑州、合肥、南昌
几个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大体
相当。”陈树中说。

对于行业发展与其他省
份的差距， 曾在深圳从事会
展工作、 九年前回乡创办长
沙支点展览策划有限公司的
江九良颇有体会， 他认为长
沙会展业起步较早， 但现在
明显落后于其他省份。

江九良说：“从市会展办
成立的时间可看出， 长沙会
展业的起步是走在大部分地
区前面的， 尤其是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的建成， 更是迎来

了爆棚期， 但2005年后前进
速度开始落后于其他地区。”

王佩良分析说， 目前我
市会展业整体发展水平不
高，主要表现是“五多五少”：
小型会展多，大型会展少，很
难形成规模；各类活动多，经
贸类大型会展少，人气不旺；
销售类会展多， 订货型展会
少，吸引不了大户；重复性会
展多，创新性会展少，造成资
源浪费；申办的会展多，自有
的品牌会展少，缺乏长久性。

对此， 履新不足一个月
的陈树中， 觉得自己肩上的
担子不轻， 他感慨目前长沙
会展业正值新的发展机遇，
却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
战：“受资金、场馆等制约，长
沙会展的展览总数和展览面
积， 由2008年的中部第二降
至现在的中部第三， 发展形
势十分严峻。”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利飞

实习生 钟雅洁 沈栋

当举办会展的浪潮一浪
高过一浪， 规模效益每年都
在刷新纪录时， 会展产业链
上的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喜
笑颜开，而交通、旅游、餐饮、
住宿、 广告等行业的人也从
中分得一杯羮。

中国会展业发展报告数
据显示，2012年我国会展业拉
动相关产业收入3.15万亿人民
币，比2011年增长16.7%。

据湖南商学院会展经济
管理系主任王佩良测算，国
际上展览业的产业带动系数
大约为1：9，即展览场馆的收
入如果是1，相关的产业收入
则为9。

恰值湖南省展览馆举行
服装博览会期间， 展览馆前
三和大酒店的工作人员李贞
富告诉记者， 客房平时的入
住率一般不会超过70%，现

在是100%。
附近“蒸有味”餐厅的生

意也“借光”展会，老板娘林
姐说， 餐厅平时一天的收入
在三四千元左右， 展会期间
则能达到七八千元。

还记得在1998年长沙第
二次举办全国糖酒交易会
时，4000多名客商云集，10
万人流汇聚，不仅使宾馆业、
旅游业、 餐饮业等十多个行
业赚得盆满钵盈， 而且使长
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跃居全国首位。

正如湖南师范大学会展
与休闲研究所主任许春晓所
说， 会展本来就不是只局限
于一个城市的活动， 而是要
扩展到更大区域乃至全球，
而一个有影响力的会展的成
功举办， 能拉动整个区域经
济的发展。

2长沙平均

11月17日，2013年
中国(长沙)手机文化产业博览会闭

幕；11月19日，珠宝首饰工艺品展又在长沙
开展，紧接下来还有国际农博会、茶博会、食博会

……
作为正在成长为“中国第五极”的长沙，每年保持

两位数增长的会展数量、年均突破百万平方米的展览面
积，给予了会展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一个较好注脚。

从上海“世博会”、广州“广交会”以及深圳“高交会”不
难看出， 衡量一个城市能否跻身于国际知名城市行列，一
个重要标志是看这个城市举办国际展览的数量和规模。
因为，一次国际会议或展览，不仅可以给当地带来相当
可观的经济效益，更能带来无法估价的社会效益。

然而， 一个让业界和学界都深感痛心的事实
是：长沙会展起步较早，但受制展馆建设以及

人才匮乏等因素，现在已明显落后。

天有一场展会
上半年百万人观展成交百亿元

周末除了逛街吃饭会
牌友， 长沙市民近年来还
多了一项活动： 逛展会。
“每个周末去展会逛一逛，
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退
休无事却又闲不住的长沙
市民张大爷如是告诉记
者。

事实上， 星城的展会
正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
场”的大戏。

比如刚刚过去的 10
月， 中上旬有长沙老年产
业博览会； 中旬有湖南第
三届金融博览会； 下旬有
中国国际教育技术装备展
览会；11月在刚刚开完中
国 (长沙)手机文化产业博
览会后， 珠宝首饰工艺品
展又开展， 紧接着的是农
产品博览会、食博会、茶业
博览会、汽车博览会、文化
艺术收藏品博览会……

据目前“湖南第一展
馆”———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的工作人员称， 租借场
地必须要预约， 有档期还
好说， 如果碰巧没档期的
话，提前一年预约也没用；
省展览馆副馆长吕焕希则
说， 有档期的前提下也要
至少提前2个月预约；红星
会展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军
告诉记者， 展会用场地至
少提前4个月。

若是时光倒退18年，即
1995年以前， 现在将“逛展
会” 视若日常活动的长沙市
民，恐怕对“会展”鲜有知晓。

据长沙市会展工作管理
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陈树中
介绍，直到1995年长沙举办全
国糖酒交易会，“会展经济”这
一概念才算正式引入湖南。

如今时过近二十载，长
沙会展不管是在数量上，还
是规模、档次上，无疑都向前
跨越了一大步。数据显示，长
沙会展数量每年都以两位数
增长， 至2005年达到历史最
高点47%后逐年减缓， 并从
2008年开始每年保持10%左
右的增长率。

2003年7月，长沙市成立
了会展工作管理办公室。正
是以此为标志， 长沙会展经
济的发展，正式进入一种“有
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模式。

而到了近两年， 长沙平
均每年举办展览超过180个；
展览规模也日益扩大， 目前
已突破年均百万平方米的展
览面积。

据陈树中介绍，今年1-6
月， 仅长沙市三大专业场馆
已举办各类会展活动70场
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6场次；
总展览面积87.7万平方米，比
去年同期增长14%，观众人数
133.4万人； 会展成交金额
133.25亿元。

星城展会一场接一场

数据现象
会展业年增速最高达47%

会展让周边餐饮酒店收入翻番

影响

问题

今 年 上
半年，仅长沙
三大专业场
馆已举办各
类会展活动
70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