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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创办上海汽配展是
“时势造英

自己的男孩。初到公司，魏巍对工作环境

岗员工，无偿地分担了她的工作，并适时

雄”，与法兰克福联手是“地利之便”，那

及工作内容稍感不适，热情、团结的展览

与她电话联系，沟通工作进展。

么，展览三部团结向上，攻坚克难的精神

三部成员给了很多工作上的指导与生活

像这样互帮互助、
团结友爱的例子在

就是“人和”。用展览三部自己的话说，展

上的关怀。至今魏巍都无法忘记程永顺

展览三部还很多很多。2012 年，刚刚入职

览三部是一个整体，团结是前提，奉献是

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 别拘谨，这些都是

展览三部的陈鸽认为，
事业的发展必然要

根本，他们分工细致、明确，意志坚不可

你的兄弟。
”

依靠强大的资源，
公司是以
“中国”
开头的

2012 年中，侯丽丽被安排带领展览

央企，拥有庞大且优秀的资源库，人在其

座山头；
在目标面前，
他们各抒己见，
各显

三部的零配件客户团组赴澳门参展，此

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可当她深入到展

所能，
尽管走的路不通，
但终点都在那里。

刻正是上海汽配展重要的组办时期。侯

览三部这个团体，
与展览三部的成员共同

2008 年，新人魏巍来到展览三部报

丽丽担心此去会影响到整个上海汽配展

为筹备上海汽配展奋斗时，她说：
“江山，

到，尽管业务突出，但他是个不太会表达

的进程。这显然是多虑的。展览三部的留

依靠的不只是资源，
更需要人。
”

Q：在培育新兴、

弱小项目的过程中，让
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A：在做项目的过程

中，我感到了公司的宽
容和支持。多年来公司
给予项目组全力支持，
不管多难都给项目组施
展拳脚的机会。公司的
这种文化和氛围让我感
动。我想，在市场竞争激
烈的今天，我们更应该
鼓励那些在创新项目、
开发项目中艰苦拼搏的
员工，给他们支持，为他
们鼓掌，
期待他们成功。
Q：谈一谈您对公司

展览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专访程永顺副总经理
——

摧。在项目面前，他们紧跟领导攻下一座



得，
虽胜有殃。”
展览三部亦如此。



A：公司应通过转型

升级和创新，
改变目前展
会多而不强的局面。
如纪
学成总经理所要求的，
在
专业化、
品牌化、
国际化、
市场化上下功夫，
以创造
价值为抓手来实现发展
目标，
在差异化的展会模
式中寻找到价值所在。
另



天时，
天时
，
地利，
地利
，
不如人和

古语云：
“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

以创造价值为抓手寻求新商业模式

（上接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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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当拓宽展会领域，逐步瞄准和发
展一些非汽车领域的展会。

“共进退
共进退”
”
“
、同成长
同成长”
”

随着上海汽配展越做越大，
公司与法
兰克福成为了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
在与
法兰克福商谈，
与国内同行合作时，
纪学成
总经理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共进退”
。

服务质量就没有保证，可能会损害参展

这种互信的关系不单单是与法兰克

商和采购商的利益。而这也与法兰克福

福，
长期筹办上海汽配展的展览三部也拥

自 2005 年与法兰克福合作以来，由

的理念不谋而合。法兰克福一位工作人

有了一批属于他们自己的
“铁杆”
参展商。

于共同的市场价值理念两家公司越走越

员表示：
“ 展会就是为企业提供宣传、展

在 2012 年中国（澳门）国际汽车博览

近，彼此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近年来， 示和贸易机会的服务平台。保证参展商

会上，公司取得了澳门车展有史以来的

由于北京车展以及地方车展的迅速扩

和观众的利益，在服务精细化的基础上

突破——汽车零配件参展商多达 200 余

张，依托车展设立相应的汽车零部件展

稳步发展才是长久之道。”

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零配件参展商均

无疑是一项极具投资回报的项目。但是

如今，上海汽配展主要的参展商中

公司依然遵循着与法兰克福“共进退” 70%是“回头客”，而且这批回头客平均每
的“承诺”
。
纪学成总经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

来自于上海汽配展。
这秘诀就在于“同成长”。
“上海汽配

家的参展面积较办展初期扩大了 30%， 展是一个全方位的展览平台，我们不拒
同时也带来了更多企业参展。

绝小企业、小厂家。小的厂家终会发展为

示，虽然展览公司作为商家，谋取利益无

法兰克福总经理曹建生曾表示，该

大的厂商，上海汽配展也是伴随着众多

可厚非，但不能一味追求利润。展会首先

展会能有如此快速的发展速度，一方面

企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
”高润峰说。

应该是立足行业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平

得益于中国汽车市场和汽车零配件产业

展览三部“共进退、同成长”的经营

台，实现参展商和买家利益最大化。这样

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与两家主办方愉

理念，实现了 1+1>2 的效果，即使在市场

展会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长期、持

快的合作、共同的办展理念和将双方优

经济并不景气的今天，依然让众多的合

续地办下去。如果盲目求大、追求规模， 势最大化分不开。

作伙伴对上海汽配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Q：您所理解的展览创新包括哪些

方面吗？

A：展览的创新是一种产品和商业

模式的创新。结合公司来看，在产品上，
公司应大胆的走出汽车领域；在模式上，
应实现多元化的合作格局。
Q：具体到展览三部,将如何创新？

A：一方面，
展览三部将以创造价值为

抓手，以信息化为基础统筹展会资源，优

化展会操作流程。
11 月 13 日
“中汽国际汽

车零配件专业展会服务平台”
正式上线试

运行。
该项目应用多项创新技术打造虚拟
展厅，
从个性化网页、
视频、
3D全景图等服

务功能，
多视角、
多方位、
多媒体为展商提

供展品展示和宣传空间；
构筑了基于互联
网和移动智能终端、跨平台、跨组织的大

协同环境，
为展会各成员间提供了智能化
沟通平台；
同时展示了在网络环境下展会
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展览三部还将继
续完善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瞄准市场，
瞄准市场
，提升自我

相关。
纪学成总经理认为，
从现在到未来若

重要作用。

台，将触角伸向一些非汽车领域，为贸易

干年，
世界汽车工业将发生巨大变化，
产销

“目前我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变强，市

地将大规模地向亚洲市场转移。
在全球范

场份额正在被切割，
我们所具备的优势也

“按照纪学成总经理的要求，把现有

围内，
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都将其市场战

不断遇到挑战的。纪学成总经理多次强

的展会资源和展会操作手段信息化，能

略重心从欧美转向亚洲新兴市场，
凸显了

调，要保证未来竞争中的优势，我们需要

够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使展览三部的管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

提升展览业务的专业化、
品牌化、
国际化、 理能力向上夸进一大个的台阶，也能为

发展，
作为支柱产业之一的中国汽车产业

信息化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把

展贸结合提供一个清晰、明朗的平台。”

还将保持平稳增长，
为汽车零配件服务及

握市场的能力，洞察市场的能力，运作项

程永顺说。

售后服务奠定长期、
稳定的庞大市场。

目的能力，与客户合作的能力，才能提高

为适应市场竞争，公司已经制定了

展会的服务质量。
”
程永顺说。

未来三年发展规划，赋予了展览板块全

未来，
展览三部还将寻求新的商业模

新的定位和未来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

式，整合现有优势资源，构建信息化平

发展提供更多可以发挥和施展的平台。

Q：对于公司提出的“展贸结合”您

有哪些想法？

A：我们的展览会有着丰富的资源，

能够给贸易提供很多发挥和施展的空
间，但缺少一个让大家一目了然地发现

业务板块之间商机的信息化平台。因此，
展贸结合还是要以信息化为依托，在信
息化平台上将各方资源进行整合。

Q：
您觉得上海汽配展未来的提升空

间还有多大？
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A：我个人觉得，目前上海汽配展才

刚刚走入正轨，展会要提升的空间还非

市场风云变幻，
挑战仍然存在，
展览三
部砥砺前行的步伐将会越来越坚定……
（本报记者 纪虹宇）

常大。未来，我们还将在细化展会分类、
提升展会品质方面下功夫。



项目的开发和成长与市场前景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