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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接地气 方式更多样

让让更更多多百百姓姓走走进进专专业业展展会会
每年的科博会或文博会， 都是一次次大型的科技或文化盛会。 与每一位市民分享科技、 文化的最新创

新成果， 是主办方的办会初衷。 那么， 怎么让这些看似专业而且高大上的展会， 更能吸引到普通市民的目
光， 也是主办方一直以来比较关注的。 对此， 不少专业展会在硬件和软件上下功夫， 采用百姓视角加入更
多普通人生活元素， 让专业的展会更接地气。

【调查】
内容融入百姓
展会更接地气

近些年， 不少名字听着高端
大气的专业展览会、 博览会也面
向市民开放。 普通百姓只需出示
身份证， 就可以领到入场券进行
参观。 尽管手续比较简单， 但是
不少人还是对这些听着高端的专
业展会望而却步。

“总觉得和自己有些距离 ，
就没想过去参观。” 今年56岁的
张巧凤说， “退休后， 也会和邻
居、 同事到一些展览馆组织的展
会上转转， 大多数是卖服装或者
是食品大集， 但是一些听上去比
较高级的展会 ， 就不去凑热闹
了。 什么科技展会的， 都是年轻
人的事， 离咱太远。”

“比起炫酷的展会名称 ， 或
者是展会硬件布置， 和百姓日常
生活相关内容和产品才能让更多
的人走进展会 。” 市民王铮说 。
在采访中， 不少人都强调展会内
容接地气才是吸引更多普通人走
进来的关键。 关于这点， 去年的
文博会无疑是个不错的证明。

据不完全统计， 去年历时4
天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
产业博览会期间， 共签署文化创
意产业的产品交易 、 艺术品交
易、 银企合作等协议总金额958.
33亿元。 现场举办了展览会、 推
介交易、 论坛会议、 创意体验及
分会场百余场活动。 再以今年的
科博会举例， 更是证明了内容对
于展会的重要性。

在国际展览中心 ， 也就是
“老国展”， 每年大大小小各式各
样的展会一个接一个， 如今已走
过20年的北京科博会应该是众展
之中受众面最广、 最受关注的。
从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到老百姓，
从企业的相关专业人员到普通观

众， 每次的展会都像是全民参与
的一次科技盛会。 一般持续5天
的展览会每天都是人头攒动。

今年刚刚落幕的科博会上 ，
众多科技创新成果集体亮相。 常
去参观的市民会发现， 展品涉及
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足以让人
感叹： “科技也很接地气。” 机
器人向来都是科博会上最 “吸
睛” 的角色， 今年的展会上， 陪
孩子学习的、 居家养老看护老人
的， 总有一款让你走不动。 小优
可是每年科博会的 “焦点”， 这
款深受小观众喜爱的智能陪护机
器人， 变得越来越 “油嘴滑舌”。

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来科博
会参展的小优已经升级为伙伴型
家用智能机器人 ， 内置8G存储
内存， 同时能无线联网， 可以随
意畅聊、 陪孩子学习、 进行百科
知识查询， 还能陪同娱乐、 视频
通话。 各种虚拟现实游戏设备、
电子图书馆， 老年人喜欢的肩颈
按摩 “神器” ……2号展馆的小
展品， 更贴近市民的日常生活。

“科博会让普通老百姓切身
感受到科技不是高高在上， 它看
得见、 摸得着。” “感谢科博会，
让我们看到， 科技创新正不断渗
入到民生的方方面面。” ……在
观众登记留言区， 普通观众对民
生科技的展示留下的赞许， 正是
高大上展会接地气的答案。

推广手段增多
百姓更愿走进

“普通百姓也能进 ， 还以为
只接待专业参展商。” 提到不少
高大上的展会名称， 市民李涛发
出这样的感叹 。 “还是宣传不
够， 老百姓不了解， 怎么可能走
进去。” 采访中， 不少人像李涛
一样， 认为博览会、 展览会这样
的活动， 只能专业人士参加， 老
百姓不能去， 或者没必要去。

“不管是多高大上的展会 ，
想让更多人参与 ， 还是要多宣
传， 而且是多种手段宣传。” 市
民苏莹表示， 展会需要线上与线
下的互动宣传 。 “一场商品大
集， 为啥能做到百姓都能走入，
宣传做的到位很关键。 比如， 我
妈妈这个岁数的老人， 有时也想
感受感受高科技， 但是哪里有展
会， 怎么领票都不了解， 怎么可
能走进去参观。”

在《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会
展业发展规划》中提到，加速会展
行业信息化建设， 加快推进会展
统计制度的完善， 构筑科学、完
整、 可比的会展业统计监测指标
体系。 建设展会数据库和展会信
息发布平台，办好“北京展会网”，
努力提高现有网站的功能， 增强
其时效性和信息量； 完善会展信
息收集、传递、处理各环节的电子
化和自动化， 为电子商务在会展
事务中的应用创造良好的信息平
台；发展网络展览交易平台，实现
实物展览与网上展览、 网上交易
之间的互相补充。

加强会展业整体宣传推广 。
扶持北京市重要品牌展会的宣传
推广， 在本市机场、 火车站、 地
铁等重要交通枢纽设置广告牌，
发布办展信息； 在主要会展客源
市场投放广告或购买广告牌用于
宣传北京的品牌展会， 吸引各界
的关注度。

关于高大上展会增加宣传力
度的话题，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
到， 不少展会加大宣传手段， 让
参观者获取信息更便捷。 比如，
科博会就设有一款官方APP。 其
中包括了最新消息 、 语音备忘
录、 官方微博等功能。 提供了科
博会最新新闻资讯、 官方网站及
微博。 此外在参加活动时， 用户

还可借助语音备忘录的录音功能
及时记录感想、 心情， 并可通过
EMAIL发送。

此外， 还有的展会不再采取
单打独斗的方式推广， 而是联合
多个部门组织更多的活动， 让人
们走进展会。 比如， 为了吸引更
多的公众走进科博会， 今年科博
会期间， 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
北京市贸促会、 北京团市委积极
创新科博会组展形式和观展方
式， 联合首都地区的部分科研院
校、 科技馆、 博物馆、 科技创新
企业共同举办 “走进科博会看北
京” 系列活动。

北京市民在参观科博会主展
区的同时， 还有机会走进中国科
技馆、 北京天文馆、 北京自然博
物馆、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北
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新能源汽车股份公司、 北京理工
大学、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北京
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
京药品检验所、 探路者旅行体验
中心等单位亲身体验和感受科技
创新的魅力。

【观点】
采用普通百姓视角，

才能接地气

林彬 （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北京分会副主任）：

以前， 许多人参观科博会是
冲着机器人去的， 现在有趣的科
技产品非常多， 特别是民生类科
研成果吸引了更多普通市民的目
光。但展品种类广、科技含量高大
上，宣传材料随便拿，这样的展会
不是我们追求的。 如果这样的展
会受众被动接受、打不起精神、提
不起兴趣，那说明它不接地气。

彰显科技惠及民生是科博会
的一大办会特色， 特别是近几届
科博会， 深度展示智慧城市、 绿
色环保创新成果， 更多的民生科
技成果走进了普通观众的视野。
为了让普通观众更好地融入展
览， 在布展过程中， 多采用了普
通市民视角 ， 以场景化展陈方
式， 结合不同主题的场景， 将企
业的前沿科技产品及政府公共服
务相融合， 创造全新的场景式体
验感。

例如今年的 “智慧北京” 展
区， 通过智能家居、 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等主题场景展示区， 将
企业创新型技术产品、 政府提供
的各项服务与百姓的衣食住行游
等日常生活密切结合， 为观众呈
现智慧城市、 智慧生活的现在和
未来美好愿景， 让观展者有更深
切真实的体验感。

技术交易也是科博会的一项
重要内容， 科博会还专门为个人
和中小企业， 搭建了展示平台，
让更多的百姓项目登上科博会的
大雅之堂， 让更多的人由观众变
成参展方。

储祥银 （中国会展经济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举办第三届科博会时， 当时
叫国际周， 由于没有设立相关展
区， 好多人只好拿着自己的发明
成果在展馆外晃悠。 我看到这种
情景特别感动， 这说明高科技博
览会的概念正慢慢渗透到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中。

第四届国际周，就增设了“个
人项目展区”，环保铅笔、新型墩
布、 节水马桶等个人小发明吸引
了众多中外参观者的目光， 而且
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后来，科
博会专门设立 “个人和中小企业
创新科技展馆”，规模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