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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京津冀 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京津冀展览资源空间分布、集

聚态势与协同水平。研究发现，北京市首位特征明显，以北京市为起点，向东南

方向延伸形成“北京—廊坊—天津”展会集中带，展览资源呈现由北京向市区外

围扩展趋势。京津冀展览业在规模上和行业上都未形成有效分工和协作。未来，

应明确展览资源沿“北京-天津”、“北京-雄安”的流动方向，以大型场馆的建设

为依托，形成展览资源在“北京-天津-雄安”三大会展城市的有序集聚，在此基

础上，从区域协同和产业协同两个层面提升展览业协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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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展览业蓬勃发展，展览会数量和规模都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在

这一过程中，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会展经济圈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会展经

济圈所展现出的展会承办实力远远超出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会展经济圈。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背景下，京津冀展

览业面临崭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展览业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的作用还十

分有限，京津冀地区既没有形成展览业协同发展的整体思路，也没有培育出与区

域协同发展相适应的特色展会。京津冀展览业协同发展亟待破局，有鉴于此，本

文以贸促会 2016年发布的《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数据为依据，探索京津冀

展览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演化趋势，梳理和评价展览业协同效果，旨在为京津冀

展览业协同发展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提升区域展览业综合竞争力，进而实

现展览业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 

一、京津冀展览业空间集聚特征 

1、北京首位特征明显 

（1）京津冀地区会展场馆情况 

虽然受到场馆规模小的掣肘，导致在大展布局中吸引力不及上海、广州等城

市，但北京仍是京津冀地区会展资源最丰富的城市。2016 年，北京市使用中的



会展场馆共 10个，总可租用面积 40.4万平方米。其中新国展、老国展、国家会

议中心、北京展览馆和全国农业展览馆 5个场馆使用率较高。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所举办的展会平均规模超过了 5万平方米。 

河北省有会展场馆 10 个，分布在廊坊市、石家庄市、沧州市、唐山市、邯

郸市、衡水市 6个城市。整体来看，河北省的会展场馆普遍较小，现有场馆太小，

缺乏大型场馆给河北省的展览会承办能力带来了很大的局限。 

天津市会展场馆的特征体现为场馆总量少但单体面积大。天津市有会展场馆

3个，总可租用面积 22.5万平方米，其中梅江会展中心可租用面积 15万平方米，

为京津冀地区单体面积最大的场馆，也是天津市展览会的主要举办场馆。 

（2）京津冀地区展览会的城市分布 

从展览会的举办数量上看，北京市在区域内的首位地位仍然明显。2016年，

北京市举办经贸类展会 264场，是天津市办展数量的 5倍多。长期以来，京津冀

展览业以北京为集聚中心的特征并未改变。天津市、廊坊市、石家庄市处于第二

梯队，2016 年分别举办经贸类展览会 50 场、35 场和 32 场。石家庄市发挥省会

城市优势，成为京津冀地区南部的展览业集聚次中心，但石家庄市举办的展览会

多为 1 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展，全年展会平均面积仅为 9083 平方米。沧州市、唐

山市、邯郸市、衡水市构成京津冀展览业的第三梯队，沧州市和唐山市 2016 年

各举办经贸类展会 6 场，邯郸市、衡水市 2016 年分别举办经贸类展会 3 场和 1

场。 

2、空间集聚雏形初显 

（1）会展场馆空间分布 

目前，北京市的会展场馆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占有绝对优势，在顺义新国展落

成之前，会展场馆的分布体现为在四环以内的单核集聚结构，新国展投入使用后，

北京展览场馆单核特征不再明显，会展场馆向市区外围扩张，符合会展中心由城

市中心向边缘地区扩展，会展活动空间路径由大城市市区到市区外围地带扩散的

布局规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背景下，津冀的广大腹地都可以视作北京的

外围，会展活动路径的进一步扩散将成为必然趋势。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以北京市为起点，向东南方向延伸形成了“北京—廊坊

—天津”的会展场馆“点轴”集中带，在这条会展产业带的两侧，散布着唐山、



沧州和衡水的会展场馆。除此之外，区域内会展场馆分布较为密集的城市是石家

庄市，而北部地区的张家口市、承德市，中部地区的保定市、邢台市场馆建设尚

为空白，展览业发展水平较低。在一定的区域内，会展业的发展经历“单核心—

点轴集聚—网络集聚”的发展阶段，目前京津冀地区已经显现点轴集聚的雏形，

但网络集聚特征尚不明显。 

（2）展览会空间分布 

以会展场馆为依托，京津冀地区的展览会集中在 8个城市，从空间分布上来

看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展会强度（包括展会数量和展会面积）以北京为集聚重

心，以“北京—天津”为轴向两侧逐渐递减，廊坊市作为京津连线的覆盖区，与

北京、天津连片发展趋势明显。结合展会规模和空间分布可以发现，规模在 3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都分布在“北京-廊坊-天津”的链条上。第二，京津冀展览

业在石家庄市形成次级集聚，石家庄凭借省会优势，仍然保持着在河北省内的办

展优势，但受限于周边城市（保定市、衡水市、邢台市）较低的展览业发展水平，

石家庄市成为孤立的集聚区，尚不具备跟周边任何一个城市构成展览经济带或网

状格局的可能性。第三，京津冀区域北侧（张家口市、承德市）和中部（保定市、

邢台市）为展览业发展的空白区域。 

二、京津冀展览业协同效应 

目前，京津冀各城市间展览业协同效应的欠缺体现在展会规模和行业上的协

同格局均未形成。 

1、展览会规模协同不足 

在展览会规模上，京津冀各地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分工，北京在各规模展会

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各不同规模的展会均有三分之二在北京举办。各不同规模的

展会在天津和河北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体系为天津承办大展较多，河北承办

小展较多的特点。 

2、展览会行业协同欠缺 

展会是贸易洽谈的平台，它服务于产业，同时依赖于产业而发展。然而京津

冀展览业的产业协同水平仍然较低，体现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展会分布无序以

及各地展会与自身主导产业的关联不强两个方面。 



（1）不同行业展会在各城市的分布未形成典型规律 

表 1 各大行业展会分布情况 

 
北京 河北 天津 合计 

农业 40.88% 50.02% 9.10% 100% 

轻工业 59.06% 26.18% 14.76% 100% 

重工业 70.33% 14.28% 15.39% 100% 

服务业 76.64% 14.60% 8.76% 100%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展会中，除农业展会外，均呈现出北京绝对

占优的情况。就各地差别而言，北京市展览会显示出一定的“服务业”导向，河

北省展览会显示出“农业”导向，天津市所举办的展会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产业倾

向。 

进一步细分到城市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选取《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

（2016）》中 10 大细分行业中的重点行业，即 10 大轻工业细分行业中的食品饮

料烟酒和眼镜珠宝钟表类展会，10 大重工业细分行业中的汽车产业与工业设备

类展会，10 大服务业细分行业中的休闲时尚艺术和医疗健康类展会，统计各细

分行业展会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廊坊市的分布1。 

表 2 细分行业展会分布情况 

 
工业设备 汽车产业 食品饮料烟酒 眼镜珠宝钟表 医疗健康 休闲时尚艺术 

北京 56.25% 45.45% 58.54% 51.85% 71.42% 66.67% 

天津 6.25% 22.73% 14.63% 14.81% 14.29% 10.42% 

廊坊 0.00% 22.73% 9.76% 11.11% 0.00% 18.74% 

石家庄 25.00% 4.55% 12.20% 7.41% 14.29% 4.17% 

合计 87.50% 95.46% 95.13% 85.18% 100.0% 100% 

从各细分行业来看，休闲时尚艺术和医疗健康类展会在北京的集聚态势最为

明显，二者同属于服务业展会，再次印证了北京市展会的“服务化”导向。重工

业类展会中，汽车展的分散程度较高，天津市和廊坊市举办的汽车展数量均为北

京市的一半；汽车展在石家庄市举办的较少，但石家庄市举办的工业设备展所占

比重达到了 25%。轻工业展在天津、廊坊和石家庄市的分工没有体现出明显的规

律。可以见得，在京津冀区域的四个主要展览城市中，各城市办展在行业细分上

呈现出了一定的分工特征，但这些特征并没有形成典型规律。 

（2）展览会对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未得到显著体现 

本文基于贸促会展会分类信息的研究发现，虽然京津冀各地形成了一些围绕

                                                             
1 考虑到唐山、沧州、邯郸、衡水四个城市办展数量均在 6 场以下，此处仅分析细分行业展会在北京、天

津、石家庄和廊坊四个城市的分布情况。 



自身产业特色的品牌展会，例如天津市“国际海工装备和港口机械交易博览会”

与“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产业定位相吻合；沧州市“第九届中国·东光纸

箱机械国际博览会”、衡水市“第十六届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唐山市“第

十九届唐山中国陶瓷博览会”都服务于当地主导产业。但总体而言，这种与城市

定位和产业定位相匹配的展览会数量太少，难以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京津冀各地

展会与主导产业及展会与城市功能的协同仍显薄弱。展览业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

分工及在此基础上发挥的对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得到体现。  

三、结论与讨论 

京津冀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基础与产业基础、配套设施等方面所具备

的展览业发展要素仍然存在，近两年京津冀展览业势微很大程度上受到京津冀一

盘棋的跨越式发展思路之下，展览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思路不清的影响。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建设的背景下，应从以下方面明确展览业的协同发展思路。  

第一，形成有序集聚格局。未来京津冀会展资源的扩散不是以北京为核心，

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围均等地辐射和扩散，而是应沿着“北京-廊坊-天津”和“北

京-雄安-石家庄”两个方向进行。逐步从以北京为核心的点状分布，以雏形初显

的“北京-廊坊-天津”点轴集聚向着以北京为起点，沿西南方向和东南方向的会

展资源网状分布发展。分别在天津和雄安形成集聚，进而形成京津冀内部“北京

-天津-雄安”三大会展城市布局。 

第二，推进大型场馆建设。会展经济以会展资源为依托，其中会展场馆尤为

重要，会展场馆是展览会的载体，场馆规模决定着展会的承载能力。因此，京津

冀展览业破局亟需配建大型会展场馆。遵循沿“北京-廊坊-天津”、“北京-雄安-

石家庄”布局的展览业发展思路，应率先在“北京-雄安”方向选址建设大型会

展场馆，弥补京津冀地区展览业硬件设施不足的短板。以大型场馆的建设调整京

津冀展览资源布局，以雄安为核心，盘活石家庄和河北省南部的会展资源。 

第三，实现有效协同。京津冀展览业的协同体现于两个方面，其一，京津冀

展览业的区域协同，即根据各城市基于城市功能定位，主导产业，资源基础所形

成的比较优势实现横向上的分工协作，具体体现为不同规模展会、不同行业展会，

国内展与国际展，专业展与综合展在不同城市间的合理布局，使京津冀展览业真

正成为一个整体。其二，应发挥展览会对各地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强化各地品



牌展会与自身主导产业的联系，真正发挥展会引导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与产

业升级的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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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of Exhibition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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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patial distribution, agglomeration situation and level of synergy 

of exhibition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13 cities’ trade exhibition data. Us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Beijing is obvious. Take 

Beij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Beijing - Langfang - Tianjin" exhibitio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built up. There is no effective labor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exhibition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In the future, the flow direction of exhibition resources should be along 

“Beijing – Tianjin” and “ Beijing - Xiong 'an”. To form the agglomeration of exhibition resources 

in the three exhibition citie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Xiong 'a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venu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xhibition industry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regional synergy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Key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Exhibition Industry; Spatial Agglomer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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