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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尽

展激 情 岁 月

车零配件展事宜，最初提出的条

法兰克福的到访是一个无

件是：公司凭借行业内的影响力

形的信号——汽配展必将成为

几个意义重大的数字

冠名法兰克福汽车零配件展，并

未来会展业的新星。公司经过广

每一个展览三部的人都会对 6 与∞、0.8

负责将公司手中已有的零配件厂

泛调研得知，当时国内的零配件

万与 21 万这两组数据颇为敏感。这不仅是简

商资源提供到法兰克福汽车零配

展仅有全国汽配会相对成熟。

单的数学符号，更多的是记录着上海汽配展

件展上。
若完成上述协议，
法兰克 “凭借着市场的空缺和法兰克福
福承诺给予公司冠名使用费。
条 件 看 似 苛 刻 ，但 不 无 道
理。法兰克福是世界上名列前茅

令人难忘的瞬间。

的名气，这个品牌一定会在中国

2004 年，首届上海零部件展虽然只有

开花。”时任项目组负责人的程

8000 平方米，但是凭借主办方——中汽国际

永顺说。

和法兰克福的专业操作和精准定位，尤其是

的从事全球性贸易展览业务公

要做就做到最好，为抓住机

中汽国际转变思想观念、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司，每年都在世界各国举办上百

遇，公司不止步于“冠名”，在与

10 年前的 12 月，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

使这个年轻的展会很快脱颖而出。2007 年，

场贸易展览。在纺织品、汽车、建

法兰克福多次商谈后，双方最终

该展会规模已超过５万平方米，一跃成为法

修检测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下称“上海汽

筑技术和消费品领域的展会更

达成了共同开发汽配展项目的

兰克福全球项目除德国母展外的第一大展。

配展”
）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一

属世界一流。

协议。

2007 年 1 月，法兰克福继 2006 年将原定

颗小小的种子种在了上海，也种在了展览三

两年一届、轮流在京沪举办的这一展事，改为

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心中，一声进军全球顶级

一年一届并“定展”上海，之后又将与中汽国

激情澎湃的
激情澎湃
的岁月

汽配展的号角成为他们奋斗的方向。
10 年后的今天，一个以汽车零配件展览

际合作期限由六年短期合作改为无限期合
作，
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为龙头的、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的

“零配件展在当时的会展行

他，你不难受吗？他说难受怎么

综合性、国际性、现代化展会已然成型。从 200

直至今日，上海汽配展凭借着主办方高

业内属于边缘化的展会，我们公

办，为了生活。”高润峰说：
“我当

家参展商到 4618 家参展企业，从 0.8 万平方米

品质的服务与精细化的管理，一直稳居亚洲

司所涉及到的零配件展，只在北

时就想，要是这样一个成规模的

到 21 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从“边缘展会”到

第一、世界第二的汽车零部件专业展会，当之

京车展上有一些，但没有形成品

汽配展在中国办起来，这些参展

无愧地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领头羊”
。

“ 一 位 难 求 ”，从“ 默 默 无 闻 ”到“ 行 业 领

牌。我们也不太清楚怎么与更多

商就不需要如此辛苦了。”

先”……上海汽配展在世界东方昂首崛起，向

的零配件厂商取得联系。但为了

想法，像“病毒”一样，在展

世人展示迷人的风采。

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决定放手一

览三部蔓延开。
“您好，我是中汽

搏。
”
程永顺说。

国际的刘悦，我们今年的汽配展

沧桑巨变，让行业惊叹；活力、魅力与创
造力的突破，让世界为之喝彩。在众人眼中，

不过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太

打动德国人的不仅是公司在上海汽配展
连年突破所取得的佳绩，更多的是反应在细
节上的态度。
2007 年的一天，同往年一样，公司与法

……”刘悦的电话还没有讲完，

兰克福在京召开了上海汽配展总结会及

如今的上海汽配展是一块“吸金”福地，可谁

过遥远。公司指派程永顺、郭晋

对方就挂了线。这已经成为展览

2008 年工作准备会。展场规划、展品分类、细

曾想过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生命力展会的辛

伟为上海汽配展招商的骨干力

三部招展初期的常态。

节划分、买家招待酒会等细节问题均成为双

酸经历。

量。为尽快开展项目，2006 年又

“我们每天要打上百个电

方讨论的重点，与预期相同，这又是一场长达

招聘刘悦、侯丽丽、陈雷三位同

话，开始并没有什么效果，不过

10 多个小时的交流会。在会议临近尾声的时

事加入到项目组。

后来我们接到过很多询问我‘侯

候，
一本厚厚的会刊摆在了与会人员的面前。

1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如同白驹过隙，
但对展览三部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每一抹
回忆都满载着一个团队与一个会展共同成

刚刚入职的陈雷等三人在

丽丽、陈雷是不是骗子’的电话，

这是展览三部陈雷“三日闭关”所“炼”成

长的点滴，充斥着生活中耐人回味的酸、甜、

北京亚运村的民宅中办公，那里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打出去的电

的，从英文字母大小写到中文标点，从行间距

苦、辣。

由于久不使用，房间满是尘土， 话见成效了，越来越多的公司知

到一个空格，没有一丝瑕疵。用他自己的话

而且没有电脑。每到星期五的晚

说，对于校对会刊这门“武功”他已练就最就

寻求新出路
二十一世纪初期，对许多汽车业内人而言是个

道并注意到我们了。”
刘悦说。

上，程永顺一般会带着三个“新

质疑与挫折并没有让年轻

兵”改善一下生活。在饭桌上，大

的他们放弃心中的理想，而是练

家只能谈酒。因为没有可以讨论

就了展览三部成员幽默的招展

“别看会刊很厚，
倘若有人能找到一个错

的业务。

思维。
“ 看!这有一个花盆，这个

误，
我愿意从工资中拿5000块钱给你。
”程永顺

境界，
“如果你在校对时看到所有的字都跳动
起来，
那么恭喜你入境了。
”

痛苦的记忆。当时，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汽车销

2007 年，
程永顺与郭晋伟在

面积适合招来种土豆。”侯丽丽

也许不是在开玩笑。
一分付出，
一分收获，
时至

售市场的低迷，汽车会展业随之进入了“低谷”。这让

咖啡馆迎来了一员
“虎将”
——高

曾颇为风趣地指着办公室的盆

今日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厚达600页的会刊中

以汽车展会为生存之本的公司处境略显尴尬。一方

润峰。他本是在东莞做整车展的

栽花说。

找到错误，
哪怕是前后错过的空格。（下转7版）

面，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外地展会收益并不乐观；另

行家，
收入可观，
客户资源丰富。

一方面，受市场影响，企业间的外部合作环境日益恶

“我告诉他汽配展和整车

化。为解决“吃饭”问题，公司前瞻性地瞄准了汽车零

展是两回事，让他有个心理准

配件展这一颇具潜力但又充满挑战性的领域。

备，这行太苦。不过也告诉他，

展览面积（平米）

160,000

160,000

这 个 品 牌 一 定 会 火 。”程 永 顺

140,000

影响力，整车展规模越做越大，但零配件展尚处“边

说，
“ 当时感觉，高润峰还是有

120,000

缘地带”。为积极探索新领域、开发新产品，展览三部

些顾虑的。”

100,000

全体员工各显所能，积极主动的寻求合作伙伴。功夫

现实由不得人徘徊。入职

80,000

不负有心人，展览三部凭借自身努力及公司中央企

不久的高润峰被安排赴墨西哥

60,000

业的“名头”，成功地吸引了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

参加汽配展学习经验。30 多小时

40,000

限公司（下称“法兰克福”
）的目光。

的飞机让他倍感煎熬。在他身边

20,000

的参展商，却笑容灿烂。
“ 我问

180,000

180,000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会展行业已具有一定的

2005 年秋天，
法兰克福来到公司洽谈合作主办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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