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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群贤毕至，全面揭示洗衣前沿趋势 

 

 

 

亚洲现代纺织品护理行业的领军展会——国际纺织品专业处理（洗衣）亚

洲展览会（Texcare Asia）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圆满落幕，续写绚丽篇

章。踏入在亚洲的第二十个年头，展会在各领域均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展

会面积扩大至 20,000 平方米（2015 年展会面积：17,000 平方米），共有

169 家海内外企业（2015 年展商数量：153 家）及 11,163 名业内人士

（2015 年观众数量：10,267 名）参与本届展会。 

  

作为亚洲最具国际性的纺织品护理展会，Texcare Asia 云集了来自澳大利

亚、比利时、巴西、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美国、日本、瑞典、瑞士、葡萄牙、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英国、中

国澳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等 22 个国家及地区的领军企

业，共吸引来自 67 个国家及地区的全球专业观众莅临现场。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新先生总结了本届 Texcare 

Asia 展会：「我非常欣慰这次展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展览面积再创新高。

我们一直致力于为纺织品护理行业打造一流的商业和信息交流平台，助推

行业发展，也坚信展会能始终紧贴市场前沿，始终着眼于市场需求，同时

也帮助亚洲行业共同面对未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权威平台综合呈献行业尖端科技 

 

每一届 Texcare Asia 展会上，都能看到时下最尖端的洗衣设备和纺织品护

理服务方案。目前市场对于个性化服务以及快速洗衣服务的需求量正不断

上升，劳动成本的增加以及环保标准的提高也成为了各大洗衣企业最为关

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本届 Texcare Asia 将焦点凝聚在前沿技术和绿色解

决方案两大板块，帮助亚洲地区的洗衣企业应对行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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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德国电器制造商美诺，此次入驻了特色专区之一的德国展区。

其亚太地区市场总监 Matthias Schmitz 先生介绍了本届展会美诺展台的亮

点：「我们这次在 Texcare Asia 现场带来全新的烘干机和洗衣机，它们能

有效减少耗水量以及其他能源消耗。这些全新机型也可进一步降低环境的

污染，同时帮助洗衣店节省运营成本。」 

 

提到 Texcare Asia 的展会效果，Schmitz 先生补充道：「Texcare Asia 是

亚洲最有影响力的行业展会，拥有着令人赞叹的推广平台资源，也为我们

进入亚洲市场，引进新产品给予了难能可贵的机会。这次我们接待了许多

买家，他们对美诺的产品兴趣浓厚。以后每届展会我们都将不会错过。」 

 

山东小鸭集团洗涤机械有限公司在本次展会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副总经理

张本长先生透露：「我们在 3 天的展会上遇到了许多海内外行业买家，其

中不乏为医院配套的大型洗衣厂。有一位台湾买家现场就采购了 8 台隔离

式洗脱机，也再度体现了 Texcare Asia 极大的商业价值。从我们以往的经

验来看，只有在 Texcare Asia 的平台上，我们才能如此高效地收获国外订

单。」 

 

张总也进一步表达了对展会的认可：「我们非常认可 Texcare 的展会品

牌，对于法兰克福展览也非常的信任。每届 Texcare Asia 展会上，我们都

能看到来自海内外的各大品牌在此聚首，分享行业前沿成果，共同目睹纺

织品护理行业的发展变迁。」 

 

欧洲品牌 Datamars 预见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简称 RFID）在洗衣解决

方案中的应用前景，在 RFID 专区中展示了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洗涤运营

系统。公司总经理 Riccardo Mazzolini 先生表示：「Datamars 致力于将

新技术引入亚洲，不断开发亚洲业务。Texcare Asia 是我们强有力的合作

伙伴，也是我们了解亚洲市场的窗口。」 

 

Mazzolini 先生还介绍了本次 Datamars 带来的新产品：「我们和众多业务

伙伴包括芯片供应商、硬件供应商、系统及软件集成商以 RFID Hub 的形

式展示全流程全自动化解决方案，希望让业内人士能够更加直观全面地了

解 RFID 技术是如何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并如何影响整个洗衣流程的方方

面面。」 

 

香港买家如意集团董事长李林先生也强调了新技术对其业务的重要性：

「作为洗衣厂的经营者，我发现越来越多行业同仁开始使用自动化技术，

并积极提升洗涤机械的节水性，加大污水处理排放的管理力度，以此来平

衡收支、提高企业环保标准。」 

 

李林先生也高度认可展会对于行业前沿技术及解决方案的积极助推作用，

他表示：「我一直坚持参加 Texcare 全球的品牌展，每一次都不会失望。

在这次 Texcare Asia 的舞台上，我再一次感受到主办方对于纺织品护理市

场以及企业需求的深度了解。我能在这里找到 RFID 技术和自动化解决方

案的各类多元产品。领略前沿技术、采购心仪设备都可以在这一站式平台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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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群贤毕至，全面揭示洗衣前沿趋势 

 

 

展会的同期活动也同样获得好评如潮。在 3 天展期内，有 5 场专业论坛近

30 场同期活动举办，内容囊括行业各大焦点，紧跟绿色节能及智能技术全

面铺开的市场发展步伐。展会演讲嘉宾及观众一致认为 Texcare Asia 是

与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从业者交流、学习、分享的卓越平台。 

 

新加坡综合洗涤集团总裁曾台邦先生是 2017 国际纺织品专业护理亚洲论

坛的演讲嘉宾之一，他在现场全面阐述了 RFID 技术的优势。他评价：

「该论坛是大家一起交换意见、探索未来的绝佳机会。通过分享 RFID 技

术如何帮助行业更好地控制成本、提升效率，引起了在场许多观众的共

鸣，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未来技术实践性的讨论。」 

 

「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洗衣业务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非常坚信

RFID 技术能帮助洗衣厂提升运营自动化，从而进一步攻克高成本以及消

费者日益多元的需求等诸多行业挑战。」曾先生进一步强调。 

 

上海皇廷世际酒店洗衣房主管朱庆华先生参与了展会同期举办的 2017 中

国酒店智慧清洁与绿色洗涤高峰论坛。他表示：「可持续发展一直是酒店

和洗涤行业中最热门的话题。通过运用环保产品，不仅能保护地球，还可

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我听了黄留荣先生主讲的“酒店绿色化和智能化洗

涤发展趋势”，并从中了解到，如何做到科学选择、配置合理、人员分

配、高效耐用、控制能耗等具体的操作细节，并将环保战略深入到组织架

构中。」 

 

Texcare Asia 国际纺织品专业处理（洗衣）亚洲展览会由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有限公司和中国轻工机械协会联合主办，每两年一届。2017 

Texcare Asia 于 9 月 27 至 29 日在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下一届

Texcare Asia 国际纺织品专业处理（洗衣）亚洲展览初定于 2019 年秋季

在中国上海举办。 

 

该展会也是 Texcare International 法兰克福国际纺织品专业处理展览会的

品牌的姐妹展。Texcare International 每四年举办一次，为全球市场提供

现代纺织品专业处理的国际平台，下一届将于 2020 年 6 月 20 至 24 日在

德国法兰克福展览中心举办。 

  

欲获得更多展会详情，请浏览 www.texcare-asia.com.cn 或发送电邮至

texcare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 

 

-完-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

会议及活动，在全球约 30个地区聘用逾 2,3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6.47亿欧元。集团与众

多相关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

化的服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

行活动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

市场推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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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有关公司进一步资

料，请浏览网页： 

www.messefrankfurt.com.cn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