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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采购盛宴 · CCE2015 
General Information 

China Clean Expo 第十六届中国清洁博览会在为亚太地区的保洁、
物业、酒店餐饮、制造业、公共环境管理、环保工程、医院等行业客
户搭建一站式采购和资讯平台，提供更先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CCE 

• 商用清洁 

• 民用清洁 

• 工业清洗 

IEQ 

• 室内空气治理 

• 新风净化 

• 滤材滤料 

EPIE 

• 固废处理 

• 水处理 

• 烟尘处理 

第十六届中国清洁博览会  
China Clean Expo 2015 

展会简介 
Brief Intro 

时间：2015年3月30日-4月1日 

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单位： 
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海外支持： 
欧洲清洁机械协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清洁技术设备分会  
意大利清洁机械协会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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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数据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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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lean中国清洁博览会面向中国和亚太地区，是涵盖了大清洁概念产业各个环节的贸易性展会，也是促成国际

交流与商务合作的理想平台。2015年，第十六届中国清洁博览会展示面积、展商数量和买家数量再破纪录。 

展会面积 观众数据 展商数据 

总面积 38000 sqm 总数 13026 总数 365 
室内面积 33000 sqm 中国观众 10411 国内展商 309 
户外面积 5000 sqm 海外观众 2615 国际展商 56 

参观国家 53 同比增长 10.20% 



CCE 

• 哈高 

• KARCHER 

• 国邦 

• 力奇 

• Everstrong 

• Rubbermaid 

IEQ 

• 中洁环境 

• 斯米克 

• 三菱重工 

• 诺瑞特 

• 六星 

• Blueair 

EPIE 

• 开能环保 

• Polymer Tech 

• 万德福 

• 佳景环保 

• 上汽依维柯 

• 依美特 

展商分析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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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CCE展会共出展企业 365  家，较2014

年增长10.2 %；国际展商 56 家。 

CCE 清洁板块  

展商数量 251 家，其中国际展商 50 家 

IEQ 室内环境板块 

展商数量 98 家，其中国际展商 5 家 

EPIE 环保板块 

展商数量 16 家，其中国际展商 1 家  

主办方继续看好IEQ和EPIE板块的未来增长 



观众分析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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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CCE展会共接待观众 13026  位，较

2014年增长10.6 %。 

国内观众 

占观众总数80%，除西藏以外的所有中国行

政区域均有观众到来，来自华东及沿海发达地

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山东、

福建、河北、天津)的访客比例达到83.9%； 

国际观众 

来自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亚洲访客超过

60% （以韩国观众数量居首），显著高于上

一年；欧美访客（含美、加、澳）则占海外观

众总数的25%，其中又以美国、英国、意大

利、澳大利亚分列来源国前四。 



市场推广 
Marketing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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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聚焦展会推广 
 
电子邮件 EDM： 
152,2130封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微博-1,157转发，816评论 
微信-397条 
 
广告刊登 ADs： 
软文-558篇，硬广-96页 
 
搜索引擎 SEM/SEO： 
官网-111,135浏览 
B2B-38,437浏览 
 
短信发送 SMS： 
172,968条 
 
直邮 DM： 
120,110封 

直邮  

DM

电子邮件  

EDM 

广告刊登  

ADs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搜索引擎  

SEM/SEO 

短信发送  

SMS 

e 时代 
全方位 

全面的广告投放 



II 

突破与创新 · 同期活动 
Onsite Events 

展会总计共有30场各类论坛、活动与展示等，涵盖了清洁范畴的方
方面面，提请权威、结合实践，为行业技术发展趋势预测、消费趋势
探讨、先进技术应用推广提供了宣讲、交流、合作的平台。 



现场活动-高峰论坛 
Onsite Events –CC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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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嘉宾： 

宋   喆    中国清洁博览会创始人兼《中国清洁》执行主编  

凤思翔   京东大客户部华东区销售总监 

许瀛冰   上海瀛海三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封黎明   上海石材协会养护专委会副会长  

马   宏    凯驰（上海）清洁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图欣   力奇先进清洁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黄远耀   坦能清洁系统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陈乃邦   国邦清洁设备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左   娅    亚峰亚光（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余   燚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论坛内容请关注Qjgle.com 

“汇聚行业精英，领悟行业变革”中国清洁行业发展高峰论坛 

本届中国清洁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以“清洁行业未来发展的动力”为主题，
汇集清洁行业领袖企业、权威媒体、电商代表、物业行业代表同与会者分
享对行业发展/变化、电商化思维的观点和意见。 



现场活动-金钻奖 
Onsite Events –CCE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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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清洁设备/机械奖（户外类） 

Nilfisk-ALTO-POSEIDON 2-22T ——力奇 

创新清洁设备/机械奖（室内类） 

灵巧型洗地吸干机BR 35/12 C —— 凯驰 

创新清洁工具/卫生用品奖 

推水刮套装——国邦 

创新清洁剂/消毒剂 

绿盾—大理石水晶盾——香港金境洪 

创新管理/应用解决方案奖 

ecH2O Nanoclean™电解水技术——坦能 

创新产品/方案观众选择奖 

绿盾—大理石水晶盾——香港金境洪 

年度最受欢迎民族品牌大奖 

广东嘉得力清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清洁行业最佳品牌大奖 

凯驰（上海）清洁系统有限公司 

公共场所清洁最佳品牌奖 

广州市皓天清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博纳凯米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奥仕洁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金境洪贸易有限公司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市政环卫清洁最佳品牌奖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力士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亚伯兰环境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力奇先进清洁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珠海亿华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工业清洁最佳品牌奖 

凯驰（上海）清洁系统有限公司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水威机械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奥仕洁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亘德科技有限公司 

商业清洁最佳品牌奖 

广州市皓天清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金日清洁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广东嘉得力清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邦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高美清洁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清洁 CCE AWARDS 2015 第六届金钻奖颁奖礼——中国清洁行业“奥斯卡”年度盛典 

主办方诚挚感谢以下机构（排名
不分先后）参与本次评审： 

•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 
• 上海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建(构)筑物清洁委员会 

•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 《中国清洁》 
• 《今日酒店》 
• 上海至诚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 东湖酒店管理集团 



现场活动-室内环境篇 
Onsite Events -I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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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空气，中国好未来”主题论坛 

本届好空气好未来论坛重点为邀请跨界机构代表和各界用户/买家到场

分享他们对室内空气质量管理的经验和需求。出席嘉宾包括： 

廖   挺 上海市财政局采购处 

演讲主题：如何进入政府采购目录 

刘一平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均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工程技术及资讯业务总监 

曹庆秋 
 

仲量联行董事 
演讲主题：空气品质在物业管理中的现状及发展 

冯晓宏 中洁环境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演讲主题：凝聚和自洁在新风系统中的作用 

陈婉璟 搜狐焦点家居全国行业主编 

演讲主题：搜狐焦点居家2015空气净化器白皮书 

朱春霞 杨浦区癌症康复俱乐部会长 

演讲主题：癌症高发与室内空气污染关系 

施旦霁 23Seed创始人 

演讲主题：用互联网思维武装空气净化产品 



现场活动-工业清洁篇 
Onsite Events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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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工业清洁与安全系列研讨会——储罐清洗与储罐安全专题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及压力容器分会、博华

展览联合主办，着眼于工业清洗和工业安全。 

 

会议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分会秘书长范志超

主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彦敏到

会并致词。实际到会人数为150位。 

施卫祖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规划科技司副司长 

吕亚臣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 

陈学冬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院长 

张    强      美国工程师学会亚太区首席代表 

曹建初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储运部 

徐晓斌      德国KARCHER 

出席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与会机构（部分）： 

Merck Chemicals China 默克化工 
爱茉莉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国晶有限公司 
浩力森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省特检院常熟分院 
江苏省特检院无锡分院 
南通海森特重工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上海三得利啤酒有限公司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愚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昌海生物分公司 
镇海国家石油储备基地有限责任公司 
职业健康与应急救援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地面施工、维护保养高峰论坛 
 
 
地面施工、维护保养高峰论坛讨论了关于地坪行业的发展形势、现状
与对策、地面系统解决方案及项目管控新模式、硬质地面维保解决方
案、石材维护保养行业最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内容。 
 

地坪行业的发展形势、现状与对策 

 —— 中国地坪首席专家 刘小欣 

迪斯尼地坪设计类型漫谈及通用地坪设计选型 

—— 上海迪斯尼设计总负责人马捷  

绿色建筑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 

 —— 美国施贝化学公司 马志远  

立得一站式地坪解决方案 

 ——北京航特表面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全毅  

地面系统解决方案及项目管控新模式 

 —— 上海拓美机械自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墩军 

硬质地面维保解决方案 

 ——北京凯腾威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京江 

石材维护保养行业技术前沿及最新技术应用 

 —— 石大夫•上海川闻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文 

现场活动-保洁比赛 
Onsite Events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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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比赛及活动
Onsite Events -Commercial 

客房地毯保洁技能大赛 
 
为展示当前饭店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和品质，同时推广行业最
新清洁技术，主办方邀请 16 家酒店客房部组队参与本次酒店
客房地毯保洁技能大赛。 
 
比赛为客房服务员搭建了一个展示技能与形象的舞台，同时也
为活动赞助企业百力仕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定向向终端用户展示
产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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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美容护理技能演示 
 
公共场所清洁之4S店汽车美容大
赛，展示汽车清洁高效率与新技
术，让您领略清洁的魅力。 
 

“施达杯” 清洁技能大赛 
 

全国 20 家保洁服务机构报名参赛，
比拼玻璃清洁技能。 
 
赞助商施达向主办方表示，对本次
比赛取得的宣传效果非常满意。 
 

市政环卫设备演示 
暨户外车辆试乘试驾活动 
 
试乘试驾活动汇集国内外先进的市政环卫
技术与产品，为专业用户带来最新最快的
现场试乘试驾体验。 
 



现场活动-其他 
Onsite Events - Others 

星级酒店采购配对会   酒店 VS 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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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买家采购配对会   外商 VS 展商 

金属加工论坛     定向邀请金属制造企业 

物业保洁论坛    定向邀请物业保洁企业 

食品生产论坛     定向邀请食品制造企业 

空调清洗论坛     定向邀请空调清洗机构 洗涤论坛     定向邀请洗衣连锁机构 

环保论坛     定向邀请固废/垃圾处理机构 



III 

展会再创历史辉煌 
Feedback & Testimonial 

伴随清洁行业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识，中国清洁博览会也逐渐
发展壮大。展会的完美收官，无论从展出面积还是数量上都创历届新
高。并凭借丰富多彩的活动成为历届博览会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活动最多的盛会，吸引了超过百家媒体争相参与和报道。 



展商感言 
Exhibitor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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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洁博览会这个平台我们会一如既往地看好

，通过CCE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客户，并

且也可以让我们的客户或者说是潜在客户更多地

了解坦能的产品、技术创新、服务与应用方案，

甚至是管理。本届展会上，我们的外方客户也反

映专业客户更多更专业了，我们希望CCE能够越

办越好，越来越具专业水准。 

坦能清洁系统设备（上海）总经理  黄远耀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中国清洁博览会，从现场的

效果来看是非常好的，虽然我们的水处理相对来

说和展会的主题不是特别的接近，但是我感觉观

众对我们产品的兴趣都非常高，我们在展位设立

了饮水吧，把我们的水让大家体验，人流非常多

，效果非常的好。 

我希望中国清洁博览会主办方能够让我们更好的

和潜在的、有需求的参观者对接起来。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韦嘉 

每一年参加中国清洁博览会，现场所办的活动都有

所不同，充分体现出了展会的专业性。尤其是感觉

到工业清洁领域的客户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且

已经与国内外一些专业客户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我希望中国清洁博览会每年都可以总结开拓出新的

内容，给更多展商耳目一新的感觉，让更多的演示

性项目、更好的应用解决方案可以呈现，更好的服

务中国清洁行业全面发展。  

亚峰阳光（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左娅 

这是我们第十六次参加中国清洁博览会，觉得效果

非常好，展会的质量和客户的质量比较高，很专业

。这次的展会非常的满意，感谢CCE对我们一直以

来的支持。希望明年有更多有质量的客户来参观。 

广东国邦清洁设备有限公司CEO  陈乃邦 

我们是CCE的老朋友了，虽然是首次以全新形象出

现在本届展会上，但是我感觉整体上中国清洁博览

会做的十分有声有色的。 

我相信在中国清洁联盟的影响下，中国室内空气净

化展也会越做越好。我们十分期待CCE能够对清洁

环保行业有更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携带全系列产品

来参加此次展会，效果很不错，接触到国内外很多

有意向的客户，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和支持中国

清洁博览会的。  

中洁控股医董事长/总裁  冯晓宏 

此次展会的终端客户比往届多了，很多企业需要更

专业的设备，有中国清洁博览会这个交流的平台，

我觉得，不论是对供应商还是对客户都是一个很好

地机会，感谢CCE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Michael 

此次展会与往次不同的是，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大

家交流的更多了，一些好的东西与好的理念，大家

分享的更多了。 

今年产品更多了一些，在清洁这个行业来讲，产品

做的也更有文化一些了。每家的展位台和人文方面

也做得更好了。希望CCE办得越来越好。  

天津格威莱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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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本届中国清洁博览会非常满意，聊天的当

下正发出一批货到义乌，要出口到俄罗斯。 

上海铸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丹杰 

第一次参加中国清洁博览会，参展效果喜人，并

且正在也有打算参加中国清洁-成都站。 

广州谐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敏仪 

看到更多数量的企业加入到清洁行业这个蓬勃发

展的行业中来，看到更多的国内行业有长足的进

步，意识到同质化的竞争的劣势，而转为脚踏实

地地凭借自身的优势，以客户核心利益出发推出

自己的解决方案。 

更为公平的展示舞台，金钻奖的评奖，激励了更

多的同行参与，国内评委的秉公评选，提升了奖

项的“含金量”。 

力奇先进清洁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曹晖 

我公司从2006年开始，至今也已连续参展十届，

这代表了我们对清洁博览会的认可，这也是大部分

参展商的共同想法。 

对于本届展会，我们一如既往的感受到了组织工作

的专业、有序、认真。 

今日市场部经理，韩钢 

这是我们第三次参加中国清洁博览会，我们十分高

兴在现场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和新的专业用户。我们

也有很多经销商来到了现场，这让我们感到像个把

大家聚在一起的大聚会一样。我们希望CCE可以带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同时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关注

和支持中国清洁博览会。 

纽卫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Laura 

中国清洁博览会我们是第六届来参加了。每次的展

会规模都是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可以和一些

国际专业展会相媲美。我们的多年参会，正是我们

的极大肯定。随着的专业化增强，如果整个亚太区

的更多专业用户可以被吸引到CCE来，我相信展会

将会更专业、更具规模。 

我们希望中国清洁博览会主办方能够更好地引导工

业清洁行业内的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去制定一个统

一的行业标准，这将会对整个行业发展起到更好的

示范作用。 
  
东莞汇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卫波 

CCE将欧洲的一些清洁行业专业制造商和专业用户

集中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先进清洁产品与技术的

发展交流。在这个专业平台上，不仅有更多的欧洲

新技术被介绍到了中国，而且中国本土一些不断发

展壮大的清洁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也带给我们

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在CCE的这个专业平台上，

更多更好的产品技术会加入，展会也会越办越好，

更好地走向国际舞台。 

德国机械制造商联合会清洁设备分会及E-UNITED 

总经理  Peter Hug 



第十七届中国清洁博览  将于 

2016年3月29日-3月31日在 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 

我们，明年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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