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皆大欢洗又一年   历年北京展之最
中国洗染行业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年度盛会——2015第十六届中国洗染业展览会于8月6日至8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圆满举办。本届展会展出面积达12,000平方米，展位超过550个，中
外参展品牌278个，展期三天接待专业买家达11651人，各项数据为历年北京洗染展之最。

本届展会同期举办第三届皮革护理技术产品展、公用纺织品洗涤展、洗衣连锁加盟展，四展联动。
作为行业技术创新、品牌展示的优质窗口，以及洽商贸易的专业平台，中国洗染业展览会成为了
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和国内外供应链的良好纽带。 



（一）展会数据篇



2011-2015年展会数据增长图（一）

（注：举办地双年在上海，单年在北京）

2015北京洗涤
展展出面积和参
展品牌为历年北
京展最多！



（注：举办地双年在上海，单年在北京）

2015北京洗涤
展参观人数为历
年北京展最多！

2011-2015年展会数据增长图（二）



（二）展商篇



278家参展品牌来自
16个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澳大利亚、韩国以及中国
香港和台湾。参展品牌同比2013北京洗涤展增长23%。



今年参展企业规模及品牌数量相比同地举办的往届均有所扩大，知名品牌包括：

美国Speed Queen、Dow、Hydro、MILNOR、CHICAGO、ETECH、

Multimatic、Ajax、Secomatic；日本Sankosha、三爱；德国

Kannegiesser、Bufa、Kreussler；意大利Renzacci、

Anghinetti&Camptel、Fenice、Ilsa；西班牙Unisec；香港其力行；台湾安

洁利；海狮、威士、中施、绿洲、小鸭、澜美、托普利、伊丽莎、八大道、础

润、科恩威望、旭航、汇洁、承德华威、浩森、华海智邦、深科泰达、澳昊、

友邦、日光、天津伟力、李君萍、格利特、添辉、优特、升金、蓓特丽、洁施

克林、衣贝洁、翰皇、温州芬尼斯、皇宇、洁宝、中新伟业、老牛皮……



展商贸易成效反馈



展会亮点

洗衣工厂大型设备集中展示

Kannegiesser现场推介的集成洗涤系统、
海狮集团带来的Mini洗衣龙，绿洲备受关
注的FMS集成式干洗机，及最引人注目的
威士75公斤16仓隧道式连续洗涤机组等多
数以自动化、高效节能等为产品主要卖点，
凸显洗染业发展趋势。



展会亮点

皮革护理专业化发展

2015（第三届）中国皮革护理技术产品展
览会与本届北京洗涤展同期举办，全面展
示了国内外皮革护理产业的最新技术产品，
涵盖皮革护理全线设备、产品及相关服务，
强力整合了目前中国国内的皮革护理市场
资源。



展会亮点

“互联网+”品类踊跃参展受关注

“互联网+”为传统洗衣行业注入新风潮。
O2O洗衣品牌层出不穷，集中亮相，智能
平台、在线收衣系统、洗衣管理软件等服务
型企业展位人气爆满，成为本届展会现场的
一道奇观。



德国凯尼基莎
洗衣设备巨头凯尼基莎在展会现
场详细介绍了其洗涤龙、熨烫线、
干衣笼以及折叠机器人等先进设
备。
结合图片、文字、视频及现场解
说等多种形式，立体地向专业观
众呈现国际一流洗涤设备的风采。



日本三幸社
三幸社本次参展的机器共计10台，
每台机器都配有专业的操作人员，
随时为观众现场演示操作，生动直
观地展示各机器的实际性能。三幸
社受到了广大参观客的关注与一致
好评，连续三天展位人气高涨。



西班牙尤萨
尤萨现场展出近年来的爆款干洗机：
M803、HCM383、M263 、
Ecoplus322及新款多溶剂干洗机。
尤萨总经理徐根娣评价展会道：“这
一次参加北京洗涤展，我们现场接待
的洗衣工厂和干洗店买家约两百家，
展出效果非常满意。感谢主办方在展
前所做的各种个性化宣传，给我们带
来这么多客户资源。”



美国陶氏化学
全球最大的四氯乙烯生产商

陶氏化学携干洗级四氯乙烯亮相北
京洗涤展，向洗染界展示其在干洗
和织物处理应用方面已经累积了逾
半个世纪的丰富经验的同时，也吸
引了众多专业观众的关注和咨询，
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展览效果。



海狮集团:
MINI洗衣龙
海狮集团携5仓40公斤MINI洗衣龙、
100公斤新型敞开式倾斜洗脱机、
常规款100公斤洗脱机和高速折叠
机，亮相第十六届（北京）洗染业
国际大展。      
展期三天，来自北京、河北、内蒙、
东北三省、贵州、广东等地的客户
频频光临海狮展位咨询并洽淡合作。
值得庆贺的是，除了洗衣龙在参展
前已名花有主外，海狮带来的其他
三台设备均被现场订购。



威士机械：
展位面积傲居全场
由上海威士机械有限公司自主研制，
具有浓浓中国风的75公斤16仓隧道
式连续洗涤机组(洗衣龙)惊艳亮相
展会现场。同期，威士还展出了目
前国内最大容量的175公斤贯穿式
烘干机，具备柔性加压功能的75公
斤压榨式脱水机，享誉医院洗涤业
界的干衣龙以及经典畅销产品：
“4+1”客衣后整理设备。
本届展会，威士机械以288平方米
的展位面积傲居全场，人气爆棚。
展会结束，洗衣龙、压榨机等即被
送往北京东方泰悦，这是该公司向
威士采购的第二条洗衣龙。“4+1”
客衣后整理设备也被内蒙古客户当
场定购。



小鸭集团：
重推合资品牌“Equator”
作为洗涤行业内知名品牌，行业标准的起草
者和制定者之一的小鸭洗涤机械，以优秀的
产品质量，良好的口碑，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系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展期三日小鸭共
接待买家约1800人，其中老客户有16家，
有意向合作的新客户6家。于现场成交及达
成意向3单，意向金额约80万元。

注：Equator品牌来自于美国，是美国知
名度非常高的专业的洗涤设备的厂商，有
着25年丰富的行业经验。



济南绿洲
济南绿洲清洗设备有限公司展出其拳头
产品：干洗机及吸鼓风烫台等，广受好
评。在本届展会上绿洲共接待买家约
500多人，其中老客户有150家，有意
向合作的新客户350家。绿洲现场成交
以及达成意向共计10单，意向金额高达
50万元。



上海伊丽莎

上海伊丽莎专业生产水洗机及
洗涤设备的研发生产，提供专
业的洗衣房设计方案和高质量
全方位的专业洗衣技术和洗衣
房经营管理培训支持，制造自
动洗脱、烘干、熨烫、折叠绿
色洗衣龙（房）集成系统，拥
有强大的后续服务支持队伍和
强大的总部实力支持。



翰皇：
首推高定品牌法若尔
翰皇的展会现场展位人气热度非常
之高，众多人群聚集在咨询台了解
翰皇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此次
展出金致经典皮护系列、金致经典
化料、至尊进口鞋材等系列产品。
金致经典系列皮护又称黄瓶系列，
是翰皇伟业于2014年研发，在原有
皮护系列产品的基础上全面升级的
新品。
翰皇此次参展除了带来新产品，更
隆重推出侈品皮具护理及高端定制
品牌--法若尔。



上海皇宇：
展出全套芬尼斯产品
皇宇在本次展会中让来自全国的众
多洗染客户都认识并了解了芬尼斯
中国运营中心，也让皇宇集团运作
的芬尼斯品牌在中国的业界心中扎
根。本次参展斩获超过50家优质客
户，超过500家意向客户，并且获
得超过2000个客户资源，现场即达
成超过10单合作，合作金额数十万
元。



洁施克林：
布草生物冷洗液
洁施克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会第
一日签订合同23份；第二日更是
直线上升，签了40份合同。三天
来共签订代理和订购合同共76份。
展会中，洁施克林的布草生物冷洗
液受到中外业界的关注，一位来自
美国的友人对洁施克林的产品赞不
绝口，称布草生物冷洗液颠覆了国
际传统洗涤工艺。



懒人福：
自助收发衣物柜引关注

互联网+的兴起，必将给洗衣行业带来一
场新的革命，懒人福自助收发衣物柜的出
现也在洗涤行业引起了不小的影响，同时
也得到了多家知名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展会现场，众多业内人士聚集在懒人福
展位前，咨询了解自主研发的自助收发衣
物柜。

懒人福品牌模式不同其他的洗衣模式，主
要专注于：中央洗涤工厂+品牌形象店+
智能收发衣物柜。全城收衣，集中洗涤打
造O2O家居生态圈。



展商评价

总的来说，这次参展的投入物超所
值！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
本届展会，然后很惊讶的看到，展
期前来展位咨询的客人数量非常可
观，仅在第一天我们就接待了十几
家洗衣厂。

赫伯凯尼基莎洗涤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代表 戚慧文

这一次参加北京洗涤展，我们现场
接待的洗衣工厂和干洗店买家约两
百家，展出效果非常满意。感谢主
办方在展前所做的各种个性化宣传，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客户资源。

北京尤萨洗涤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根娣 

此前，温莎士一直在密切关注国际
洗涤展。出乎意料的是我们今年第
一次参展就取得了如此好的效果，
远远超出预期。感谢这个优质的平
台，帮助我们在中国市场踏出了重
要的第一步。

意大利温莎士 
出口部经理 安德里亚

借此每年一度的大盛会，国内外同
行互相学习和交流最新技术，取长
补短，共同发展。为企业品牌、新
产品宣传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也
进一步促进供需见面，达成合作。
衷心祝愿中国洗涤展一年比一年更
强大，以更优质的服务为国内外洗
染业同行助力发展！

江苏海狮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邬士新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展出！我们
威士机械是所有参展企业里展位
面积最大、展出设备最多的企业。
展期三天人来人往，我们带来的
洗衣龙、压榨机、干衣龙等等几
乎所有设备都是大家参观、点评
的焦点对象，不少设备当场即被
订购。

上海威士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立毅

总体来说，这次展会从前期筹划
到展期安排到后期宣传都比较到
位，对于企业品牌的提升具有明
显的效果，终端用户比如洗衣店、
洗衣厂来的人多，非常接地气。
我们的展台吸引了大量的人流，
达到了预期的宣传目的。期望中
国洗涤展成为风向标式的展会，
越办越出色。

深圳中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冠华



展商评价

国内外洗染行业的很多客商都来参
展、观摩和洽谈合作。新之联洗涤
展是中国企业与国际交流的重要平
台，绿洲公司向来非常重视。我们
带来了最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充分
展示了作为中国最大的高端干洗设
备生产企业的魅力和魄力。希望行
业合力，将洗涤展打造成最具国际
影响力的洗染业大展。

济南绿洲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赵超

本届展会有较大的创新，建立的买
家学习区、技术竞赛交流区等服务
板块，促进了大家的互动，体现了
共同学习，共谋发展的行业理念。
这次参展，使得我们的品牌被业内
人士进一步熟知，也让我们收获了
很多潜在的客户，为发展全国市场
奠定了很好的传播基础。 

上海皇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韩丰阳

中国国际洗染业展会经洗染委与
新之联展览多年的努力、执着与
坚持，已成为洗染行业的品牌盛
会。它给业界朋友搭建了学习、
交流与展示的舞台，为推动洗染
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力量与智
慧。衷心祝愿她越办越好！

北京日光精细(集团)公司  
总经理  郭继东

洗染展作为业界首个“三位一体”智慧展览平台，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宣
传辅助。非常感谢主办方的专业、敬业精神！翰皇此行获得了丰收，通过
参展扩大了知名度和美誉度，认识了新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北京翰皇伟业 总经理 辛玉波 

中国洗涤展是宣传企业的好窗口，
我们这次参展带来的多款洗涤产品
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新之联展览
有着良好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小鸭
相信以其优秀的服务必使得企业与
买家沟通的桥梁更为坚固牢实。

山东小鸭集团洗涤机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赵富 



（三）观众篇



展期两天半，11,651位专业买家到场参观采购。分别来自北京、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河
南、广东等国内31个重点省市和港澳台地区，及韩国、印度、美国、匈牙利、瑞士、俄罗斯等
22个海外国家。
国内买家10799人，占买家总数92.7％，海外买家852人（同比2013北京洗涤展增加280人），
占买家总数7.3%。买家数量同比2013北京洗涤展增长25.2%。







观众评价
2015国际洗涤展举办得很成功，很
感谢这次展会让我有机会跟中国许
多设备厂商交流。展会齐聚业内人
士，我也从中了解到一些关于洗衣
机械设备的新发展等有效信息。这
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很有帮助。很期
待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顺祝下届
展会顺利。

印度马拉特机器制造公司 合伙人
Shrirang Marathe先生

展会很有组织性与启发性。除了洗
衣设备，我们还看到很多与行业相
关的展品，包括包装机、洗衣车和
洗涤化料等。中国人很友善并很乐
意向我们解释有关产品。我们发现
很多有合作意向的展商也十分期待
未来能跟他们建立合作关系。同时
感谢新之联为我们此次观展行程提
供的帮助。我们也会参观明年在上
海举办的中国国际洗涤展！

           匈牙利自助洗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Balázs Czárl先生

每年都来参观，每年都有收获。今
年展会组织得不错，皮革化料和活
动都很有吸引力，各种洗涤演示十
分生动，多样化活动特别是寻宝有
礼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参展企业
种类很齐全，我们在现场看中了两
家设备和一家化料，计划下单订购。

黑龙江大庆华辰洗涤设备经销商处  
经理 杨成刚 

展会的规模比在北京举办的往届都
要大。展品紧跟行业发展趋势，现
场人气好，气氛活，办展形式有创
新，主办方真正的想行业人士之所
想。我在洗染行业协会交流会上认
识了全国各地协会的会长，非常感
谢主办方提供了这样的好平台！

泰州大富豪洗涤连锁企业 
董事长 谢冬林 

一直支持行业的大盛会。我们主要
关注做皮革产品的企业，观展收获
超过预期。这次除了拜访一些曾经
合作过的企业之外，还找到了几家
新企业，目前继续洽谈沟通当中，
希望能达成长期的合作。

内蒙古苏师傅皮革护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海霞 



观众评价

我已连续参加好几届展会，总体印
象不错，展商与观众的洽谈热度很
高。很圆满地完成了在参观前制定
的几个目标，现场采购了分配器等
设备。下次采购对象是干洗水洗设
备，希望下届北京展在规模上更上
一层楼。

湖北武汉宜洗洗衣中央工厂 
董事长 付再标 

看展会，看趋势。这次参观主要是
通过展会了解行业目前最新的技术
和市场行情。现场展出了一些新设
备，比如有一款我从来没见过的熨
烫机，干洗水洗设备是我们主要考
察的对象。展会在宣传、服务等各
方面都在进步，预登记领证非常便
捷。

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  
洗衣房经理 韩晓锋

展会现场氛围很好，能和这么多同
行共聚一起十分兴奋，大家都很积
极地分享经验、互相学习。现场展
品丰富，完全满足采购需求，我们
看中了多个厂家的洗涤设备和化料，
计划开一个现代化洗衣工厂。

广东中山医科大学洗涤中心 
副总经理  乔光琼

这次的展会收获很大，展商展示的
设备更新技术不错，尤其是上海伊
莉莎企业的设备，还有就是做洗衣
软件的也还不错，会后我们正在与
意向公司洽谈，展会的主办方在现
场服务这块比之前都好，来参观的
人员都是业内人士，总体感觉非常
不错。

陕西咸阳鼎鑫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余军喜  副总经理 

我们每年都参加这个行业的盛会，
展会今年办得挺好的，展前的电话
邀请到展后的回访，充分体现了展
会主办方的良好服务。这次我们在
展会上收集了许多资料，会上我们
也与几家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洽谈，
相信会达成交易。

贵州小白熊洗衣
总经理/商会会长 周琴

每年都参加，每届展会给人的感觉
都很好，都有新信息，产品展示种
类也齐全。

河南开封市三毛美洁洗衣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葛勇     



（四）同期活动篇



第九届全国洗染业职业技能竞赛 
8.6-8.7 北京皇家大酒店

141名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选手参加竞赛。最终140
名选手成绩合格，获得 “中国洗染业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58名选手入围单项前10名，获得了晋升职
业等级的资格；18名选手脱颖而出，斩获6个竞赛项
目的前三名。竞赛同期评出了11家优秀组织单位。



中国洗染行业专家大讲堂
8.6-8.8  展会现场

“专家大讲堂”是历届洗染展的招牌活动。本届展会由北京升金衣仆、河南圣雪莲华、北
京新博恒河、郑州君萍化工及大连友邦5家企业专家代表陆续坐镇讲堂，分享实战经验，
面授衣物救治、皮革护理技巧以及门店管理方法，现场座无虚席。此外，威士、皇宇、优
特等多家企业现场举办产品体验活动。



第四届全国洗染行业协会联席会议
8月8日，由中商联洗染委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洗染行业协会联席会议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
各省市地区洗染行业协会的领导近50人齐聚一堂，总结交流协会工作方式方法，就行业发
展问题和困惑建言献策，在加强布草洗涤质量、发挥协会的监督作用、加强行业培训及社
会扶持方面着重进行了探讨。



皆大欢洗 微信圈活动
7.10-8.8 “国际洗涤展”微信平台

在展会前期及展期，主办方联合8家企业在
微信平台举办“皆大欢洗”微信圈之砍价有
礼、寻宝有礼、晒图有礼系列活动，获得数
万人关注，为参展企业及专业买家增添了线
上线下互动联谊的另一番乐趣。最终，四千
余人赢得总价值12万元的好礼。

▲礼品图示



（五）宣传推广篇



 与27家洗涤行业知名杂志及网站、与500家B2B网站合作宣传；

 PC端网上展厅+移动端微展厅24小时365天在线展示，与线下实体展会互

为补充，形成“三位一体”智慧展览格局；

 与13家行业知名微信公众平台（微信专业粉总量超过100,000人）合作；

 精选行业专业群35个，累计发布约210,000封邮件；

 利用洗涤展十余年来积累的50,000条数据，累计发布500,000条信息。 

宣传渠道



全球推广站点



加入官方微信，了解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