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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平台綜合呈獻行業尖端科技 

 

 

 

 

同期活動群賢畢至，全面揭示洗衣前沿趨勢 

 

 

亞洲現代紡織品護理行業的領軍展會——國際紡織品專業處理（洗衣）亞

洲展覽會（Texcare Asia）於 2017 年 9 月 29 日圓滿落幕，續寫絢麗篇

章。踏入在亞洲的第二十個年頭，展會在各領域均取得了顯著的突破，展

會面積擴大至 20,000 平方米（2015 年展會面積：17,000 平方米），共有

169 家海內外企業（2015 年展商數量：153 家）及 11,163 名業內人士

（2015 年觀眾數量：10,267 名）參與本屆展會。 

  

作為亞洲最具國際性的紡織品護理展會，Texcare Asia 雲集了來自澳大利

亞、比利時、巴西、德國、法國、韓國、荷蘭、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美國、日本、瑞典、瑞士、葡萄牙、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英國、中

國澳門、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及中國大陸等 22 個國家及地區的領軍企

業，共吸引來自 67 個國家及地區的全球專業觀眾蒞臨現場。 

 

法蘭克福展覽（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慶新先生總結了本屆 Texcare 

Asia 展會：「我非常欣慰這次展會舉辦得非常成功，展覽面積再創新高。

我們一直致力於為紡織品護理行業打造一流的商業和信息交流平台，助推

行業發展，也堅信展會能始終緊貼市場前沿，始終著眼於市場需求，同時

也幫助亞洲行業共同面對未來新的機遇與挑戰。」 

 

權威平台綜合呈獻行業尖端科技 

 

每一屆 Texcare Asia 展會上，都能看到時下最尖端的洗衣設備和紡織品護

理服務方案。目前市場對於個性化服務以及快速洗衣服務的需求量正不斷

上升，勞動成本的增加以及環保標準的提高也成為了各大洗衣企業最為關

注的核心問題。因此，本屆 Texcare Asia 將焦點凝聚在前沿技術和綠色解

決方案兩大板塊，幫助亞洲地區的洗衣企業應對行業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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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領先的德國電器製造商美諾，此次入駐了特色專區之一的德國展區。

其亞太地區市場總監 Matthias Schmitz 先生介紹了本屆展會美諾展台的亮

點：「我們這次在 Texcare Asia 現場帶來全新的烘乾機和洗衣機，它們能

有效減少耗水量以及其他能源消耗。這些全新機型也可進一步降低環境的

污染，同時幫助洗衣店節省運營成本。」 

 

提到 Texcare Asia 的展會效果，Schmitz 先生補充道：「Texcare Asia 是

亞洲最有影響力的行業展會，擁有著令人讚嘆的推廣平台資源，也為我們

進入亞洲市場，引進新產品給予了難能可貴的機會。這次我們接待了許多

買家，他們對美諾的產品興趣濃厚。以後每屆展會我們都將不會錯過。」 

 

山東小鴨集團洗滌機械有限公司在本次展會上取得了豐碩成果，副總經理

張本長先生透露：「我們在 3 天的展會上遇到了許多海內外行業買家，其

中不乏為醫院配套的大型洗衣廠。有一位台灣買家現場就採購了 8 台隔離

式洗脫機，也再度體現了 Texcare Asia 極大的商業價值。從我們以往的經

驗來看，只有在 Texcare Asia 的平台上，我們才能如此高效地收穫國外訂

單。」 

 

張總也進一步表達了對展會的認可：「我們非常認可 Texcare 的展會品

牌，對於法蘭克福展覽也非常的信任。每屆 Texcare Asia 展會上，我們都

能看到來自海內外的各大品牌在此聚首，分享行業前沿成果，共同目睹紡

織品護理行業的發展變遷。」 

 

歐洲品牌 Datamars 預見了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簡稱 RFID）在洗衣解決

方案中的應用前景，在 RFID 專區中展示了自主研發的全自動化洗滌運營

系統。公司總經理 Riccardo Mazzolini 先生表示：「Datamars 致力於將

新技術引入亞洲，不斷開發亞洲業務。Texcare Asia 是我們強有力的合作

夥伴，也是我們了解亞洲市場的窗口。」 

 

Mazzolini 先生還介紹了本次 Datamars 帶來的新產品：「我們和眾多業務

夥伴包括芯片供應商、硬件供應商、系統及軟件集成商以 RFID Hub 的形

式展示全流程全自動化解決方案，希望讓業內人士能夠更加直觀全面地了

解 RFID 技術是如何提升整體運營效率，並如何影響整個洗衣流程的方方

面面。」 

 

香港買家如意集團董事長李林先生也強調了新技術對其業務的重要性：

「作為洗衣廠的經營者，我發現越來越多行業同仁開始使用自動化技術，

並積極提升洗滌機械的節水性，加大污水處理排放的管理力度，以此來平

衡收支、提高企業環保標準。」 

 

李林先生也高度認可展會對於行業前沿技術及解決方案的積極助推作用，

他表示：「我一直堅持參加 Texcare 全球的品牌展，每一次都不會失望。

在這次 Texcare Asia 的舞台上，我再一次感受到主辦方對於紡織品護理市

場以及企業需求的深度了解。我能在這裡找到 RFID 技術和自動化解決方

案的各類多元產品。領略前沿技術、採購心儀設備都可以在這一站式平台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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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動群賢畢至，全面揭示洗衣前沿趨勢  

展會的同期活動也同樣獲得好評如潮。在 3 天展期內，有 5 場專業論壇近

30 場同期活動舉辦，內容囊括行業各大焦點，緊跟綠色節能及智能技術全

面鋪開的市場發展步伐。展會演講嘉賓及觀眾一致認為 Texcare Asia 是

與海內外專家學者及廣大從業者交流、學習、分享的卓越平台。 

 

新加坡綜合洗滌集團總裁曾台邦先生是 2017 國際紡織品專業護理亞洲論

壇的演講嘉賓之一，他在現場全面闡述了 RFID 技術的優勢。他評價：

「該論壇是大家一起交換意見、探索未來的絕佳機會。通過分享 RFID 技

術如何幫助行業更好地控製成本、提升效率，引起了在場許多觀眾的共

鳴，也引發了大家對於未來技術實踐性的討論。」 

 

「亞洲，尤其是中國的洗衣業務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我非常堅信

RFID 技術能幫助洗衣廠提昇運營自動化，從而進一步攻克高成本以及消

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等諸多行業挑戰。」曾先生進一步強調。 

 

上海皇廷世際酒店洗衣房主管朱慶華先生參與了展會同期舉辦的 2017 中

國酒店智慧清潔與綠色洗滌高峰論壇。他表示：「可持續發展一直是酒店

和洗滌行業中最熱門的話題。通過運用環保產品，不僅能保護地球，還可

以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我聽了黃留榮先生主講的『酒店綠色化和智能化洗

滌發展趨勢』，並從中了解到，如何做到科學選擇、配置合理、人員分

配、高效耐用、控制能耗等具體的操作細節，並將環保戰略深入到組織架

構中。」 

 

Texcare Asia 國際紡織品專業處理（洗衣）亞洲展覽會由法蘭克福展覽

（上海）有限公司和中國輕工機械協會聯合主辦，每兩年一屆。 2017 

Texcare Asia 於 9 月 27 至 29 日在中國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下一屆

Texcare Asia 國際紡織品專業處理（洗衣）亞洲展覽初定於 2019 年秋季

在中國上海舉辦。 

 

該展會也是 Texcare International 法蘭克福國際紡織品專業處理展覽會的

品牌的姐妹展。 Texcare International 每四年舉辦一次，為全球市場提供

現代紡織品專業處理的國際平台，下一屆將於 2020 年 6 月 20 至 24 日在

德國法蘭克福展覽中心舉辦。 

  

欲獲得更多展會詳情，請瀏覽 www.texcare-asia.com.cn 或發送電郵至

texcareasia@china.messefrankfurt.com 。 

 

-完-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

會議及活動，在全球約 30個地區聘用逾 2,3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6.47億歐元。集團與眾

多相關行業領域保持緊密聯繫，配合龐大的國際行銷網路，高效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需求。多元

化的服務呈現在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

行活動時，能持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

市場推廣、人力安排以及餐飲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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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有關公司進一步資

料，請瀏覽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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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