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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展会概述



展示板块：清洁设备及配件/清洁工具与用品/智慧清
洁/楼宇设施/物业管理/环卫系统/空气净化/防疫消
杀/卫生间解决方案

2020年8月12日-14日，CCE作为博华HOTEL PLUS的一部分精彩亮
相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共享跨行业的展商和观众资源。
同期举办上海国际室内空气净化展览会、上海国际商业楼宇设施及
物业管理博览会及上海防疫技术与产品展览会，为酒店、商场、办
公楼宇等商业空间及小区住宅、市政环卫、工业工厂、公共设施提
供一站式专业清洁、运维、空气治理、防疫的综合解决方案。

本届CCE汇集国内外优质品牌展商350+家，展出规模覆盖国家

会展中心3号馆共26500平方米，汇聚行业智慧与力量，举办

50+论坛、赛事及演示活动，提供交流、对话、合作的高端实效
平台，真正成为“亚洲清洁行业旗舰展“。

由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住建部·建筑文化中
心、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
空间博览会（简称：Hotel Plus）于2020年8月12日-14日在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展会覆盖八大展馆，规模达20万平方米，汇聚了2100家展商，
80+活动&论坛设计酒店及商业空间设计、商业运营、物业管理、
清洁运维等前沿话题，是国内首个为酒店及商业空间终端买家提
供建设、运营一站式的贸易采购平台。这场为期三天的年度采购
盛典，汇集了建筑师、设计师、地产商、酒店业主、物业管理公
司及跨产业链高端买家，旨在将国内酒店及各类商业空间的建设
推向一个更为崭新的高度。



PART 02

2020展会回顾
2020年8月12日-14日，CCE作为博华HOTEL PLUS的一部分精彩亮

相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共享跨行业的展商和观众资源。



展商

2020CCE部分展商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CCE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作为亚洲清洁行业旗
舰展，在三天的展会现场，各展商争相推出独特的体验、
互动活动，展示未来清洁、空净、物业、防疫新趋势，多
维度的让专业观众体验新技术、新产品的实际应用落地。

展商
展品特点



展商
2020展商感言

展会期间，超宝展位客似云

来、门庭若市，商务洽谈高

朋满座，现场下单更是络绎

不绝！能让更多客户感受到

“清洁无界，幸福同享，携

手超宝，共创辉煌”的理念，

我们每个超宝家人都累并快

乐着。

——中国超宝清洁设备集团

副总经理黄浩钊

十分荣幸参加此次展会，现

场的观众都非常积极和专业，

不少客户在咨询交流与体验

后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提出

了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

让我们受益匪浅。通过此次

展会，梁玉玺向更多的用户

群体展示了我们的产品及服

务。

——上海梁玉玺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集团副总裁张伟

CCE展会是截止目前高仙在

疫情中投入最大的展会，两

个展位展现了高仙“专业、

可靠、聪明”的形象，吸引

了大批客户咨询，感谢CCE

提供平台让整个行业齐聚一

堂，预祝CCE2021会更好，

期待再次相聚。

——高仙机器人CMO 丁丁

我们是连续第三年参加CCE

的展会，CCE给我们公司的

品牌带来了蛮好的宣传力，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合

作伙伴。今年因为疫情，我

们在上半年的时候，其实有

很少的一些活动，基于这样

一个条件，今年还是继续要

来参加，持续把我们的品牌

带给更多的用户。

——深圳市能效通智慧科技

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中心总经

理李小红

清洁行业的一次盛会，哈高

也连续参加了很多年。今年

展馆整体感觉比以前设计的

要好，而且组织也比较好，

行业细分更精准，更专业，

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同时

在这个平台也与行业同仁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互助关系。

在这里也希望CCE在未来可

以越办越好！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余燚



寻找新产品、
获悉最新市场趋势 评估参展可能性

17.93% 14.38%

采购产品及下订单 寻求新的商业伙伴

19.37% 18.79%

收集市场信息 巩固与商业伙伴合作关系

15.15% 14.38%

1.17%

2.43%

2.66%

3.58%

4.30%

5.00%

5.12%

7.74%

8.72%

10.77%

13.43%

14.52%

20.56%

政府/协会

市政环卫

科研机构/院校

医疗机构/养老院

其他

清洁工程

空气净化行业销售商/经销商

零售/百货/电子商务

地产/建筑/商业中心

酒店/度假村/休闲娱乐场所

物业行业产品制造商/经销商

物业管理公司

清洁行业经销商/制造商/服务商





观众
2020观众评价

很高兴参与了这次CCE展会

及同期物业高峰论坛活动，

现场的观众质量和数量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论坛举办的

也是比较专业和成熟的，期

间认识了许多同行业的朋友。

感谢主办方提供了一个这么

好的平台！

——爱玛客（中国）高级增

长总监石斌

这次展会不管是从规模、服

务、还有参展商的安排、论

坛的举办以及晚宴，我觉得

各方面都做的挺好的，值得

借鉴和学习。

——中国房地产报、中国房

地产网商办与物业管理总经

理刘淼

2020CCE展会及物业管理和

清洁防疫等系列活动的举办

恰逢时机，在后疫情时代背

景下，此次活动为物业清洁

产业链价值实施者--资管人、

物管人和清洁人提供了人脉

连接和世界前沿技术经验交

流平台，不愧为“亚洲物业

清洁行业的风向标”！

——金麦斯环境学院 执行

副院长金耀辉

有幸参加这次上海博华主办

的CCE清洁展，并作为物业

高峰论坛的演讲嘉宾与同行

分享物业运营管理的经验，

一同探讨物业、清洁行业的

新挑战，为物业、清洁行业

的辉煌提供一点绵薄之力。

展位现场人头攒动，参展者

络绎不绝。本次展会举办的

非常成功。

——新力物业集团环境科技

事业部总经理邵俊杰

2020年新冠肺炎“黑天鹅”

搅动市场，疫情下的物管行

业迎来了一次“大考”，这

次CCE物业高峰论坛及其系

列活动的举办是为物业管理

上下游产业链搭建了一个很

好地交流平台，论坛现场也

是各抒己见，干货满满。我

希望这次活动能够促进物业

行业迎来一个新的里程碑。

——高力国际物业及资产管

理服务上海公司总经理马赟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建（构）筑物清洗保洁专业委员会

IFMA China国际设施管理协会（中国）

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

浙江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

河南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黑龙江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上海城市保洁同业联谊会

重庆清洁服务行业协会

江苏省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宁波饭店业协会

云南省清洁行业协会

浙江省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金麦斯环境学院

中国清洁常青藤联盟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协会支持





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城市共

生突破服务边界迈向多业态服务，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挑战。资产管

理者如何调整策略，并运用先进且专业的运营管理技术，获得优质租户、

提升资产价值，成为业内广泛关注的焦点。本论坛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

邀请国内外业界专家精英，努力探寻国际经典项目，分享物业运营管理

的成功实践，并用详实的案例与数据分析，传递项目运营管理的先进经

验。



IFMA China FM Awards颁奖典礼
暨FM论坛

8月13日下午，2020年IFMA CHINA 颁奖典礼与行业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CCE现场圆满落幕。论坛在对2019年度行

业优秀企业及个人进行表彰的同时，来自IFMA北、上、广、深、苏州五个分会各派最强阵容进行了行业实战分享。

论坛以全新的视角探讨设施管理的价值，拉近让产业链的上下游间的距离，新时期、新环境下如何携手应对挑战。

150多名来自近百家企业及机构，组织类型含括医院、工业园区、大型工厂企业、服务商、物业公司、政府机构的专

业人士齐聚一堂，共同分享IFMA FM Awards获奖者们的喜悦并共同学习设施管理行业知识。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



专业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当疫情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防疫既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又需
要全民配合。CCE联合青岛军融创新工程研究院，重磅邀请业内学者、教
授、防疫专家组成员：谢小保主任、金晓燕教授、阚海东副院长、刘继武
教授、朱宗亮所长、田小兵教授，带来一场集先进的经验、技术、研究理
论和案例的战“疫”大讲堂。

本次论坛邀请到台湾、香港等两岸三地的空气净化协会、企业负责人，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打破疫情期间无法亲临参会的局限，王芳
秘书长、林俊康主席、廖亮、曹庆秋等嘉宾聚焦国内外环境相关法规、
室内空气质量产业发展等热点话题开展演讲与讨论，共享发展新思维，
共话产业未来，让行业同频共振，增进共识，形成合力，在大健康时代
下共同为中国的绿色生态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公共防疫与厕所革命论坛

第七届"中国好空气中国好未来“
主题论坛



由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建（构）筑物清洗保洁专业委员会联合

CCE共同举办的清洁保洁创新发展论坛邀请到了熊小兵、曹明高、顾刚、

汤旭东、周靭、顾经等6位来自上海知名楼宇设施管理企业的领导从多角

度分析阐述，帮助从业人员从危机中寻找转机。

由中国清洁常青藤联盟和CCE共同举办的“中国清洁众言堂”系列论坛

之——“解放！唤醒我们沉睡的思维，呼吁未来2.0的春天”以别开生

面的形式顺利举办。论坛邀请到来自中国清洁常青藤联盟的马宏、刘恩

惠、孙宝春、张军海四位大咖走上前台，在笑谈中畅谈中国清洁，在争

论里议天下合一。

清洁保洁创新发展论坛

解放——海德公园论坛

专业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如何定义空调后服务市场？破痛点、解难题成了重中

之重。由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举办的专业论坛邀请叶伟成、刘燕敏、

张勤等嘉宾共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关于空调清洗市场的详细“解答”。

8月14日上午，CCE联手为心社区共同举办“物业管理价值重构与服务

创新”主题研讨会，论坛邀请到来自社区治理、园区物业、商业物业、

住宅物业、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开展对话和交流，建设物业服务创新发展

的共同体，推动物业行业共同发展。

新风口——空调疫后市场创新发展
论坛

物业管理价值重构与服务创新主题论坛

专业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部分演讲嘉宾回顾（物业）

邵俊杰

新力物业集团环境科技事业部

总经理

石斌

爱玛客（中国）高级增长总监

马赟

高力国际物业及资产管理服务

上海公司总经理

袁鸿凯

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

朱仁义

上海市疾控中心消毒与

感染控制科主任

金耀辉

金麦斯环境学院副院长

国贸物业董事总经理

魏凯

杨青松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



部分演讲嘉宾回顾（物业&保洁）

鲍江勇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周康

ISSA国际清洁卫生行业协

会大中华区负责人

埃顿集团战略及商务总监

梁宇刘淼

中国房地产报、中国房地产

网商办与物业管理总经理

上海至诚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首席信息官

熊小兵 汤旭东

欧艾斯设施管理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

周靭

欧艾斯设施管理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

顾经

上海古宜楼宇清洗有限公司

董事长









Hotel Plus之夜金殿奖&金钻奖颁奖晚宴已经成为酒店及商业空间行业备受瞩目的盛典。

晚宴以“聚变·2020”为主题，全面聚焦零售、酒店、设计、物业、清洁等方面，共颁发了

16个奖项，致敬每一位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企业及大师们。

2020金殿奖年度金奖

•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Hotel Plus金殿奖&金钻奖
颁奖晚宴

2020行业特别贡献奖

• 中国超宝清洁设备集团



最受欢迎物业及设施管理公司奖

新力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爱玛客服务产业（中国）有限公司

万物梁行

上海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上海）有

限公司

上海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Hotel Plus金殿奖&金钻奖
颁奖晚宴

上海梁玉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树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扬子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风向标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优尼斯清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禧涤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易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莱州结力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浩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能效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最受物业及保洁公司欢迎供应商奖

上海洁驰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团洁清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高仙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柔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特耐适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水威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熊猫清洁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百科清洁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艾热(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最佳清洁品牌奖





PART 03

市场宣传
在2020年展前及展会期间，Hotel Plus及CCE全网多渠道、多平台对展商、

展会及活动进行宣传，为展商带来“365天”的曝光机会。



展会宣传涵盖行业协会、大众媒体、专业媒体、户外广告、酒店在

线、新闻稿、微信、微博、短信提醒、电子期刊、邮寄服务等渠道。

市场宣传



市场宣传

微信公众号

微信大号美通社 行业杂志EDM电邮



行业新媒体：

@现代物业杂志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圈 @物业通 @物业CEO内参 @物业管理资讯平台 @中国物业管理信息网 @环保在线
@《环球生态环保》 @《荣格工业》 @酒店高参 @联商网 @零售世界 @新浪地产

媒体宣传



PART 04

2021展会规划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与CCE相约浦东新

国际博览中心，再续辉煌篇章。

参展联系方式：

黄斌 先生 136 4179 0595（同微信）

电话（TEL）：021-5470 0867

传真（FAX）：021-5470 0979

邮箱（E-MAIL）：331221184@qq.com





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国际室内空气净化展览会（CIEQ）

上海国际商业楼宇设施及物业管理博览会（CFME）

上海防疫技术与产品展览会

同期举办

参展联系方式：

黄斌 先生 136 4179 0595（同微信）

电话（TEL）：021-5470 0867

传真（FAX）：021-5470 0979

邮箱（E-MAIL）：331221184@qq.com



2020，感恩相遇

2021，来年再见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参展联系方式：

黄斌 先生 136 4179 0595（微信同号）

电话（TEL）：021-5470 0867

传真（FAX）：021-5470 0979

邮箱（E-MAIL）：33122118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