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27日，2019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CCE）|2019上海国际室内空气净化展览会

（CIEQ）|2019上海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展览会（CFME）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 

2019CCE作为博华酒店二期的一部分精彩亮相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共享跨行业的展商和观众资源。 

2019酒店展二期展示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今年的观众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47166人次（含

上海国际零售业设计与设备展和上海国际连锁加盟展），同比去年增长6.3%。 

其中2019CCE展及CIEQ展、CFME展共接待了来自87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观众总人次达到

25967，同比去年增长22.49%。 





本届展会一共吸引了来自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及观

众25,967人次，同比增长22.49%；国内观众人次明显上升，

为24·,̀ 668，同比增长58.44%。 



访问人次最高的前10个省

市分别 为：上海、江苏、

浙江、广东、 山东、北京、

安徽、河南、湖北 和福建。 

 

观众 
国内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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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其他国家及 

地区观众 

其他国家及地区观众TOP10分别为：韩国、中国台

湾、泰国、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马来

西亚、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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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观众参观目的 
及观众性质 

采购产品及下订单 

寻找新产品、 
获悉最新市场趋势 评估参展可能性 

寻求新的商业伙伴 

收集市场信息 巩固与商业伙伴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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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协会/商业 

金融/咨询类机构 

软件开发 

市政环卫 

科研机构/院校 

机场/火车站等公共设施 

零售/百货/电子商务 

清洁工程 

医疗机构/养老院 

酒店/度假村/休闲娱乐场所 

空气净化行业销售商/经销商 

地产/建筑/商业中心 

物业管理公司 

物业行业产品制造商/经销商 

清洁行业经销商/制造商/服务商 



观众 
采购意向 

13.22% 

12.64% 

9.77% 

9.20% 

4.02% 

2.87% 

1.72% 

商用清洁设备 

清洗剂（包括工业用） 

工业/汽车清洗设备 

清洁工具/零配件 

卫生设备/环卫车辆与设备 
环境绿化维护（割草机等） 

清洁设备及用品/高压清洗机 

工业吸尘设备 

13.79% 

垃圾分类及餐厨垃圾处理技术 

石材护理产品 4.02% 

空气净化与物业管理 清洁技术与设备 

智慧社区/智慧社区服务平台 
智慧停车 15.58% 

14.29% 

14.29% 

空气检测/室内环境监测控制仪器 

智能安防、门禁系统/安全检查设备 

11.69% 物业及资产管理服务 

10.39% 
室内环境治理/抗菌消毒 
空气净化产品及配件 

9.09% 智能家居系统及设备 

9.09% 自助服务设施、智能快递柜、自助售货机 

9.09% 新风净化系统 
空净整体解决方案及智能控制系统 

3.90% 社区与商业场所基础、娱乐设施 

2.60% 节能解决方案 



观众 
观众满意度 

对本次展会 
的满意度 

将来再次参加本
展览的可能性 

向朋友或同事推荐
本展览的可能性 

希望看到但暂未出
现在展会上的产
品、公司或技术 

91%满意 92%可能 96%会推荐 3%未出现 



CCE 2019共吸引超过400家参展品牌，32，000平方

米规模。N1-N3馆聚集了全球大量知名企业品牌，吸

引众多行业新秀前来参展。 



展商 
展商概要 

2019CCE部分展商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展商 
2019展商感言 
 

非常感谢CCE清洁展主办方能
够让我们将最好的产品展示给
更多的人。 
 

——谢宏祥 
北京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9CCE的展馆布置与设计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希望在今后能
够继续引领清洁行业的专业性发
展。 
 

——余燚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今年的清洁展我们非常满意，
CCE强大的影响力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国内外客户，展位上一度人
头拥挤。我们看到CCE每年不断
提升，也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们
这么好的产品展示平台。 
 

——刘国强 
上海洁驰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清洁展的效果非常好，也给了
我们初创企业巨大的帮助，通
过清洁展，我们能在短时间内
将产品展示给全国各地的保洁、
物业公司以及海外的客户，完
成高效快速的业务拓展工作。 
 

——董颐 
上海映星智能科技 

首席技术官 



CCE上海国际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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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E经过20届的累积与发展，凭借参展商数量、观众数

量、展品档次、相关活动等成为业内企业及品牌翘首期盼

的年度盛会。除了国内外展商、观众的持续关注，CCE能

够奠定国内清洁及亚洲清洁行业的地位，离不开100+各

行业协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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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  

浙江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南京市容清洗协会  

河南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上海市食品行业协会  

上海市酿酒行业协会  

上海石材行业协会  

金麦斯环境学院   

重庆清洁服务行业协会  

成都家政行业协会  

安徽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宁波饭店业协会  

云南省清洁行业协会  

黑龙江省清洗保洁行业协会 

贵州省清洁行业协会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CCE 2019现场组织论坛、比赛、颁奖典礼等各类型活

动100+场，为展商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展示方式，也

给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极大丰富了

参观体验。 



“第十届”金钻奖2019年4月

25日在上海浦东假日酒店隆重

举行。作为亚洲范围清洁产品

和品牌高水准、高品质的标志。

“金钻奖”的评选更为透明化，

增加企业现场展示环节，由国

内外权威协会、专家、终端用

户组成的评委团对参赛创新产

品进行评鉴，帮助其在亚洲乃

至世界舞台上脱颖而出。 

 

“第十届”金钻奖 



连通全产业链 

40+业内明星企业代表及大咖 

500+专业观众现场交流 

集结建筑业主、物业管理企业、

清洁服务与产品三方 

2019中国（上海） 
物业、清洁产业高峰论坛 



戴德梁行、四川蓝光嘉宝、高力国

际、上海市停车服务业行业协会、

上海陆家嘴物业及诸多明星企业代

表、协会学者代表将汇聚一堂，共

同梳理探讨当下物业管理创新发展

的热点与痛点，探寻物业、清洁产

业未来发展新趋势。 

2019中国（上海）国际物业、清洁产业高峰论坛 



专业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针对中国清洁行业的“新理念、新技术、新趋势”的热门话
题 ，邀请到来自全国各地专业清洗保洁公司深度探讨行业
“三新”理念，利用平台整合资源，共进互赢，树立行业标
杆。 
 

通过论坛、展会、会议、媒介等方式，持续宣传深度服务理
念和清洗产业转型。 

中国清洗保洁行业创新发展论坛 

集中空调清洗产业向运维及 
提升服务质量发展论坛 



专业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论坛旨在拓展知识基础、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信

息交流，并孕育跨学科与跨机构的合作。 

无论从更好为业主服务、创造更大市场价值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服务老年人口、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价值层面来

讲，物业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是双赢

的。 

物业法律专题论坛 

智慧养老专题发展论坛 



专业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法律行业资源专业人士将从企业管理法律风险规避，企业人

力科学化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结合具体法律案例助

力行业企业如虎添翼。 

2019上海室内空气品质产业发展研讨会，联合国内外空

气净化协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召集空净企业家面对面进行

标准解读、技术产品发布和研讨，建立室内空气产业链商

贸机制，对室内环境热点话题开展演讲与讨论。 

2019上海国际室内空气品质产业发展 
研讨会 

2019年第六届中国“好空气，好未
来”主题论坛 



“拓础杯”第三届石材晶面抛光技
能大赛 
 
“水晶盾杯”首届石材高效结晶抛
光技能大赛 
 
“徕勤杯”第五届地毯清洁技能大
赛 
 
“威卓杯”第四届洗地机操作技能
大赛 
 
“吉大·小天鹅杯”2019年第二届
长三角（上海）室内环境空气治理
技能比武大赛 

2019中国清洁技能大赛—— 



2019CCE不仅投放了百度、今日头条、微信等渠道，更与新浪、

网易、环球时报、东方网、中新社、中国环保在线、绿色节能

网、亚太酒店网、国际节能环保网与等主流媒体及行业媒体合

作，联手传播展会最新资讯，为展商提供360°全方位的品牌曝

光。 



媒体 
2019CCE媒体渠道 

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 

腾讯专访 



媒体 
2019CCE媒体 

媒体数量 · 多 
 90+平面及网络合作媒体、主流媒体滚动报道，权威版面主页

滚动新闻，传播展会最新资讯，为展商提供360°全方位的品牌

曝光。 

投放传播 · 广 

通过百度、腾讯、今日头条等推广，带来近4,360,709曝

光率，阅读量近百万。 

宣传效果 ·佳 

通过各媒体宣传、投放渠道，吸引近5,000观众进行预登记。 



国内媒体 



2019CCE展会已经落幕，CCE即将开启全国四地巡展，带领企

业深入当地市场。不仅如此，我们将总结市场信息，细分目标

市场，开拓新版块。打通行业上下游，2020从清洁出发，展现

未来商业新模式。 



展望 
四地巡展 

4c4地巡展 

2019CCE精彩不落幕，将联动上海国际室内空

气净化展览会（CIEQ）、上海国际物业管理产

业展览会（CFME）、上海中国自助服务产品及

自动售货系统展览会|上海国际智慧零售展览会

（CVS)跨界巡展，带企业深入当地市场，引领

品牌走进城市的每个角落！ 





CCE作为博华旗下最大的酒店用品展之一HOTEL PLUS上海

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二期）暨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及商业空

间系列展核心展会之一，2020年4月27-29日，将继续与酒店二期

一起亮相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0,000平方米展出面积 三大 主题展区 

170,000+ 专业买家资
源 

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及采购平台 

近3,000优质海内外厂商 

120+ 行业论坛、会议、颁奖、赛事等活动 

展望 
HOTEL PLUS上海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二期） 
暨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计及商业空间系列展 



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CCE） 

上海国际室内空气净化展览会（CIEQ） 

上海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展览会（CFME） 

2020年4月27-29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位咨询: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黄斌 先生 13641790595

Tel：021-54700867

E-mail：33122118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