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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展会概述



2021年3月30日-4月2日，素有“亚洲清洁行业风向标”之称的

CCE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闭

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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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防疫技术与产品展览会。

本届CCE展会总展示面积达到37,000平方米，共计4天的展会吸

引了400+国内外清洁行业知名参展企业共襄清洁盛宴，作为
Hotel & Shop Plus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旗下重要子展

之一，共吸引了121,410人次专业买家莅临参观，举办50+场论

坛、比赛和现场演示，以及1场高端晚宴。

CCE旨在为国内酒店、医院学校、办公楼宇、景区等商业空间及小

区住宅、市政环卫、工业工厂、公共设施提供一站式环境卫生解

决方案。面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物业管理公司、保洁公司、公共设
施管理公司、商业地产、百货、购物中心业主、酒店集团等终端

行业观众。

400+家参展企业

37,000 平方米展出面积

50+场论坛/比赛/现场演示

121,410位专业观众

4大赛事活动

1场高端晚宴

展会概述



PART 02

2021展会回顾



2021CCE部分展商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精品展商



CCE2021共吸引了哈高、科迈柯、菲迈普、Columbus、
Comet、乐柏美、i-team团洁、亿力、牧田、金佰利、高
仙、超宝、梁玉玺、贝纳特、深兰、智行者、金日、高美、
容恩、洁驰、威卓、威莱克斯、创点、全裕等400+行业
领军企业前来参展

展商
展品特点



上海清洁展已经完美落幕，在此，

我代表梁玉玺集团向上海清洁博览

会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向支

持梁玉玺发展的各位领导与合作方

表示感谢！ 我们不断创新，为客

户创造自大价值！下一次展会梁玉

玺将带来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与

各位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

—— 陆锦芳 上海梁玉玺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总裁

感谢CCE主办方搭建的这个清洁行业的盛

会平台，2021年的CCE展会，比以往有更

多的跨界行业参与，内容更丰富，形式更

多样，参与人数远超往年，我们的收获也

很多。作为专业的全球清洁行业领导品牌

之一，意大利科迈柯菲迈普集团公司一直

致力于创新设计、研发生产专业可靠的清

洁设备，提供专业的清洁解决方案，让人

民的生活更美好。我们会坚定不移的投资

中国，给中国消费者带来越来越多的好产

品和好的解决方案。

—— 陈庆武 科迈柯菲迈普（上海）机械

有限公司 亚洲区销售总监

通过今年CCE的布展， 我们有效地将我们针

对疫情推出的”零接触洗手间“整套方案展

示给了客户 ，帮助客户解决了很多日常运

营和服务问题 ，对此客户也表示非常满意 。

CCE的展览从根本上来所并不是局限于产品

展示和推广，而是通过”众言堂“”物业峰

会论坛“等不同方式的交流，在清洁理念上

给了无论是参展商还是客户更多的启发和发

展方向。所以非常感谢CCE这个平台给了我

们参展商一个舞台，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很多

新的想法。

—— 朱萍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商用事

业部 高级市场经理

作为清洁行业的盛会，CCE展会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本次展会，其专业性得到延续和拓展，服务和创

新能力得到提升。高美和CCE展会，相互成就，相互成长。借助CCE平台，更多品牌行业论剑，大放

光芒。希望CCE展会未来可以更高地引领，更宽地塑造，更深地精耕。

——刘业丛 合肥高美清洁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部经理

展商反馈

CCE是清洁行业的年度盛会，

我们已经参加很多年。今年展

会和去年一样，组织的很好，

行业细分更精准，这个平台让

专业的客户找到专业的供应商，

我们收获很多。预祝2022更精

彩！

—— 余燚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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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产品、
获悉最新市场趋势 评估参展可能性

18.77% 14.26%

采购产品及下订单 寻求新的商业伙伴

19.64% 17.30%

收集市场信息 巩固与商业伙伴合作关系

15.54% 14.49%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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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印象非常不错，CCE值得其它同

行借鉴和学习。

—— 魏凯 国贸物业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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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邵俊杰 新力物业集团环境

科技事业部 总经理

上海博华主办的2021CCE清洁展，

为众多展商和观众开拓了视野，

贴近行业实际，在展会现场举办

的活动对行业的难点和热点做了

一定的解析，对行业的发展有借

鉴作用。很高兴能够作为保洁论

坛和清洁大赛的主办方参与本次

CCE清洁展览会，期待下届再聚！

—— 庄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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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

2021 C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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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京星 北京欣亚中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展会期间，我司达到了预期效果，对此次CCE举办的展会感到非常满意，下届展会，

我们公司一定会参加。也感谢CCE给予我这样一个参与展会的机会，通过这次活动，

我看到了CCE举办展会的实力，愿我们未来越快越好，也祝CCE成功举办该展会。

—— 叶生容 东湖物业 项目经理

观众反馈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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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A-国际清洁卫生行业协会

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中国清洁常青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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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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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北京建筑设施服务企业协会
温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上海市工商联科技商会绿色健康专业委员会
金麦斯环境学院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协会支持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ISSA Pavilion首度亮相
ISSA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联合打造的ISSA Pavilion中国品牌专区首次亮相CCE，并以品牌展示+论坛分享的形式呈现，邀请到普瑞来、

加护灵、卡雷尔 、爱以森、净盾、延有、Comet、Dynajet、VertiDrive、Torbo、Ribo、Takahashi、B·MATCH、KEVAC等近20家国

内外优秀清洁企业和品牌入驻，展示行业前沿技术和产品。ISSA国际清洁卫生行业协会执行总裁 John Barrett先生，和英富曼会展集团 ISSA

北美展项目总监 Lindsay Roberts女士为展会发来贺词。

ISSA国际清洁卫生行业协会

执行总裁 John Barrett

英富曼会展集团 ISSA北美展

项目总监 Lindsay Roberts

现
场
掠
影



• 清洗保洁发展论坛

• 上海国际物业高峰论坛

• 2021（上海）物业管理商业转型与数字革命论坛

• 后疫情常态化酒店及物业清洁与环境论坛

• 中国清洁“众言堂”

• 未来物业空间管理变革

• 智慧场景下的洗涤新业态主题论坛

• 第八届“中国好空气 中国好未来”主题论坛

• 疫情防疫与厕所革命论坛

• 清除集中空调卫生死角，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防火墙”

• 2021 ISSA中国品牌专区专业主题论坛

展会现场举办10+场物业、清洁产业专业论坛。200多位国内外有影
响力的行业杰出人士与会分享专业解决方案。来自商业地产开发单位、
酒店、百货管理公司及物业、保洁领域的近3000位专业听众莅临听会。

主题论坛：

智与匠的极致追求系列论坛



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楼宇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大城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风向标，

而物业管理的品质，是衡量一幢商业楼宇含金量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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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物业运营管理创新卓越的解决方案、最优的运作模式等。这将是与

全球物业产业人士交流、互动与分享的绝佳机会。

物业管理赋能“楼宇经济”升级

2021上海国际物业高峰论坛



面对疫情，许多公共场所积极开展防控工作，清洁标准在不断提升的同时，
清洁工具也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公共场所的清
洁消毒，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型的消杀清洁设备，能高效、
安全地完成几乎所有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扫和消毒工作。这对于清洁行业，
无疑是一个新的机遇。本次论坛主办方邀请到来自设施管理及保洁服务企
业的多位负责人，共同探讨清洁保洁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运用全新管
理模式与最新智能化技术为清洁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

当前，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并购与上市风起云涌，房地产迈入存量时代，

社区“最后一公里”成为了社会新兴发展的资源阵地；中小企业发展是

硬道理，下一步如何生存？如何变革？如何追求稳健、良性的可持续发

展？如何在新背景、新使命下创新物业服务模型？这是每一个物业企业

管理者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本次论坛聚焦物业企业在商业物业管理、

商业生态塑造、数字化信息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和重点，为物企

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物业服务模型提供智慧参考。

2021（上海）“物业管理商业转型
与数字革命”论坛

清洗保洁发展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专业论坛



当环保概念深入人心，酒店行业也在用科技手段使得酒店变得“绿色低

碳”。本次论坛从基础理论、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来对这

一话题做深入浅出的讨论

论坛旨在深入浅出、风趣幽默的氛围中，接触思维的高度、把脉清洁行

业的病因，而在2021现场的主题论坛区，众多专业人士将一起聆听中肯

的建议、达成落地的行动，为中国物业、清洁行业从业人员建立一个思

维碰撞的平台。

后疫情常态化酒店及物业清洁与环境论坛

中国清洁“众言堂”

PROFESSIONAL FORUM

专业论坛



绿色产业和健康科技，是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理论的重要经济载体，是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2021年上海市工商联科技

商会工作部署安排，本次论坛探讨在产业创新升级中的新思路、新方

法和新商机。共创绿色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新的产业提升点与经济增长

点。

论坛邀请了洗涤行业内权威专家及知名企业高管，通过主题演讲及专题对

话等多种形式的向参会嘉宾倾情分享、共同探讨行业技术/服务创新、产业

升级与发展，直面酒店与商业纺织品洗涤领域的困难、机遇与挑战，探讨

外部市场变化影响下，洗涤企业如何优化管理、良性发展等多项议题。

未来物业空间管理变革

智慧场景下的洗涤新业态主题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专业论坛



营造健康环境，后疫情时代如何提升空气质量、打造健康室内呼吸环境的

解决之道。论坛旨在为研究者、决策者、社会组织及其他在环境、健康与

发展领域工作的人士提供一个持续交流的平台。同时拓展知识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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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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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了业内学者、教授、防疫专家组成员，共同带来此

次战“役”中先进的经验、技术、研究理论和案例分享。同时，作为不可

忽视的重要一环，厕所运维已经被提升至关乎民生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重要

程度。只有提高商业空间、公共场所的防疫能力，才能实现我国以防为主

的公共卫生防疫能力的基础建设。

第八届“中国好空气 中国好未来”
主题论坛

疫情防疫与厕所革命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专业论坛



疫情不停止，防控不松懈。集中空调作为公共建筑的重要保障资源，

正为我们提供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疫情期间，公共场所集中空

调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极大关注，本次论坛以行业专业角度普及公

共场所集中空调卫生健康的重要性，强调集中空调清洗消毒的必要

性，讲解疫情防控与集中空调清洗消毒的关联性。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空调卫生必不可少。

ISSA，全球最大清洁卫生行业组织，凭借近百年卓越行业领导力，始终秉

承“改变世界看待清洁的方式”理念，与清洁行业众多专业人士共同探讨

行业当前热点话题。本次ISSA与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联合打造ISSA品牌

专区论坛，邀请到行业内资深专家为大家解读现状与挑战，分享专业解决

方案，展望未来行业发展的趋势与发展。

清除集中空调卫生死角，筑牢常
态化疫情防控“防火墙”

2021 ISSA中国品牌专区
专业主题论坛

PROFESSIONAL FORUM

专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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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伟

爱玛客环境卓越服务副总监

李玉琳

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陈军
卓越商企服务集团

环境服务专家

江彬
上实服务副总经理

钱登丰
合生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

副总裁

国贸物业董事总经理

魏凯

伏佳伟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部分演讲嘉宾回顾（物业&保洁）

叶生荣

东湖物业项目经理

孙炯
上海陆物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深圳卓壹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丹

上海万杰环境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翟杰 汤旭东
欧艾斯设施管理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

曹明高
上海蓝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顾经
上海古宜楼宇清洗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京星
北京欣亚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清洁技能实操大赛总决赛“筑匠心、育匠行、精匠艺”
空调清洗第一届技能展示大赛

“吉大·小天鹅”杯
2021年第四届中国长三角（上海）

室内环境空气治理技能比武大赛

“万里龙”杯第三届全国清洁清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合作单位：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合作单位：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中国财贸
轻纺烟草公会

合作单位：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

合作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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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清洁技能大赛



“万里龙”杯尘推操作技能大赛

周剑英 上海虹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周 利 上海东亚弘安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焦翠红 上海强丰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安格”杯玻璃清洁技能大赛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侯小平 上海兵洁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耿理军 上海蓝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龚艳芳 仙客来环境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清洁技能实操大赛总决赛



“梁玉玺”杯地毯清洁技能大赛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王明烨 上海宣沪保洁有限公司

赵 东 上海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裴蕾蕾 上海镜新保洁有限公司

“柔印杯”洗地机操作技能大赛

王泽军 上海贵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郭守森 申杰环境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尚立强 上海东方保洁有限公司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上海清洁技能实操大赛总决赛



保洁员组

齐焕春

袁龙

胡小龙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石材护理工组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凤志强

饶勇

张仁华

“万里龙”杯第三届全国清洁清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华之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

上海鑫瑷洁杭州分公司

湖北中楚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美石匠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和黄凯玛仕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美雅洁保洁公司



展会现场特设清洁设备实景演示秀专区中，高仙、深兰、浩睿、智行者、哈高、科迈柯菲迈普、贝纳特等20+知名
品牌先后登场演示，让所有观众看到清洁行业的升级换代新面貌。

清洁设备实景演示秀



今年，金殿&金钻颁奖晚宴的主题是“汇梦想·筑未来”。清洁、酒店、商业、零售、地产、
设计等各界人士汇聚一堂，开启了这场跨界聚会，见证了行业的“高光”时刻。

晚宴一共颁发了24项行业奖项。其中，来自清洁、物业行业的30余家企业获得6项大奖。

2021“金殿”年度金奖

• 科迈柯菲迈普（上海）机械有限公司

2021年度“金殿”行业特别贡献奖

• 合肥高美清洁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梁玉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金殿奖 & 金钻奖颁奖晚宴



2021年度“金钻”TOP 10
最佳清洁品牌奖

上海洁驰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容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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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亿力电器有限公司
乐柏美商务用品

哈高清洁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熊猫清洁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市贝纳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商用事业部

杭州双纯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未蓝清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柔印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团洁清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芳菲丽特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金日清洁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徐州易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超宝清洁设备集团
山东浩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美好清洁设备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度“金钻”TOP 10
最受物业及保洁公司欢迎供应商奖

新力服务（新力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爱玛客服务产业（中国）有限公司
合生活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欣亚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东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卓越商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实服务

2021年度“金殿”TOP 10
最受欢迎物业及设施管理公司奖

金殿奖 & 金钻奖颁奖晚宴



PART 03

市场宣传
在2021年展前及展会期间，Hotel &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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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覆盖/立体宣传网络直击专业客户

市场宣传



EDM电邮

市场宣传

SMS短信微信公众号

50,000+粉丝 200,000+次推送 350,000+次推送



活动平台宣传

市场宣传

网络/大众媒体发布社群宣传

20+活跃社群 20,000+曝光 15,000+曝光



微信大号
微信媒体大号进行展前、展中及展后的全方位宣传；2021年微信大号总曝光量达10W+

微信大号

10W+曝光



新媒体矩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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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管理微资讯 @酒店高参 @联商网 @零售世界 @新浪地产

媒体宣传



PART 04

2022展会规划
2022年3月29日-4月1日，CCE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继续

相约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再续辉煌篇章。



CCE 2022 将在N1-N3馆的基础上，扩增室外展示馆，

展示面积达到40,000平方米。

展品分类：
清洁设备及配件、清洁用品及清洁剂、卫生间用
品、防疫及空气净化、楼宇设施维护及管理、智
能清洁系统、洗涤设备及用品、环卫设施及用品

2022 展馆分布



杜经理：021-33392095  Email：Helen.Du@imsinoexpo.com
刘经理：021-33392075 Email：Jack.Liu@imsinoexpo.com

上海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

2022年3月29日-4月1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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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防疫技术与产品展览会

同期举办

扫码掌握一手资讯

联系我们：

感恩相遇 | 来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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