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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清洁工业展览

2014 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是亚太地区展示最新清

洁卫生技术和方案、以及为清洁工业相关机构部门指明行业

发展趋势的专业国际展览平台。 

2014 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是亚洲清洁行业的“面

对面”国际交流平台，通过会谈、建立商务联络、交换知识

等方式获取行业最新趋势以及商业合作机会。 

2014 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是PULIRE国际清洁业展

览会品牌系列中的一部分。

  在为期三天的展览中，与来自清洁行业的目标客 

  户进行直接洽谈

  助您连接来自亚洲新的经销商和批发商 

  现场交易订单和建立新商机    
  向主要决策者展示您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建立业务网络，加强商业联系 

  建立品牌形象并与现有客户保持良好关系   
  利用六大专业展览平台，增加市场份额   

  设备、工具、清洁剂、技术、维护和环境卫生  

  清洁工具

  清洁剂和化学品

  洗手间和厨房卫生

  废物处理

  衣物清洁

  配件

  咨询、研究和规划

随着运营成本的不断提高，亚太地区清洁行业、建筑行业、

设施管理行业以及专业清洁公司都在积极寻找更高性价比和

科技含量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商业运行的效益和效率。 

2014 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旨在打造一个展示清洁

行业所需解决方案、趋势和科技的平台。

选择2014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
展览会的原因

参展2014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
的原因

参展范围

亚太清洁工业B2B专业平台

展览的力量 - 面对面销售平台创造更多商业机遇



  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拥有6,700万人口   
  在东南亚国家中，商业住宅建筑密度较高 

  拥有13万多家工厂以及48个工业园区  
  强有力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促进商业和 

  工业房地产的发展 
  对专业清洁技术和解决方案的殷切需求，以  

  减少高运营成本

  拥有超过6亿人口的市场  
  东盟经济体将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 
  东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投资和服务   
  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 
  区域性、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断增多 

选择泰国的理由

泰国–2015进入东盟经济共
同体（AEC）的门户国家

目标观众

来自市场和行业的强大支持

来自行业协会的评论…

“清洁是设施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协会的成员都很期

待参加这次展览，以期学到最新的清洁技术、方案和趋势，相信

这些将会对他们的商业运营带来极大的帮助。”

Ayuthaporn Buranakul 先生

副主席

泰国设施管理协会

“2014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工业

平台，将会帮助提高泰国清洁工业和设施的标准，促进整个行业

的发展。”

Suchart Owatwunasakul 先生

主席

泰国清洁承包商俱乐部

来自参展商的评论…

“美奥电器有限公司是中国专业的商用吸尘器制造商，我们对开

拓东南亚市场很感兴趣，并且深信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

将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助我们与泰国当地及东南亚的进口商和

代理建立联系。”

Xu Shihui 先生

总经理

苏州美奥电器有限公司

“新的一天已经到来。我们很期待参加2014亚太地区卫生及清

洁用品展览会。” 

Simon Chen 先生

首席执行官

国际清洁设备-ICE公司

来自观众/买家的评论…

“我们很高兴IMPACT联手PULIRE在泰国举办规模最大的清洁

工业展览，我们意识到清洁是整个设施管理中的关键部分，这次

展览中展示的新清洁系统和产品将会帮助我们为客户提供更高效

的清洁服务。”

Sebastian Anthony Power 先生

业务拓展和区域客户管理总监

泰国物业管理服务公司

Property Care Services (Thailand) Ltd.

“随着我们的设施管理业务在亚洲继续快速发展，我们相信

2014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将会帮助我们更新产品和

服务，增加服务价值，并为客户带来更高效的运行效果。”

Stuart Winters 先生

区域总监– 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以及泰国健康、教育、合作

服务和远程站点首席执行官

泰国Sodexo有限公司.

“可持续发展在房地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泰国物

业及资产管理的领导者，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立志成为环

保物业管理模范，帮助客户实现物业资产的可持续性。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我们将继续开发创新并寻找新的思路，其中就包括清

洁技术，我们很期待在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中找到答案。”

Suphin Mechuchep 女士

常务董事

Jones Lang LaSalle

 中央、市县级政府官员和相关机构

 商贸协会

 建筑及建设机构

 医院和卫生机构

 废物和水质管理及环保机构

 培训机构及研究机构

 投资机构与合资发起人

 商业和工业承包商/清洁公司

 清洁服务供应商和批发商

 分销商和代理商

 进出口商

 建筑服务工程师

 设施管理者

 酒店业者

 制药工业

 培训经理

 教育机构

 休闲产业

 工头及现场检查员

 地产及设施管理者

 房地产开发商

 财产和资产管理

 顾问



与2014年建筑工程技术周
同期举行:

IMPACT展览管理公司管理经营泰国IMPACT会展

中心，室内会展面积逾14万平方米，是泰国规模

最大的会展中心。同时，IMPACT也是专业的贸易

展览、公众展览和会议主办单位，与国际贸易协

会和组织者主办各行业展览和会议。

作为泰国领先的展览组织者，IMPACT可为各规模、

各行业展览和会议提供有效的市场平台以及全方

位展览管理方案，其中包括市场研究、展商和观

众推广活动、展位销售、广告和推广、公共关系、

现场管理以及物流服务等。

Afidamp Servizi 是意大利清洁机械制造商协会

(AfidampFAB)的营运公司，也是专业清洁行业展

览、活动和会议的主办单位。

Afidamp Servizi 在全世界范围内举办以PULIRE为
品牌的贸易展览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得到了专

业清洁业的国际认可。PULIRE是由清洁业内专业

人士发起并举办的标志性专业展览。

在得到当地贸易协会等组织支持下，通过直接或

与当地合作伙伴合作的方式，PULIRE在不同国家，

如：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印度、俄罗斯、泰

国、澳大利亚、南非、中东等依次举行。

www.afidampservizi.com

www.impact.co.th

2014

2014

建筑工程技术周的举办将保证为您带来更
多目标观众的参与.

 距离曼谷市区仅30分钟车程

 距离曼谷廊曼机场和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分别为15和45分钟 

 车程

 七个停车场，可容纳15,000多辆车

便利的会场交通
 距离诺福特曼谷IMPACT酒店仅2分钟路程，周边20公里范围内有12  

 家国际级酒店

 IMPACT专线巴士和公共面包车可前往曼谷市区多个地点

 会展中心内免费穿梭巴士，每五分钟一趟

主办单位

2014 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将与建筑工程技术周同期

举行，其中包括六个针对性强的展览和会议，在为期三天的展览

中，将同时吸引来自建设、建筑、设施管理和维护、清洁、绿化、

泳池维护、视听设备安装等行业人士。



 PULIRE品牌
Pulire是意大利规模最大的专业清洁贸易展，已有30多年的专业服务历史，现已成为欧洲顶级的展览及会议品牌，在重要性和

规模方面排名全球第二，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展览之一。

2014 亚太地区卫生及清洁用品展览会是PULIRE全球范围内举办的十大清洁工业展览会之一。

展览的力量 - 面对面销售平台创造更多商业机遇

HYGIENALIA PULIRE

EXPOCLEAN PULIRE

PULIRE VERONA

CLEANEXPO PULIRE

PULIRE EURASIA

PULIRE ASIA PACIFIC 

CLEAN MIDDLE EAST PULIRE

 CLEANTEX PULIRE

 CLEAN INDIA PULIRE

AUSCLEAN PUL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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