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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简称：Intertextile 上海面辅

料展）将于周三隆重开幕，届时将迎来来自 20 个国家及地区的 3,400 家

展商，见证展会享有的国际地位。除了国家及地区展团和产品专区外，本

届展会更将首次推出跨平台展商专区，让无法参加展会的展商能在专区中

展示他们的实体产品。展会将于 9 月 23 至 25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行。 

Intertextile 上海面辅料展将于本周迎来线上和现场买家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高级总经理温女士表示：“今年挑战重重，

因此我们很高兴 Intertextile 的旗舰展会将于本周开幕，并得到国内外参展

商的鼎力支持。有了新设立的跨平台展商专区，一众线上展商不仅可以通

过视频与买家无缝连接，更可以于展会现场展示他们的实体产品，供买家

欣赏、触摸和细查。这是纺织品和面料采购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买家采

购效率的要素。” 

 

温女士补充道：“国际化是 Intertextile 展会成为高效商贸平台的关键因

素，因此来自德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海外国家及地区展团能够参

与，对展会以至整个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我们亦因此致力为无

法前往展会的买家和供应商提供数字解决方案，尽可能促进业界之间的商

务交流。” 

 

除了国家及地区展团外，占地 20 万平方米的八个展馆还将包括多个产品

专区和联合展团。全面的展品专区包括：辅料视界、跃动牛仔、精品毛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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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花样设计、可持续发展专区和功能面料区。今年的联合展团将迎来一

众创新的展商:  

 

 钮扣制衣配料同业商会 (中国香港) 

 杜邦 (中国) 

 ECOCERT (中国) 

 晓星集团 (韩国) 

 莱卡 (美国) 

 韩国纺织品中心 (韩国) 

 兰精集团 (中国) 

 OEKO-TEX® 展团 (瑞士) 

 

同时，高质量的国内展商将按照产品最终用途分布于各个展馆。国内和海

外的供应商种类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全面涵盖纺织品、服装和配饰的范

围，务求让每个买家在展会中找到所需产品。 

 

跨平台展商专区助力展商开拓商机 

 

为了让无法亲临 Intertextile 上海面辅料展的企业仍然能参与这场行业盛

事，展会将于 5.1 号馆设立跨平台展商专区。一共 27 家展商将透过视频

形式与买家交流，同时在专区展示他们的产品，让现场买家能触摸、看到

和感受产品亮点。专区的主要参展商包括：伊士曼化工公司、The 

Woolmark Company、NK Fabric Company 和勤拓有限公司。买家可以通

过展会全新的线上商贸配对平台 Connect PLUS 轻松联系参展商。无论是

展前、展会期间或展后，海外展商和买家均可以透过该平台的实时通讯及

视像通话功能安排和进行在线会议，从而在三天的展会以外开拓更多商

机。 

 

更多有关 Connect PLUS 的详情，请浏览：https://intertextile-shanghai-

apparel-fabrics-autumn.hk.messefrankfurt.com/shanghai/zh-

cn/Online_Platforms.html 

 

展商呈献抗菌产品应对疫情挑战 

 

因为疫情的缘故，卫生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此趋势也在纺织行业内冒

起。为回应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许多纺织品供应商都推出了创新的抗菌产

品和解决方案。以下参展商将于展会带来前瞻性面料、纤维和技术: 

 

 HeiQ Materials AG（瑞士）（4.1-H82）: 他们的产品 HeiQ 

Viroblock NPJ03 是一种于瑞士研发、在制造过程的最后阶段添加

到织物中的智能纺织技术。该技术已被证明可有效隔离引起新冠肺

炎的 SARS-CoV-2 病毒，适用于所有纤维类型，包括医用无纺布

（如口罩）、服装面料和家用纺织品。 

 

 华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灣）（5.1-B66）: 华楙是台湾领

先的功能性长丝和色母粒制造商，向 100 多个知名服装品牌，如

Columbia、Adidas、 Puma、Nike、Anta、Li-Ning、Wacoal 和

Embry Form 提供物料。他们将在展会展示具有抗菌功能的暖燚绒

Ⅱ和冰氧酷甲殼素新系列。 

 

 魯泰纺织（中国)（4.1-E48）: 鲁泰集团是全球高档色织面料制造

商和国际一线品牌衬衫的制造商。他们将在展会推广有效防止污染

和病毒传播的“Luthai Virosuppress 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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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ban International Ltd（美国）（4.1-H86）: Microban 将在

Intertextile 上海面辅料展首次亮相，展示他们的抗菌面料和气味控

制技术。 Microban ®  抗菌织物添加剂可应用于棉、聚酯和人造丝

等常见织物类型。这项技术既环保，而且通过 bluesign ®  认证，

有效对抗有害细菌。 

 

 Pacific Viscose Holdings Limited（中国香港）（4.1-C17）: 

Pacific Viscose 是一家粘胶纤维生产商，他们将重点介绍三种可持

续产品，包括 EcoCosy ── 一种具有抗菌、减少气味和紫外线防

护功能的绿色可持续纤维素纤维。 

 

 Xinao (Hong Kong) Limited（中国香港）（4.1-H81）: 作为全球

毛纺领域的领导者，Xinao 首次参展 Intertexile 上海面辅料展，将

展出两个新系列：BIO LANA-IB 和 CYNTHIA。其中，CYNTHIA

系列以羊毛为特色，具有卓越的抗菌功能。  

 

精彩同期活动一览 

 

纺织和时尚领域的专家将在为期三天的同期活动中齐聚一堂，并阐述行业

见解和市场趋势。本届展会将举办共 30 场研讨会和 6 场主题论坛，分为

五大主题：“流行趋势”、“可持续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及营销策略”和“

跨产业赋能”。首次亮相的“跨产业赋能”将探索中国服装市场新兴的 IP 授

权趋势，观众将有机会了解知名 IP 企业与服装品牌的成功合作案例。 

 

2020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由法兰克福展览（香港）

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及中国纺织信息中心联

合主办。展会将于 9 月 23 至 25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并与中

国国际纺织纱线（秋冬）展览会（yarnexpo 秋冬纱线展）、中国国际服装

服饰博览会（CHIC）及 PH Value 中国国际针织（秋冬）博览会同期举

办。 

 

如欲得知更多展会详情，请浏览：www.intertextileapparel.com。有关国

际纺织业和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全球纺织品展览会的信息，请浏览：

www.texpertise-network.com。 

 

-完- 

 

致编辑： 

 

欢迎下载本新闻稿及照片: 
https://intertextile-shanghai-apparel-fabrics-
autumn.hk.messefrankfurt.com/shanghai/zh-cn/press/press-
releases/2020/ITSA20-PR4.html#download 
 

关注 Intertextile 上海面辅料展的社交平台： 

www.facebook.com/intertextileapparel 

https://twitter.com/Intertextile 

https://www.linkedin.com/showcase/intertextile-shanghai-apparel-fabrics  

www.instagram.com/intertextileappar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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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更多来自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全球服装纺织品展览会的信息，可以在这里找

到：www.texpertise-network.com。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29 个地区聘用近 2,6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7.36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相关

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

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

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www.messefrankfu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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