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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秋冬）博覽會（簡稱：Intertextile 上海面輔料

展）將於週三隆重開幕，屆時將迎來來自 20 個國家及地區的 3,400 家展

商，見證展會享有的國際地位。除了國家及地區展團和產品專區外，本屆

展會更將首次推出跨平台展商專區，讓無法參加展會的展商能在專區中展

示他們的實體產品。展會將於 9 月 23 至 25 日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舉

行。 

Intertextile 上海面輔料展將於本周迎來線上和現場買家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高級總經理溫女士表示：「今年挑戰重

重，因此我們很高興 Intertextile 的旗艦展會將於本周開幕，並得到國內外

參展商的鼎力支持。有了新設立的跨平台展商專區，一眾線上展商不僅可

以通過視頻與買家無縫連接，更可以於展會現場展示他們的實體產品，供

買家欣賞、觸摸和細查。這是紡織品和面料採購的重要一環，也是提高買

家採購效率的要素。」 

 

溫女士補充道：「國際化是 Intertextile 展會成為高效商貿平台的關鍵因

素，因此來自德國、韓國、日本和台灣的海外國家及地區展團能夠參與，

對展會以至整個行業來說是非常重要和寶貴的。我們亦因此致力為無法前

往展會的買家和供應商提供數碼解決方案，盡可能促進業界之間的商務交

流。」 

 

除了國家及地區展團外，占地 20 萬平方米的八個展館還將包括多個產品

專區和聯合展團。全面的展品專區包括：輔料視界、躍動牛仔、精品毛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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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花樣設計、可持續發展專區和功能面料區。今年的聯合展團將迎來一

眾創新的展商:  

 

 鈕扣制衣配料同業商會 (香港) 

 杜邦 (中國) 

 ECOCERT (中國) 

 曉星集團 (韓國) 

 萊卡 (美國) 

 韓國紡織品中心 (韓國) 

 蘭精集團 (中國) 

 OEKO-TEX® 展團 (瑞士) 

 

同時，高品質的國內展商將按照產品最終用途分佈於各個展館。國內和海

外的供應商種類琳琅滿目、應有盡有，全面涵蓋紡織品、服裝和配飾的範

圍，務求讓每個買家在展會中找到所需產品。 

 

跨平台展商專區助力展商開拓商機 

 

為了讓無法親臨 Intertextile 上海面輔料展的企業仍然能參與這場行業盛

事，展會將於 5.1 號館設立跨平台展商專區。一共 27 家展商將透過視頻

形式與買家交流，同時在專區展示他們的產品，讓現場買家能觸摸、看到

和感受產品亮點。專區的主要參展商包括：伊士曼化工公司、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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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展會全新的線上商貿配對平台 Connect PLUS 輕鬆聯繫參展商。無論是

展前、展會期間或展後，海外展商和買家均可以透過該平台的即時通訊及

視像通話功能安排和進行線上會議，從而在三天的展會以外開拓更多商

機。 

 

更多有關 Connect PLUS 的詳情，請瀏覽：https://intertextile-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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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Online_Platforms.html 

 

展商呈獻抗菌產品應對疫情挑戰 

 

因為疫情的緣故，衛生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此趨勢也在紡織行業內冒

起。為回應全球消費者的需求，許多紡織品供應商都推出了創新的抗菌產

品和解決方案。以下參展商將於展會帶來前瞻性面料、纖維和技術: 

 

 HeiQ Materials AG（瑞士）（4.1-H82）: 他們的產品 HeiQ 

Viroblock NPJ03 是一種於瑞士研發、在製造過程的最後階段添加

到織物中的智慧紡織技術。該技術已被證明可有效隔離引起新冠肺

炎的 SARS-CoV-2 病毒，適用於所有纖維類型，包括醫用無紡布

（如口罩）、服裝面料和家用紡織品。 

 

 華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5.1-B66）: 華楙是台灣領先的

功能性長絲和色母粒的製造商，向 100 多個知名服裝品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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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ry Form 提供物料。他們將在展會展示具有抗菌功能的暖燚絨

Ⅱ和冰氧酷甲殼素新系列。 

 

 魯泰紡織（中國）（4.1-E48）: 魯泰集團是全球高檔色織面料製

造商和國際一線品牌襯衫的製造商。他們將在展會推廣有效防止污

染和病毒傳播的「Luthai Virosuppress 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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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ban International Ltd（美國）（4.1-H86）: Microban 將在

Intertextile 上海面輔料展首次亮相，展示他們的抗菌面料和氣味控

制技術。 Microban ®  抗菌織物添加劑可應用於棉、聚酯和人造絲

等常見織物類型。這項技術既環保，而且通過 bluesign ®  認證，

有效對抗有害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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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cose 是一家粘膠纖維生產商，他們將重點介紹三種可持續產

品，包括 EcoCosy ── 一種具有抗菌、減少氣味和紫外線防護功

能的綠色可持續纖維素纖維。 

 

 Xinao (Hong Kong) Limited（香港）（4.1-H81）: 作為全球毛紡

領域的領導者，Xinao 首次參展 Intertexile 上海面輔料展，將展出

兩個新系列：BIO LANA-IB 和 CYNTHIA。其中，CYNTHIA 系列

以羊毛為特色，具有卓越的抗菌功能。  

 

精彩同期活動一覽 

 

紡織和時尚領域的專家將在為期三天的同期活動中齊聚一堂，並闡述行業

見解和市場趨勢。本屆展會將舉辦共 30 場研討會和 6 場主題論壇，分為

五大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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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產業賦能」將探索中國服裝

市場新興的 IP 授權趨勢，觀眾將有機會瞭解知名 IP 企業與服裝品牌的成

功合作案例。 

 

2020 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秋冬）博覽會由法蘭克福展覽（香港）

有限公司，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紡織行業分會及中國紡織資訊中心聯

合主辦。展會將於 9 月 23 至 25 日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舉行，並與中

國國際紡織紗線（秋冬）展覽會（yarnexpo 秋冬紗線展）、中國國際服裝

服飾博覽會（CHIC）及 PH Value 中國國際針織（秋冬）博覽會同期舉

辦。 

 

如欲得知更多展會詳情，請流覽：www.intertextileapparel.com。有關國

際紡織業和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全球紡織品展覽會的資訊，請流覽：

www.texpertise-network.com。 

 

-完- 

 

致編輯： 

 

歡迎下載本新聞稿及照片: 

https://intertextile-shanghai-apparel-fabrics-
autumn.hk.messefrankfurt.com/shanghai/zh-hk/press/press-
releases/2020/ITSA20-PR4.html#download 
 

關注 Intertextile 上海面輔料展的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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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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中心 

更多來自法蘭克福展覽公司全球服裝紡織品展覽會的資訊，可以在這裡找

到：www.texpertise-network.com。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會議

及活動，在全球 29 個地區聘用近 2,6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7.36 億歐元。集團與衆多相關

行業領域保持緊密聯繫，配合龐大的國際行銷網路，高效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務呈現在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行活動

時，能持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市場推

廣、人力安排以及餐飲供應。集團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有關公司進一步資料，請瀏覽網頁：www.messefrankfurt.com.hk 

http://www.texpertise-networ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