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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收获的季节。10 月 22-25 日，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悉心打造的展会航母编队横空出世。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展览会、中国国际纺织纱线、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中国国际产

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四展同台，以超大的展出规模占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7 个展馆，20 万平

方米的展出面积，汇聚了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4300 多家参展商，预计到场登录观众超 10 万名。

展会航母编队的问世，体现着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联合舰队与企业一道共克时艰的努力，体现着中

国纺织行业前行的信心与实力，体现着世界牵手中国市场的无穷魅力！

航空母舰是航母编队的旗舰，也是航母编队的

灵魂，在编队中，规模最大，科技水平最高、地位

超然。

四展编队中，第 18 届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

（秋冬）博览会作为航空母舰，当之无愧。经过 18

年的快速发展，“秋冬面料展”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品种最齐全、体现了当今世界面辅料领域的新产品、

新技术、新工艺、新趋势、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专

业面料展。

看点 之一  展品百花争妍
共使用 13 个展馆，展出面积达 150000 平米 。

届时将有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300 家展商

携带最新产品参展。其中国内展商 2300 多家，增幅

8%，海外 1004 家。

海外参展商分布在 W1,W2 和 W3 馆。首推 W1

的欧洲精品馆。

国 内 参 展 商 分 布 在 E1-E5，N1-N3，W4-W5。

首推位于 N1 馆的内衣面料区、位于 E4 馆的牛仔面

料区、位于 W4 和 W5 馆的辅料区。

看点 之二  流行趋势发布
博览会今年设 4 个面料流行趋势发布区，分

别在 W1、N3、E2、E5 馆。W1 为 海 外 流 行 趋势

发布区。E2 为 2012/13 正装面料趋势区，E5 为运

动休闲装趋势发布区，N3 为女装面料流行趋势区。

辅料时尚演绎区设在 W4 馆。位于 E3 馆的技术创

新空间，向观众展示最新的和纺织工业相结合的

科技创新。牛仔面料展示区以及麻纺面料展示区

设在 E4 馆。

看点 之三  活动精彩呈现
中国国际面料时装秀、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

优胜产品展示及颁奖晚会、中国纺织市场论坛、【韩

国时尚产业与中国、国际市场合作的方案】论坛、

数十场交流会，内容涉及设计与潮流趋势、市场信

息及营销策略、纺织技术、认证及检测、相关法律

法规、国际贸易等。

 航空母舰之

第 18届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

2012 秋冬面料、纱线、针织及产业用纺织品

四展超强展出阵容沪上同台启幕

彰显行业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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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舰是现代海军舰艇中用途最广泛

的舰艇，对空、对海、对潜具有多种作战

能力。产业用纺织品作为纤维消耗的三大

最终用途之一，应用产品上管天、下管地、

中间管空气，应用范围极广，作为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近期发展迅速，已成为纺

织工业新的增长点。为此，国家在 2012 年

专门颁布了《产业用纺织品“十二五”发

展规划》，确定了 16 个应用领域，在国民

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 10 届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

织造布展览会作为亚太地区最具规模和影

响力的产业用纺织品专业展会，有着无限

的发展前途，作为航母编队的驱逐舰实至

名归。

看点 之一  名企名品集萃
本届展览会规模再创新高，吸引了来

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440 余家企业参展，

其中国内企业 268 家，海外 172 家，参展

商数量与上一届相比增长了 38%，展出面

积达到 25000 平米，展区位于 N4/N5 馆，

共有五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参展，分别是：

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欧盟以及中国台湾。

韩国的Daeyoun Geotech公司和以色列的世

界级无纺布业代表 Avgol 公司将首次亮相

CINTE 展。国内恒天集团携手旗下分公司

以 690 平米的参展面积亮相。烟台泰和更

是携上下游企业联合参展，将原材料与成

品产业链整合呈献给与会观众。北京纺控、

上海纺控均带领下属公司首次参展。

看点 之二  首推六大重点应用领域
精品体验区

主办方今年首次在 N4 号馆内特别设

立了产业用纺织品新品展示区，集中展示

医疗与卫生用纺织品、交通工具用纺织品、

过滤与分离用纺织品、安全与防护用纺织

品、土工与建筑用纺织品、结构增强用纺

织品等六大重点领域 160 多件最终产品，

拉近了与会嘉宾与当今世界先进产业用纺

织品的距离。

看点 之三  倾听技术交流
展会现场设立 26 场技术交流，让听

众在技术的海洋中遨游。其中海外企业 6

场，国内企业 20 场。

巡洋舰是一种火力强、用途多，主要

在远洋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进可攻、退

可守，具有较高的航速和适航性，能在恶

劣气候条件下长时间进行远洋作战。

针织作为一个“工艺”概念，从纱、到

布、到成品，有着自己独特的产业链，这一

特性决定了中国针织博览会要想在众多有多

年发展历史的展会群中脱颖而出，难度不小。

然而，在中国针织工业联合会和贸促会纺织

分会的紧密合作与共同努力下，针博会找准

定位，立足针织终端产品，紧贴时尚，经过

5年积淀，终于在2012年迎来大发展，一旦

腾飞，凭借其广阔的服用性、运动休闲及时

尚化和强大的出口潜力，将势不可当。从机

动性和抗恶劣性上，当属航母编队之巡洋舰。

看点 之一  规模翻番
本届展会目前共有来自 6个国家和地

区的 460家参展企业，其中海外 26家。规

模比上届翻了一番。特色产品有台湾展团

的节能、环保、低碳针织品；江苏冠麻科

技有限公司产品；河北吉藁化纤有限公司

的天竹、圣麻等产品。产业集群中针织服

装服饰类有辽源、张槎、枣庄、横村、碧溪，

针织面料类有古里、海宁、梅李、长乐。

看点 之二  PH VALUE 第一汇 
首次打造的 PH VALUE 第一汇，在

动态秀中带你寻找中国针织发展与时尚的

“上海梦”。开幕式上，安莉芳、欧迪芬、

奥利侬、三枪、东渡、润源等轮番登场。

看点 之三  一对一采购对接会
众多国内、国际实力买家打造一对

一现场对接采购，进一步加强展会的商

贸属性。

看点 之四  趋势发布 +专题研讨
展会期间，“2012 中国纺织市场论坛”

将组织“针织研讨专题”。静态流行趋势

发布将全面展示针织服装 13/14 秋冬流行

色彩、纱线、针织面料及时装的流行方向。

潜艇在航母编队中是体积最小的战

舰，但技术要求高、作用和地位突出，创

新空间大，不断追求技术突破，特别是战

略导弹核潜艇，长期潜伏水下，一旦蛟龙

出海，则震惊寰宇。

在国际、国内棉价倒挂的局面下，中

国纱线企业唯有追求技术上不断创新、在

中、高端纤维及纱线领域展开竞争，才能

寻求制胜之道。

只有 3000 平方米的本届秋冬纱线展

会聚了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家中

外企业，从参展商数目来看，中外分庭抗

争，各占一半。中国企业打的就是技术牌、

差异化，我们期待着纱线展的精彩演出，

寻觅中国纤维纱线的战略核潜艇。

看点 之一  科技创新
今年，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积极参与

本届展览会。如金达控股有限公司的亚麻

纱；裕鑫集团有限公司的锦纶色纺 DTY ；

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高支单纱，

紧密纺纱；苏州金辉纤维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超仿真纱线；绍兴九洲化纤有限公司的

阳离子超细，杜邦 SORONA 等。

看点 之二“多彩生活、时尚锦纶”
重点展示区

展会主办方继续邀请中国化纤协会锦

纶专业委员会、纺织化纤产品开发中心、

携手打造“多彩生活、时尚锦纶”重点展

示区，重点打造“时尚色彩”和“完美生活”

两个主题。

看点 之三  技术交流研讨会
“生活因锦纶而靓丽”的动态展示和

专家讲解无疑会给观众带来“形”与“声”

的最深碰触。

 巡洋舰之

第 6届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

 驱逐舰之

第 10届中国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展览会

 潜艇之

第 9届中国国际纺织纱线（秋冬）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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