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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T 任务说明
为了成为一家结构良好，实力出众和国际知名的全球性组织，同时为全球专业纺织品护理行业提供
消费者和企业对企业方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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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网站在CINET的公关计划中扮演关键角色。
该网站是针对来自会员和其他外部联系人问题的新闻提供者，图书馆和帮助台
。该网站有一个可供大家访问的常规部分
以及只为CINET成员提供访问的成员区域。CINET网站
提供广泛的知识数据库。议员只需进入一次
电子邮件地址和登录名即可永久访问CINET数据库。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www.cinet-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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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 2018 活动和项目
在本页上突出显示的是CINET网站上的CINET项目，访问网站 (www.cinet-online.com) 您可以在这些关键计划找到更多信
息，该网站将根据发展情况不断更新。

“打造PTC大师”

认证由专业行业专家执行，认证状态将每3年更新一次。

PTC商学院世界是全球PTC行业的一项CINET计划，旨在提供
广泛的最新信息，包括电子学习，培训和研讨会。该平台提
供了全球易于访问的信息，可加强和加速PTC（专业纺织品
护理）行业的发展。

这些计划旨在支持个体公司努力实施质量标准和监测系统，
对维持/改善绩效至关重要。采用的标准是基于现代国际公
认的流程和管理原则，如ISO和EN。

CINET更新了现有的电子学习计划（a.o. E-干洗，E-湿洗
和E-集团洗衣），并提供一系列在线培训材料，网络研讨会
等。有关材料提供不同的语言，其翻译是与相应国家协会合
作执行的。
未来一段时间的研讨会和培训计划：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展示PTC行业的示范企业
在2016年举办了第一届最佳
实践奖。2018年CINET计划
规划全球PTC业务模式
更广泛的最佳做法。在2018
年率先实行国际大奖，将组
织初步国家奖励计划;其中
包括：法国，英国，中东欧
地区，美国，俄罗斯，印度
尼西亚和荷兰。

“制定全球标准”
CINET为专业纺织品护理公司提供国际认证计划。纺织
服务（工业洗衣店）和纺织清洁（干洗）公司。逐步（
电子学习）项目旨在进行合格认证（CERTEX®）或非合格
（CERCLEAN®）认证。这些计划包括必须完成认证的3个层
次。

4

对于2018年全球最佳实践奖
和国家奖，公司可以参加2
类;零售纺织品清洁（B2C）
和工业纺织服务（B2B）。
每个类别提供3个奖品：最
佳总体奖（最高总分）;创
新奖（创新成绩最高）和可
持续发展奖（可持续发展得
分最高）。颁奖典礼（全球
和国家）以及初步选择和注
册期间将伴随PTC行业的公
关和促销活动。

® CINET

“分享知识”

PTC图书馆世界:
CINET设立了相关的研究与技
术计划。

”新商业模式与展示”
本文档中描述的CINET项目累积的所有信息均通过PTC图书馆
的CINET世界进行收集和提供。在2016年，现有的一系列文档
有新增的几个。

在PTC商学院世界分类下创建
的电子学习计划（如E-整理和
E-湿洗）。同时知识也被添加
到PTC图书馆世界。

Research & Technology

书系列：PTC世界

CINET将继续参与未来几年的
创新项目和研究计划，以满足
业界的兴趣。欧洲和国际项目
预计参与;新成立的项目有一
些有趣的成果：

2016年6月新出版第5卷; Texcare国际提供了“新商业模式与
展示”。2013年1月，CINET推出了“世界PTC”项目，该项目
是全球专业纺织品护理（PTC）书系的开始。
新系列：国家手册
第一批国家手册于2016年12月份实现提供

与家庭洗涤相比，专业纺织品护理在可持续性上可提升3至5
倍
设备，工艺，能源效率，回收利用和最佳实践方面的最新发
展增加了纺织品护理行业的可持续性。关于专业纺织品护理
对环境影响的最新研究显示了两个项目的结果。将纺织服务
（工业洗衣）以及纺织品服务（B2C）的环境影响与国内洗涤
进行比较，说明专业纺织品护理在可持续性上比其国内对手
高3-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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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地强调市场开发和新的商业模式，以刺激PTC的创
Postbus 10, 4060 GA Ophemert
新。该项目的目的是开发可由全球PTC成员（企业主和经
T: +31 (0)344 - 65 04 30, F: +31 (0)344 - 65 26 65
E: cinet@cinet-online.com, www.cinet-online.com
© M&P
理）应用的培训和教材。欧洲市场是一个起点，但是进一步
的研究是在其他市场进行的，以促进全球业务发展。

NEW BUSINESS MODELS & SHOWCASES

行业激励

THE WORLD OF PTC

2030路线图
FTN（荷兰纺织服务协会）于2011年委托本目来描述2030年的
的市场状况。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纺织品护理行业现代
化的创新计划和研究项目，为未来的市场需求做好准备。路
线图最近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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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OF PTC
NEW BUSINESS MODELS & SHOWCASES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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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2018 年活动计划
我们的目标！
•

•

•

•
•
•

进一步发展WoPTC商学院
通过项目和个人层面扩大学生基础
注册。
完成国际飞行员项目试点
认证并开始认证个人门店项目
公司。
通过组织初步介绍PTC行业
全国最佳实践活动达150人
全球最佳实践官方提名
2018年奖项。
继续发起和参与研究和技术项目，旨在向利益
相关者提供关于PTC行业的客观和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收购新成员和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断
扩大CINET网络。
扩大CINET电子报和新闻报道的覆盖面
邮政通讯。

我们的方向
•
•
•
•
•

应用最先进的数据库
在所有相关领域发展伙伴关系
PTC行业
在国家层面建立持久的体系
大规模定制服务;按照需求进行指导
个人成员和利益相关者
消除障碍（语言，缺乏必要信息等）

2017 - 2018 年事件

一月
2017年1月19日至21日参与世界食品餐饮展会（印度）
•
PTC商学院在印度开幕
•
纺织清洁和
工业洗衣
•
会议项目
•
洗衣馆
•
国家最佳实践项目介绍
奖励计划2017/18

三月
2017年3月23日至25日世博会清洁洗衣博览会
印度尼西亚）
•
印度尼西亚PTC商学院开幕
•
门店项目纺织清洁和
工业洗衣
•
会议项目
•
洗衣馆
•
国家最佳实践项目介绍
奖励计划2017/18

CINET 事件，会面和会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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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织毕业典礼和研讨会计划，为活动和会议增
添娱乐价值。
提升信息流质量;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的更多新闻和
相关事件
周边事件。
提供清晰，具体的信息
和实际案例/问题直接适用
在实际情况下组织CINET
国际会议和研讨会计划。
通过提供消除沟通障碍
多种语言;同时翻译新的
技术文档。
注意在所有活动期间分析可识别的CINET品牌。
作为国际洗衣馆和/或CINET会议的一部分，创建并
提供交流机会，跟踪活动后的关系

2017年3月16日至18日NRV年会（挪威）
•
专家介绍的专家规划：业务趋势与业务
模型
2017年3月17日至18日洗衣经验活动，
VEMATEX（荷兰）
•
专 家 发 言
•
•
•
•

® CINET

2017年11月14日至16日（法国）
•
会议项目
•
CINET 会议: 全球信息广场会议;工作组;大会
公司访问
•
社会项目

六月
6月5日至8日，清洁展（美国拉斯维加斯）
•
定制洗衣会议
•
工作组会议TC / TS
•
国家最佳实践项目介绍
2017/18奖励计划

九月
十一月

2017年9月25日至26日洗衣展（中国）
•
印度尼西亚PTC商学院开幕
•
门店项目纺织清洁和
工业洗衣
•
会议项目
•
洗衣馆
•
国家最佳实践项目介绍
2017/18奖励计划

2017年11月海湾洗衣展（迪拜）
•
洗衣馆
•
国家最佳实践项目介绍
2017/18奖励计划

•

2017年9月27日至29日亚洲纺织品清洁展会（中国)
•
中国PTC商学院开幕
•
纺织清洁和
工业洗衣
•
纺织品清洁亚洲论坛
•
国家最佳实践项目介绍
2017/18奖励计划

清洁生活展望（日本）
•
洗衣馆
会议项目

在一月
2018年1月清洁生活展望（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
洗衣馆
•
会议项目

十月
2017年10月12日至14日CEETEX （波兰）
•
会议包括圆桌讨论和
教育课程
•
CEE-TEX协会会议
•
公司访问
•
社会课程
•
信息市场
•
国家最佳实践项目介绍
2017/18年度奖励计划

十月
10月19日至22日EXPOdetergo 2018（意大利）
•
2018年全球最佳实践奖项计划
•
会议项目
•
CINET会议：全球信息广场会议;
工作组;大会
•
公司访问
•
社会课程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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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6 国际会议与网络化
2016国际纺织品护理
6月10日至15日
从全球最佳实践奖到公司访问和CINET对Texcare国际论坛的
贡献。CINET正在回顾一个有趣和最成功的Texcare国际计
划。
CETET在Texcare国际组织了一个完整而有趣的计划。其中一
些重点是CINET全球最佳实践颁奖典礼，与WRP一起组织，推
出PTC世界系列书系和第五卷国际论坛计划。请在CINET网站
上找到一个简短的视频印象。

Texcare 国际论坛
CINET对德克萨斯国际论坛在6月12日星期日的贡献对纺
织品和功能的未来提出了创新观点。会议主持人由Peter
Wennekes主持。主要演讲者都强调了纺织品护理行业的机
遇，所有这些人都参加了讲座。

会议
CINET新闻发布会，陪审团会议，工作组和一些专门的公司访
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参与者，使得Texcare国际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

全球信息广场会议和颁奖典礼
6月12日星期六举行全球信息广场会议。来自20个国家的30个
最特别的提名，以短暂的演讲呈现了他们的公司。所有国际
提名人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使来自17个国家评审团的
20名专家很难做出决定。
当天晚些时候，经过陪审团审议后，颁奖仪式在WRP / CINET
颁奖典礼上进行。超过200位嘉宾出席了仪式，随后举行了庆
祝晚宴，由国际客人，陪审团成员和被提名人出席

最佳综合纺织品清洁（TC）– Fornet (中国)

8

纺织服务最佳综合服务(TS) – Logo Tex (匈牙利)

® CINET

2016年6月11日 -

特别奖颁发给具有独特，非凡的商业理念或社会责任区别模式
的公司。

12日

2016年度CINET全球最佳实践奖提供了完美的参考案例，展示
了先进和现代专业纺织品护理的最新优质标准。CINET为获奖
者和获得“卓越奖”的100位提名者而自豪。

我们祝贺所有获奖者和前100名候选人。
•
•
•
•
•
•

最佳总体奖TC：中国北京Fornet洗衣服务。
最佳总体奖TS：匈牙利的Logo Tex。
创新奖TC：来自英国的Laundrapp。
创新奖TS：荷兰的Synergy Health。
可持续发展奖TC：来自美国的Fashion Cleaners。
可持续发展奖TS：来自德国的CHMS

特殊业务案例特别奖获得者：
•
青岛JIESHEN XIDI 有限公司， (中国)
•
BleskInCare / Novost洗衣（俄罗斯）
•
C罗马尼亚se’s Cleaners（加拿大）
•
韩国洗衣有限 公司 （WashEnjoy）（韩国）
•
Prestige洗涤（美国）
企业社会责任特别奖颁发给：
•
Orange Sky洗衣（澳大利亚）
•
Esat l’Eventail ”Pressing de la Sarre” (法国)
•
CHETNA（Dibella，Lamme，Blycolin）（印度）

特别奖

创新奖TC Laundrapp（英国）

可持续发展奖TC Fashion Cleaners（美国）

创新奖TS Synergy Health(荷兰)

可持续发展奖TS
CHMS（德国）

-

排名全球最佳实践奖2016（全部提名人数100）
纺织清洁（TC）
1. 北京Fornet洗衣服务（中国）
2. Topcleaning（荷兰）
3. Laundrapp（英国）
4. Fashion Cleaners（美国）
5. GoldstückTextilpflege（德国）
6. ToTomorrow (日本)
7. Bubble & Stitch (荷兰)
8. Diana (俄罗斯)
9. Drop & Wash (马来西亚)
10. Pop s (塞尔维亚)
11. Ayaks (俄罗斯)
12. Pierotti洗衣网络集团（意大利）
13. 5àSec 印度ia (印度)
14. MBS SAS Lavanderia（意大利）
15. Tintorerias max（墨西哥）
16. Deluxe Dyers & Dry Cleaners (印度)
17. Bela罗马尼亚ssi Pressing（科摩罗）

纺织服务（TS）
1. Logo Tex（匈牙利）
2. Lavans (荷兰)
3. Synergy Health(荷兰)
4. Master Cleaning (俄罗斯)
5. 上海Matilian洗衣服务（Fornet）（中国）
6. CHMS（德国）
7. Prawol（波兰）
8. Kromatic Brasov (罗马尼亚)
9. Klar (巴西)
10. 江苏Aixin企业服务有限公司Lovetex（中国）
11. GCS BIH 77（法国）
12. Lavadero Banfield (阿根廷)
13. Newasco (荷兰)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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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和洗衣博览会 雅加达2016年4月7-9日
2016年4月7日至9日
印度尼西亚的洗衣和清洁业在2016年4月7日至9日在雅加达举
行的第三届世博会清洁和博览会洗衣展览会聚集。在展会期
间，各种现象证明了印度尼西亚的市场显然具有很高的洗衣
行业潜力。
参展商主要集中在洗衣店和洗衣店的洗衣店洗衣店，洗衣
机，干衣机和洗衣机。

该计划拥有一个伟大的专业背景和优雅的组织，具有卓越的
视听效果，创造了十分有趣的氛围。这些奖项的获奖者是提
前选中的，照片包含获奖者的组合图片。官方仪式之后，这
一活动变成了一个更为非正式的聚会，包括令人赞叹的中式
晚餐。晚宴期间，中国工业界的主要合作伙伴也发表了一些
演讲（如CLA，联盟主席），CINET被邀请发表演讲。CINET秘
书长Leon Wennekes先生强调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祝贺CLA
在过去十年取得的进展。同时为中国PTC行业举办了一场盛大
的活动，展示了有组织的洗衣社区如何发展。
不断增长的贸易展
像中国其他的市场一样，中国洗衣博览会在过去十六年也一
直在蓬勃发展，这是中国总商会主席江明先生的访问所一直
强调的。同时，展会面积约二万平方米，共有四百多个品牌
参展。其中很多都是外国品牌，但国际关注也在不断发展，
参展商来自16个欧洲和亚洲国家。在中国市场上有几个主要
品牌，展出了较大的展位，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公司也与来
自欧美的知名品牌合作。另外还有一些知名品牌，如Allianc
e，Kannegiesser，Bowe，Electrolux和Sankosha都有自己的
展位。此次展会的其他有意思的观察是，展出的大型小型公
司和皮革护理亭，这是第四届中国皮革护理技术与产品展览
会与中国洗衣博览会合并的结果。覆盖第二个大厅大部分位
置的是皮革护理。

该展览会由当地专家，供应商和国际知名人士，如CINET
提供的专业高效洗衣业务，卫生标准和管理以及能源
效率等方面举办了全面会议。洗衣展览和教育计划是与
APLI，ASLI，HIPLI等地方协会合作组织的，由CINET进行支
持。

中国洗衣博览会2016：一个宏伟的奖项计划和
不断增长的交易平台
2016年7月12日至14日
7月12日至14日，中国洗衣博览会第17期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举行。在展会前一天，中国洗衣协会（CLA）组织了一个中
国奖项计划的精彩展示，场面十分激烈！

中国大奖
这个CLA项目是在七月十一日在中国整个洗衣行业聚集的君悦
酒店（上海市中心）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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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服务（按需洗衣）
在中国，O2O服务蓬勃发展。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投资者中也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迅速发展了这些
服务，似乎已经超越了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您的智能手机
有一个解决方案（订购和支付）您可能需要的任何服务或产
品。这也为洗衣业提供了机会。有几个玩家在市场上开发概
念，这个模式仍然是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有趣方向。这也在
贸易展上反映出来，像Laundrapp（英国公司），Youxi和
Quanjia这样的技术供应商展出了相关信息。

® CINET

VEIT60周年
2016年7月13日
Landsberg（G）“Gruess Gott”！热烈欢迎Reinhardt，Günter
和Christopher Veit表示欢迎，他在德国南部的Landsberg工厂
欢迎各位具有广泛的业务关系和国际合作伙伴。
该计划包括公司旅游和历史概述，描述了Veit在过去60年的成
就。作为起初只有一名员工的公司Veit，Veit公司今天在德
国，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12个国家
的14个地点雇佣了400多名员工，营业额达4,500万。Veit以其
高质量标准和客户服务而闻名于整理设备业界，同时广泛用于
服装制造，汽车应用和专业纺织品护理的广泛专业应用。

Peter Wennekes代表CINET参加了会议，他向DIA的代表介绍了
题为“新业务模式和展示”的“PTC世界”第5卷，第一个收到
该书的是DIA的总裁，George Masselos（见照片）。
根据这次会议，这表明澳大利亚专业纺织品清洁行业仍然活
跃和参与，尽管市场趋于一般，Peter
Wennekes还发表了题
为“PTC在动态变化的市场”中的演讲。
超过130名干洗员和有关的商人出席了会议和星期六晚上的晚
餐。贸易商展是广泛的，来自几个州的交易员参与展出。

在个人持久关系的坚实基础上，本次活动实现了令人印象深刻
的记录。所有参与人员都高度赞赏巴伐利亚文化氛围中的庆祝
活动。

在印度开设合资公司Stahl
Wasmaatic培训学院
2016年8月28日
STAHL欢迎嘉宾来到合资公司“STAHL洗衣机印度私人有限公
司”正式隆重开幕，并在印度以“Wasmaatic专业面料护理学
院”的名义举办了专门的培训学院。

DIA墨尔本会议
2016年8月20日 - 21日
DIA会议于2016年8月20日至2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此次
会议; “从清洁线到底线”议题是十分成功的。有许多内容丰
富的有趣讲座，以及充分的讨论机会。

开幕式是持续了一天的活动，全国各地有超过35家的洗衣店和
100多名游客参观了这里众多的现代化的机器，客户支持系统，
并介绍了“Wasmaatic专业学院”下有组织的培训和发展计划，
同时与CINET印度PTC商学院的世界协议签署了“Fabric Care”
。

祝贺DIA首席执行官Brian Tonkin举行了一个宏伟的活动，祝贺
Marilyn Tonkin和Catherine助理， 为一个美好的组织。会议
是与所有年龄组的众多人士进行讨论的好地方。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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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公会的“未来进步”
会议
清洁工和供应商的新技术和营销理念。由CINET支持的活
动。
理事会主席Ken Cupitt主持本次会议，并确保及时地专业
领导。随着未来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的一天，会议侧重
于创新的业务。

9月9日（星期五），公司前往Kannegiesser进行了公司访
问，当天下午，客人可以到Herrenhäuser花园进行城市观
光。

从技术人才短缺中恢复
星期六开始进行小组讨论。小组讨论了与其他与会者的技
术人员短缺问题，由DTV总经理Andreas Schumacher主持。
显而易见的是，需要所有参与者 - 特别是洗衣和干洗公
司的更大的承诺和合作，以恢复业界的学员和技术工人人
数。

主题是EPoS系统的好处，以及新的清洁方式。
在数码电视大会和Babak Rafati吸引人的讲座之后，该计
划于下午继续在两个独立的研讨会（纺织清洁和工业洗衣/
纺织服务）中进行行业专题演讲。
参与者能够通报和讨论当前的技术主题，发展和创新

技术像“HiGlo”（Cole＆Wilson）和新溶
剂“Sensene”Dow-Safechem）等专业湿法清洗和替代
溶剂的技术。此外，还提出了新的营销手段。Laundrapp
将其案例列为英国最成功的初创企业之一，代表
CINETLéonWennekes概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清洁工人的营销
趋势和示例。会议结束了Brian Pearce非常有趣的经历，
他在过去18个月内，在成都（中国）培训了新Jeeves工厂
的全体员工。

WIRTEX年度行业会议：“贯穿创新”
公会支持者

2016年9月22日 -

苏格兰的全国会议吸引了全系列的供应商。除了机器和溶
剂之外，还有供应商展示了保险，EPoS系统和许多其他配
件信息。访问者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公司网络，对于清洁工
和供应商来说，这似乎也是一个有效的机会。CINET很高兴
能够在举办优秀活动方面做出贡献。

德国纺织服务协会WIRTEX在多林普拉斯酒店（威斯巴登）主
办了年度出色的会议。L. Wennekes先生（CINET秘书长）与
许多其他行业专业人士一起受到欢迎。

DTV Verbandstag 2016;一个成功和鼓舞人
心的大会！
2016年9月9日至10日
2016年9月9日至10日组织了汉诺威DTV Verbandstag 2016
大会，为近160名参与者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项目。与往
年不同的是，广泛的计划分布了两天，两天都有完整的计
划。

12

23日

该行业会议由WIRTEX总裁JürgenGerdum先生主持开幕仪式，
他对欧洲和德国的市场发展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说明。纺织
服务业本身增长较快（升百分之二点六），但一些细分市
场表现出过高的价格竞争现象。Gerdum先生表示：“由于
极度激烈的价格竞争，德国纺织服务行业总共投入大约1亿
欧元。虽然这些数字是积极可观，但纺织服务公司的潜力
甚至更高。2016年德国营业额预测为34.08亿欧元（+2.5％
），Gerdum先生认为这可能会更高。德国占欧洲总营业额的
23.6％，是绝对值最大的市场。
该计划充满了许多与纺织服务公司的议题，可持续性和未来
业务趋势相关的话题。包括纳入企业社会责任（CSR）

® CINET

将战略视为确保未来商业的关键。Swierzy先生（WIRTEX副总
裁）详细阐述了协会正在开展的特别项目，强调企业社会责
任的优势，包括参与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和“联
合国全球契约”计划。客户越来越多地要求对负责任组织的证
明，正如CWS-boco International国际公司的Kröpelin先生所
说，纺织服务公司可以而且应该率先发展。

@JET Expo讨论了法国PTC和工作服的未来
2016年10月18日
10月18日，星期二，专业纺织护理和工作服务创新会议的第
一期在法国巴黎美丽的城市举行。参赛人数众多，参加人数
超过70人。
JET Expo组织最近搬到法国巴黎北部附近的一个新办公室，
所有这些活动的设施都可以使用。此次活动的目的在于以
下引用Antonio Streichenberger先生（JET Expo首席执行
官）的以下引语：“创新有两个驱动力：1）新概念的信息交
流，2）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这些发展。这次活动有很多这方面
的体现！

CEE-TEX;客户满意的实际解决方案！来自16个
国家的130多名与会者
2016年9月22日 -

CINET秘书长Leon Wennekes介绍了CINET最新的“洗衣服务”
市场分析结果。与其他专业领域的按需服务（PTC行业内外）
联合设立。主要结论：虽然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按需洗
衣必将成为现代纺织清洁剂产品组合中的一项服务。

24日

连续第三次CEE-TEX活动证明是成功和可持续的。在诺维萨德
（09-2016）举办的活动得到了一批国际供应商的支持，以及中
东欧地区的11家协会的支持，结果证明是十分成功的。17位专家
发言人的完整方案涵盖了有关成本效益和高质量，可持续处理，
创新解决方案，市场变化和挑战以及该地区新业务模式等各种主
题。该计划专为零售纺织品清洁以及工业洗衣设计，包括公司和
文化访问，进行了许多新的个人讨论和关系。
全球最佳实践奖
全球获奖者是Logo-Tex Kft匈牙利，Kromatic Brasov罗马尼亚
8号）和Pop’s Cleaning 塞尔维亚（10号）在他们成功提名
CLECET全球最佳实践奖计划后，于Texcare International今年6
月正式获选。优秀的展示充满灵感，在中东欧地区建立新的先进
企业。这也是会议结束时圆桌讨论的结果，由参与活动的组织协
会的代表得出。
CEE-TEX 2017
下一届CEE-TEX峰会将由波兰洗衣协会组织。活动的地点将是华
沙，于2017年10月举行。到时候那里见！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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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N奖2016：获奖者是...
2016年10月20日
梅里登，英国。在第一届LCN大奖期间，洗衣和干洗行业得到了
当之无愧的赞誉。

Lada2016年度大奖旨在庆祝PTC行业的优异成
绩
2016年11月3日 - 英国布鲁克兰。

Roger Salmon对于行业的奉献和承诺感到十分荣幸。他获得了
2016年LCN终身奖，并获得了所有与会者的一致欢迎，表现出他
的同龄人的尊敬。
2016获奖者是...
•
•
•
•
•
•
•
•
•
•
•

年度洗衣大奖;来自伦敦的Bates
年度干洗店： Top Hat清洗
企业家;洗衣清洁，Jason Miller
最佳新人干洗;My Beautiful洗衣店
最佳可持续发展政策;Berendsen洗衣店
最佳可持续发展政策;BLANC干洗
最佳服务工程师Mike Range，Johnsons Stalbridge亚麻服
务公司
最佳在线服务; Laundry Republic洗衣房
年度创新;SET 洗衣（东南信托）
年度创新干洗;Johnsons Bridal
客户服务干洗;National干洗店

年度LCN奖已被设计为认可行业的最佳实践并奖励;昨晚这个目
标已经超过了获奖者的设立初衷，获得了好评。
秘书长Leon Wennekes代表CINET出席了他所表达的仪式; “一
个有趣的夜晚，由LCN组织，总是很高兴看到我们的行业如此积
极地描绘”。LCN编辑Kathy Bowry说：“第一年的回应超出了
所有期望，LCN团队期待进一步增加这一事件。”
LCN奖是LCN杂志的一个倡议，积极介绍了英国的专业纺织品护
理（PTC）行业。该计划旨在表彰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异常良好
的荣誉和奖励洗衣店和干洗店。奖项类别被选中以涵盖PTC行业
的各个方面。

Lada大奖的设计旨在表彰技能，认真努力，确定榜样，鼓
励未来的职业生涯，或承认过去在专业纺织品护理行业的贡
献。

MEG活动有限公司与LCT合作，于2015年推出了Lada大奖。今
年的第二次事件在位于布鲁克兰德市的梅赛德斯 - 奔驰世
界举行，位于萨里州韦布里奇着名的历史悠久的布鲁克兰赛
车场;最特别的场地。
...获奖者是....
颁发了以下人员/公司各自的类别（按照呈现顺序）的奖项：
•
Luke Chadwick（Christeyns） - 年度实习生/学徒
•
•

•
•
•
•

Mick Christian（Electrolux专业服务） - 工作场所
的绿色清洁培训和教育
- 行业最佳新人
Professional Plus（IdealManufacturing有限公司）
- 最佳新产品
Electrolux Professional - 绿色影响大奖
Fishers - 最具创新公司
Acorns of Lancashire- 年度清洁干洗店
- 年度商业洗衣
Goodman Sparks- 年度机经销商。

颁奖典礼期间，Paul Woolfenden向PTC行业提供了至少30年
的奉献，承诺和支持。
秘书长Leon Wennekes代表CINET出席了仪式，他在颁奖仪
式上的称赞是：“一个有趣的活动，在英国业界表现堪称最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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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匈牙利PTC会议：联合信息交流和联网的
洗衣房
2016年11月8日至10日
第九届全国匈牙利纺织品清洁会议于11月8日和9日在匈牙利苏
梅令人印象深刻的传统场地举行（靠近巴拉顿湖）。会议的主
题是“卫生与可持续发展”。
“卫生与可持续发展”这两个方面对于匈牙利的洗衣店来说越
来越重要。虽然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但匈牙利市场的问题不再
是必需品。许多市场上的客户不要求洗衣店按照高卫生和可持
续发展标准工作，因此难以证明实施这些先进流程所需的投资
是合理的。有许多有趣的，丰富的讲座，以及参与者尝试确定
未来课程的休息时间的充分机会。
感谢TTE和匈牙利PTC协会主办了这次会议，在这个宏伟的
事件上充满了不同的观点。还祝贺Valeria
Kiraly女士和
Gabriella Deme女士组织了一个精彩的组织，其中包括符合
匈牙利传统的几个社会亮点。会议是与所有年龄组的众多人士
进行讨论的好地方。
Leon Wennekes代表CINET参加了会议，在那里他介绍了PTC
和CINET在市场上“如何出售卫生”问题的最新发现。会议表
明，匈牙利的所有主要洗衣供应商团结在协会的旗帜下，尽管
市场竞争相当激烈。
来自不同洗衣店的120多人，包括干洗人员和联盟贸易商也出
席了会议。贸易展参与成员是十分广泛的，包括一些来自国外
的公司。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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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PTC大师”
我们打算将对印度市场感兴趣的印度贸易协会，其成员和一批国际供应商聚集在一起，旨在增加印度PTC行业的专业水平和实施最佳
实践。2017年以后，我们打算在4个城市组织3个培训项目（共12个）。
Supporters:

2017年PTC印度商学院世界计划：
2017年3月27日至31日

2017年9月4日至8日

新德里
•
试点研究会计划

•
•
•
•
•

2017年8月21日至25日

2017年10月23日至27日

班加罗尔研究会计划：
•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
实践训练C级+B级

孟买
•
研究会计划：
•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
C级+ B级工业洗衣（TS）
•
C级+ B级工业洗衣实业培训（TS）

2017年8月28日至9月1日

2018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

金奈
•
研究会计划：
•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新德里，
•
研究会计划：
•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
C级+ B级工业洗衣（TS）
•
C级+ B级工业洗衣实业培训（TS）

研究会计划：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零售洗衣实习培训C级+ B级（TC）
C级+ B级工业洗衣（TS）
C级+ B级工业洗衣实业培训（TS）

想要了解更多？在您的业务中实施CERCLEAN国际认证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net-online.com/international-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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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NET, 战略与定位
I. 起点

II. 主要任务

CINET是PTC行业于前南非和北欧贸易协会合并的，名
为CITEN＆CEAPLI，成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2005
年，CINET讨论了未来，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战
略，成为PTC行业的全球伞形协会。

•

•

责任声明被定义和接受为：为全球专业纺织品护理业的
消费者和BtoB应用程序组建一个结构良好，知名度很
高的国际伞形协会。
•
当下CINET成员认为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并就以下
政策达成一致：
•
•
•
•
•

会员增长（15 - > 75）
作为伞型协会的全球意识
活动和项目增加
预算增加（10倍）
关系网大幅增长。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政策似乎是有效的。同
时，CINET的专长，项目和活动也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认
可。
同时市场情况发生变化：:
•
新兴经济体系和PTC市场（亚洲，南美，中东）
•
加快创新的步伐
•
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使用在线业务应用程序，也是
PTC业务
•
更多的国际交流和联系
•
扩大国际PTC公司
•
更多的国际供应商（成熟和新兴市场）。

•

•

•

建立纺织服务和纺织品清洁业务专家全球网络：
- 信息交流 - 加强会员资格
- 为会员提供机会和附加值。
启动和支持（国际）推进和加速创新的国家研究项
目：
- 通过现有和新项目进行在线和离线信息交换。
对于TC和TS 部门 (英文以及其他语言）
- 设计和执行项目和活动推动行业发展。
行业有效的宣传和形象：
- 高价值，社会责任和可持续的业务简介表现。
- 将PTC行业作为创新行业，为客户提供最好的纺
织品护理解决方案。
- 分析可持续性和最佳实践：
..比国内洗涤更环保3倍以上！
.. 多媒体活动 - 包括企业社会责任
- （CSR）（联合国全球契约十大原则），并激励
企业社会责任在行业内的并入。
- 提升外包洗衣和纺织品清洁的成本效益。
- 组织会议和研讨会，建立信息交流互动平台。
PTC行业内部沟通：
- 建立健全内部沟通结构：
..
每周电子通讯
..
活动计划（年度）。
会员服务：
- 快速有效（电子邮件）会员服务
- 监督会员对某些主题/项目/活动的兴趣，并提供
相应信息：
..通过网站/电子邮件每年注册
..访问网站上的特定主题/项目/活动
..信息交流平台。
组织工作组会议对话和指导项目。

因此，在2015年，感觉到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新的环
境，需要对目前的战略和政策进行评估。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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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关键行动2017

-

2018年

V. CINET 会议时间表
•
•

A. 新创办机构“PTC商学院世界”
•
“打造PTC大师”
•
知识数据库的可用性
•
提供电子学习工具和课程
•
组织现场网络研讨会，研究会和实际培训。

•
•

董事会和国际工作组会议将在活动规划（网站）中
公布。
会议也通过网站事件页面传达。讨论文件和材料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附有“请阅读”通知）并在网站
上公布。
注册将通过电子邮件传达。所有邀请将被要求确
认，只有特殊情况将导致后续联系。
会议记录（包括后续行动）将在两周内发送给会议
的所有参与者，并在网站上公布。
会议将按照Breeze或Skype进行计划，围绕贸易展
览会或协议

B. 国际PTC认证
•
认证 (CERTEX®)和非认证 (CERCLEAN®) 计划
•
全球范围内提供（在线）咨询支持
•
商学院平台上的电子学习课程。

•

C.2018年全球最佳实践奖项计划
•
150项提名
•
颁奖仪式于19th2018年10月在意大利米兰 Detergo
世博会举行
•
出版“PTC世界6卷：创新，在线营销，商业模式与
展示”。

组织
组织结构

D. 执行纺织品清洁研究计划 & 纺织服务子行业
•
启动，组织和参与研究项目和基准研究。

•
•

•
•
•

E.

基于个人会员需求的充分会员服务。
•

大会是该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
从1-7-15开始，除正式的CINET董事会外，还将有
两个业务委员会，一个是纺织清洁，另一个是纺织
服务/工业清洗。
业务委员会决定和协商项目和活动。
总裁/首席执行官为理事会提出建议，并在秘书处
的协助下，执行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
首席执行官出席了董事会会议，首席执行官将根据
以前达成的协议与总裁协商，准备会议。
CEO根据财务主管和/或CINET董事会的指示执行财
务事项和控制。

IV. CINET 会员服务:
•
•

作为CINET的成员，您可以通过对每个使用的设备
进行简单的登录，来访问CINET数据库。
信息在全球和全国分享使用以下渠道：
- 参加国际工作组会议（登记秘书处）。
- CINET秘书处关于业务问题的支持。
- 访问CINET网站/知识数据库（按成员类型结构）
。
- 每周电子通讯。
- CINET杂志：营销，环境与技术。
- 文件：立法，研究，创新，技术，最佳做法等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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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ET’s 大会/会议/
研究会
大会每年召集一次。国际活动（博览会，会议等）
是举行大会的优先场所和时段。大会是一个论坛，
其中委员会和国际工作组报告了他们去年的活
动。CINET联络官员还介绍了趋势和发展情况以及与
会代表交流有关本国重大事件的信息。此外，CINET
还邀请了尊敬的演讲嘉宾 - 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营
销专家，他们为选定的主题提供专家知识和建议，
并与成员交流意见。

CINET定期组织全球信息广场会议，交流有关国际、国家
和地区市场趋势，创新业务概念和新技术的信息，包括
全球主要行业代表的国家报告和文件。

•

•

CINET 董事会成员：
---

能够准备会面并积极支持全球CINET活动。
代表TC / TS市场的国际市场;董事会由6名成
员组成。

•

咨询委员会委员

为了支持CINET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设立了一个咨
询委员会，以反映长期的战略发展，作为智囊团，并
就业务事宜提供意见。

•

CINET 运营委员会成员TC / TS
----

•

CINET 联络官
--

---

--

----

20

CINET（业务）委员会将就活动/项目达成协议
董事会成员，项目负责人和其他任命人员可以
要求秘书处尽可能地协助他们。
CEO负责活动和项目的内容和优先事项，并与董
事会协调。

在本地区/国家受到尊重和知名的行业专家，承
诺将专业纺织品保护行业向前推进，尽可能地
发挥其优势。
为特定地区，国家或项目区域的CINET秘书处任
命联络人。
跟随纺织品保护行业为其地区，国家或项目区
域，密切关注，并向CINET通报对全球行业感兴
趣的现实和新闻。
能随时召集CINET的服务和/或专业知识，使他/
她自己的地区，国家的利益（例如主办信息广
场会议，启动项目等）。
代表CINET参加会议，如果适用可以代表CINET
发言（经书面协议）。
在某些场合邀请他们提供他所在地区的教育会
议和/或精确的专业知识。
邀请执行董事会会议。

® CINET

纺织清洁 (TC) 和纺织服务 (TS)
国际工作组由工作小组协调，由CINET支持
零售纺织品清洁（TC）和工业秘书处洗衣/纺织服务公
司（TS）。
工作组成员通过注册秘书处。
CINET秘书处负责执行行动。
以下工作组正在运作：

•

国际研究与技术工作组

•

每年CINET参与并启动新的国际研究计划
可持续的清洁和整理技术，以及自动化，ICT和物
流方面的项目技术。提供了有关当前项目的全面概
述。

•

•

•

国际标准化工作组
这个组织由纺织专业人士如护理行业和专业研究人
员组成。
机构协调
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在GINETEX的工作会议和ISO的
工作组。 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采取
护理标签成为资产，而不是行业的缺点可能的任何
一个步骤。其它CINET参与的标准是RABC，WG等相关
的标准。

PTC 商学院世界工作组
PTC操作和机器基本上是在全球范围内 其中有CINET
的分享和传播信息的使命与这些操作和机器。在这
方面：工作组正在着力进一步发电子学习工具和组
织培训计划
包括现场和在线电子学习课程
以及网络研讨会这个工作组为两者开发材料
纺织清洁和纺织服务公司。
有两个主要的活动;一个是更新材料，使内容更具互
动性。
二是推广这个教育理念通过网络营销，通过分销合
作伙伴和贸易展览达到预期目标。

•国际营销与公关工作组
营销与公关团体旨在加强纺织品的简介和专业形象
护理行业，以及提供CINET会员营销工具和信息。
在这条线上，CINET还分配市场/营销
研究和发起出版物：PTC“世界卷I至V”。

•

在此设置国际认证计划，由认证计划组成
用于工业洗衣，一个用于干洗公司。目的是引进国
际认证体系适合组织机构在国家基础上得到实施。
这样国家协会不必重新进行其认证工作
一直都只有一个全球需要更新的系统“项目”部分
定期作为参考作为国家标准。其他信息和工具也通
过PTC世界商学院提供认证。

国际最佳实践工作组
CINET已经启动了国际项目安全可持续发展标准的
纺织清洁最佳做法。这个项目需要描述纺织品清洁
方面的最佳做法
全球应用 为了实现最好CINET旨在建立合作关系
国家协会和其他重要利益相关者（政府，供应商，
个人公司）。
每个国家定义一个程序，这是一个调整
满足市场需求和文化国家 CINET与此相关的颁奖典
礼包括概念，以及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组织颁奖典礼，创造有效的行业积极的公关。

国际认证工作组

•

创新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已经形成了需要强调创新的重要
性。CINET旨在通知行业和其利益相关者关于创新概
况。
专业纺织品护理来刺激世界范围内的创新率。这个
工作组的主要活动是建立一个基于PTC内部或相关的
艺术举措状态的数据库部门。主要领域是新型纺织
品加工，技术和物流与服务理念。

©CINET is a non proﬁt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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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INET 会员
会员概述2017年6月1st
国内协会		
个人会员		
供应商		

26
20 		
34		

（研究）机构		
联络员			
全球信息网络		

6
162
> 2500

有效会员
公司

国家

美国可循环纺织协会（ARTA）

美国

Asociace prádelen a cistíren (APAC)

捷克

印度尼西亚Asosiasi 洗衣（ASLI）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Asosiasi Profesi洗衣店（APLI）

印度尼西亚

Asociatia纺织皮革协会（AWIM）

罗马尼亚

Associacao Nacional 洗衣店 (Anel)

巴西

Assosecco

意大利

中国洗衣协会（CLA）

中国

丹麦干洗协会

丹麦

澳大利亚干洗研究所有限公司 (DIA)

澳大利亚

荷兰Federatie 纺织品管理（FTN）

荷兰

法国干洗店 (FFPB)

法国

芬兰纺织服务联合会（FINATEX）

芬兰

清洁工和洗衣工协会（GCL）

英国

印度洗衣和干洗协会（LDAI）

印度

MAXTEX

德国

荷兰textielreinigers协会（NETEX）

荷兰

Nega Tekstila

塞尔维亚

挪威干洗与洗衣协会（NRV）

挪威

Nufarul

罗马尼亚

希腊干洗和附属协会

希腊

俄罗斯干洗和洗衣协会

俄罗斯

瑞典Tvätteriförbund

瑞典

纺织品护理协会（TCATA）

美国

Textiltisztító Egyesülés (TTE)

匈牙利

法国URBH医院洗衣协会

法国

v

（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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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国家

CTTN-IREN

法国

EFIT

德国

ECSA

比利时

国际干洗大会（IDC）

加拿大

日本纺织护理机构

日本

Te中国ologisch Kenniscentrum Textielreiniging（TKT）

荷兰

® CINET

个人会员
公司

国家

5àSec国际干洗（DCI SA）

瑞士

北京Fornet洗衣服务（中国）

中国

北京BRANEW洗衣连锁有限公司

中国

清洁店

布隆迪

Cristal 清洁

荷兰

DIANA控股公司

俄罗斯

HrBjörkmansEntremattor AB

瑞典

I. Sinis & Co

希腊

江苏Aixin企业服务有限公司|Lovetex

中国

Promar 纺织公司 -

罗马尼亚

Kromatic Brasov

LDCT洗衣干洗培训

澳大利亚

Master清洁有限公司

俄罗斯

Pierotti洗衣网络集团

意大利

POP S d.o.o.

塞尔维亚

卡塔尔航空餐饮公司

卡塔尔

上海Matilian洗衣服务

中国

Specialist Textielverzorging BVBA

比利时

Synergy Health纺织服务

荷兰

The Original Thrifty公司（N.I.） 公司

英国

Wasserij Korsow BV

库拉索岛

协会成员
供应商

国家

联盟洗衣系统

美国

Böwe纺织清洁有限公司

德国

BÜFAReinigungssysteme GmbH＆Co. KG

德国

Kreussler RG化学工厂公司

德国

Christeyns BV

荷兰

Concord纺织品

法国

CPN g罗马尼亚pe

法国

Datamars

瑞士

Dibella BV

荷兰

Ecolab

法国

Electrolux专业洗衣系统

意大利

Girbau集团

西班牙

GreenEarth清洁

美国

理想制造

英国

Landuwasco

荷兰

Laundrapp

英国

洗衣计算机技术（LCT）bv

荷兰

德国Multimatic iLSA 有限公司

德国

Nufarul SA

摩尔多瓦

Olin

瑞士

Polymark BV

荷兰

R.R. Street & Co. 有限公司

美国

Renzacci SpA

意大利

Rynex

美国

Safechem

德国

Sealed Air

新加坡

Seitz GmbH

德国

Senso Te中国ics

荷兰

StahlWäschereimaschinen

德国

Surfchimica srl

意大利

Re印度ers技术局 (TBR)

荷兰

UNION SpA

意大利

VEIT

德国
©CINET

Xeros Bead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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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 partnership
P.O. Box 10, NL - 4060 GA Ophemert
Phone: +31 344 65 04 30

172202

e-mail: cinet@cinet-online.com

Fax: +31 344 65 26 65
www.cinet-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