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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源



深圳亿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PNY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Limited成立於1985年，为业界
之领导厂商，一直以来秉持着专业与服务精神，在消费性绘图卡与专业绘图卡
的市佔率更居领导地位，与NVIDIA成为重要合作伙伴

主营：PNY.HP U盘及PNY移动电源，固态硬盘，闪存卡，电脑，手机周边配件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B34,8B35,8B36,8B37



深圳亿觅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罗马仕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romoss罗马仕专注于移动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是一家集研发、
制造、销售移动3C数码充电电 源为主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公司坚持自主创新的
技术研发和全球本土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是全球3C数码充电电源技术创新领导
品牌。

主营：移动电源，电源配饰器，工艺品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D05,8D06



深圳罗马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仕奇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一群年轻的数码爱好者创建了以时尚舒适体验为经营理念的MESKEY
品牌，主营手机时尚配件，为客户定制了移动电源、数据线、充电器、车载充
电器、蓝牙音箱等等丰富产品。MESKEY采用上乘材质与精湛工艺，将时尚、创
意设计融入产品。

主营：移动电源、充电宝、耳机、手机充电器、蓝牙耳机、蓝牙音响、手机数
据线、手机保护壳、手机保护膜、手机配件、数码配件的技术研发。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E24



深圳市美仕奇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卡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安卡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位于深圳市宝安区，

专业从事移动电源及数码类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致力于缔造移动电源引导

品牌。公司技坚持贯彻"技术创新、品质取胜、优质服务"的经营理念，坚持"客

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主营：应急电源, 其他手机配件, 应急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69



深圳市安卡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阳光创展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致力于通讯、数码、IT配件等
领域产品的3C生活用品服务商，公司目前以MEICH羽驰系列品牌移动电源为基

线，辅以通讯、数码类配件为主营业务，为大众提供优质、时尚、趣味的创意
3C生活用品。

主营：羽驰移动电源; 聚合物移动电源;大容量移动电源;MEICH移动电源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C29



深圳市阳光创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能格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MAXCO源于香港，志存高远，面向全球提供高端通讯外设产品及服
务。MAXCO管理层及设计团队由多名香港、内地资深人士组成，深刻了解行业

发展趋势、中西方文化及国际前沿潮流设计，同时具备强大的模具成型、注塑
加工、表面工艺处理、电子电路设计、装配总成等各环节能力

主营：移动电源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S11,8S12,8S13,8S14



深圳市美能格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能格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比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移动电源、电池、摄影器材等相
关电子产品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移动电源，车充，充电器，独轮车，扫地机器人，蓝牙音箱

经营模式：生产商 代理加盟

展位号： 8S27,8S28,8S29,8S30



深圳市迪比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量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力量威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高能量可充电锂电池与移动
电源的集研发、制造、营销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我们依托科技和人
才，以及先进的营销理念，建立了强大而高效的运营和服务团队。先进的生产
和检测设备、一流的技术和工艺水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全面的生产组织
和管理能力等，我们可以为客户全面提供最佳的电池解决方案。

主营：移动电源;手机电池;手机充电器;电池组配件;其他手机配件;锂电池;手
机配件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B34,8B35,8B36,8B37



深圳市力量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利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奥利弗科技有限公司是充电器、便携式移动电源、数码锂电
暖手暖手宝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
理体系，成熟、敬业、强大的核心管理和技术团队，他们对电子产品，无线终
端，软件开发等领域具有深刻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

主营：移动电源;锂电暖手宝;迷你风扇;汽车逆变电源;牙刷消毒器;温湿度计;
手电筒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C48



深圳市奥利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英才星隶属于广州市大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

专业致力于研发生产车载充电器并积极开拓车载电子精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现已有旗下自主经营品牌——HSC英才星。公司自成立以来，在车载电子产品

行业不断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不断更新，实现了车载电子精品的多
元化经营。

主营：适应市场需求的车载、车载家用充电器、车载水杯等产品

经营模式：研发、生产与销售

展位号： 8B18,8B20

广州市大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百思科电子于2008年成立于中国深圳，是专业从事移动电源的设计、

研发创新、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
实用、环保、安全可信赖的优秀移动数码周边产品

主营：礼品移动电源、充电器、数据线

经营模式：生产型、电子商务营销

展位号： 8C15,8C17,8E40

深圳百思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百思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以健康快乐、时尚生活为理念，集健康、美丽、时尚商品的
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集团型企业。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2010年
开发的暖手宝创下了在日本半年销售50万台的神话。目前诗美尔已成为中国知
名的网络品牌、中国最大的脸部按摩器制造商、中国美颜器具第一品牌；与阿
里巴巴深度合作。本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可为客户量体裁衣专门开
发和调配各种产品。

主营：美容仪器;按摩用品;饰品;个人护理用具;暖手宝;洗脸刷;洗澡刷;梳子;
瘦脸玉石刮痧板;牛角刮痧板

经营模式：生产型,贸易型

展位号：8C49

深圳市诗美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诗美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睿益达科技有限公司是行车记录仪、自拍杆、镜头、吸盘等产
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深圳睿益达科技有
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
导和业务洽谈。

主营：移动电源；行车记录仪；自拍杆；镜头；吸盘

经营模式：招商代理

展位号：8B48

深圳睿益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睿益达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秤



久怡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人体健康秤、脂肪秤、厨房秤、行李秤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
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主营：电子健康称、厨房称、脂肪水份称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8B24,8B26 



久怡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润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成立于2003年，独立设计产品，提供高质量、高可靠性、价格合理
的数字卡片秤、厨房小家电

主营：精密电子卡片秤 远红外、微电脑全玻璃养生壶

经营模式：生产型、电子商务营销

展位号： 8D18,8D20



深圳市欧润特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莱力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生产加工，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诚信、实力和产
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主营：电子人体秤、厨房秤、行李秤

经营模式：生产型、电子商务营销

展位号： 8C20



中山市莱力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东阳市辉鼎五金厂

公司简介：公司秉承“保证一流质量，保持一级信誉”的经营理念，坚持“客
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主营：健康称、人体电子称、厨房称等

经营模式：生产型、电子商务营销

展位号： 8C19,8C21



东阳市辉鼎五金厂



耳机、音箱



公司简介：公司以“专注礼品，用心服务”为核心价值，一切以用户需求为中
心，希望通过专业水平和不懈努力，重塑工厂优质礼品货源形象，为各级批发
老板产品提供服务指导

主营：水舞音响;大人科学;按摩棒;美发器;离子美容仪;减肥腰带;加湿器;录
音仓鼠;风扇;消毒柜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A48

深圳市怡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康科技有限公司



必恩威亚太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PNY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Limited成立於1985年，为业界之领导厂

商，一直以来秉持着专业与服务精神，在消费性绘图卡与专业绘图卡的市佔率
更居领导地位，与NVIDIA成为重要合作伙伴

主营：PNY.HP U盘及PNY移动电源，固态硬盘，闪存卡，电脑，手机周边配件等

经营模式：经销商

展位号： 8D23,8D25



必恩威亚太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我公司已成立10年,是一家实业贸易公司.产品全部外销.现公司有70
余人.年出口额3到5个亿. 产品涉及工艺礼品,玩具.电子礼品.家居户外用品.主要
出口到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 真诚期待国内各生产厂家与我司共发展双赢

主营：电子礼品、工艺品、户外用品

经营模式：制造商、贸易商

展位号： 8A20

深圳市大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魔浪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2012年6月，深圳市魔浪电子有限公司与德国特里科TELEKEN声学研
究中心共同合作成立的“魔浪&德特里科声学实验室”，共同研发推广世界顶

级无线声学产品，在人工耳、模拟人头、无线传输、声学处理以及节能省电等
一系列尖端声学技术领域实现深度的技术共享合作，魔浪（MR）的每一款产品
的声学技术都将来自于“魔浪&德特里科声学实验室”

主营：蓝牙运动耳机、蓝牙音箱

经营模式：研发、生产、销售

展位号： 8A34,8A36,8A75,8A77



深圳市魔浪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之鑫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ZRSTAR-至瑞星”是深圳市恒之鑫贸易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之一，
(恒之鑫公司)集研发、设计，生产于一体，公司秉承着以科技创新为理念，以
优质服务求发展，以企业的实力、创新、服务去满足消费者、满足社会。

主营：鼠标、键盘、耳机、音箱、鼠标垫、保护膜等电脑手机3C周边产品

经营模式：招商代理

展位号：8A55,8A57



深圳市恒之鑫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美兴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华美兴泰坚持“创新、品质、真诚”的企业文化，公司品牌“HAME”
已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产品销售覆盖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并远销欧美、
东南亚、中东、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营：主要经营WIFI移动电源、WIFI/3G无线路由器、WIFI音响、移动电源、无
线存储、智能手机配件等终端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E29,8E30,8E31,8E32



深圳市华美兴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辰益兴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辰益兴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消费类电子产品提供商；
秉承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公司致力于研发和生产手机，Iphone, Ipad, 
电脑，游戏机以及消费类电子周边产品

主营：蓝牙键盘、蓝牙耳机、移动电源、屏幕保护膜

经营模式：研发、生产

展位号： 8B11,8B13



深圳市辰益兴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英桥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加上有趣的数字音频产品蓝牙扬声器,教授收音机闹钟,蓝牙耳机……
根据一个强大的研发团队,我们提供产品给我们的客户在世界各地杰出设
计,���音质和合理的价格

主营：蓝牙音响、蓝牙耳机、多功能蓝牙播放器

经营模式：

展位号： 8B21



深圳英桥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华美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我公司是一家集中设计，制造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公司成立
以来，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依托深圳强大的高新科技研发能力，我们不
断创新完善，成功设计推广多项自主研发专利数码产品

主营：蓝牙音箱;防水音箱;蓝牙耳机;蓝牙运动型音箱;蓝牙音箱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E43,8E45



深圳市鑫华美电子有限公司



小家电



公司简介：德朗企业始创于1991年，德朗走多元化发展道路，目前旗下已发展

有德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德朗厨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品牌战略发展四大模
块：德朗厨艺培训中心、德朗厨艺文化研究中心、德朗 园(工业旅游产品)及德
朗生态疗养会所

主营：玻璃生活电器，婴童护理电器，玻璃生活制品，多元化经营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A33

佛山市顺德区德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一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aMagic是Apple Inc.（苹果）全球认证的核心合作伙伴，一直爲iPod、
iPhone和iPad 等风靡全球的産品提供一系列的支援产品。已开发的有后备移动
电源系列(Power Bank Series)、移动影音设备系列(Capsula Speaker Series)、USB
充电器系列(USB Charger Series)等

主营：高端移动电源，香港原创品牌，多次获得创意大奖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B39,8B41



一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市福立达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福立达电器（香港）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福立达电器有限公司是“凯
捷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下属的一家专业生产、销售、研发小家电产品的高新企
业，在多年的运营发展中，我公司始终以最高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求把小家电产
品做到专业化、个性化、艺术化，奠定了在全球范围内生、销售及服务系列小
家电创新型的主要企业基础

主营：创意小家电、儿童冰淇淋机、雪糕机、酸奶机

经营模式：主要从事家电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

展位号： 8A79,8A81



广州市福立达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福立达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泰坦工艺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中山泰坦工艺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自建厂起即专门从事超声
波加湿器的生产与出口，所有香薰机使用的核心部件均为我司独立开发，有完
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出口所需的多项认证， 所有产品出厂前均经过多项严格的
测试，可以保证产品功能故障率低于1%

主营：香薰机、超声波加湿器

经营模式：生产与出口

展位号： 8A09



中山泰坦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泰坦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贵华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中山市贵华电器有限公司本着"科技创新,诚信经营,专业品质,热情服
务"的经营理念,不断推出新颖,实用,物美价廉的好产品,以满足顾客对健康生活理
念的需求。汇大电器以"质量第一、客户满意"为经营理念，以"客户的需求"为
生产动力，不断创造出适合现代人类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加湿器产品

主营：专业生产加湿器、净化器、香薰机、灭蚊器等家用电器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

展位号： 8A21



中山市贵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贵华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公司 是家经销批发的美容仪器/化妆品、美容仪器、按摩器

材、保健按摩器畅销消费者市场，公司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

主营：美容仪器、个人护理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8D43,8D45 

宁波吉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吉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酷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卡酷尚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郭晓林先生于2009年5月创立，其
“卡酷尚” 是一家以健康快乐、时尚生活为理念，集健康、美丽、时尚产品的
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集团型企业

主营：卡酷尚－缔造中国美颜器具第一品牌，日本品质，中国制造商

经营模式：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

展位号： 8B21



深圳市卡酷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美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智美达(是智能互联网设备、解决方案与平台的提供商，是集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全球化的互联网高科技品牌公司。作为互联网时代
智能生活的领先者， 智美达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快速的反应力，推出了一系列智
能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其更加便捷和舒适

主营：智能家居、智能摄像机

经营模式：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

展位号： 8B06



深圳市智美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松鼠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北京松鼠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于2014年7月在中关村成立，是
一家高科技创新企业，由80后著名天使投资人杜雪骞和美国著名投资机构蓝驰
资本共同投资成立

主营：智能相框、移动电源

经营模式：

展位号： 8C27



北京松鼠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烤味佳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东烤味佳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隶属于中山市云丰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中，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力一体的烧烤炉专业生产厂家，烤
味佳坚持“品质、创新、服务、诚信”的经营方针和理念，我们秉承“质量第
一，服务至上”的企业宗旨

主营：“烤味佳”便携式户外碳烧炉，全不锈钢材质，欧式设计

经营模式：设计、开发、生产力一体

展位号： 8S01,8S02



广东烤味佳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燊锋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在深圳成立，专营集成电路进出口业务，
并与国外众多知名1C生产商.代理商及分销售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以

技术服务为依托、市场需求为导向，积累了多年的经营经验，在多年的经营发
展后，业务遍及中国内陆.香港及台湾地区，公司的业务以国内市场为主，业务
遍布全球各地

主营：咖啡机，即热式饮水机，营养杯,密封盒、咖啡杯、奶杯

经营模式：产品型

展位号： 8D47



东莞燊锋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燊锋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中山市贵华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电器
公司。中山市贵华电器有限公司本着"科技创新,诚信经营,专业品质,热情服务"
的经营理念,不断推出新颖,实用,物美价廉的好产品,以满足顾客对健康生活理念
的需求。汇大电器以"质量第一、客户满意"为经营理念，以"客户的需求"为生
产动力，不断创造出适合现代人类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加湿器产品

主营：孩视宝护眼灯、节能灯、电工产品及其他儿童健康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型、电子商务营销

展位号： 8E67,8E69 

深圳市健之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之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科沃斯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家庭服务机器人领导者。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用服务机
器人制造商之一，并且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家庭服务机器人生产线（地面清洁机
器人-地宝；自动擦窗机器人-窗宝；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机器人管家-亲宝）

主营：智能家用机器人礼品、扫地、擦窗、空气净化机器人等

经营模式：线上、线下直营

展位号： 8B50,8B51,8B52,8B53 



科沃斯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竣浦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浙江竣浦电器有限公司是电烤箱、空气炸锅、电火锅等产品专业生
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浙江竣浦电器有限公司的诚
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主营：电烤箱、空气炸锅、电火锅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S41,8S42,8S43,8S44



浙江竣浦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铭盛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康铭"牌系列产品由公司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完善、自主生

产、自主销售。公司在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总代理，建立了良好完
善的销售网络，产品畅销全国，还远销世界"信誉第一，质量可靠，用户至上，
客户满意"是公司的经营宗旨

主营：台灯;马灯;电蚊拍;应急灯;小夜灯;手电筒;台灯;马灯;电蚊拍;应急灯;小夜
灯;手电筒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D38,8D40 



深圳市康铭盛实业有限公司



威利马电器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拥有自我设计和开发、生产及销售等一体化规模电器制造厂

主营：电熨斗、电蒸笼、电吹风、电水壶、电烤炉、电饭煲、电炖锅等小家电
器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8C50,8C51,8C52,8C53 



威利马电器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为客户全面提供最佳的电池解决方案，是最早致力于研发、生产、
销售移动电源全系列产品的高科技公司

主营：专业生产背夹电池、移动电源、智能终端及配件

经营模式：生产型、电子商务营销

展位号： 8B49 

深圳市麦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获得《顺德星光企业重点单位》，咖啡机、电热壶、煮茶器等产品
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

主营：咖啡机，煮茶机

经营模式：生产型、电子商务营销

展位号： 8A31

佛山市顺德区本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本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州市好丰迪电器有限公司是最专业的节能环保系列小家电加工

及设计研发企业，与国内各地和香港小家电生产基地生产企业联手合作，采用
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建立的家电订做及批发配送中心。，凭着优质的服务、快捷
的交货期、合理的价格，产品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和好评

主营：绿色节能环保系列生活小家电及厨卫家电等系列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A11

广州市好丰迪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丰迪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福州纳仕达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电子感应自动翻
盖垃圾桶”的外商独资企业。现申请专利75项，已授权70项，并通过国际PCT
申请多个国家专利。企业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自营进
出口业务权

主营：红外线感应拉圾桶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E33,8E34,8E35,8E36

福州纳仕达电子有限公司



福州纳仕达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东莞市联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数码配件行业的先行者，坐落
在毗邻东莞市的清溪镇上元银坑工业园区，拥有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
的加工工艺和严格按ISO9001标准建立的管理体系，为全球客户和公司团队提
供良好的合作环境

主营：高端蓝牙自拍杆、智能名片夹、手机支架、趣味手机万能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D33,8D34,8D35,8D36

东莞市联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联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中山市卡奇莱德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制造、营销于
一体的现代化新型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引导设备、完善的生产
管理、优良的售后服务，是空气净化器专业制造商和知名品牌，出众的创新构
思、优秀的产品设计、坚持最严格的质量标准

主营：卡奇莱德空气净化器。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25,8A27

中山市卡奇莱德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卡奇莱德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空气净化器、权力银行、
无线充电器和配件。Muchclean ISO 9001:2008认证,拥有良好的产品设计能力,应
用程序解决方案,生产和销售服务。我们的目标是设计和制造产品的消费者,谁
会喜欢体验健康、绿色技术、安全和设施从我们的产品

主营：空气净化器

经营模式：生产

展位号： 8A10,8A12

深圳市加多净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加多净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友宏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电子
高科技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司就致力于以OEM和ODM的模式来开发生产各类

美容，健身及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主要产品有：美容保健仪器，超声波清洗
机，健身计步器等30多个产品系列

主营：高端2D计步器、3D计步器、家用美容仪

经营模式：研发，生产，销售

展位号： 8D37,8D39

深圳市友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友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东莞宏桦电器有限公司座落于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工业区,
毗邻深圳,往西直达广州,交通便利。总公司台湾宏嘉电器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位于台湾省桃园县平镇市

主营：电风扇、电暖器、电烤箱、加湿器、按摩器、空气清新器等系列家用电
器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C25

东莞宏桦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宏桦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东莞市微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深圳深圳市金积嘉电子有限公
司,公司致力于键盘、鼠标等计算机周边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企业，公司自
1999年成立以来即专注于“品质制造”的理念，产品从模具加工到装配成品的
各个制造环节都由我司独立完成。国内以“BIGOO大硕”品牌为主打，在海外
以OEM为主并拥有“LG”、“MOTOROLA”等品牌客户

主营：键盘、鼠标、蓝牙耳机、音乐耳机

经营模式：生产研发

展位号：8E87

东莞市微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微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州市厚得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新奇特家用小电器、
个人护理产品的厂商，集研发与制造、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积累了多年的从业
经验，在行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每年保持一定数量的新产品推出。产品
设计时尚新颖，美观大方，功能实用

主营：美容喷雾机;食品真空包装机;自动宠物喂食器;家用电动缝纫机;女士剃
毛器;毛球修剪器;蒸脸器;毛孔清洁器;家用美容仪;头发精华素导入仪

经营模式：生产厂家

展位号：8E38

广州市厚得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厚得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的闪光用品厂家，公司拥有80多
名专业生产人员，有5位工程开发人员；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开发、生产发
光礼品、发光玩具等系列产品。

主营：迷你发光风扇;闪字风扇;移动电源等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展位号：8D48

深圳市闪光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闪光光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秉承“制造完美产品 取信天下客户"为宗旨不断满足客户的需
求，在小家电领域不断创新，先后研发出料理机、豆浆机、多功能食品加工机
等几十款款家厨房电器，出厂的产品选材讲究、结构新颖、性能稳定、质量可
靠，深受新老客户的亲睐和厚爱，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在全
国10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了经销网点及60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产品通过3C、GS
等多项权威认证。

主营：多功能食品加工机;料理机; 搅拌机;豆浆机;榨汁机;电热水壶;削皮器
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E13,8E15

江西凯福赛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凯福赛电器有限公司



江西凯福赛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兴龙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实业公司。并随着公司不断壮大，于2010年再投资建立1分厂，创建
TOKUYI、美金龙品牌，专注家居生活电器开发，设计和生产

主营：包括智能扫地机、吸尘机器人、电动洗澡机，擦鞋机，和电动醒酒器及
LED系列等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D13,8D15

深圳市兴龙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龙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龙辉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义乌创辉电器厂是一家专业生产及经营各类加湿器和水族产品系列
的企业。本公司拥有高科技产品开发中心及全流水线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不
断发展，企业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主营：魔幻鱼缸;水龙头魔幻酒杯;水族箱;子弹头水族灯;水族加湿器;卡通加
湿器;贝壳加湿器;树脂山水加湿器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E19

义乌市创辉电器厂义乌市创辉电器厂



义乌市创辉电器厂义乌市创辉电器厂



公司简介：本公司成立于2004年，至今已有11年，从配件做起。专攻：电脑，
笔记本 平板及手机周边，绿色节能 ，智能便携产品。

主营：键盘;光电鼠标;键鼠套装;其他鼠标、键盘;手机耳机;音箱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A61

深圳市普罗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罗米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生产规模强大，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现代化的管理
水平，先进的生产体系，雄厚的技术力量， 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专利，走
在国际化时尚生活的潮流前沿。

主营：汽车用品;车载电热杯;汽车电热杯; 车载迷你电饭煲; 雾化车用加湿器
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E83

广东欧之宝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欧之宝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中山创立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四
位一体的专业家用电器企业。公司依托周边产业群优势，在各骨干人员协作带
领下立足于自主创新，实现了快速、稳健的发展。产品设计与开发过程中，基
于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关注与体验，以追求高品质、时尚、便利为产品的基础
需求点，通过结合现代生活理念与智能化的产品创新设计，为每一个消费者提
供舒适便利的家电产品生活体验。

主营：空气净化器;加湿器;取暖器;电风扇;煮蛋器;电热饭盒;电热水壶;灭蚊
器;干衣机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E75

中山创立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创立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北京依博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车载空气净化器、家用空气净化器、
商用空气净化器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北京依博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
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主营：车载空气净化器;家用空气净化器;商用空气净化器

经营模式：生产厂家

展位号：8E28

北京依博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依博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东莞市维赛乐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健康厨房电器企业, 公
司在健康厨房电器领域不断拓展，新产品层出不穷，是集研究、设计、开发、
生产为一体的民营股份制企业。

主营：家用榨油机; 面包机; 家用烤箱; 豆浆机; 料理机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28

东莞市维赛乐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维赛乐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致力
于空气净化器，车载空气净化器，榨油机，净水器，RO反渗透纯水机等设备研
发和OEM代加服务，建有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流水线作业生产线，从原材料
加工到生产成品都有标准的作业流程和检验标准，核心研发人员均为业内资深
的专业人士，对产品的研发及工程有数十年经验，能独立自主开展产工业设计.
结构设计.电子工程等项目，是公司的核心竟争力量，也使公司具有持续创新
能力

主营：家用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生活小家电;家用电器加工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C26

广州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无

主营：： 家用电器及其配件、电子产品、五金配件、塑料件等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A07

中山市优益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益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益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益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余姚车志酷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优质的产品质量,广阔的市场前景,丰
厚的代理待遇,强大的代理优势,让您创业投资不再难。余姚车志酷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热诚欢迎各位有志之士前来实地参观和考察。

主营：车载吸尘器;洗车器;车载充气泵;汽车应急包;汽车工具箱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展位号：8D17

余姚车志酷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车志酷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EDEI摒弃当今企业“大而全”的做法，专注于研发厨卫空间健康水
应用解决方案，依托精细的专业技术和强势的产品设计能力，创造性地开创了
更人性更舒适的“智厨美食（Smart Chief, Genial Feast）”的消费新潮流。
一直以来，EDEI都积极畅导北美舒适宜居的生活方式。

主营：电热饭盒;电水壶;电火锅;加湿器;榨汁搅拌机;酸奶机;电饼铛蛋糕机;
电开水瓶;电陶炉;养生壶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展位号：8C18

上海金舒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金舒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自2005年成立以来，一直以鹏城----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以及IT产品资源优势为自身优势，积极拓展国内及海外客户，为客户提供最
优质的产品及服务。随着公司的日益发展，现已拥有一支年轻、积极、奋进的
团队。公司拥有完善的生产、销售、售后等服务体系，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放
心最优质的产品。

主营：移动存储U盘， MP3，MP4播放器、闪存卡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18

深圳市深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佛山市顺德区春力电器有限公司是豆浆机、电水壶、养生壶、电煮
锅、煮蛋器、加湿器、电陶炉、干衣机、电压力锅、热水宝、煮蛋器、挂烫机、
吸尘器、电暖炉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佛山市顺德区春力电器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
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主营：豆浆机; 电水壶; 养生壶; 电煮锅; 煮蛋器; 加湿器; 电陶炉; 干衣机;
电压力锅; 热水宝; 挂烫机; 吸尘器; 电暖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E73

佛山市顺德区春力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春力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林央(LEAD YOUNG)公司是一家集研发、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专注于提供世界上最专业、健康、高效的空气净化系统。林央是由美
国研发环保技术的LEAD YOUNG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在LEAD YOUNG公司监制下，
由林央公司向中国市场提供净化器产品，并开展管理和研发合作。林央中国公
司总部选择了世界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深圳，硬件技术和产业链资源
世界领先。

主营：车载空气净化器; 家用空气净化器等

经营模式：生产厂家

展位号：8A17

深圳市林央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林央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深
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
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主营：超声波清洗设备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E04

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洁盟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中山市东彩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小家电，公司,我们有最好的
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我们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良好的技术支持、
健全的售后服务，中山市东彩贸易有限公司是中山湿度调节器行业知名企业.

主营：保温杯,风筒,咖啡机,吸尘器,面包机等

经营模式：代理加盟,生产型

展位号：8C34,8C35,8C36,8C37,8C38,8C39,8C40,8C41

中山市东彩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彩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彩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通过威瑞斯实业全体同仁的努力，已迅速发展成为开发、设计、生
产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销往欧洲、南美、非洲、中东、东南亚、
俄罗斯及国内部份省市等，深受各界人士好评，系广东省大型灯饰企业之一。
威瑞斯实业与清华大学实现“产、学、研”联合，在LED应用技术的研发及科
技创新方面投入庞大研发技术力量，实现了由功能照明上升到节能照明、智能
照明等系列解决方案。逐步探索出半导体照明与风光互补再生能源紧密结合的
产业发展之路。

主营：道路照明、景观照明、商业照明、家居照明、智能照明及特殊功能照明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B14,8B15,8B16,8B17

广州威瑞斯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威瑞斯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拥有优秀的照明产品，严格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照明理论。生
产销售一流的照明电器产品。公司以鲜明的公司形象和系统的销售网络，专业
的生产队伍，完善的售后服务，多年以来为众多的用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且远销欧美及东南亚等多个地区。公司创立至今，高
度关注照明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国际市场的走向。与国际先进的照明行业
始终保持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产品的售后服务。大
大缩短产品从工厂到终端客户的周期。

主营：普通照明台灯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D44,8D46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盈科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盈科照明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
可

主营：生产干衣机、车载迷你冷热箱、电煮锅、车载环保电热水杯 ，车载香
薰加湿器、香薰负离子空气净化器。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8E63,8E65 

中山市哥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哥派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2009年成立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水处
理设备高新科技企业

主营：电解水机、家用净水器、净水壶、能量水杯、碱性活水棒

经营模式：生产批发、加盟代理

展位号：8E09,8E11

广州仪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仪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仪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仪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一直本着“以质量求发展 以信誉求生存”的经营理念，深受
海内外客商的信赖和支持,公司始终坚持 “没有挑剔的客户，只有不完善的产
品”的服务态度,以最优惠的价格、最完美的质量、最周到的服务。

主营：玻璃养生壶、电蒸锅、运动器材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8E37,8E39 

东莞市隆誉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隆誉电器有限公司



THANK YOU.

@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