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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电器



选购TIPS

1.选择品牌产品:

产品质量可靠，售后服务体系完善，免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2.选择健康环保产品：

厨房电器影响着家人的健康，产品是否具有健康、环保的功能至关重要。

3.选择节能省电的产品：

不仅仅关注产品的卖家是否便宜，更重要的是产品本身是否有节能、低耗的功能。

4.选择触电一体化的产品：

厨房电器必须体现“厨电一体化”的概念，实现各元素之间的和谐统一，橱柜与厨电在颜

色上是否匹配、产品外观设计是否搭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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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礼程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新礼程商贸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的礼赠品渠道供应商，具有强
大的品牌整合能力和产品营销能力，致力于整合国内外知名品牌资源，为礼赠
品批发企业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畅销产品，同时为大型电子商务类网站提供多系
列的产品服务

主营产品：家居日用品;耐热玻璃;电磁炉;电饭煲; 电水壶;厨房用具;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代理品牌：爱仕达怡万家艾格莱雅

主要客户：企业；私人个体

展位号：1G69,1G70,1G71,1G72



上海新礼程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科标电子电器厂

公司简介：本厂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及销售小家电的厂家. 拥有高素质技术及管
理人才,生产设备先进,完善的产品开发,设计,制造能力,现拥有电热水壶、豆浆机、
榨汁机等三大系列产品

主营：电热水壶、豆浆机、榨汁机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E05 



佛山市禅城区科标电子电器厂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金丰电器配件厂

公司简介：公司创办于1996年。旗下品牌—荣事金，至今已有18年的经营历程。

多年来本厂一直专心致力于各种养生壶、高档玻璃茶具（可煮黑茶、红茶、普
洱）玻璃壶、时尚杯、飘逸杯的开发、生产经营。

主营：养生壶、高档玻璃茶具（可煮黑茶、红茶、普洱）玻璃壶、时尚杯、飘
逸杯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1K44,1K46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金丰电器配件厂



佛山市格林盈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创办于1996年。旗下品牌—荣事金，至今已有18年的经营历程。

多年来本厂一直专心致力于各种养生壶、高档玻璃茶具（可煮黑茶、红茶、普
洱）玻璃壶、时尚杯、飘逸杯的开发、生产经营。

主营：养生壶、高档玻璃茶具（可煮黑茶、红茶、普洱）玻璃壶、时尚杯、飘
逸杯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1K44,1K46 



佛山市格林盈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春力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养生壶、沙冰机、养生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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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养生壶、沙冰机、养生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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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顺德区奇伟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奇伟电器拥有自己的产品模具，早期已成熟研发生产出系列家庭及
公共场所的保健卫生饮水产品。近年，奇伟电器公司随着消费者对生活要求的
提高及加大对养生保健的需求，参考国内外精品，不断研发开拓，生产及销售
多款生活小家电。

主营：养生壶 , 电热水壶 , 开水瓶 , 小家电

经营模式：生产型,贸易型

展位号：1C56,1C58 



佛山市顺德区奇伟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亚都家牌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于2008年你成立于家电之都佛山顺德，专注快速电热水壶的生产，

销售，是专业生产加湿器、消毒机、电热水壶、咖啡机的大中型企业。提倡极
速沸腾，健康好水的经验理念。

主营：养生壶 , 电热水壶 , 加湿器,

经营模式：生产型,贸易型

展位号：8A23



佛山市顺德区亚都家牌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万迪王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我司生产的“万迪王”牌养生壶、酸奶壶、温酒壶、直火壶、冲茶

器、空气吸纳机等优质产品，并不断创新产品设计与款式；持续提高产品品质
与规格，积极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产品源源不断，畅销全国，远销海外，赢
得客户好评

主营：养生壶、酸奶壶、温酒壶、直火壶、冲茶器、空气吸纳机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8A59 



广州万迪王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以设计、生产、销售针对礼品市场的家庭小电器和生活
用品为主的综合性企业， 集研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为
服务中国礼品及促销品市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及力量

主营：电热水壶、保温杯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1K17,1K18,1K19,1K20 



深圳市奇拓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原礼源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设计、研发、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礼品供应商。依托深圳，
利用深圳是全国最大礼品集散地的优势，不断加强自身的礼品设计研发能力，
整合丰富的ODM资源，以时尚电子消费品、健康休闲用品、家居用品为载体，

面向海内外，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礼品及专业礼品解决方案，不断为客户创造
价值。

主营产品：不锈钢保温杯、旅行杯、饮水机、养生壶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1H01,1H02,1H03,1H04,1H41,1H42,1H43,1H44,1H45,1H46,1H47,1H48,1H
49,1H50 



深圳市原礼源工贸有限公司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宝公司）是广东东菱凯琴集团
有限公司的控股企业，始创于1995年。公司以“东菱”为核心自有品牌，专业
生产、研发、销售。在21世纪，新宝公司连续四年电水壶全球占有率第一，
是中国电热水壶、咖啡壶、搅拌机国内最大的出口商。

主营产品：电热水壶、咖啡壶、面包机、烤箱、多士炉、电烫斗及各种食物处
理器等小家电及相关产业配套。

经营模式：生产、研发、销售

展位号：1Q02,1Q04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汉和住生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主要从事进口品牌的中国地区销售总代理。
凭借在三洋丰富的十几年全国运营销售经验，为进口品牌在中国市场的知名度、
市场拓展进行规划及推广运营. 已增加了近百年历史的日本孔雀保温杯、日本高

端炒锅极铁、日本历史悠久的南部铁器南部池永以及日本时尚的家用电器多利
科等几十个品牌

主营：日本家居用品、家电、铁锅、陶瓷、LED台灯、保温杯等

经营模式：代理、分销商

展位号： 1B15,1B16,1B17,1B18,1B19,1B20 



大连汉和住生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汉和住生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本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佛山市顺德区本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是咖啡机、电热壶等产品专业
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佛山市顺德区本立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2012年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能力节节高，打造一个以生活电器为核心的现代化企业

主营：生产咖啡机、煮茶机、食物搅拌机、食物加工器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8A31 



佛山市顺德区本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色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福州色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专注于创意家居用品的设计、开发和销
售，产品畅销中国大陆及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VIV色度”--我们的品牌，即
“色彩--生活”。“个性、原创、生活、色彩”这是我司的设计概念，我司的

设计团队以原创精神，将生活的理解、感悟通过色彩、创意诠释在我司的产品
之中，同时亦让我司的顾客可以将他们的知活演绎得更具色彩及个性

主营：厨房刀具、清洁套装、厨房伴侣、果盘系列、厨房称系列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1P15 



福州色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长润家电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

公司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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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生产海润牌电热水壶、豆浆机、榨汁机、煮蛋器、电火锅等小家电类产品。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设备、完善的生产管理、优良的售后服务，
是家用小电器专业制造商和知名品牌

主营：电热水壶、豆浆机、榨汁机、煮蛋器、电火锅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1N95 



上海长润家电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



广东烤味佳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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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广大消费者及社会各界的一
致好评

主营：烧烤炉、烧烤炉配件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8S01,8S02 



广东烤味佳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巧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电压力锅、电炸锅、光波炉、电烤箱、
电火锅、慢炖锅、电饭煲、豆芽机、电蒸笼、电热水壶、无叶风扇、电陶炉、
抽油烟机等等的家用电器公司，产品畅销全球

主营：电压力锅、电炸锅、光波炉、电烤箱、电火锅、慢炖锅、电饭煲、豆芽
机、电蒸笼、电热水壶、无叶风扇、电陶炉、抽油烟机等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1M43,1M45 



中山市巧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兴洲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酸奶机、魔法锅、迷你电饭煲、电煎锅、干衣
机、打蛋器、蒸蛋器、鞋膜机等五金及塑料配件的企业，送礼及办公．家庭会
客的佳品，自投入市场以来，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且有很好的口碑

主营：酸奶机、魔法锅、迷你电饭煲、电煎锅、干衣机、打蛋器、蒸蛋器、鞋
膜机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8E61 



中山市兴洲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润唐发明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ROTA润唐”是创新电器代名词，其借助于英唐智控在家电电子

控制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平，致力于革命性、创新性、智能化的新鲜健康小型家
用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主营产品：酸奶机电饭煲、电饭锅、其他厨卫家电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4A38,4A40 



深圳市润唐发明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市欣源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销售，策划，物流，电子商务，礼品定制于一体的专业的
综合型代理商，公司历经13年的努力与发展，目前已成为包含精品家电，时尚
家居，生活家电三大品类，1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苏南地区的总代理商

主营产品：进口小家电、时尚家居用品

经营模式：经销商、代理商

展位号：1R10,1R11,1R12,1R13 



苏州市欣源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炊大王厨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炊大王公司凭借着悠久的制造历史，和专业的制造工艺成为该地区
的锅业龙头，也是该地区锅业协会的主席企业。 “优质材料生产优质产品”是

炊大王公司不变的原则，使炊大王公司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以不变应万变始终
稳健发展。

主营：炒锅等炊具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2L19,2L20,2L21,2L22,2L23,2L24 



浙江炊大王厨具有限公司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浩泽是一家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多元化、国际化
的大型环保综合企业。空气净化业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空气净化解决方案及服
务，客户涉及医疗，食品，电子等领域，并作为“嫦娥奔月”地面空间净化供
应商，提供空气净化设备及技术支持

主营：净水器、空气净化器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4C14,4C15,4C16,4C17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礼善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实业型企业。
经过多年市场的拓展、销售网络的建设、完善售后服务体系的建设下，上海礼
善实业在礼品行业内已拥有了较高的声誉度和客群网络

主营：小家电、个人护理、空气净化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1H61,1H62,1H63,1H64,1H65,1H66,1H67,1H68,1J21,1J22,1J23,1J24,1J25,1J26,1J27,1
J28 



上海礼善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胜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作为不锈钢厨具行业的先行者，胜诺一直秉着“质量第一，顾客第
一”的原则，坚信“细节决定成败”这一理念，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
做好每个产品

主营：不锈钢锅具及不锈钢水壶

经营模式：贸易商

展位号：
1H61,1H62,1H63,1H64,1H65,1H66,1H67,1H68,1J21,1J22,1J23,1J24,1J25,1J26,1J27,1
J28 



上海胜诺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贝美嘉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贝美嘉引进韩国时尚健康生活元素，革新中国人使用生活家电的传

统习惯，给国人带来更舒适、智能和时尚的全新生活体验。现在正在建立礼业
渠道，电子商务、生活体验馆，全方位的营销网络，让更多人享受贝姜嘉健康
产品的乐趣

主营：养生家居、车载用品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8A41,8A43 



中山市贝美嘉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望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为美国康宁餐厨具、飞利浦净水器、美国百瑞特不锈钢锅、东
菱电器等高端厨房品牌产品在中国礼赠品渠道独家、指定代理商。完善的产品
展示平台与专业的销售、售后服务团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咨询
服务

主营：不锈钢锅、净水器等

经营模式：经销商、代理商

展位号：1G21,1G22,1G23,1G24 



上海望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喜禾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注于国际国内一线品牌家电产品的代理经营，同时喜禾更是在引

领一种时尚、健康、舒适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成为都市家庭生活家电用品、
单位商务礼品专业解决方案的知名品牌

主营：小家电、厨具、净水器

经营模式：经销商、代理商

展位号： 1G85,1G86,1G87,1G88 



深圳市喜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心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集新品研发，来样定制，模具开发，并与日本韩国客商
有多年的合作开发企业，公司拥有自己的有精密注塑机、喷漆和印刷等全套生
产设备，确保了产品质量和完善的服务

主营：家居用品与时尚促销礼品

经营模式：经销商、代理商

展位号：1G85,1G86,1G87,1G88 



深圳市心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伟华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一家专业生产和经营厨房电器、厨具等产品的企业，以高质产
品闯市场，名牌产品创效益，优质服务赢用户。我们愿以满腔的热情，竭诚为
广大用户奉献最优质的产品和售后服务

主营：不锈钢器皿、电饭煲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9B41,9B42,9B43,9B44 



潮州市潮安区伟华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永康市万利达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从事时尚高品味厨具、不锈钢器皿、不锈钢厨具等餐厨用品的
品牌。以贴心实用的设计，精湛过硬的质量，时尚精致的外观和平易近人的价
格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赞誉

主营：不锈钢器皿、不锈钢厨具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9G14,9G16 



永康市万利达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鹏环球工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长鹏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家庭用品、日常用品、促销礼品的开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环球企业。目前主要生产经营茶具、咖啡具、厨房用具等系
列产品。

主营产品：家庭用品;迪斯尼授权产品;日常用品;玻璃产品;陶瓷产品

品牌：长鹏（JOPON）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主要客户：贸易商、礼品公司

展位号：1P79,1P80,1P81,1P82,1P83,1P84 



深圳市长鹏环球工贸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