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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知名·品牌

（知名品牌，在商超、连锁店、电视、媒体等
出现频率高的品牌）



家用电器类



松下 Panasonic

上海艾合实业有限公司-礼品渠道唯一代理商

公司简介：创建于2009年初，通过近几年企业良性运营和健康发展，
已发展成为一个集礼品创意、礼品展示、礼品定制、礼品销售于一
体的专业礼品供应商，旨在为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全面
专业的服务内容。

主营产品：工艺礼品、商务礼品、节庆礼品、新奇特礼品、广告促
销礼品、创意家居礼品等多种类型

展位号：1E69-1E72

联系电话：021-66081381

官网： http://www.aigport.com/



产品推荐



飞利浦 PHILIPS

南京天尚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全国礼品渠道运营商

公司简介：南京天尚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专注于国内礼赠品行业发展，是国
际知名品牌“飞利浦”系列产品全国礼品渠道运营商。自2004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为金融、通信、汽车、房地产等行业及世界500强企业提供极
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促销、积分及商务馈赠礼品。

主营产品：小家电;家居生活用品;礼品;剃须刀;家用净水器

展位号：1F81-1F84

联系电话：025-66173188

网址： http://shop1347297295016.1688.com/



产品推荐



飞利浦 PHILIPS

上海远见商贸有限公司-代理商

公司简介：集产品开发、设计、销售、品牌授权（代理）、礼赠品整体解
决方案于一体的礼赠品供应企业。是一家礼赠品供应公司。

主营产品：各大品牌工艺礼品、商务礼品、新奇特礼品、创意家居礼品等

代理品牌：乐扣乐扣、乐美雅、史努比、欧姆龙等

展位号：1L13-1L20

联系电话：021-68829990

官网： http://www.foruor-cn.com/



产品推荐



美的 Midea

上海坎帕实业有限公司-代理商

公司简介：集产品开发、设计、销售、品牌授权（代理）、礼赠品整体解
决方案于一体的礼赠品供应企业。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包括电饭煲、电磁炉、电压力锅、煎烤器、油炸锅、
炊具

展位号：1N13-20,1N61-68

联系电话：021-54881070 

官网： http://3979509.01p.com/



产品推荐



美的 Midea

宝客（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商

公司简介：前身为上海宝客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派其客国际商贸有限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国际性品牌礼赠品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强大的国
际性品牌代理、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销售的资源与能力。

主营产品：空气净化器

展位号：1N69-74,1P21-26

联系电话：021-33508535

官网:http://www.baoke18.com/



产品推荐



艾美特 AIRMATE

艾美特电器（深圳）有限公司-生产商

于1973年在台湾省创立，并于1991年在深圳设立主要生产基地，注
册资本2375万美元，厂房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现有员工将近8000人。
艾美特成为自制率高达95%的全球知名小家电企业。艾美特电暖器销量已
位居国内第一，电风扇销量连续四年稳居国内前三名，电磁炉跻身国内前
十名。

主营产品：电风扇、电暖器、换气扇、电磁炉、电水煲

展位号：1P17-1P20

联系电话：0755-27655988

官网: http://www.airmate-china.com/



产品推荐



奔腾 POVOS

奔腾电器（上海）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是一家致力于改善人们生活的厨房电器及净水电器的品牌运营
商。2011年正式成为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的全资公司，是飞利浦优质
生活事业部全球家居护理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营产品：电饭煲、电磁炉、电压力煲、黑晶炉、电水壶、饮水机、净水
器、豆浆机、蒸蛋器、电饼铛、煎烤机等厨房小家电产品。

展位号：2F01A-04D

联系电话：021-57777777

官网:http://www.povos.com.cn/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7700/6176049.htm


产品推荐



九阳 Joyoung

云朵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代理商

公司简介：一家专注整合国内外知名品牌产品的专业运营商。旗下运营代
理的有国外知名品牌法国奢侈厨具第一品牌赛巴迪、MACALLY等；台湾
精品电器尚朋堂以及九阳、飞科、奔腾、泰昌、HAERS等国内知名品牌。
公司主要建立了礼赠品、电子商务及电视购物3大业务体系。

主营产品：电饭煲、电磁炉、电压力煲、饮水机、净水器、豆浆机、蒸蛋
器、煎烤机等厨房小家电产品。

展位号：1M77-84、1N31-36

联系电话：021-69765788

官网:http://www.yd-china.com.cn/



产品推荐



飞科 FLYCO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是一家专业从事剃须刀及小家电的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
无区域集团企业。是目前中国剃须刀行业品牌最响，美誉度和产品技术含
量最高的企业，也是剃须刀行业国家标准制定单位。 公司先后荣获“中国
剃须刀知名品牌”、“中国五金名品”、“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
“全国质量诚信示范企业”、“中国剃须刀行业产品质量、消费者满意第
一品牌”等荣誉称号。

主营产品：电动剃须刀、电吹风、电熨斗、电水壶、毛球修剪器、鼻毛器、
烫发器、女式剃毛器等

展位号：1K31-36

联系电话：021-52858888

官网:http://www.flyco.com/



产品推荐



飞科 FLYCO

上海雅宇贸易有限公司-代理商

公司简介：公司致力于小家电产品的品牌代理线上电子商务领域和线下电
视购物渠道、传统终端销售渠道及礼品团购领域的销售，以自动扫地机器
人、空气净化器、净水器三大小家电产业为核心；主要合作的国内外知名
品牌有“飞科”、“奔腾”、“天际”、“伊莱克斯”、“恒诚”、 “欧
井”等。

主营产品：个人护理电器（剃须刀、电吹风）、厨房家用电器（豆浆机、
电饭煲、电磁炉、压力锅、电炖锅、电热水壶）、家用电器（除湿机、加
湿器）等

展位号：1K29-30

联系电话：021-66290191

官网: http://yymy.ylwgift.com



产品推荐



伊莱特 enaiter

广东伊莱特电器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致力于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国内外最先进的智能电
饭煲、智能厨房小家电产品。中国著名的电饭煲生产制造企业，现
有专业化大型工厂六家，主要经营国内自主品牌，国内与海外ODM
业务。移动互联时代的智能全面升级与健康材质革新，成为伊莱特
品牌电饭煲的当下阶段主题。

主营产品：智能饭煲，多功能料理机及白瓷炖锅，面包机

展位号：1B74\76

联系电话：0760-28160650

官网： http://www.enaiter.com/



产品推荐



红心 HONGXIN

上海红心器具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以红心”品牌为核心的电熨斗、电饭煲等家用电器开发创造业，
小小电熨斗构筑起一个响亮的品牌。以品牌效应重塑形象、用整合创新增
添后劲。红心电熨斗于2010年第五次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上
海市著名商标”（2010-2012年）；红心电熨斗和红心电饭煲自1995年
至今连年被推荐为“上海名牌产品”。

主营产品：挂烫机、电熨斗、电吹风、蒸汽清洗机、厨房电器、家用电器

展位号：1J65-68

联系电话：0574-58999780

网站：http://www.hongxin-sh.com/



产品推荐



科沃斯 ECOVACS

科沃斯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科沃斯创立于1998年，总部位于苏州，是全球家庭服务机器人
第一品牌。科沃斯的主要产品有地面清洁机器人地宝，擦窗机器人窗宝，
空气净化器沁宝，智能管家机器人亲宝。科沃斯2013年12月12日在京隆
荣获设计界“奥斯卡”红星奖。

主营产品：地宝、窗宝、沁宝、魔镜等机器人吸尘器产品。

联系电话：0512-66502996

官网:http://www.kewosidibao.com/



产品推荐



3C 数码类



华为、小米、三星

深莱斯科技有限公司-代理商

公司简介： 多年致力于IT行业品牌产品分销 平均年销售额3亿以上 市场
占比40-50%，第一家成立礼品专业服务团队的品牌分销商，为集团采购
提供更细致、深入的服务，一手货源 产品品类丰富，储量充足，价格优
势明显。

主营产品：小米、华为、三星配件

展位号：1L68

联系电话：0755-83213688



产品推荐-小米



产品推荐-华为



产品推荐-三星



罗技 Logitech

双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代理商

公司简介：目前为罗技、赛钛克中国区总代，同时拥有飞利浦、Sandisk、
瑞士威戈、柯达相框等国际品牌一线代理权。以"精耕"渠道为理念"深耕"
于全国IT渠道和国际卖场，并致力于打造自己的及联合各大品牌合作的品
牌专业电子商务平台

品牌简介：罗技，是从OEM、ODM贴牌生产鼠标起步的一家瑞士公司，
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电脑周边设备供应商，全球生产的9亿台个人
台式电脑中有55%配备了罗技鼠标，世界排名前20位的电脑厂商都是它的
客户。

主营产品：鼠标、键盘、耳机等电脑周边产品

联系电话：021-54900401

官网:http://www.wincheers.com/Index.aspx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3.htm


产品推荐



幻响

幻响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幻响神州，成立于2006年，专业从事共振音响、便携音箱、平
板电脑、移动电源、耳机蓝牙等领域的多元化公司，集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为一体。全国已有1000家苹果专营店销售幻响产品，这在国产
数码产品中屈指可数，更有国美、苏宁、家乐福等近500家三C渠道销售
幻响产品。

主营产品：共振音响、便携音箱、平板电脑、移动电源、耳机蓝牙

展位号：1A22\24\26，1A61\63\65

联系电话：0755-27967153

官网：http://www.i-mu.com.cn/



产品推荐



哈里通 MiLi

深圳市哈里通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商（苹果授权制造商）

公司简介：哈里通成立于1984年，拥有28年的数码相机电池，手机电池，
iPhone/iPod 外挂电池及充电器的生产经验。哈里通是苹果授权制造商，
在中国已经设立7间分公司，15个MiLi产品形象店，并且有超过4000家零
售店正在销售哈里通品牌的数码相机电池和MiLi品牌的时尚产品。此外，
MiLi在全球已经拥有将近30个独家代理商。

主营产品：智能U盘，数据线，移动电源等3C产品

展位号：4B14-21

联系电话：0755-83741500-818

官网:http://www.hali-power.com/



产品推荐



健康医疗类



倍轻松 breo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公司品牌为
breo®倍轻松，专注于研发便携式智能健康产品，经过15年的发展，产品
销售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及地区，在国内建立超过200家的品牌自营店，
在京东、天猫等网络平台也均有销售。

主营产品：颈部、头部、手部按摩器等

展位号：1R90-93

联系电话： 0755-82073336

官网： http://www.breo.com.cn/



产品推荐



九安 andon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 2007年改制
为股份制公司。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全
球家用医疗健康电子产品提供商，致力于专业检测家庭化、个人化；专业
理疗家庭化。

主营产品：电子血压计、血糖测试仪、健康理疗产品等

展位号：1P37-40

联系电话： 022-60526161

官网： http://www.jiuan.com/



产品推荐



欧姆龙 OMRON

深圳市利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销批发商

公司简介：经销批发的欧姆龙血压计、松下血压计、利安血压计、爱利安
血压计、欧姆龙血糖仪、欧姆龙计步器、欧姆龙体温计、利安计步器、利
安体温计、按摩器、理疗仪畅销消费者市场，在消费者当中享有较高的地
位，公司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主营产品：欧姆龙血压计、血糖仪、计步器、体温计

展位号：1A07

联系电话： 0755-88391366

官网： http://www.sz-la.com/



产品推荐



非兔 FITTOP

深圳市非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深圳市非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以及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健康产品高科技企业。目前，非
兔理疗级按摩健康系统为行业首创。通过云端系统的管理分析，为白领及
广大“低头族“亚健康人群提供全方位健康解决方案。

主营产品：足部、肩颈、腰背、办公按摩器等

展位号：1R70-73

联系电话：0755-29555011

官网：http://www.fittop.com/



产品推荐



喜来康 CINCOM

深圳市东吉联电子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公司创建于2003年，是一家12年来专注于医疗健康产品的设
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中型企业，是国内较早生产按摩产
品的研发生产基地之一。 国内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各省、市、区共300多个,
得到了广大经销商及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主营产品：电子按摩器具、医疗器械

展位号：1Q28

联系电话：0755-84179966

官网： http://www.chinacincom.com/



产品推荐



攀高 Pangao

深圳市攀高电子有限公司-生产商

公司简介：创建于2000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研发、经营医疗器械、保健
按摩产品的高科技企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公司拥有模具注塑、丝印喷
油、贴片邦定插件、总装等一体化的生产工艺。

主营产品：电子血压计、颈椎治疗仪、按摩眼镜、按摩文胸、智能塑腰带、
按摩垫、低频治疗仪等。

展位号：1J33-36

联系电话：0755-33825988

官网：http://www.pan-go.com/



产品推荐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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