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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



佛山市顺德区来恩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从事：墙壁开关系列、厨卫系列、各种程控器的研发、
生产多格局发展的企业。工厂拥有先进的生产及检测设备，完善的管理体系，
并承接各种电子产品来料加工，代客开发各种专用集成电路及功能模块

主营产品：数码显示屏。洗衣机、电磁炉、热水器、豆浆机等微电脑程控器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Q16 



佛山市顺德区来恩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玻璃养生壶、玻璃电热水壶、料理机、豆浆机、
挂烫机等健康养生类电器的制造商、销售商。是集研发、注塑、生产、营销为
一体的生产企业，拥有优良的生产设备、完备的制造工艺和完善的质量保障体
系

主营产品：豆浆机、挂烫机、玻璃养生壶、 玻璃电水壶、料理机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B05,8B07 



中山市欧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龙的礼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是以精品小家电为主的两季和四系列产品，包
括健康养生系列、时尚魅力系列、厨房美食系列和精品生活系列

主营产品：养生壶、炒菜机、电水壶、电饭煲、煮蛋器、电压力锅、电火锅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9E21,9E22,9E23,9E24 



中山市龙的礼享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好妻子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专业专注从事个性化小家电产品技术制造企业。好妻子电器
以“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为经营理念，以产品品质为企业发展的生命，强
大的规模制造优势，受到市场热捧

主营产品：家用榨油机、快速干衣机、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4A29 



中山市好妻子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彩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主要经营国际和国内知名的品牌：怡万家（iwaki）、Lustroware、
alfi、伊莱克斯（Electrolux）、灿坤（EÜ PA）、德国伟嘉（WIK）、膳魔师
（THERMOS）、九阳（Joyoung）、美国康宁（WORLD KITCHEN)和康佳
（KONKA)等。

主营产品：保温杯、保温壶、咖啡机、电烤箱等

经营模式：代理商、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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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东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雪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将以高级绿色环保为发展方向，在设计研究、产品开发、市场
开拓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利用优质人才资源、形成品质优异、产品精良。将
乐雪儿打造成日用品行业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主营产品：粘尘器、塑料日用制品、美耐皿餐具、托盘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9D13 



浙江雪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云朵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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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产品：烹饪厨具、厨房电器、生活电器、个护健康等

经营模式：代理商、分销商

展位号：
1M79,1M80,1M81,1M82,1M83,1M84,1N31,1N32,1N33,1N34,1N35,1N36



云朵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永康市泽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精湛的工艺、高素质的员工，是集
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企业，公司产品是国内众多一线大
牌的OEM供应商

主营产品：空气炸锅、干湿吸尘器、不锈钢干湿吸尘器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D60 



永康市泽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业展塑胶机电（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以经营塑料注射加工，辦公設備，按摩器材，小型家用器等产品为
主。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保证体系的认证，确立 “全员品管、质量第一、

顾客至上、持续改善”的质量政策，使公司产品响誉欧、亚、美、澳等国家和
地区

主营产品：小家电、加湿机、按摩器、挂烫机、清洁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4A39 



业展塑胶机电（深圳）有限公司



兴国永华热转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主要提供热转印耗材、热转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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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永华热转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诚信、
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主营产品：马克杯、陶瓷马克杯、变色杯、转热印机器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6G27 



兴国永华热转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威利马电器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拥有自我设计和开发、生产及销售等一体化规模的电器制造厂。
配合国内外客户需求,研制各类符合国际质量标准如:美国、德国、英国、加拿
大、日本、荷兰等国家之先进家庭电器

主营产品：电熨斗、电吹风、三文治机﹑咖啡壶、电热水瓶、暖风机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C50,8C51,8C52,8C53 



威利马电器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凤镇汉瑞电器厂

公司简介：是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专业生产智能
胚芽米机、竹香电蒸笼、温酒壶、电水壶等生活小家电，公司有”风的、韩派、
米迪麦德”等品牌。公司以追求卓越产品品质和合理价位为本，秉着制造精
致、精美、高雅的实用性产品

主营产品：智能胚芽米机、竹香电蒸笼、电水壶、瓷艺温酒壶、 加湿器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8A29 



中山市东凤镇汉瑞电器厂



上海远见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远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礼赠品供应公司，公司总部位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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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湿器、冷暖器、飞利浦、乐美雅、乐扣等代理

经营模式：代理商

主要客户：商超经销商礼品公司

展位号：1L13,1L14,1L15,1L16,1L17,1L18,1L19,1L20 



上海远见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爱尚视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车载香薰机、香薰加湿机、太阳能香薰机、蓝牙香薰音箱、行车记
录仪、电子狗、车载蓝牙音箱、车载净化器、汽车礼品、蓝牙音箱等产品专业
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主营产品：车载香薰机;香薰加湿机;太阳能香薰机;蓝牙香薰音箱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主要客户：车载、汽配企业

展位号：1N85,1N86,1N87,1N88



深圳爱尚视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兰森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东莞市兰森电器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创意电子礼品为
一体的专业生产厂家，同时承接礼品定制，满足客户多方位的需求，公司专业
生产加湿器、空气净化器、LED台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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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兰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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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元件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1E08 



东莞市兰森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博品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主要从事家庭时尚小家电礼品及促销赠品的研发制造。公司一贯秉
承“专业、诚信、服务、求新”的经营理念。于2001年创立“礼想家”品牌，
并积极拓展全国各地市场，以高质量的产品与完善的售后服务，奠定了与大家
长期合作的良好基础。“礼想家”品牌系列产品获得了国内礼品业及国际著名
企业的青睐。

主营：小家电产品及可用作促销品的时尚保温壶等产品

经营模式：经销商、代理商

展位号：
1P01,1P02,1P03,1P04,1P05,1P06,1P07,1P08,1P49,1P50,1P51,1P52,1P53,1P54,1P55,
1P56 



上海博品商贸有限公司

空气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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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美尔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美尔惜科技有限公司是车载空气净化器、蒸脸器、家用电器、
直发梳、美发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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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产品：车载空气净化器;蒸脸器;家用电器;直发梳;美发梳

品牌：美尔惜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商，实体店，大卖场

展位号：8A35 



深圳美尔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虹望奈喜美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业从事美妆工具&个人护理用品等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虹望坚持所有产品100%流水线全检，客户投诉率低。并且坚持每年根据市场
和客户需求推出10款以上新产品。卓越的品质和专业的服务使虹望产品远销欧

洲，美洲，澳洲，中东，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并长期服务于多个顶
级品牌！

主营产品：美妆工具&个人护理用品;电子家居用品;礼品工艺品

品牌：奈喜美 NiceMay

经营模式：生产商、加工

主要客户：商超、美容连锁机构、批发商、中间商

展位号：1G26,1G28



深圳虹望奈喜美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我们秉持技术创新精神，不断研发新产品，致力于把最有效的制
造流程、最可靠的品质管理、最适当的检验设备、最快速的服务质量提供给您

主营产品：创意礼品、电子礼品、美容、美发、美体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48 



深圳市怡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帷幄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深圳，专注于为用户提供时尚、精致、创新的
女性智能3C数码周边产品。目前公司旗下拥有美莓MEIMEL自主品牌，代表产
品女性智能纳米补水充电宝系列等

主营产品：补水充电宝、刀锋喷雾仪、魔法梳子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30,8A32,8A71,8A73 



深圳市帷幄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汝易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汝易商贸有限公司是摩托罗拉、飞利浦、博格利佳、奥佳华、
北欧等知名品牌礼品渠道的一级代理商。 营销渠道覆盖国际KA连锁、3C电器

卖场、户外用品店、知名电商平台、商务礼赠品、工程设备、高端礼品渠道
（如银行高端积分、信用卡分期购买、航空里程积分兑换、企业年会高端礼品
等）高端家居生活卖场和电视购物等目标渠道。

主营产品：对讲机;生活小家电;室内照明灯具;按摩用品;厨卫家电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主要客户：产品分销商

展位号：1F81,1F82,1F83,1F84



上海汝易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赛嘉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中日合资的电器专业制造企业，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
生产电动牙刷和牙刷消毒器等紫外线杀菌产品以及塑胶电子产品。公司多款产
品获得国家专利，目前累计专利达数十余项。 公司通过了ISO 9001国际质量体
系和ISO 13485国际医疗器械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获得CCC/CE/ROHS等认证证书，
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赢得国内外客户的广泛好评和信赖。

主营产品：生活小家电;个人护理用具;医疗器械加工;广告促销礼品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商超经销商礼品公司

展位号：1A16



宁波赛嘉电器有限公司



华新宝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作为中国首批干蒸汽技术家居健康护理产品的专业制造商，公司一

直秉承技术领先、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坚持科技创新、质量为本、勇创一流
的企业精神，已成功研发拥有多项国家核心专利发明的家居护理之清洁系列产
品蒸汽宝，且其核心技术及功能创新已接近或超越世界同行业领先水平

主营：蒸汽家居健康护理产品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6S49,6S51 



华新宝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茂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最早建于1996年，是深圳市最早具有规模的集模具设计、 生
产，注塑，电器、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主营产品：挂烫机,熨烫机,加湿器,杀菌清洁器,空气净化器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H18,1H20 



深圳市森茂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特电器（九江）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艾美特于1973年创始於台湾，其品牌名称源於空气良伴(Airmate)，

长期专注于空气品质改善类家用电器产品，创业初期以电风扇的制造与出口贸
易为主。凭着品质至上的敬业态度与务实创新兼具的研发精神，艾美特不断茁
壮与成长

主营：电风扇、空气净化器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1P17,1P18,1P19,1P20 



艾美特电器（九江）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移动通讯产品、家电产品、数码产品，集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实业公司，“联创”商标获“广东省著名商标”，
联创电风扇是“中国名牌产品”

主营产品：联创空调扇、电风扇、商务礼品、小家电产品、电热水器及移动通
讯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M01,1M02,1M03,1M04,1M49,1M50,1M51,1M52 



深圳市联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海博永信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经销批发的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防M2.5口罩畅销消费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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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主营：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防M2.5口罩等

经营模式：代理商、经销商

展位号：1G49,1G50,1G51,1G52,1G53,1G54 



北京海博永信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运达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研发设计生产蒸汽熨烫机及小家电的厂家.拥有独立的生产加
工能力。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好美特，并成为中国十大品牌家电之一。

主营产品：蒸汽熨烫机及小家电

品牌：好美特 ; Hometop ;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子商务、礼品公司

展位号： 1M54,1M56 



深圳市好运达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磊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 , 专业化的高科技环保家电产品制
造企业。目前公司拥有空气净化器系列、超声波加湿器系列 , 臭氧消毒机系列以
及车载空气净化宝，能有效解决室内、车内以及大型工程项目的各种污染情况。

主营产品：空气净化机;空气解毒器;果蔬农药降解机，小型车载净化器

品牌：广磊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家电批发、零售、经销、代理、礼品公司

展位号：1K57 



深圳市广磊电子有限公司



奔腾电器（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为全球医疗保健、优质生活和照明领域的领导者，飞利浦基于对客
户需求的了解以及“创新为你”的品牌承诺，将技术和设计融入到了以人为本
的解决方案中

主营：净水机、空气净化器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2F01A,2F02B,2F03C,2F04D 



奔腾电器（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卢国辉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立于1991年是一家自主研发、专业生产、销售等于一体的小家

电生产厂家。公司以“国辉”为核心自主品牌，从事塑料产品类型的家用电器
配件及小家电OEM供应的企业

主营：加湿器、电风扇、空调扇、咖啡壶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7E81 



佛山卢国辉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先河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家居及个人健康休闲、时尚环保产品，集研发、

设计、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公司。产品广泛用于家居环保、室内装
饰、香薰美容、空气净化等领域，主要运营Ultransmit(德菲斯)，思格尔顿精油
等多个品牌

主营产品：超声波香薰水氧仪、雾化装饰灯、空气清新机、植物精油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1H34,1H36 



深圳市先河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超进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超进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集礼品、电子产品
的设计、开发、制造及销售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多款式USB加
湿器系列，香薰机系列、多款式USB手机座系列、读卡器系列、USB鼠标垫系
列等产品。

主营产品：USB加湿器;香薰机;USB手机座;集线器读卡器;美容仪喷雾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子礼品内客户

展位号：1L30,1L32 



深圳市超进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瑞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致力于超声波香薰雾化器系列研发生产，超声波香薰机采用超
声波高频振荡，将水、精油雾化为超微粒子，通过风动装置，将水雾扩散到空
气中，从而达到均匀改善空气的目的。

主营产品：香薰加湿器;超声波雾化器;香薰机;雾化器;超声波香薰机

品牌：BRISK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香薰系列类产品、电脑周边产品营销、家电类销售

展位号：6C40 



深圳市博瑞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果壳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杭州市果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
体的新兴小家电企业。公司主要以创意、智能做为市场定位，将家电融入到生
活。本公司秉承“小而美”的现代企业商业模式，以快速反馈市场信息为发展
思路，不断开发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独特而精美的小家电类产品。

主营产品：加湿器，暖手宝，杀菌器，氛围灯等

经营模式：贸易型

展位号：4A61



杭州果壳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思派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广州市思派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实体企业。设有开发部、模具部、注塑部、销售部等
一条龙配套团队，致力于开发、生产创意家居用品、时尚LED台灯。
公司自主品牌“EXPAIYA”思派雅正逐渐成为行业标杆！“设计改变生活，创.享
时尚”。

主营产品：灯具;伞;时钟;创意led灯具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子商务各大平台，全国各大批发市场，精品饰品等连锁实体店、
礼品贸易公司以及外贸渠道。

展位号：5G09



广州市思派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英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集产品设计、开发、生产，礼品方案策划，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塑
胶电子礼品/玩具制造商。

主营产品：迷你音箱;加湿器;小风扇;集线器;广告灯;小家电

品牌：健英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礼品商，批发商

展位号：1P58 



深圳市健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鹤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圳市飞鹤电子有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应用产品的高新科
技企业，以LED封装模组搭配光学设计与最佳散热方案，发挥电力电子技术应
用，公司已通过ISO9001、ISO14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主营产品：LED护眼灯;LED台灯;折叠便携式台灯;七彩小夜灯;应急手电筒

品牌：漾美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国内，贸易

展位号：1Q34,1Q36 



深圳市飞鹤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超维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超维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LCD钟、迷你电话机、
AM/FM收音机、数码录音机、实用电子礼品和赠品及石英钟机芯的专业制造商，
是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拥有自营产品进出口权。

主营产品：电子礼品;LCD万年历;电波钟;气像钟;小音箱;收音机;计步器;温湿度
台式LCD钟;手电筒

品牌：超维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主要客户：进口商、批发商、礼品赠品供货商、百货公司和连锁店

展位号：1R94,1R95,1R96,1R97 



深圳市超维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翔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准也从事电子礼品、促销品研发、生
产、销售一体的专业厂商，产品主要通过CE/TUV/FCC/UL/CUL/PSB等认证，所
有产品符合ROSH标准

主营产品：LED护眼台灯，充电台灯，台灯万年历，录音台灯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N26 



深圳市翔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亮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从事LED台灯的研发、产品的开发、外观设计、生产及销售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质量为天，服务是利”为理念，以“建设节约型
社会，实现人与地球的和谐”为宗旨，与时俱进，做照明行业再次革命的领航
人。

主营产品：LED 台灯;LED护眼台灯;USB LED灯;LED小夜灯;各种礼品

品牌：亮可星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子礼品商,家用电器批发商，贸易公司，装修公司

展位号：1K28 



深圳亮仕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零壹贰礼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零壹贰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LED节能灯等LED室
内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深圳市LED产业联合会副
会长单位、深圳市照明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主营产品：LED灯泡;LED灯管;LED天花灯;LED吸顶灯

品牌：谷科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商业连锁店、酒店、超市等商业场所和工厂等工业场所，以及医院
和学校等公共机构。

展位号：1C43 



深圳零壹贰礼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利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爱利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集集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司一直秉承以科技为先锋、产品为导向的经营理念，
坚持不断创新。公司生产各种高科技产品，以高技术陶瓷制品，时尚个人生活
用品为主。

主营产品：陶瓷刀,陶瓷手表,竹制品，时尚手卷钢琴

品牌：爱利特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1S06 



深圳市爱利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专业从事手卷钢琴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企业。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诺思已跻身于便携电子乐器尖端技术研发
行业龙头领先者

主营产品：手卷钢琴、曲谱书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6B06 



深圳市诺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乐辉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乐洛电子厂家直销各种太阳能环保电筒和LED电筒。公司具有多年
的营销经验及强大的背景，是多家品牌厂商指定在国内特约的经销及代理商。

主营产品：电子产品、LED

经营模式：生产型

展位号：1L85 



广州乐辉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金沙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主要生产五金工具及配套产品，包括礼品型家用组合工具、汽
车应急工具、五金产品、家居用品等。长期以来我们与全国上百家知名礼品行
业成功合作，并得到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的肯定和信赖，成为它们的稳定合作伙
伴

主营：家用组合工具、汽车应急工具、五金产品、家居用品等

经营模式：经销商、代理商

展位号：1K81,1K82,1K83,1K84 



北京时代金沙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瑞客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企业。“FREECOOL”品牌

产品已形成三大系列、三十多个品种。产品覆盖半导体交直流两用冷热箱（车
载冰箱），半导体宾馆系列冷藏箱，半导体家庭客厅用的酒柜。产品远销全球
发达国家和地区。

主营产品：车载冰箱;客房冰箱;汽车冰箱;迷你小冰箱;电子冰箱; 品牌：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礼品公司，大型电家，进出口公司

展位号：6B19,6B21 



深圳市福瑞客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乐礼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百乐成立于1999年，员工400余人，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近50
人，公司在深圳、阳江等地投资设厂,厂房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专注于促销
礼品和商务礼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销售。

主营产品：;行车记录仪;车载充电器;车载蓝牙;车载净化器;移动电源; 汽车礼品

品牌：途马 TOURMAX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主要客户：企业客户

展位号：1G95,1G96 



深圳市百乐礼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为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奇电子产品制造企业。自
2001年成立以来，先后开发系列产品，迷你鱼缸，USB集线器、FM收音机、万
年历等系列产品，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

主营产品：加湿器、触控灯、收音机、移动电源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M77 



深圳市康为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兆福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专注于植物快速提取技术应用研究及相关应用产品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专业研究开发和销售本草健康
生活电器的供应商

主营产品：养生萃取仪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6D07 



深圳市兆福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会市乐天电子礼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专门从事塑胶玩具产品制作：从模具制作、注塑成型到喷油、
移印、丝印、装配、包装等一条龙配套生产，集生产、加工、研发为一体

主营产品：风扇、台灯、 暖水袋、充电台灯、酒店用品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F41,1F42 



四会市乐天电子礼品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