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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戴军工艺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礼品设计、开发、制作于一体的大型专业化礼品生产企业，
坐落于素有“中国礼品城”之称的温州龙港。本公司现拥有注塑、滴塑、高频
三大生产体系，主要经营各种塑胶类商务礼品、广告促销品、纪念品、文具和
玩具等

主营产品：插座标签、 耳线绕线器、行李箱挂带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A12,1A14 



浙江戴军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苍南县思之源塑胶工艺厂

公司简介：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鼠标垫企业。专业生产
各种材质鼠标垫,3D立体产品,广告杯垫,磁性冰箱贴,磁性书签等促销品. 拥有雄
厚的技术力量和完善的生产设备,可根据客户不同的要求设计生产

主营产品：鼠标垫、3D立体产品、 杯垫桌垫、冰箱贴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4A18 



浙江苍南县思之源塑胶工艺厂



深圳市风格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单纯的实用功能已经不能满足年轻一代的需要，bring style into life

是我们的初心，并且贯穿我们设计的方方面面。对于风格的追求，是年轻人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也是我们设计中的坚持。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暖手宝;灯;音箱;钟

品牌：stylepie风格派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子商务、礼品公司

展位号：4A14,4A16,4A55,4A57 



深圳市风格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幻响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6年底，公司总部座落于北京市中关村核心区内。

每一个产品都融合了时下的流行元素，造型精巧华丽，皆由国内一流设计团队
精心打造，颠覆传统的创意之作令人耳目一新。产品外观已获5个中国工业设计
大奖“红星奖”，3个台湾“金点奖

主营：3C数码配件、智能穿戴产品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1A22,1A24,1A26,1A61,1A63,1A65 



北京幻响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伴你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深圳市伴你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组建成立，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科技民营企业，主要生产迷你插卡音箱、
USB电脑音箱、数码影音产品等系列产品。

主营产品：USB电脑音箱;铝合金音箱;迷你插卡音响;迷你音箱;电脑音箱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

展位号：1B30 



深圳市伴你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红色盛世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从事工艺品生产、开发、设计、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是深圳
最具规模的专业礼品公司之一，在激烈的礼品市场竞争中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及
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并拥有一支高水准，高素质的营销、设计策划团队。

主营产品：花瓷u盘、丝绸本,青花瓷移动电源、青花瓷笔、青花瓷鼠标等商务套装

品牌：红色盛世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子商务、礼品公司

展位号：1A15 



深圳市红色盛世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拓时尚礼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集自主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礼品公司。在2010年成为
深圳市工艺礼品行业协会会员。先后为NOKIA、LENOVO、美国艾贝尔、中国移
动等世界知名公司生产促销产品等，有着丰富的外销合作经验。

主营产品：天然橡胶鼠标鼠标垫，PVC鼠标垫，PVC桌垫，广告鼠标垫，EVA鼠
标垫，吧台垫，地垫

品牌：宏拓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电子商务、礼品公司

展位号：1F48 



深圳市宏拓时尚礼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创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每年携新颖独特的
产品参加深圳礼品展、高交会、香港电子展、北京礼品展、成都礼品展等各级
专业展会，服务于全球、全国各大礼品商，全球500强。

主营产品：U盘;移动电源;充电宝;智能手环;智能手表;

品牌：华创缘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主要客户：贸易公司，礼品商，代理商

展位号：4E87 



深圳市华创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加点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3C数码产品的高科技公司，总部位于

深圳。公司目前拥有众多的工业设计师和造型结构设计工程师；每年向全球推
出的众多配件产品。

主营产品：创意移动电源，军刀款多功能数据线，车充，蓝牙音响，智能穿戴
系列产品

品牌：加点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贸易公司，礼品商，代理商

展位号：1N80 



深圳市加点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康鼠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以“运动、健康、快乐”为主题的个人健康信息监测等产品提供商，
由多位海外留学博士和高级工程师于2008年组建，是一家管理高效、研发精湛、
服务一流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产品：可穿戴设备、运动健康信息监测设备及户外运动产品

经营模式：经销代理

主要客户：电商公司、礼品公司

展位号：1N43,1N45 



深圳市健康鼠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杰梭科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电子礼品
生产企业，外观设计的时尚性和美观性，引领着电子礼品行业的时尚潮流。

主营产品：计步器;USB移动电源;五金电子时钟;水能显时器;手机电脑周边

品牌：JASKEY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美国

展位号：1J29,1J31 



深圳市杰梭科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丽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集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以客户的需
求为出发点，市场为导向，以全新的经营理念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主营产品：壁挂CD机;移动电源;数码产品;集音罩;定向音箱;新奇礼品;广告促销
礼品;商务礼品

品牌：LISEN ECHO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礼品公司

展位号：5E23 



深圳市金丽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恒基印刷工艺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江门市江海区恒基印刷工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与销
售为一体的制造型企业，专业生产各类平面鼠标垫、键盘护腕垫、护腕鼠标垫
垫、防滑垫、桌垫\吧台垫、杯垫、冰箱贴、广告扇等等各类礼（赠）品。

主营产品：护腕鼠标垫;EVA鼠标垫;橡胶鼠标垫;PVC鼠标垫;入油鼠标垫;水转印;
丝印;热转印;移印;水转印贴纸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礼品工艺厂，贸易公司，五金塑料工艺厂，

展位号：1A13



江门市江海区恒基印刷工艺有限公司



卡斯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Colourston 成立于2012年，主要团队成员，均有超过15年以上在中

国电子产品及高档消费品销售与管理经验，将易用、可靠、用户体验好的优秀
产品引入中国，为客户提供绝佳产品. Colourston 目前除在香港设有办公室外，
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设有销售办公室

主营产品：3C配件，车载充电器

经营模式：品牌代理

展位号：6E22



卡斯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必恩威亚太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PNY于1985年美国紐約成立，为业界领导厂商，一直以来秉持着专
业与服务精神，提供客户高品质電腦周邊产品，如内存、U盘、闪存卡、耳机、
绘图卡产品之服务。PNY在美国、中国零售市场均位居前三大之领先地位，与
NVIDIA、HP成为重要合作伙伴

主营：存储卡、硬盘、手机配件等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8D23,8D25 



必恩威亚太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里行橡胶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6年，专业生产天然橡胶连续发泡卷材及鼠标垫、地

垫、桌垫、无纺布吧台垫、啤酒垫（酒吧垫）、游戏垫等产品。公司已获得国
际知名权威认证机构德国TUV NORD颁发的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在
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ISO9001的质量管理体系，具有国际的权威性

主营：鼠标垫、地垫、桌垫等橡胶制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6D08 



东莞市万里行橡胶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旅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专业低压电器适配器公司.主要
产品有：旅游转换插头、全球通转换插座、多功能转换插头、电子礼品、USB
充电插座.VDE欧式插座,UL美式插座、英式插座、英式插头、万旅拥有先进的加
工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力量,所生产之产品在行业内质量上乘,符合ROHS标准及通
过CE和UL等认证

主营：转转插座、手机充电器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 1N79 



东莞市万旅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灿烨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灿烨以电器产品为主，涉及转换插头、转换插座、旅行充电器，小
型变压器，IPHONE配件，LED室内灯，主导产品有TRAVEL PLUG转换插头，产品
市场占有率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主营：电子元器件、小家电、转换插座

经营模式：生产商

展位号： 1J12 



东莞市灿烨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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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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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臣威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上海天臣威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天臣威讯）是复旦天臣控股
集团旗下的通讯产业高科技子公司。复旦天臣企业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防伪、
信息技术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集团。

主营产品：无线固话 GPS系统 路由器 Modem

经营模式：贸易型

主要客户：商超经销商礼品公司

展位号：8B40



上海天臣威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心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数码产品、电子礼品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开心”品牌因其平民化、通俗亲切的品
牌寓意，在行业中影响颇深，并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青睐

主营产品：广告促销礼品、数码相框、数码摄像机、数码摄像头、 相框、画
框、节庆用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M92,1M94 



深圳市开心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琴音响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朗琴音箱的设计初衷力求将音乐的本来淋漓呈现，并以最优良的材
质和最高水准的工艺彰显使用者的尊贵，更以臻美的造型设计传递一种非凡的
优雅气质

主营产品：蓝牙音箱、插卡音箱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39 



深圳市朗琴音响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雷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主要从事创意数码产品、苹果音乐播放器（美国苹果公司授
权）、DAB、蓝牙音箱、智能穿戴产品、智能早教机、电子礼品、低碳节能小
家电、LED／太阳能应急充电照明系列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主营产品：创意数码产品、苹果音乐播放器（美国苹果公司授权）、DAB、蓝
牙音箱、智能穿戴产品、智能早教机、电子礼品、低碳节能小家电、LED／太
阳能应急充电照明系列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R46,1R47,1R48,1R49 



深圳市雷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亮影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一家在数码科技领域集开发、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技
术企业，致力营造中国闪存式专业全高清数码DV最具核心竟争力品牌，旗下
RICH莱彩被誉为国内最具价值的数码影像品牌

主营产品：数码摄像机、家用高清数码摄像机、数码相机、行车记录仪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5F07 



深圳市亮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洛斐客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洛斐产品定位在有品味有格调的年轻人群，洛斐遵循品味生活的设
计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产品无不极具创新和韵味，并将产品最本质的功能，用
最新颖完美的方式，奉献给人们

主营产品：蓝牙音箱、移动电源、USB充电器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M63,1M64 



深圳市洛斐客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麦芽商城是一家专业面对现代时尚购物人群所需创建的大型B2C电

子商务网站，以在线销售蓝牙耳机等手机配件为主，集销售、维修、售后为一
体。麦芽商城为所有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简便、快捷的网络购物平台，致力
于打造顾客首选蓝牙设备网上商城

主营产品：蓝牙耳机、移动电源、手机配件

经营模式：零售批发

展位号：6C05,6C07 



深圳市麦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能格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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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钢化玻璃膜、数据线、手机壳

经营模式：生产设计加工

展位号：8S11,8S12,8S13,8S14 



深圳市美能格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浦原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专业从事“浦斯菲”POSEFLY品牌的家居日用品、节能环保小
电器、太阳能电子礼品与促销礼品的开发、设计与制作的集成型企业

主营产品：LED台灯、手机配件、U盘、移动电源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P31 



深圳市浦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闪光光电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设计、开发、生产实力雄厚的发光礼品、玩具生产厂
家，本公司每月都最少有一款新产品问世；并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开发、生
产各种发光产品

主营产品：塑胶玩具、 广告促销礼品、娃娃、电子宠物、节庆用品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N41 



深圳市闪光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8年，专业生产移动存储类电子产品及电脑周边数码
类产品。公司拥有研发、生产、销售等完善的职能体系

主营产品：闪存卡、广告促销品、u盘、数码配件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18 



深圳市深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美意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在发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公司自用的ERP系统为自
主开发，完全按照公司的业务流程来设计，引入了ISO9000认证管理并取得了
证书。公司产品符合CE、FCC、FDA、ROHS等国际认证并取得了证书

主营产品：广告促销礼品、 遥控器、组合文具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P76 



深圳市天美意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电小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万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专注于便携式移动电源智能化领域研究与制造，是全球领先的
智能化便携式移动电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与制造商；是国内首家获准发行移动电
源企业标准的企业；是全球第一款智能输出笔记本外置电池生产企业

主营产品：太阳能电池、 充电电池、综合性公司、手机电池、光电池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4S15,4S16,4S17,4S18,4S19,4S20 



广东电小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万拓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特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专业从事移动电源、蓝牙免提、蓝牙音响等消费类电子产
品的高科技实体企业，建立了从研发、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完善体系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蓝牙免提、蓝牙音响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Q06,1Q08 



深圳市威特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客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西客公司拥有先进的高效益的管理系统，各系列产品都通过了具有
“国际贸易通行证”之称的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西客公司的生产管理
系统采用国际流行的5S管理系统和TQM全面质量管理系统，保证了每个产品成
本合理、质量稳定、性能可靠

主营产品：数码相关用品、数码产品、无线网络设备

经营模式：经销批发

展位号：2B12 



深圳市西客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韵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集产品设计、研发、生产、质量监控、渠道销售、品牌战略为一体
的综合型企业。公司前身成立于2009年，是2011-2013年度礼品行业TOP30创新
奖获奖企业，开发了系列领引行业潮流、深受市场欢迎的商务产品。

主营产品：东方韵商务套装礼品;EPOT商务精品;城市套装;EPOT数码产品;EPOT
电子礼品

品牌：EPOT、东方韵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礼品公司，商贸公司

展位号：2M71,2M73 



深圳市东方韵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希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希蒙（XMOON）是一家研发、设计、销售时尚数码精品的高新技
术企业。我们一贯坚持创新、品质、信誉的经营理念，产品均通过了CE，FCC，
RoHS等各种相关质量认证，并获得多个产品设计专利证书，同时配备一支高素
质全方面的企业营销团队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蓝牙音箱、手机配件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F78 



深圳市希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联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各类U盘、礼品U盘、商务套装、flash、u盘半成品等产品专

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深圳市芯联源电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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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源、鼠标、礼品U盘、 商务套装、个性电源套装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B29 



深圳市国礼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致力于文化科技礼品的研发与制造。公司拥有一支富有创意、
勇于开拓的专业设计师、生产工程师和营销管理人才组成的优秀团队，具有雄
厚的礼品开发、设计和生产能力。

主营产品：电子礼品;蓝牙电源一体机;移动电源;网络摄像头;无线鼠标;

品牌：华夏风、DREAMAN追梦族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各行政企事业单位、进出口公司、礼品批发零售商、礼品公司、贸
易公司、广告礼仪公司、礼品专业市场等

展位号：1F06,1F08 



深圳市国礼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哈里通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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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全国各地已经设
立7间分公司，15个MiLi产品形象店，并且有超过4000家零售店正在销售我们
哈里通品牌的数码相机电池和MiLi品牌的时尚产品。

主营产品：相机电池，手机电池，iPhone/iPod 外挂电池及充电器

品牌：MILI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进出口公司、礼品批发零售商、礼品公司

展位号：4B14,4B15,4B16,4B17,4B18,4B19,4B20,4B21 



深圳市哈里通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联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曙悦电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9年，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目前主要以生
产电脑周边设备为主。为国内外客户量身定制过新颖、高质量、多样化的OEM
和ODM产品。

主营产品：数码产品、电脑周边产品、鼠标键盘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B59,1B61 



深圳市新曙悦电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力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是移动电源、数码产品周边配件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
拥有完整、科学的管理制度，已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荣
获《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U盘、数码产品周边配件、移动硬盘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4S31,4S32,4S33,4S34 



深圳市亚力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emie是一个设计驱动、多元文化的消费电子品牌。我们通过将好

奇心与创造的热情注入我们的产品与事业，启发每个人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与
对灵感的探索，更鼓励他们用特立独行的勇气，颠覆现状，创造属于自己充满
热情的生活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蓝颜音箱、手机配件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B34,8B35,8B36,8B37



深圳市亿觅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博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致力把已有的电子科技技术，通过创意应

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使人们享受科技带来的无比快
乐

主营产品：美容仪器、手机数据线、键盘、小夜灯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Q22 



深圳市易博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光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2年，距今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公司设有礼品U

盘事业部，移动电源事业部，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公司有专门的开发设
计，生产销售人员，给客户提供从设计到生产的一条龙服务

主营产品：各类U盘、 礼品U盘、卡片MP3、青花瓷U盘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8A13 



深圳市永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可视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主营产
品有数码相框、Android系统的数码相框、可视电话、移动电源、蓝牙耳机、
平板电脑、广告机、蓝牙音箱等时尚数码产品，拥有近1500平米厂房、设备完
善的生产测试线和不断创新进取的团队。

主营产品：数码相框、平板电脑、 电子书、画框电视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A29,1A31 



深圳市优可视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源广浩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拥有自主进出口权，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
合性电子企业。我们的主营产品包括手机周边、电脑周边、健康时尚生活等二
十多个系列产品

主营产品：台灯、移动电源、 USB HUB鼠标垫、 USB手机充电器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P32,1P85,1P86,1P87,1P88,1P89 



深圳市源广浩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润欣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主营产
品有数码相框、Android系统的数码相框、可视电话、移动电源、蓝牙耳机、
平板电脑、广告机、蓝牙音箱等时尚数码产品，拥有近1500平米厂房、设备完
善的生产测试线和不断创新进取的团队。

主营产品：数码相框、平板电脑、 电子书、画框电视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A29,1A31 



深圳市远润欣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的综合型科技电子公司；主要开发电脑周
边、手机周边、汽车周边等系列电子产品，秉着对产品独特理解和人们生活习
惯的研究，不断开发出对生活实用的创新产品，也因此不断获得海内外客户对
创意和产品的认可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蓝牙音响、车载用品、节能台灯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A47,1A49 



深圳市正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时达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专业致力开发、设计、制造电子礼品、商务礼品、促销赠品、迷你
音箱、蓝牙音箱、iPod/iPhone音箱、多媒体播放音箱（USB/SD卡音乐播放）、
电脑音箱、移动电源、电子计时器、电子钟等电脑周边系列生产厂商。

主营产品：电子礼品;迷你音箱;蓝牙音箱;移动电源;电子计时器;拳击计时器;运
动计时器;电子钟

品牌：好时达

经营模式：生产商

主要客户：大超市，百事，移动，化妆品

展位号： 1J49,1J50,1J51,1J52,1J53,1J54 



深圳市好时达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致力于创新的时尚科技产品研发和制造领域，以科技演绎时尚为核
心目标，为顾客创造最佳的产品体验价值

主营产品：手机K歌宝、USB万能充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P73 



深圳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万德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1999年1月，是经深圳市科技局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市中小企业100强。深圳万德仕拥有国内数码音响行业最具实力的研发团
队和强大的生产能力

主营产品：蓝牙无线音响、多媒体智能家居、手机数码配件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1J91,1J93 



深圳市兆福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征服者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是一家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以征服电子技术应用极限，给消费者
提供前所未有的惊喜体验为已任。目前公司致力于便携式移动电源、充电器、
太阳能电子消费品的研发、生产和全球推广

主营产品：移动电源、太阳能移动电源、多功能充电器等

经营模式：生产加工

展位号：7E63,7E65 



深圳市兆福源科技有限公司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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