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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三江原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QINGHAI SANJIANG YUANMU AGRICULTURE CO.,LTD.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生物园区经二路 62 号 

电话：0971-5128713       

参展目的：一是新产品上市，需进行产品招商；通过糖

酒会这个舞台展示自我形象。二是收集市场信息找准企

业发展方向，观摩参展企业、了解行业信息，借鉴学习

别人的优势之处。三是宣传三江原牧品牌形象，及三江

原牧白酒产品市场推广，从而促进我公司白酒产品销售。

展品介绍：此次参展主要针对市场招商的一款小酒产品

《秘境》，它分为三个主题形象：《茶卡盐湖神秘的夜

空之镜》；《塔尔寺圣殿前的祈福煨桑》；《卓尔山沟

坳中的红黄一色》。

 14B003T

山西杏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xi Xinghua Wine Groupco.Ltd

地址：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东堡村申明路 1号                  

电话：0358-7520388       

传真：0358-7520388      

邮箱：653218112@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杏花酒、浓香系列、清香系列

14C034T

西藏老马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人民南路四段 45 号                 

电话：028-85265762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凉露酒由宜宾凉露酒业有限公司出品，是一

款口感凉润的小酒，采用严格精选、科学搭配的粮谷、

植物与花果原料，通过“精准酵馏 • 植物凉素”THREE 

NATURAL 特有技术酿造而成。凉露开创了独特的凉润酒

体，让千年高度酒告别辛辣烧灼，同时还具有优雅花果

香，入口凉又润，不辣口、不烧喉、不灼胃，酒劲来去快，

不易上头的特点。    

14A013T/14A014T/14B015T/14B016T

宿迁市洋河镇国窖酒厂

SuQian City YangHe Town GuoJiao Distillery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洋河工业园区 6号                   

电话：138 5136 5823       

传真：0527-84928899       

邮箱：1756798371@qq.com                   

参展目的：招商，产品展示，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柔河系列产品源起于酒都宿迁，依托“三河

两河一湿地”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传承千年酿酒古法，

结合现代高科工艺，选取优质高粱、小麦、玉米、大米、

糯米为原料，混蒸混烧，泥地发酵，千年窖池，量质摘

酒，长期存储，精心勾兑，色香味俱全，具有“低而不淡，

高而不烈，绵长尾净，丰满协调”的独特风味，柔河系

列白酒已成为绵柔型白酒的典型代表，深受市场青睐。 

 14B004T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JIUGUI LIQUOR COMPANY LIMITED

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四楼                   

电话：0731-88157691       

传真：0731-88157691     

邮箱：tuzhandong@jiuguijiu000799.com                  

展品介绍：内参酒采用多年积累的顶级原酒调制而成，

产量极其有限。此酒诸香馥郁，绵柔优雅，圆润醇厚，

诸味协调，回味悠长，馥郁香型风格突出，是馥郁香型

白酒中的极品。一口三香：前浓、中清、后酱，乃中国

白酒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无上妙品”。湘泉酒浸润

湖湘文化，传承湘西边地古法酿酒技艺，此酒无色透明，

香气纯正，诸香协调，酒体醇和，回味净爽，乃湘酒之

佳酿。

14A005T/14A006T/14B007T/14B008T

北京酒仙网新零售有限公司

Beijing Jiuxian New Retail Limited Company

地址：北京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工厂经海五路 58

号院 8号楼酒仙网                 

电话：56329079      

传真：56329079    

邮箱：sunpanpan@jiuxian.com                 

参展目的：参加的展会具有客流、信息流等，促进发展                         

展品介绍：酒仙网主打爆品，与各大酒企合作打造的爆

款。

 14C023T

四川全兴酒业有限公司

Sichuan quanxing distillery.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中海国际海科大厦 A座 9楼                  

电话：028-8750 7219       

传真：028-8750 7219       

邮箱：quanx@qxjy.com.cn                  

参展目的：推广全兴品牌及全兴系列产品，对意向经销

商进行合作洽谈。                                              

展品介绍：全兴大曲系列产品、熊猫鉴赏、全兴老号系

列产品、全兴球兴系列产品。

 14B025T/14B026T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国酒城酒投大厦 7楼 

电话：13310729966

邮箱：199112345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县、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产品为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

公司“台源”、“茅乡珍藏”品牌产品；产地：贵州茅

台镇；发酵方式：固态发酵；配料：高粱、小麦、水；

1、 台 源 酒（T20）： 酱 香 型、53 度、500ml、GB/

T26760-2011（优级）、998.00 元

2、 台 源 酒（ 品 质）： 酱 香 型、53 度、500ml、GB/

T26760-2011（优级）、1299.00 元

3、 台 源 酒（ 御 品）： 酱 香 型、53 度、500ml、GB/

T26760-2011（优级）、1899.00 元

4、茅乡珍藏原浆酒 M30：浓香型、52 度、500ml、GB/

T10786-2006（一级）、599.00 元

14D035T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

KWEICHOW MOUTAI WINERY (GROUP) HEALTH WINE CO., LTD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三转盘茅台农商银行 8楼                   

电话：400 620 9996                    

传真：0851-22316907                   

邮箱：mbtjjy999@126.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宣传，诚招全国经销商、合作商                                         

展品介绍：以茅台不老茅乡台源古源华盛名百年故事  

茅源茅坛八大品牌组成的配制酒、酱香型白酒系列产品。 

 14D043T/14D044T

衡水衡酒酒业有限公司

henghsuihengjiujiuye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                   

电话：0318-4736999                    

传真：0318-4736999                   

邮箱：416104287@qq.com                  

参展目的：展出公司白酒                                             

展品介绍：老白干酒

  14C046T

深圳劲嘉盒知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jia Hezhi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3 楼 

电话：0755-26609999    

邮箱：zelin.jiang@jinjia.com  

参展目的：推广盒知真品定制平台，寻找酒企入驻   

展品介绍：盒知 APP 由包装龙头企业劲嘉集团倾力打造

的鉴真溯源平台和真品定制电商平台，采用印刷电子、

感知芯片，融合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提供鉴真溯源、定制电商、物联传媒等产品和服务。

支持二维码、鹰眼码、RFID、NFC 等多种查询与鉴真追

溯技术，提供十大营销工具：鉴真、定制、AR 互动、直

购、溯源、直播、大数据、抽奖、红包、PV 值。

内蒙古蒙古王销售管理有限公司

MONGOLIANKING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民航路 999 号    

电话：0471-3256817   

传真：0471-3256812    

邮箱：dadadana@sina.cn   

参展目的：传承草原文化、弘扬民族品牌。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藏品系列、黄金家族系列、金帐系列、天尊

天赐系列、包式系列、经典系列、简装系列及延伸品牌

的八大系列产品和尚品原浆、礼品原浆、封坛原浆、个

性化订制原浆等蒙古王原浆系列产品。蒙古王酒选用北

纬 43 度科尔沁冲积平原优质红高粱为原料，汲取草原

地表 180 米以下深层地下水，遵元代 “宣徽”、“槽

坊”古法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由多名国家级白酒评

委、高级品酒师、高级酿酒技师精心调制而成。严格执

行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及《食品安全法》、《产

品质量法》和白酒国家 标准等相关法规，确保产品合

格率 100%。  

   14E051T    14D057T

拉萨龟龄集酒业有限公司

Gui Ling Ji Jiu of Lasa Co.Ltd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建业路 511 号华创大厦 2楼                 

电话：0571-88391961                  

邮箱：120979884@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县区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广誉远龟龄集酒始于 1541 年，由嘉靖帝赐

名，明清历代皇帝御用圣酒，乾隆亲笔：“龟龄集，甚

好足嘉矣”。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保

密配方、中国四大国酒“红白啤健”中健康国酒的代表。

龟龄集酒是高端健康酒领导品牌，倡导健康佐膳饮用，

精选人参、熟地等 16味名贵食材，严苛古法炮制工艺，

具有延缓衰老抗疲劳的功效。    

 14D047T/14D048T 

北京粱大侠酒业有限公司

The Liang Da Xia liquor of Beij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 SOHO 西区

电话：400-667-6976

传真：400-667-6976

邮箱：liangdx@liangdaxia.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粱大侠酒系出中华老字号永丰烧坊，由中国

国家品酒大师高连华、贡献文伉俪联袂酿制，独创柔和

高粱酒，具有“甘润醇柔”四大招牌风味行走江湖。青

春文艺不是白酒年轻化的唯一出路，粱大侠所代表的侠

文化，告诉你最懂酒的地方恰恰是江湖。

 14D049T/14D050T

深圳前海润得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QianHai Resourc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 9009 号珠江广场 A2

栋 12A\12B\12C\12D                   

电话：0755-84070991                    

传真：0755-84070993                    

邮箱：CodysonR@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深圳前海润得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深圳

市康得森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注

册资本1100万元。公司在累积18年超声波技术的基础上，

成功自主研发、生产更具穿透力的超声波陈化发生装置 --

酒类陈化 /醒酒机， 采用物理催陈技术，原瓶原装，在超

声波的作用下，只需几分钟或几小时，提前激发酒的内在

品质，跨越时间岁月，辩识酒类内含，让每瓶酒以最佳状

态呈现，入口绵柔，酒香四溢，多饮不上头。

   14E052T

深圳椰岛销售有限公司

ShengZhen YEDAO Sales Limted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高新路健桥软件园椰岛健康

大厦 3层 

电话：0755-32097777     

传真：0755-33691899       

邮箱：147578144@qq.com     

参展目的：提升企业形象、提高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椰岛酒业生产的椰岛鹿龟酒、椰岛海王酒、椰

岛海参酒系列健康酒产品，酿造工艺获海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品牌价值连续 5 年名列保健酒第一，产品深受消费

者喜爱。

 14D053T/14D054T/14E055T/14E056T 

江苏省宿迁女儿红白酒销售有限公司

JIANGSU SUQIAN NVERHONG WINE SALES CO.,LTD

地址：宿迁市洋河新区洋河镇桥北村

电话：400-660-5319

邮箱：chinanverhong@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女儿红白酒上好系列产品，女儿红白酒坛装

定制酒女儿红白酒常规产品。

14D058T

德惠市正通酒厂

Dehui Zhengtong Winery

地址：吉林省德惠市和平街                    

电话：0431-87223376        

传真：0431-87233911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白酒、露酒  

 14E059T/14E06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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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椿妆酒厂

地址：嘉义县民雄工业区中正路 25 号

电话：+886-5-2131818

传真：+886-5-2201855

邮箱：sv@sunvillage.com.tw

参展目的：亚洲国际市场开拓

产品介绍：花果椿妆系列采集台湾水果荔枝、菠萝、水

蜜桃、芒果、苹果、梅子酿造出一系列水果酒，宠爱女

人调酒系列。

14D061T

鹿鸣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Luming international group 

地址：台北市士林区至诚路二段 17 号

电话：＋ 886 2 27296216

网址：www.lumingroup.com.cn

参展目的： 电商平台的发布及展示。

展品介绍：搭建一个两岸跨境电商平台，其产品以台湾

烟酒公司、金门酒厂及欣欣食品旗下之产品为主，透过

中国邮政之邮乐网，将100%台湾产品直销给大陆消费者。

14D062T

裕丰酿业股份有限公司

INFLUX Distillery co. ltd. 

地址：台北市文山区景华街 176 巷 1 号 1 楼

电话 02-29356661

传真：02-29315031

参展目的：推广接单

展品介绍：幻红梅高粱酒

产品种类：再制酒

保存期限：无限期

主要原料：红高粱酒、糖、梅子

酒精度：18%

原产地：台湾

容量：500ml

   

 14D062T

台金隆国际有限公司

TAI JIN LONG international co.,ltd

地址：台北市大同区承德一段 68 号

电话：02-2558-7889

传真：02-2558-7885

邮箱：ok551103@gmail.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大陆各省区代理商与承接台湾岛内

酒厂，专业私人订制，代工贴牌，报关报检，一站式服

务！。

展品介绍：主要负责八八坑道部分产品、台金隆、尚岛

品牌台湾高粱酒，及欧美娜台湾洋葱红酒的大陆区域招

商销售，并经销金门高粱酒、玉山高粱酒等多种台酒，

质量保证，诚信经营！为您提供的每一款产品都是我们

的信誉和口碑！均报关报检，专属原装进口。本公司还

承接酒业同行台湾岛内酒厂，马祖酒厂，专业私人订制，

代工贴牌，报关报检，一站式服务！

14D062T

淡江国际有限公司

Dan Jiang international co.,ltd

地址：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一段 68 号 1 楼

电话：02-25587885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产品简介如：1.高粱酒2.咖啡酒3.茶酒4.水

果酒 5. 花卉酒 6. 精酿原酿。淡江国际致力于以突破性

的蒸馏工艺，带领研发团队，耗费多年的努力，终于研

究出植物经发酵蒸馏后仍能原封不动保留植物香气及风

味的特殊制程，举凡各式茶叶、水果、花卉、辛香料等

草本植物与养生药材等，皆可将其风 味与酒香完美结

合，颠覆现有饮酒文化的印象。

14D062T

一同发财有限公司

yitongfacai co ltd

地址：台北市信义路 5段 5号 5B06

电话：+886-2-86775972

邮箱：树立公司形象，诚招全国各区代理经销商

参展目的：推广及接单

展品介绍：一同发财台湾高粱酒

14D062T

金醇国际有限公司

Jin Chun international co.,ltd

地址：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一段 68 号 1 楼

电话：02-25587885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产品简介如下 1. 高粱酒 2. 牛蒡酒 3. 茶酒

4. 水果酒 5. 花卉酒 6. 精酿原酿金醇国际致力于以突破

性的蒸馏工艺，带领研发团队，耗费多年的努力，终於

研究出植物经发酵蒸馏后仍能原封不动保留植物香气及

风味的特殊制程，举凡各式茶叶、水果、花卉、辛香料

等草本植物与养生药材等，皆可将其风味与酒香完美结

合，颠覆现有饮酒文化的印象。

14D062T

武隆县九龙传说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隆县港口镇芙蓉西路 16 号                   

电话：13908257986                   

参展目的：以禅山酒庄为主线 营销“百年乌江酒”                                            

展品介绍：“百年乌江”酒的酿制方法承袭传统，一直

保留陶瓷小罐发酵，生产周期长，存贮时间长，酒体组

合后置于泥中双重深窖藏贮，其酒质安全干净，具有清

香纯正、入口绵柔，同时以本地高山优糯高梁等五种绿

色谷物为主要原料，用小麦制曲，精确配比各种粮食比

例，采用低温发酵等工艺，确保了“百年乌江”酒的风

格独特与品质优异。      

14E063T

四川国竹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金石路 166 号天府宝座 A座 25 楼                  

电话：400 6161 399                   

传真：028-85241122                    

邮箱：44780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城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一斤装 38 度竹细胞液酒，一斤装 42 度竹细

胞液酒，一斤装 45 度竹细胞液酒，一斤装 52 度竹细胞

液酒，2两装40度竹细胞液酒，2两装50度竹细胞液酒。

14E064T 

郑州贵都酒业有限公司

guidulaijiang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航海路亚新投资大厦 1006                  

电话：13393736319                   

传真：0371-55963215                    

邮箱：917816572@qq.com                  

参展目的：诚信招商 合作共赢

展品介绍：本品采用茅台镇最大天然溶洞洞藏基酒，洞

中恒温恒湿的天然特点让其存放一年胜似三年。

14E066T

泸州御喜盛世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南光路 152 号                  

电话：0830—25500929                   

邮箱：1032059582.qq.com                  

参展目的：搜集行业信息，结识同行业，寻求新客户                                            

展品介绍：泸州御酒老作坊，坚持传统古法酿造，以“百

年匠心、只为每一滴好酒”为宗旨，开发“老作坊、此生、

秀庄等”系列产品。  

   14E069T/14F071T

四川省春源品悟酒业有限公司

The Sichuen Chunyuan Pinwu Wine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卧龙镇酒源大道 60 号                 

电话：028-88787252                  

传真：028-88742798                   

邮箱：3496911494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1、品悟系列以及珍露 1869 产品 2、品悟芝麻

香型白酒，酒体微黄透明，芝香浓郁，醇和绵润，香味协调，

尾净味长，具有“酒体正、酒味正、清香正，闻着香、入口香、

回味香”的特点 13、珍露 1869，由中国著名白酒专家曾祖

训、胡永松、张胜明等八人对该品进行评鉴，形成如下意见：

无色透明、酒香、玫香融合、幽雅、自然芬芳、腔和甘润、

酒体细腻、回味绵长、空杯留香、具有花酒独特风格。

保定市大红门酒业有限公司

Baoding Dahongmen Liquor Industry Co., LTD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  

电话：13930220388  

邮箱：76972981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大红门酒业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0 年，是集

酿造、生产、销售一体化的企业。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

和研究，通过传统工艺与现代化技术的有机结合，公司

生产的永定河牌二锅头、创业青年小酒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喜爱。公司全体员工本着“以诚相待”、“诚信为本”

的方针，始终坚持着“质、德、信”的三字原则，塑造

企业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14F076T 14G083T/14G084T

四川金盆地（集团）有限公司

SICHUAN JINPENDI(GROUP).,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锦江乡余塘村十组

电话：028—82272339

传真：028—82272339

邮箱：www.jinpengdi.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县级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企业成立于八十年代初期,占地面积近千亩，

拥有万吨级酿酒基地、崇阳分厂、1886 年清代老窖池、

金堂淮口分厂等五大优质原酒生产基地。年产优质白酒

2.5 万余吨，储酒能力达 10 万余吨。主要生产销售“金

盆地”、“一品江山”、“崇阳”等系列白酒，同时具

备酱香、清香及药香等多种香型白酒的酿造能力 , 是川

西地区规模名列前茅的白酒生产营销企业。

  14E073T

成都蜀之源酒业有限公司

Chengdu shuzhiyuan wine Co.,Ltd 

地址：四川省大邑县王泗镇蜀源路 858 号                  

电话：02888296889                   

传真：02888296889               

邮箱：447069132@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宣传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蜀之源系列产品被纳入地方名优产品目录，并

列入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蜀之源古窖池被大邑县人民

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蜀之源酿造工艺也被认定为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司技术中心被评为四川省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2013 年度，公司在 " 中国金牌供应商评选活动 "

中荣获唯一“钻石供应商 " 称号，2015 年 6 月。“蜀之源

“商标被国家商标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6 年王泗

白酒和蜀之源系列白酒荣获四川省十二届名牌产品，2017

年公司荣获中国八六原酒生产企业、四川技术创新发展能

力 100 强企业、被评为成都市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14F075T 

山东德道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高唐县光明东路

电话：0635-2136999

邮箱：216324610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县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白酒，浏阳河绵柔窖酒，私藏 满门福 小城说，

积极二锅头系列白酒。

14G091T/14G092T/14F079T/14F080T

泰州茵萃思汀食品有限公司

taizhou interesting Food Co.,Ltd.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经济开发区陈庄村                  

电话：13852654657  4000779969                   

邮箱：KF@chinainteresting.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①茵萃思汀系列白酒：以年轻、时尚、独具现

代气息的新晋轻柔白酒为主题，定位“轻奢”潮流、睿智、

率性、高性价比为品牌核心理念，致力弘扬中国传统美酒

佳酿的时尚化和国际化，高品质白酒产品。②茵萃思汀系

列饮料：以专注中国人群营养摄取的特性与需求、研发出

的天然、健康饮品，保证了产品的新鲜及营养，引领了绿色、

健康及未来主要消费趋势潮流。

 14F081T

泸州海森通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步步高新天地 15011 号                  

电话：0830-2295619                

传真：0830-2295619                 

邮箱：95221635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北、山东、江苏、湖南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泸州老窖金泸州系列酒、浏阳河系列熊猫酒。

14F082T

山东雪帝啤酒有限公司

Shandong Xuedi Beer Cor．，Ltd.   

地址：平原县恩区 6号 

电话：0534-4542812         

传真：0534-4542812        

邮箱：97417649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生产的啤酒、饮料均符合国家 CB/

T4927、CB/T 10792标准,产品采用优质大麦芽、酿造水、

先进的酿造工艺酸造而成 , 产品以泡沫细腻洁白、口感

纯正爽口、酒体谐调柔和、色泽清澈透明而著称 , 受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14F085T

河南俪赢商贸有限公司 

Henan Liying Commerce And Trade Co., 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南四环与京广路交叉口  

电话：15983006789       

邮箱：30981674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广西、江苏、湖南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白金酒有限责任公司

的白金百年系列白酒产品。    

14F086T

保定前门酿酒厂 

    
地址：保定市徐谁区巩固庄

电话：010-51666728

邮箱：648866395@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扩大招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重点生产清香，浓香白酒

14F089T/14F09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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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一正参力元酒业有限公司

shenliyuan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

电话：3826111

传真：0434-5012377

邮箱：172089620@qq.com

参展目的：将健康型白酒参力元酒奉献给中华儿女

展品介绍：参力元系列酒包括参香上品、参香尊品、参

香珍品、英城系列酒、今善系列酒。

14F093T

青岛夏菲堡酒业有限公司

QINGDAOXIAFEIBAO WINE Co.,LTD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 80 号；成都市双流

区兴隆镇中国西部博览城                   

电话：0532-83969088                   

邮箱：xiafeibao@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形象宣传 ,产品展示 , 推出新品 ,招商                                              

展品介绍：夏菲堡致力于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品牌

产品 , 旗下的甄爱黑标威士忌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已

逐步成为一只热销单品。坚持品牌之路，坚持品质第一，

使夏菲堡旗下的烈酒品系成为国内现代零售渠道中快速

增长的国产烈酒品类。广告语：1、甄爱威士忌，真的爱你。

2、甄爱威士忌，绅士的爱。推出新品果酒系列：甄爱果酒，

至纯至甄。  

14G113C/14G114C/14G117C/14G118C

北京京味缘酒业有限公司

Beijing Beijing flavour margin industr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燕东路 17 号 

电话：13931359136                 

邮箱：82163461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空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北京二锅头白酒及各种桶装酒   

14G101C 

江西陈香老酒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南昌市水城艺村 4-212                  

电话：18920815029                   

邮箱：243977066@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加盟商                                            

展品介绍：曾品堂 - 只卖好酒连锁加盟店的标准形象，

包括纯粮定制酒的展示和保真老酒的展示。  

14F094T

贵州播酱酿酒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长征路 66 号            

传真：22222609                     

邮箱：1220387833@QQ.COM             

参展目的：销售及招代理                                

展品介绍：播酱系列产品

14G095T 

贵州贺天下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话：0831-22316225    

邮箱：258796531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南，山东，河北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的，由小麦、水、高梁为原料，

采用传统酱香工艺酿造而成的纯粮酒。                  

14G096T

馥甄生物技术 (天津 )有限公司

Fu Zhen Biotechnology (TianJin) Co,Ltd

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                   

电话：17720170007                   

传真：022-60127887                   

邮箱：1069360278@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果酒、养生酒

14G097C

内蒙古骆驼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工业北路解放菜园甲 1号                   

电话：0742-6183383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东北三省、西北五省各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大区清香、手工纯酿、内蒙草原清香第一酿。

14H103C/14H104C 

新疆省哈密市金香缘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工业园广东工业加工区                   

电话：17699026958  0902-2207999 

14H108C

贵州国液酒业有限公司

GUIZHOUGUOYEWINE CO .,LTD.

地址：贵州省茅台镇     

电话：0851-33773989        

传真：0851-33773989

邮箱：364425421@qq.com            

展品介绍：贵州国液（集团）茅台镇将八方酒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运输储藏一体化企业；是实体

店电商平台结合的新模式；有完整售前、售中、售后经

营体系；销售的茅台镇原浆酒品牌有瀑台系列、皇浆系

列、定制专用酒，面向全国推广、招商加盟。全国多家

中大型超市均有销售，多个县市均有加盟连锁；旗下产

业有生产酒厂、公司自营店、电商部、酒店公司、餐饮

连锁企业。

14G110C 

河北素之源果酒有限公司

SOURCE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 401 号东亚望京中心 A 座

2516                 

电话：17600742626                   

邮箱：17600742626@qq.com                   

参展目的：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品尝和了解我公司果酒                                             

展品介绍：素之源果酒是目前亚洲的杏果酒；现拥有“素

之源”和“臻品杏酒”两大系列产品，也是中国杏酒第

一品牌。该产品采用先进工艺、特殊的发酵技术酿造而

成，含有丰富的黄酮，具有酵素品质。      

14H115C

黑龙江青宾老窖酒业有限公司

电话：0455-3399999

邮箱：qbljj@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宣传企业文化

展品介绍：青宾黑豆酒，古方古法酿、酒质更纯，具有

清亮透明、酒体醇和、绵甜爽净、余味悠长。黑豆其营

养成分，蛋白质量高，含有丰富的钙、钾铁、钼，多种

维生素和异黄酮；具有健脑益智，抗衰老，预防高血压，

血栓形成，预防甲状腺疾病，防乳腺癌及前列腺癌，补血，

补钙，养肾等多种功效。

14G121C 

山东绿草地啤酒有限公司

地址：潍坊市坊子区坊宴街办行政街 1号

电话：13675365167

邮箱：65995832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加盟商

展品介绍：啤酒

14H123C/14H124C 

贵州柔酱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电话：400867191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市场代理商，重点区域，陕西，

河南等。

展品介绍：忆酒坊系列，柔酱酒系列，酱香型基酒。

   14G125C

同江市赫哲部落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同江市八岔村

电话：0454-2965387       

邮箱：1251933454@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产品铺货率及销量。                                              

展品介绍：是一款具有 1800 年历史，水族酿造营养成分极

高的好酒。

福建福德元一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君竹路 83 号开发区科技发

展中心大楼四层 E401 室

电话：0591-88933888    18050268168      

邮箱：1136558862@qq.com           

参展目的：在全国范围内招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福建福德元一商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成立，

当时主要承担 ( 西藏 ) 青稞啤酒全国市场的品牌推广及

招商加盟工作。2016 年 10 月，公司在云南玉溪投产了

以原生态青稞和高原天然弱碱性泉水为主要原料，规模

化生产青稞啤酒的生产线并新增适合市场发展趋势的

210ml，5. 2 酒精度的拉环盖精酿哗酒。2018 年 11月。

公司携手香格里拉酒业集团联合推出“藏姆粮”责稞于

红酒。

  

 14G138C  14G142C

北京京良酒业有限公司

BEI JING JING LIANG JIU YE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

电话：15930049500

邮箱：761958105@qq.com

参展目的：白酒招商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主营二锅头白酒

14H126C 

四川思凯乐食品有限公司

SAKURAFOO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家园路 32 号 2 栋 8 层 37 号

电话：028-62411108

传真：028-62411108

邮箱：969317@qq.com 

参展目的：形象展示，品牌推广，扩大影响，提高销售

展品介绍：代理销售日本清酒、烧酒、梅酒等酒类展示，

自有品牌的米酒、果酒的上市形象宣传推广招商，进口休

闲食品、饮料的陈列展示宣传。思凯乐食品：安心、安全、

专业、健康。

14H136C 

四川米圆圆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兴盛街 1号 

电话：13698181180                 

邮箱：1031670829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各市县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自 1979 年创建以来，始终坚持以“木

分做人、专心酿酒”为宗旨，秉承“诚信仁爱”的理念。

在经历了 1 余年的培育锻造和提升，日前的系列品牌产

品已形成了精米酒和果露酒产品线。公司所有系列酒都

是以生长在深山老林的贵州一等黑、白福米和享有“原

始森林”之称的红枫湖山泉水为原料。再与古法和现代

工艺不同的是在粮食经发酵成酒后不经蒸馏分离 . 而是

通过超微孔过滤取酒，其目的是保全粮食中的所有营养

成分不被丢失和破坏。

14G137C

内蒙古于杯青春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GanBeiQingChun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街名都枫景南门干杯

青春

电话：4000-088-089      

邮箱：ganbeiqingchun@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区域代理，共同发展                                              

展品介绍：干杯青春酒是一款围绕着青春为主题新概念小

酒，采用独特酿酒工艺，设计成新颖的包装、制作符合正

在青春各种阶段情怀的白酒，通过全新的营销新零售理念，

传递青春气息。

14G139C

贵州飞天洞藏酒业有限公司

Guizhou Feitian Cave Tibetan Wine Industry Co.Ltd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金融大厦

电话：13608521288      

传真：13608521288                       

邮箱：257276600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品牌合作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营贵州酱香型白酒，1 要品牌有 : 生

产大队，衣民工社，台浆窖，赖建国，老酒民。以上品牌

均已成功注加，欢迎各位商家光监展位，洽谈合作。

14H140C

新疆名诺酒厂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 88 号

电话：13667509666      

传真：0996-5023240                       

邮箱：761275019@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各地、市、县代理商                                              

展品介绍：新疆名诺酒，高贵不贵、拒绝酒栏勾兑让身

边的人呢到五狼原浆名请酒品质保证坚持老传统专 酿

纯粮酒展现中华区来 传承历史文化挖相新时代发展中

的影响力品牌，彰显大国形象 1 这是个有灵魂的品牌，

个充满情怀的民族品牌 ! 代理新疆名诺酒就像插上腾飞

的翅膀。

14G141C

安徽省天下道源酒业有限公司

Anhui Tianxiadaoyuan Liquor Industry Co., Ltd.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兴业路   

电话：0558-7555299               

邮箱：625206763@qq.com     

参展目的：交流、学习、推广                                            

展品介绍：安徽省天下道源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

研发、生产、销售露酒的现代化企业，坐落在老子故里亳

州 -- 涡阳县。公司品牌“紫道”采用优质桑葚为主要酿酒

原料，较为完善的保留和利用中国特有的“药食同源”物

质有效成分，零添加、无污染的绿色饮品，集滋补、养生、

保健于一体。

14H144C

成都醇中醇君明生物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CHUNZHONGCHUN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中路 104 号                

电话：18010677048                   

传真：028-87462165                   

邮箱：zgjandztm@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酒曲生熟料、五粮浓香、茅台酱香丢（复）糟

使用说明、传统固态小曲粮酒使用说明。成品酒（原浆、

醉城小酒、20年感恩纪念酒、荣华富贵五星、五粮水晶）、

基酒。    

14H153C



8 9

洛阳北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oyang  Beiyuan  BIO-TEC  CO.LTD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产业区                    

电话：0379-66778822                     

传真：0379-66778822                     

邮箱：18203793163@163.com                    

展品介绍：北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洛阳市，

主要从事中药健康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目前产品

主要是玉苓膳酒系列及健康酒十月禾系列。

14H154C/14K155C

山东彪马啤酒有限公司

Shandong puma Beer co.,ltd

地址：山东潍坊青州                 

传真：0534-2728099                   

邮箱：2632702247@QQ.COM                 

参展目的：向全行业展示我公司与我公司产品，实现与

行业领袖及最佳实践者们的深度互动                                             

展品介绍：我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彪马桶装，彪马箱装，

彪马半托彪雪半托，彪雪箱装，小麦王、纯生、超纯、

超干等高中低档啤酒产品。

 14K164C/14K168C

固安县宝麦酒业有限公司

14K156C

吉林省大唐酒业有限公司

JILIN PROVINCE DATANG DISTILLERY CO.,LTD.

地址：吉林省农安县华家镇   

电话：0431-80807555    

传真：0431-82937226     

邮箱：395970233@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产品知名度，提升品牌形象，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纯粮食白酒，白酒原

料以高粱，玉米，大米，小麦，大麦为主。传统工艺，

纯粮酿造。本次参展产品以高中低端白酒及滋补酒为主。

纯粮白酒，入口绵柔，好喝不上头。

14H157C

安徽大光明啤酒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明光市渡口东路 15 号                  

电话：1390550049                    

参展目的：展示我公司产品、诚招广大代理商、                                             

展品介绍：柏虎白啤、柏虎黑啤、力威王系列、维真系列、

圣元系列啤酒。

14K159C

深圳市欧美澳进口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Europe, America and Australia Import 

Trading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港田花园 2楼                   

电话：0755-28585986                   

传真：0755-28585986                   

邮箱：sdsytsjxw@163.com                   

参展目的：寻求代理商                                             

展品介绍：进口红酒

14K160C

大智仁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十二橡树庄园二期 D1-3                   

电话：400-036-1919                  

参展目的：“先秦夜郎”富硒酒招商                        

展品介绍：“先秦夜郎”酒里有相当量的硒，是富硒酒，

根据硒在人体里免疫功能的作用对防癌有良好的作用。 

14H161C/14H162C

新昌县金果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新昌县                  

电话：0575-8626722                   

邮箱：289239262@qq.com                 

参展目的：通过参展对我家果酒有一定认知，诚招各省

区代理商。

14K163C

贵州省习水县习溪酒厂

Xishui distillery in Xishui County, Guizhou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                 

电话：15638908989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习溪品牌系列酒                                             

展品介绍：贵州习溪酒厂位于习水县南部，有赤水河的

滋养，赤水河冬暖夏热少雨的气候造就了习水县闻名世

界的优质酱酒。习溪酒厂主要生产酱香型白酒为主，现

有古酱、正酱、老酱、浓香 6 年、浓香 15 年和私人订

制等产品。酒质香味醇厚、绵正柔和、酱香回味悠长，

具有空杯留香等独特风格。

14H166C/14K167C

衡微醇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MIACRAFT BEER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皇岗工业园 20 号  

电话：0377-68566661    

邮箱：327636275@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当歌行莱拉格啤酒 当歌咖啡世涛啤酒

 14H170C

北京京正阳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电话：400-6133869       

邮箱：1376816754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招商                                             

展品介绍：“京正阳”系列、“壮京”系列、“牛百年”

系列等二锅头白酒。

14K171/14K172

西安市古秦渡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刘秀村        

电话：029-89680999       

邮箱：182386335@qq.com                  

参展目的：对酒厂产品的展示、全国经销商招募                                            

展品介绍：长安黄酒永宁门系列、秦小酌系列、老腔系列、

坛子酒系列、定制酒系列。     

14H158C 

郑州茅毛酒业有限公司

zhengzhoumaomaojiuye

地址：郑州市紫荆山路 60 号金成国贸大厦 802 室                  

电话：18695908282                   

邮箱：2391930078@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企业产品影响力                                             

展品介绍：郑州茅毛酒业有限公司主营贵州茅二代系列，

茂万代系列，大不了重新来过励志情怀系列酱香白酒。  

   14K175C

安徽省天下道源酒业有限公司

Anhui tianxia daoyuan liquor co. LTD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兴业街                

电话：15088700124                                

传真：0558-7555299                                

邮箱：1021918376@qq.com                               

参展目的：交流、学习、推广                                             

展品介绍：安徽省天下道源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

研发、生产、销售露酒的现代化企业，坐落在老子故里亳

州 -- 涡阳县，本公司成立了以首届中国酿酒大匠，高级工

程师、国家高级品酒师、高级酿造师、国家三区科技人才，

张金修同志为首的研发团队，公司品牌“紫道”采用桑葚

为原料，较为完善的保留和利用中国特有的“药食同源”

物质有效成分，零添加、无污染的，集滋补、养生、保健

于一体，特别适应现代人饮酒需求。

山东食兄酒妹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   

电话：0539-4444419    

邮箱：154319953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寻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食兄酒妹小三两酒是由公司自主研发设

计 ,2017 年年底上市 , 产品一推出就引起了市场上的广

大好评 , 同行业的竞相模仿 , 食兄酒妹小三两酒始终坚

持自己的发展底线 , 坚守产品质量 , 保证产品本质 , 力

推产品辨识度。食兄酒妹小三两酒 , 一罐刚好。中国小

罐酒引领者 , 纯粮固态发酵 ! 拉扣设计 , 方便简单 , 一

人一罐。酒体醇厚 , 口感淡雅 , 好喝健康。外观新颜 ,

时尚包装 ,璀璨夺目。 

14H182C 

 14K186C/14K187C/14K188C

麒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KIRIN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新闸路 356 号悦达黄浦河滨大

厦 203-204 室  

电话：021-5187-7070      

传真：021-6372-7170     

邮箱 qiang.wu@kirinchina.cn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以及各渠道终端客户                                             

展品介绍：麒麟一番榨啤酒是由 100 年以上历史的日本

麒麟啤酒公司所酿造的啤酒。麒麟一番榨啤酒不使用其

他辅料，使用 100% 进口麦芽酿造而成。在酿造过程中，

只萃取过滤工序中流出的第一道麦汁酿造。该独特的酿

造制法，能更好地体现 [ 清爽 ] 与 [ 甘醇 ] 的上乘纯正

口感。

    14H177C/14H178C

四川省天府顶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TIANFU DINGEM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平地街 198 号              

电话：028--86711266                                        

邮箱：410428918@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诚招区域性代理商                                    

展品介绍：顶珍经典松露酒，松露冻干原片，鲜品松露，

白松露酒等松露系列产品。                       

   14K180C

贵州省仁怀市国威酒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Guizhou province renhuai steam wine lrade Co.Ltd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茅台镇河滨社区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高中低档贵州迎宾酱酒  

                      

  14K181C

青岛秀水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Qingdao Xiushuiwa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开城路逯家庄社区                 

电话：0532-58658301                   

传真：0532-58658301                 

邮箱：qdlonghui88@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浙江及全国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藏马密语蓝莓酒及系列产品 . 主要采自北纬 35

度藏马山无污染林区种植蓝丰、赛拉、都客、北陆等高档

蓝莓品种 40 余万株。公司具有美国 MCM 及国资背景。

14K184C

浙江上首屋酒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SHANG SHOU WU LIQUOR CO.,LTD

地址：新昌县梅渚镇镇前路 16 号 1 幢                   

电话：0575-86668886                    

邮箱：17585637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上首屋系列水果蒸馏原浆酒，共 5 款，公司在

吸收传统酿酒工艺精华的基础上，自主研究创新，形成一

套专属于上首屋酒业的酿酒秘方。以新鲜水果为原材，大

缸低温、无添加发酵，恒温窖藏。上首屋水果蒸馏酒具有绵、

甜、醇、香、不上头、醒的快的特性，适宜大家品尝饮用。

14H185C

重庆市川东酒厂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江津                                      

电话：11500231499                                                

参展目的：销售                                             

展品介绍：江津白酒、江津老白干、金川东。 

 14H189C

成都醉美生活酒业有限公司

ChengDuZuoMeiLifeWineCo.Ltd 

地址：成都龙泉驿区公园路 258 号                                      

电话：13308173276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茅台集团新茅乡系列白酒  

14H190C

四川一醉三国酒业有限公司

yizuisanguo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大合仓四栋三单元 1203              

电话：4000282009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一醉三国旗下拥有幸福莲莲一斤装 52 度浓香型

白酒， 52 度半斤装以及二两浓香型白酒。     

14K1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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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坤沙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KUNSHAJIUYE

地址：贵州茅台镇                 

电话：15563409197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有实力的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营贵州茅台镇、金沙窖酒以及洞珍

酱洞藏老坛酒系列。              

14K192C

四川神洲春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邛崃市高埂镇      

电话：028-85034988   15890118888                   

传真：028-85078605                    

邮箱：2700074888@qq.com                  

参展目的：全国空白市场招商                                             

展品介绍：网红爆款小酒—丁小黑，丁小黑小酒主要以

传统渠道 + 体验小酒馆 + 电商模式，全方位为经销商服

务。

 14K204C/14K205C

青岛劲派啤酒有限公司          

德国慕尼黑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Qingdao Jinpai Beer Co., Ltd.

Germany Munich Beer Co., Ltd.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青沙路 29 号              

电话：400-666-9159                         

邮箱：7827112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县市经销商                                              

展品介绍：精酿啤酒、原浆啤酒、枸杞啤酒、红枣啤酒、

德国埃丁格啤酒、夜场啤酒、易拉罐啤酒、纤体罐啤酒、

语录文案啤酒、坛子酒系列、定制酒系列。     

14K199C/14K200C

中华蜜酒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路 11 号一商大厦 1301 室     

电话：010-68253001     

传真：010-68253001     

邮箱：2041019064@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及宣传本公司产品           

展品介绍：中华蜜酒以纯蜂蜜为原料，运用古法手工酿

制而成，酒体金黄透明，口感绵软、清香，浓烈中略带

一丝蜜香，是目前市面上白酒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品，

也是白酒行业中原料最贵的一款贵族酒。

14K193C/14K194C

郑州久秀商贸有限公司

Zhengzhou Jiuxiu Business Co.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航海路 2号                  

电话：0371-53313219               

传真：0371-53313219           

邮箱：565416691@qq.co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啤酒、红酒、洋酒。   

14K195C

绵竹市齐福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绵竹市孝德镇斗峰村 6组                   

电话：4000838577 

邮箱：19000556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白酒散酒连锁加盟                                               

展品介绍：白酒基酒、原酒、调味酒批发销售；散酒连

锁加盟；贴牌加工生产；齐福牌、百年齐福牌、金七福

牌盒装酒全国招商。

14K197C/14K198C

贵州省仁怀市黔丰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Qianfengjiuye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话：18585210999         

邮箱：53545447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品牌酒今黔酱和赖昇系列酒，是茅台

镇核心产区的纯粮食古法酿造的酱香型白酒，口感纯正，

空杯留香。

  

14K201C

贵州苗主人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仁怀市盐津街道罗家坝小区                 

电话：13314401446                

邮箱：1518310963@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苗家茗萃药食养生酒，酒精度：48%vol   

14K202C

北京丽龙艾尔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LEERON ALE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北街家园一区 7 号楼 -1 至 1

层（1层）125A

电话：13601032185

邮箱：yeszlj@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区域代理商以及行业分销商

展品介绍：引进世界各国先进技术工艺与酿造原材料，

生产、代加工高品质、不同风格手工啤酒。

14K203C

喝墨水中国艺术小酒

si chuan run guo yin pin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南路 40 号 B 座 5 楼喝

墨水艺术空间 

电话：028-87052211                 

邮箱：linmo@drinkink.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品牌联创。                                               

展品介绍：喝墨水品牌艺术小酒旗下产品：喝墨水浓香

小酒、喝墨水酱香小酒。中华民族五千年璀璨文明，宛

若一副亘古绵长的墨香长卷，“喝墨水”传承 1420 多

年的文化基因，士子情怀，文人风骨，历史的文脉在“墨

水”中延续。践行着对艺术生活的信念，立志为文艺工

作者、文艺爱好者打造中国艺术小酒——“喝墨水”品

牌应运而生。

  

14K206C

四川省渔樵（集团）有限公司

SICHUAN YUQIAO GROUP CO .,LTD.

地址：四川省邛崃市前进镇渔樵路 2号

电话：028-88717336

传真：028-88717336

邮箱：77079637@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展示、新量发布、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渔樵仙 - 品牌 , 在继承传统酿造工艺上 , 公

司特别推“双曲发酵”法，既：采用中温曲与高温曲酿

造，选使产品口感独具一格；更柔顺、更浓郁、更幽雅。

二麻二麻 - 品牌 , 传统手工打造、地道四川小曲；在中

低端市场具有较强的市场影力与品牌力；目前是川内市

场的引导者。

  

14-15A005T

劲牌有限公司

JING BRAND CO.,LTD.

地址：湖北省大冶市大冶大道 169 号     

电话：0714-8855963        

传真：0714—8761798       

邮箱：64214515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和企业品牌形象                                   

展品介绍：中国劲酒是以幕阜山泉酿制的清香型小曲白

酒为基酒，精选地道药材，采用新升级的数字提取技术

酿制而成。其中蕴含多种皂甙类、黄酮类、活性多糖等

功能因子，具有抗疲劳、免疫调节的保健功能。毛铺苦

荞酒是劲牌公司创新性研发的一款新型白酒，通过科学

配比，使成分与酒体充分融合，保持了传统白酒的色泽

和口感风味。  

14-15A006T/14-15B008T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SHEDE SPIRITS CO., LTD.

地址：四川省射洪县沱牌镇沱牌大道 999 号

电话：0825-6618888                  

传真：0825-6618888

邮箱：liangyue@tuopai.biz

参展目的：传播中国智慧，打造文化国酒                         

展品介绍：以舍得为核心，以沱牌为重点，以吞之乎、陶醉、

沱小九为培育型品牌的品牌矩阵。

贵州习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GUIZHOU XIJIU SALES CO., LTD.

地址：贵州省习水县习水镇

电话：0851-22691200 

邮箱：1393459169@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习酒企业形象，彰显习酒品牌实力                         

展品介绍：贵州习酒位于中国酱酒核心产区——赤水河

中游河谷，具有酱香、浓香两大香型白酒的生产能力。

2018 年，习酒以品牌价值列中国白酒第 9 位、贵州省白

酒第 2 位。习酒 • 窖藏 1988 作为习酒核心产品，选用

优质糯高粱、小麦为原料，秉承纯粮固态发酵传统工艺

潜心酿造，采用 1988 年以来窖藏二十年以上酱香老酒

和精选五年以上优质基酒倾心打造而成，具有酱香突出、

醇厚丰满、细腻体净、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的风格

特征。 

15A001T/15B002T

15B013T/15B014T/15C015T/15C016T

陕西长宇酒业有限公司

Shaanxi  Changyu  Wine Industry  Co.,Ltd 

地址：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七路赛高悦府 4栋 22 层  

电话：029-86115806                   

传真：029-86115806               

邮箱：64665730@qq.com                   

参展目的：西凤 375，125 酒全国性招商                                             

展品介绍：西凤 375，西凤 125 传承西凤酒三千年历史

文化，技艺工艺，浓缩西凤酒精华匠心独运。45 度棉柔

凤香型白酒，它是以大海珍藏多年的基酒作为主体，“诸

味协调，尾净悠长”，绵甜，爽净，品味高，口感佳，

乃传世佳酿。   

14-15B007T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国和酒业有限公司

Guohe Liquor Co.,Ltd.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茅台镇椿树村土滩坝组

电话：010-88510366

传真：010-88510366

邮箱：Sales@gouhechina.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产品香型：酱香型白酒。产地及原料工艺：

酿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采取优质赤水河水，选用茅

台镇天然酱酒原料——红缨子高粱，配以精选小麦，经

过回沙工艺，再由经验老到的酿酒大师勾调酿造而成。

“一以贯之，不忘初心”是我们的核心宗旨。

14-15B014T

四川剑南春股份有限公司

JNC Group Co,.Ltd.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春溢路 699 号

电话：66989119                 

传真：66989119

邮箱：2250499460@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产品推荐                      

展品介绍：据《后唐书 • 德宗本纪》记载，在盛唐时期剑

南春被选为宫廷御酒。大唐皇室的长期御用造就了剑南春

"大唐国酒"的历史地位，是现代中国至今尚存的大唐名酒。

15A005T/15B006T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Wuliangye Yibin Co.,ltd.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 150 号

电话：0831-3567000                   

传真：0831-3555958

邮箱：000858-wly@sohu.com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产品展示、拓展渠道、促进销售                         

展品介绍：以精选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

粮食和水为原料，用传统的“包包曲”作为大曲，以具有

600 多年优质窖泥演化的窖池群及千年以上的传统生产工

艺，在封窖泥封闭的窖池里，固态自然发酵、蒸馏，运用

筛选组合而成的浓香型白酒。

15A007T/15B008T

宜宾酒股份有限公司

Yibin Liquor Compang Limited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开发区港园大道西段 9号

电话：13320663515               

邮箱：813535021@qq.com

参展目的：全国省市县区域招商    

15B017T/15C019T

环球佳酿酒业有限公司

Global Best Wine Co.,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西段成都科

学城天府菁蓉中心 C区 5、6号

电话：4001866999               

传真：4001866999

邮箱：chenxinyuan2317@dingtalk.com                                               

展品介绍：环球佳酿酒业有限公司，由邓鸿先生斥巨资设立，

致力于打造全球美酒品牌孵化器，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

兴建和合作优秀酒类生产企业、流通企业，以在各酒种中

孵化具有影响力、代表性的产品品牌并进行销售，是一个

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的国际级酒业集团公司。

15B018T/15C020T

宜宾市鼎极酒业有限公司

Yibin Ding Ji wine industry Co.,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388 号美年广场

A座 248     

电话：028-83151359        

传真：028-83151359        

邮箱：23106418@qq.com    

参展目的：全系列产品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宜宾市鼎极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1 月

27 日，专业负责五粮液股份公司出品的感恩酒和商务用酒

品牌的全国市场运作。感恩酒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荣誉

出品的一款情感文化的浓香型白酒。

15A001T/15B0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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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聚富商贸有限公司

SICHUAN MIANYANG FORGOOD DISTILLERY CO.,LTD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飞云大道 369 号

电话：0816-2566481              

传真：0816-2566481

邮箱：744847115@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丰谷内壹规格：500mlx6 瓶 /100mlx24 瓶  

酒精度：51.8; 丰谷酒王 20 规格：500mlx6 盒 酒精

度：52%vol; 丰谷酒王 12 规格：478mlx4 盒、478mlx6

盒  酒精度：38°／ 48°／ 52° ; 丰谷特曲 2019 生肖

版规格：500mlx6 盒 酒精度：52%vol; 丰谷特曲规格：

500mlx6 盒 酒精度：52%v; 丰谷墨渊 规格：480ml*12

丰谷嗨。

15B021T/15C023T

呼伦贝尔市天虫酒业有限公司

HULUNBEIERSHITIANCHONGJIUYEYOUXIANGONGSI

地址：呼伦贝尔扎兰屯市钢铁大街 1号

电话：0470-3795090

传真：0470-3795051

邮箱：306431807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企业始终以玉米、高粱为原料，以自制的麸

曲为发酵剂，同时清澈甘甜的雅鲁河地下水系为酿酒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酿制的白酒纯正天然。公司

精心研制，采用雄蚕蛾及清香型白酒为主要原料 , 辅以

丁香、龙眼肉、决明子、大枣、蜂蜜食药同源的材料配

制酒“天虫酒”已经隆重推向市场。此酒酒香浓郁，酒

体醇厚，余香挂杯，入口绵柔、爽净。此酒一经推向市

场赢得了广泛的的赞扬。东北四宝天虫酒好料好味道。

15D039T/15D040T

山东德道酒业有限公司

DEDAOJIUYE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腰站工业园区

电话：0534-4643999

传真：0534-4648888

邮箱：754663788@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及推广

展品介绍：浓香型白酒

15D032T/15D031T/14G091T/14G092T

16G118C/16G117C/14F079T/14F080T

四川川酒集团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SICHUAN LIQUOR GROUP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365 号中海国际 F座 5楼

电话：13880305277               

传真：028-61397192

邮箱：281546347@qq.com

参展目的：展示集团品牌，进行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1、叙府10，整体包装以赤红为主，热烈喜庆、

高贵典雅。20 年以上窖池酿造， 3 至 10 年以上基酒勾

调，香气自然协调，味甘冽，余味净长。2、叙府 20，

时尚金色盒体，搭配纯色透明瓶身，简洁大气，尽显商

务精英风范。30 年以上窖池酿造， 3 至 30 年以上基酒

勾调。窖香浓郁，醇厚味长。3、叙府30，高雅深灰盒体，

搭配淡雅瓷白瓶身，低调内敛，雅致超然。

15B025T/15C027T

新疆疆遇印象酒业有限公司

JIANGYU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南东路天和新城市广场 B

座 23 层

电话：18599165500

传真：0991-5090899

邮箱：okey52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经销商

展品介绍：货真价实，口感醇正低度绵香，余味馥郁

酒体更加丰润，酒劲恰至微醺。

15C029T

醉美丝路（北京）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Intoxicating Silk Road(BEIJING)International 

Trade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汇园公寓 H 座 2003

室

电话：010-57258800、4001597979、15601381573（吕）

邮箱：foxlv1012@126.com

参展目的：冰青青梅果酒品牌宣传推广及招商

展品介绍：冰青系列青梅酒本着“天然无添加、低度时

尚化、专利技术原果酿造”的原则，为年轻一代、梅子

酒爱好者及时尚社交消费者打造出中国优秀的青梅酒；

冰青系列青梅酒采用西岭雪山冰川水源，结合新鲜青梅

运用专利技术（专利号：ZL 01 1 08419.7）原果发酵，

辅以天然蜂蜜进行产品酿制；

15C033T

河北中酒时代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ZhongJiuShiDai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天河家园底商

电话：0312-8903780

传真：8903780

邮箱：249906651@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

展品介绍：展示北京二锅头

15C034T

哈尔滨关东老窖酒业有限公司

Harbin Guandong Laojiao liquor industry Co., Ltd

地址：哈尔滨市利民经济技术（国家级）开发区

电话：0451-51706013

传真：0451-51706015

邮箱：143041866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山东、河北、江苏、河南代理商

展品介绍：皇家系列产品，hello 天使凯蒂系列，梅花

三韵系列，精品、品鉴系列，中国境界 - 礼酒系列，中

国故事 -龙酒系列。

15D035T/15D036T

内蒙古河套酒业集团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Inner Mongolia Hetao Liquor Group sale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建设街 39 号

电话：04786627024

传真：04786627024

参展目的：考察市场，招商交流

展品介绍：河套酒业总部陕坝是中国北方浓香型白酒生

产基地——“北国酒都”。企业总资产近 50 亿元，优

质原酒产能 5 万千升，储存能力 12 万千升，成品酒产

能12万千升。主导产品有以“河套王”、“河套老窖”、

“淡雅河套”为代表的白酒系列多个品种。

15D43T/15D44T

内蒙古巴彦绿业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局 502 室   

电话：18547866893

传真：0478-8785016

邮箱：nmgbyly@163.com

参展目的：为进一步促进巴彦淖尔市与成都的经贸合作

展品介绍：河套平原地处北纬40°黄金纬度，气候卓殊，

素有“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美誉。巴彦淖尔市委政

府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凭借“绿色、有机、高端”“生

态、特色、精品”的优质产品，打造全区域、全产业、

全品类、全覆盖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天赋河套”, 荣登

2018年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亚军。天赋河套，

世界共享。

15D043T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俊祥农民专业合作社

地址：临河区双河镇友谊乡

电话：13948389084 

邮箱：2542950254@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和招商                                            

展品介绍：地道巴盟老油坊，原料选择颗粒饱满的油葵

籽经层层筛选除尘、除杂；焙炒采用炭火微炒炒出葵花

清香味道；压榨采用螺旋物理压榨无需任何化学添加经

自然澄清直至油品清亮。每个流程严格把控保证质量。

15D043T

内蒙古心系天下农业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东环办新汽车站东 1 公里

71 号

电话：400-0478-110  

邮箱：357255862@qq.com                  

参展目的：企业产品宣传，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展品有：1 原味炒葵花籽，2：礼盒组合装（原

味葵花籽、原味南瓜子、五香煮瓜子），葵花籽颗粒饱满、

皮薄肉大，五香煮瓜子百煮入味，均无任何添加剂，适合

旅行、聚会、茶余饭后各场所的休闲食品，欢迎全各地的

朋友品鉴、代理销售。

荷花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嘉禾国信大厦八层

电话：15001139889

传真：56969600

邮箱：nage-dan@foxmail.com

参展目的：推广荷花品牌

展品介绍：荷花烟的推广及产品介绍、荷花酒的推广及

产品介绍。

 15D043T 15E052T

内蒙古百吉纳奶酒股份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Baijina Kumiss Co.,Ltd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建设街 39 号 

电话：0478-6627816 

邮箱： 916719948@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宣传、产品展示、寻找意向客户

展品介绍：百吉纳奶酒奶的营养，酒的享受；选用来自草

原天然无污染的优质牛奶、乳清，特选五种生物活性益生菌，

应用微生物发酵工程技术、酶工程技术、纳米技术等国内、

国际先进技术，经过分级发酵、澄清过滤、高温灭菌、CIP

自动清洗、微机控制等一系列精密的工序，通过对 20 个质

量关键点的监控和 50 项理化卫生指标的严格检验控制，方

可酿造出优质的百吉纳奶酒。 

15D043T

内蒙古爱在仁间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工业园区

电话：18104871119                    

邮箱：1259472612@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推广、宣传品牌、共享品牌、原料供给、炒货

出口     

展品介绍：内蒙古爱在仁间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现有职员 30 余人 , 注册资本 300 万元。公司生产车间面积

11000 多平方米，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生产线，在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结合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研究出了鲜、香、脆、亮的炒制

技术，并且建立质量追踪溯源体系，从源头上把握葵花籽的品质。

公司依托自然恩赐的好资源，培育了“爱在仁间”原味好瓜子！

 

15D043T

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478-8225533；13408544978

参展目的：提升河套面粉及油脂，挂面等产品市场知名度，扩

大市场份额。

展品介绍：天赋河套雪花粉，天赋河套手拉面，河套雪花粉，

河套五星葵花籽油，空心挂面，雪花挂面。

15D043T

内蒙古轩达食品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XUANDA FOOD CO., LTD

 
地址：五原县工业园区

电话：0478-5516818

传真：0478-5516819  

邮箱：3526339030@qq.com

参展目的：更好的宣传轩达品牌，展出高端营养好产品。

展品介绍：葵花籽：品名“扣扣香”，粒大饱满，仁厚皮薄，传

统工艺炒制，色香味俱佳。选择扣扣香大智慧瓜子，享受快乐

智慧人生。南瓜仁酥、葵仁酥：香脆可口，营养丰富，品味纯正。

南瓜仁，葵仁：天然健康含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口感香甜，

美味。公司所有产品均产于河套腹地，无任何添加，是亲朋好

友欢聚相谈、礼仪馈赠的不二之选。

 

15D043T

北京前门楼酒业有限公司

beijingqianmenlou

 
地址：徐大公路 189 号

电话：13833083136

传真：0312-8903818

邮箱：82425021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北京“前门楼”系列二锅头酒、北京“大前门”系

列白酒。

 15E047T

北京二锅头酒业集团

beijingerguotou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

电话：15110133558

传真：0312-8903818

邮箱：82425021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经销商

展品介绍：永丰二锅头凤凰系列

15E048T

北京大都福海糖酒有限公司

 Beiing Dadufuhai Sugar&wine Co,Ltd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兴海路 2号

电话：010- 83726699

传真：010-83726699

邮箱：447469846@qq com

参展目的：全国品牌招商及特约专卖店加盟商。

展品介绍：“永丰” 牌北京二锅头光瓶系列、“永丰” 牌二

锅头盒装系列、“永丰” 牌二锅头坛装系列白酒。

15D053T/15D054T

四川唐朝老窖（集团）有限公司

 Tangchao Laojiao(group) co. 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宝环路 488 号

电话：023-67457855

传真：0830-2730074

邮箱：36431680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范围内的白酒、果酒代理商。

展品介绍：唐朝老窖系列白酒产自中国浓香型白酒发源地——

四川泸州。以历代心口相传的非遗酿造工艺，以及沿用至今几

乎从未间断发酵的百年老窖池群为核心，采用泸州盛产的优质

糯红高粱、小麦、大米等原粮为原料，严格控制发酵周期，精

心酿造。所酿之酒窖香浓郁、口感醇厚、饮后不干口、不上头、

醒酒快。

15E055T

安徽明光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明光市池河大道 21 号

电话：0550-8099005

传真：0550-8099139

邮箱：52780126@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展示企业风采

展品介绍：40 度老明光绵柔 5年

15D057T/15E05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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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攀林经贸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

电话：18890857789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高低端酒类

15D058T

河南玖纳商贸有限公司

Henan jiuna trading co.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 68 号院 8 号楼 29 层

2913 号

电话：0371-56011899

传真：0371-56011899

参展目的：针对全国市场诚招省级，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超凡•脱俗  品位 •高度；红顶八角平顶盖：

喻为“鸿运当头，八方瞩目”；紫檀八棱柱，柱体金色

铭文书法，厚重大气：喻为“顶天立地，八方呼应”；

立面素雅绸缎国画，淡雅清新：喻为“优雅从容，坦然

人生”。

15E070T

泸州树清酒庄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泸州市泸县云龙镇

电话：18015729199

邮箱：540370248@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文化，宣传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树清酒庄，位于泸县云龙镇，距主城区仅 15

公里，地理位置优越，是“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连

续多年获得“纳税大户”荣誉称号，并评为“规模以上

企业”，是当地的“花园式酒庄”。酒庄秉承工匠精神，

是泸州唯一一家“三代酿酒”的技术型传承企业，已历

经百年历史。树清酒庄励志于发展传统工艺，广交爱酒，

懂酒的朋友。共同将中国白酒发扬光大，走向辉煌。

15E065T

河南中之源酒业

地址：河南市

电话：15890906654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中低端酒类

15E060T

泸州市酒类行业协会

Luzhou Alcohol Industry Association

地址：泸州市江阳中路 41 号

电话：0830-6660535

传真：0830-6660535

邮箱：449184008@qq.com

参展目的：抱团参展，振兴泸酒。

展品介绍：浓香、酱香、清香型白酒。

15E065T/15E066T/15F067T/15F068T

15F081T/15F082T/15G083T/15G084T

泸州华明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LUZHOU HUAMING WINE CO.,LTD.CHINA 

地址：泸州市江阳区龙透关 29 号（南阳花园）      

电话：0830-2393625                       

传真：0830-2393625                       

邮箱：huaming08@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船山老窖系列酒（浓香型白酒）、顺记烧坊

系列酒（清香型白酒）、蜀中三杰系列酒（馥郁型白酒）。

15E065T/15E066T

四川发展纯粮原酒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四川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云台路 68 号西南商贸

城 17 区二层 C栋 131 号

电话：0830-6660831

传真：0830-6660831

邮箱：772410149@qq.com

参展目的：与有原酒及定制酒业务需求的客户合作

展品介绍：原酒：清香型（特级）、清香型（一级）、

浓香型单粮（特级）、浓香型单粮（一级）、浓香型多

粮（特级）、浓香型多粮（一级）、酱香型（特级）、

酱香型（一级）、浓香型单粮调味酒（特级）、浓香型

多粮调味酒（特级）。

15E065T/15E066T

泸州琼浆酱酒厂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凤鸣镇之字滩赤水河畔                        

电话：0830-5544999  13882722750                             

传真：0830-2505029                               

邮箱：1522117322@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文化，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酱香、浓香、清香型原酒；酱府村、神怡飞郎、

泸六爷等品牌瓶装酒。                                       

15F068T

四川一桶天下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泸州市江阳区邻玉镇石油路 121 号 1、2 栋                       

电话：0830-3890888                             

传真：0830-3890291                               

邮箱：3495817927@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业务交流、招商、拓展市场。                                             

展品介绍：我公司 “一桶天下”与“国池”两大战略

品牌秉着良心做酒，做好酒做消费者可以消费的高性价

比酒。一直坚持着窖香、绵甜、醇厚的风格。采用五粮

工艺酿造。 

                                       

15F068T

北京二锅头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工业开发区兴海路 2号

电话：010-69276965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北京特制烧酒

15E069T

吉林省红动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水道镇龙头村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吉林省红动酒业具有多年酿酒历史。

15F071T/15F072T

台湾金门茅台酒业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33 号

参展目的：展示，招商

展品介绍：台湾高粱酒白酒系列

15F073T/15F075T

厚工坊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2002 号

电话：1856660650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高档酱香新白酒

15E074T/15F076T

支云（北京）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水乡茶楼 8-7

电话：18801157414

邮箱：87983205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支云•逍遥、支云•封坛、支云•万象、支云•

至真。

15F077T

泸州蜀泸酒业有限公司

luzhoushulujiuyeyouxiangongsi

地址：泸州市江阳区佳裕路 -蜀泸酒业                       

电话：0830-2599791   

传真：0830-2599791  

邮箱：1047149685@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企业影响、结识大量潜在客户、融洽客

户关系。 

展品介绍：“蜀泸”牌蜀泸老窖、“蜀泸”牌窖藏原浆

系列酒品，采用纯粮固态酿造的优质原酒，经长年储存

老熟，配以 10 年以上陈酒、调味酒，精心勾调而成，

包装精美、典雅大方，深受消费者喜爱，畅销全国各地。

中国白酒专家评鉴组评鉴：“蜀泸的各类原酒具有无色

透明、窖香浓郁、味陈绵甜、醇厚、回味悠长等特点”。

15F081T

沈酒集团有限公司

Shen Liquor Group Co., Ltd.

地址：泸州市叙永县向林镇向林街 245 号

电话：0830-6888889

邮箱：385844610@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市场重点招商与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全面展示中国沈酒系列产品、赖公系列产品、

老罐系列产品、向林老窖系列产品，所有产品原产自四川

泸州，纯粮酿造，符合国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价格全国

统一，京东、天猫、淘宝等各大平台均有出售。

陕西赋比兴酒业有限公司

Shaanxi Fubixing Wine Co.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中海铂宫 305B

电话：029-89557687

邮箱：huaniang@sxfbx.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品牌买断、OEM 定制

展品介绍：我厂是国内米酒、花果酒系列产品最为一流

的生产商。拥有现今国内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生产流水线，

年生产能力达到 2.4 万吨，国内领先。具备完善配套的

产品技术开发能力，拥有核心发明专利和数项实用专利，

已在花果米酒品类开发几十种口味；旗下十余款系列产

品诚招全国代理、品牌买断、OEM 定制。

 15G082T/15F084T 15G101C/15G102C

泸州一品留香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桥头村                

电话：13568621123                             

邮箱：385844920@qq.com                                   

参展目的：提升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泸州一品留香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三年，

是一家集原材料采购、酿酒生产、成品灌装、包装设计和

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由基酒厂、品牌运营中（下设

若干品鉴会所）、包装厂三大部分组成。从创建至今，公

司已获得了相关专利及荣誉资质，包括“瓶型设计专利”、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四川省质量先进企业”、“四

川省名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窖池”等 。 

15F081T

四川仙潭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   

电话：028-85187426

传真：0830-7409058

邮箱：27147576@qq.com

参展目的：响应春糖号召，提高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 本次春糖，仙潭酒业将携“红潭酱酒、紫潭酱酒、

青潭酱酒、年份潭酒、金质潭酒、仙潭二两九、仙潭大曲、

仙潭特曲 X5、仙潭特曲 X6”等 9款核心序列产品参展。 

15F081T

四川仙潭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泸县兆雅镇

电话：08300-8693448  13982491168

邮箱： 38745522@qq.com

参展目的：主要寻找浓香型及酱香型原酒下游厂家。

展品介绍：1、浓香型基础酒、调味酒；2、酱香型基础酒、

调味酒；3、泸福老窖浓香型系列白酒产品。

15F082T

四川桂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SiChuanGuiKangJiuYeJiTuanYouXianGongsSi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长安镇    

电话：0830-2755555  0830-2755888     

传真：0830-2755111       

参展目的：原酒及泸家系列招商、宣传、推广                         

展品介绍：四川桂康酒业集团组建于 2004 年，是泸州市

酒类骨干企业，泸州市首批酒类“小巨人”企业；公司经

过不断努力现已发展成为能生产浓香、酱香、清香三种香

型的白酒生产厂家。总占地面积 380 余亩，分为“三大酿

酒基地、一庄园”（桂康酿酒基地、秦汉贡酒酿酒基地、

名泉酒业酿酒基地、桂康集团生态酒庄），有酿酒老窖池

3000 余口。

 15 号馆泸州特装展区

京鹰酒业

beijingjingyingjiuchang 

地址：房山区琉璃河镇                  

电话：010-59645909                  

传真：010-59645909                   

邮箱：yijinbanbaijiu@163.com                  

参展目的：招商、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壹斤伴二锅头

 15F089T 

祥云县万花溪酒厂

Nancy ＇ s Plum Garden 

地址：云南大理祥云县下庄镇                  

电话：13874999518                   

邮箱：lanxinmeiyuan@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蓝心梅园梅子酒。 优选自云南 3800 米高海拔

大树杨梅为原料，纯果汁发酵，古法纯酿 100 天，酿造出

仅有 8 度的低度杨梅酒。精美独立的外包装，多种规格、

多种包装可供不同需求选择。价格上实行全国统一零售价

标准，拒绝扰乱市场价格，针对代理商们有专业的产品辅

导培训、营销辅导等；在重庆地区已入驻超过 300 家知名

餐厅合作。

 15H100C 

北京芝一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z-one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万达广场 3号楼 1605

电话：010-56907500

邮箱：cici.wang@z-one.shop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中国五粮型浓香白酒

15G105C/15G106C

辽宁益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Liaoning Yirentang Health Pharmaceutical Co.,Ltd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桓仁镇四河村街 07 组 50 幢

单元 5号 

电话：024-48286999  13904147046 

传真：024-48286998 

邮箱：yiren.tang@163.com                   

参展目的：销售、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①人参冰酒：375ml/ 瓶 能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新陈代谢，美容养颜抗疲劳。②人参酒：500ml/ 瓶 

芳香浓郁，参香怡人。③人参咖啡：10g/ 袋 *10 袋 / 盒

*4小盒 人参和咖啡的完美结合，能提神醒脑大补元气。

④人参颗粒：3g/ 袋 *10 袋 / 盒 *4 小盒经过 500 目以上

超微破壁，服用更方便，更利于人体吸收。⑤人参膏：

200ml/ 瓶 由人参经过低温萃取、有效成分高倍浓缩，

易于人体吸收，适合于手术后病人恢复体能。⑥人参蜜

茶110g/瓶、250g/瓶 配方科学、择料考究、口感极佳、

醇香怡人。⑦ 人参：益仁堂“籽海”牌人参获得辽宁

省著名商标，好品质，值得信赖。

15G1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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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荣程酒业有限公司

TIANJIN ROCKCHECK WINE CO.,LTD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荣程集团营销公司 A座 

电话：4000115919 

传真：022-58663624

邮箱：Rockwine@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京津冀及云南省等代理商                                              

展品介绍：荣程酒业自张祥青董事长创立至今，遵循荣

程集团“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永不言败”的企业精神；

秉承“返璞归真，以德为魂，不忘初心”的宗旨，择祥

和净土“西双版纳”为酿造基地，甄选优质基地原料，

传承古法酿造工艺，后经国家级调酒大师吴晓萍女士诚

挚品鉴改良，完美诠释出荣程清香型白酒“前清后酱，

劲雅绵长”的独特魅力。

 15H111C/15H112C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红粱魂酒业有限公司

honglianghun 

地址：贵州省茅台镇环茅南路 294 号                  

电话：0851-22337178                    

传真：0851-22335658                    

邮箱：616339884@qq.com                    

参展目的：宣传酱酒文化，让大众分享纯正酱酒的味道                                          

展品介绍：品牌形象：绿色有机，生态健康。企业精神：

创新，自强，感恩。经营理念：立于形象，专注品质，

保护茅台，完善自我，理性发展。

15H131C/15H132C

辽宁盛世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 i a o n i n g  S h e n g S h i T i a n Y u a n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沙海镇                

电话：15942113456               

传真：0421-7439666                     

邮箱：lnssty@163.com                    

展品介绍：盛世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地处两省交界，位置优越。作

物占地面积大于 70 亩，公司固定资产投入大于 8800 万

元，厂房占地 14000 余平方米。公司拥有先进的果蔬汁

制造专业设备，以黑果花楸、沙棘资源为主要原材料，

开发红酒、果汁饮料、原浆保健品系列产品。

15H120C

广州一瓢清香贸易有限公司

Guang Zhou Yi Piao Qing Xiang Trade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新村兴业大道 3 号畅

兴大厦 701 

电话：020-39189434 

传真：020-39189434 

邮箱：22916067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品牌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班花小酒产自山西杏花村，纯粮固态发酵，

大曲清香型白酒。“若水三千，只取一瓢”，一瓢清香

象征着我们对品质精益求精，对品牌的专一与坚持。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班花，大家总会想起青春时期心里藏

着的那个女孩。这个女孩是一个独特的记号，记录着那

一段我们最甜美的记忆。当和好友相聚时，班花是一个

永远也聊不完的话题。

15G117C

石家庄成帅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裕华区建华南大街蓝山国际  

电话：0311-68070036         

传真：0311-68070036         

邮箱：106722424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石家庄成帅商贸有限公司是专业开发汾酒集

团 --珍藏老坛系列产品，面向全国招省、市区代理商，

产品质量符合国际的一切标准和要求。 

15H119C

茅台镇杨酒师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朱昌镇                  

电话：0851-8436179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贴牌定制、提供基酒                           

展品介绍：茅台镇散酒、坛酒、瓶酒（杨酒师酱香老酒、

千案郎酒、国鉴系列、大国古鉴） 。 

15G121C/15G122C

福州海日新贸易有限公司

Fuzhou Hynesen Trade Inc.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江滨东大道 100-1 号

世创国隆中心 1913-1                 

电话：0591-83971025                    

传真：0591-83981025                 

邮箱：344064661@qq.com                    

参展目的：美味共享，海日新面向全国诚招代理。                                          

展品介绍：尽品日本各地铭酒，亮相本次展会的清酒有：

始于 1716 年的千代龟，G7 首脑峰会指定用酒——泷自

慢，拥有酒魂秘技的石川农口，有着 190 多年酿酒工艺

的武陵桃源以及在历史和风土中酿造的岐阜铭酒——若

葉和千古乃岩。不仅如此，在本次糖酒会上，海日新还

带来了备受爱酒人士喜欢的解酒糖——善酒侍和吟酒丽

人。

15H127C

北京御林山庄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高低端白酒   

15G133C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亿星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话：0851-22303989                  

传真：0851-22303989                 

参展目的：让更多的人喝上亿星酒                                             

展品介绍：有机高粱，小麦为原料，得山川之灵气，精

心酿制。     

15G134C

沈阳中吉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沈阳市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高低端白酒

15H135C

辽礼实业（沈阳）有限公司

Liaoli Industrial（Shenyang） Co.,Ltd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天成街 6-2 号嘉龙中心 B 座

1103              

电话：18609826333                   

传真：024-83707333                    

邮箱：139443167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辽礼实业基于志存辽远、礼达四海的企业精

神，秉持客户至上，创新致远的经营理念，依托东北优

势自然资源，及自身研发实力，专注人参及冰葡萄产业

的发展；公司高标准开发的辽礼人参酒、白冰葡萄酒，

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

15H135C

青岛青轩啤酒开发有限公司

qing dao qing xuan beer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中凡鲁鼎薛琪啤酒                  

电话：18668909822                 

传真：0531-62335259                  

邮箱：251902020@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我品啤酒，诚招全国啤酒代理加盟商                                      

展品介绍：传统啤酒、传统黑啤酒、白啤酒、特色养生啤酒、

桶装精酿啤酒、果味啤酒等。6 度淡雅行、8 度时令型、9

度特醇型、10度厚醇型、度传统型（其他度数均可定制）。

禹城市一片红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禹城市人民路                 

电话：18263074768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宣传产品                                              

展品介绍：人参酒，三鞭酒等  

 15H149C/15H150C

15K176C

宝酒造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                  

电话：010-65910065                   

传真：010-65910065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精心制作各种日式酒类  

15H136C

贵州平坝窖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                 

电话：400-9658880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兼香型白酒

15G137C/15G138C

四川华中动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邛崃市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的知名度                                           

展品介绍：让人们休养生息，健康饮酒 

15H139C

白山市大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白山市                 

电话：18004391130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东北系列人参酒

15H140C

黑龙江完达山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HEILONGJIANG WONDER-SUN BREWERY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虎林市工业园区 1号 

电话：0467-5989999        

传真：0467-5891099       

邮箱：wdsjy5989999@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诚招代理，行业间交流、沟通。                                            

展品介绍：完达山系列白酒产自于完达山山脉南麓，乌苏

里江畔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虎林市境内。以东北优质

红高粱、玉米、小麦、水稻为主要原料，以传统工艺、优

良原料，经泥池固体发酵，蒸糟拌曲、蒸馏摘酒、分质分存，

旨在酿制窖香浓郁、回味悠长的纯粮制酒。 2018 年被认

定为“龙江老字号”企业。 

15K159C/15K163C

山东华栗金良硒源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Huali Jinliang Selenium Source 

Food Co., 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龙泉路 3412 号    

电话：0536-3129567                    

邮箱：jlxyfood2018@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及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富硒板栗黄酒、富硒紫椹红酒、富硒椹莓果茶、

富硒椹莓叶茶、富硒桑椹山楂条。  

15H161C/15H162C 

贵州汉君帝酒业有限公司

hanjundi jiuye GuiYang

地址：贵阳市云岩区三桥南路 151 号

电话：15870111990

传真：400-180-6988

邮箱：29080158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东北，西北代理商

展品介绍：遵义地区小红粮酒，按照酱香酒的传统工艺酿

造而成。

15K164C

安丘市阶阶高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潍坊安丘景芝镇                  

电话：0536-460759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芝麻香酱香酒

15H177C

山东即墨黄酒厂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                  

电话：0532-87553199                   

传真：0532-8755319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经自然发酵而成的原汁酒  

15H178C

贵州省仁怀市坤沙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茅台镇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司主要营业茅台镇老坛酒系列  

15K180C

贵州赖嗣酱酒有限公司 

GUIZHOULAISIJIANGJIU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               

电话：0851-85525269

传真：0851-85525269                    

邮箱：1360586999@qq.com                

参展目的：诚意招商，注册商标、战略合作，个性定制                                        

展品介绍：企业致力于传承祖业，传扬正宗贵州赖茅酒悠

久的酿酒工艺及酒文化；以黔中赖氏家族百年祖训“善立信、

诚为本”为经营理念，以赖茅家族传统品牌的价值创新为

导向，续振“民国赖家茅台酒”的优良品质，让“人人都

能喝好酒”成为可能。我们立志成为持续向民众提供健康、

纯正酱香白酒的生产者！

15K1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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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杏花迎宾汾酒业有限公司

xinghuayingbingfen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凤城镇龙泉工业区                  

电话：3061999          

传真：3061999                

邮箱：492141272@qq.com                   

参展目的：沟通新老客户 增长企业眼界 互利共赢                                          

展品介绍：山西汾酒集团产品、山西杏花迎宾汾酒业有

限公司旗下：泓誉、杏兴坊等产品。散酒酿造、灌装  

贴牌。

15H185C

吕梁市白酒行业协会

Lvliang Liquor Industry Association

地址：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新晋商酒庄     

电话：0358-7529999        

邮箱：272517608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推广协会会员单位的名优酒企及名优白

酒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本届糖酒会上我单位组织杏花村汾酒集团发

展区、汾阳王酒业、汾阳市酒厂、汾阳市金杏花酒业、

杏花酒都酒业、山西杏花源酒业、晋裕白酒、杏花谷井

酒业、新晋商酒庄集团、贾家庄盛世酒业等数十家名优

白酒企业携带优质酒产品前来参展、展示推介相关名优

酒。          

15-16C09T/15-16C010T

15-16C011T/15-16C012T

山东花王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菏泽市牡丹区高新技术工业园                    

电话：4OO 005 3069                     

传真：0530 5052099                     

邮箱：35727072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市区经销商（陕西省除外）                                                

展品介绍：白水杜康国苑酒系列 

15K193C/16K217C

湖北荞铺酒业有限公司

电话：159 2728 0119           

参展目的：企业宣传，招商。                                      

15K189C

山东六福春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卧牛山路 2009 号     

电话：18865920408              

传真：0531-87221919          

邮箱：69426974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玫 •18”品牌女士用酒代理商                                               

展品介绍：随着女士参与商务活动、商务宴请的频次越

来越多，我们特意打造了一款符合女士饮用特点的饮料

酒系列产品，酒精度为 18%vol, 采用糯米酒与玫瑰发酵

蒸馏酒进行有效组合，口味独到，更符合女性口感。  

15K191C

鸿元堂（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NGUNTUNG (GuangZhou)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汇新城华强路 2 号富力盈

丰大厦 915 室 

电话：020-38063226                

传真：020-38063227                 

邮箱：717923865@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展示，新产品展示和招商                                             

展品介绍：中国中医学自古以来就有“药食同源”（又

称为“医食同源”）理论，表明医药与饮食属同一个起

源。鸿元堂养生酒、养生茶是依据传统中医“君臣佐使”

的组方原则，选取药食同源上等道地药材，以原始的古

法工艺制作而成。酒品醇正，可永久保存。养生茶采用

现代生物提取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的原则，以药品生

产的质量标准，产品优质有效。   

15K192C

四川盐井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参展目的：利用糖酒会的机会，态度是一种最高效的营

销方式                                              

展品介绍：金海棠系列酒。纯高粱酒为原料，传统工艺

结合现代科技，零添加，让消费者喝的放心，有益健康

的纯粮原浆酒。 

15K194/15K195

吉林粮食集团酿酒有限公司

JiLin Grain Group Liquor Brewing CO.,Ltd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春城大街 1515 号                    

电话：0431-88790311                   

传真：0431-88790311                   

邮箱：30306301@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推广招商，扩大品牌业界知名度。                                             

展品介绍：公司前身可追溯到清朝御用烧坊“天德盛烧

坊”。正是在传承天德盛烧坊独有的“夏蒸冬藏”之神

妙酿造工艺的基础上，成功研发生产出代表企业形象的

核心主导产品天德盛吉林高粱酒，是吉粮集团斥巨资倾

力打造的代表吉林省 高端白酒形象的地标性产品。

15K201C

山西杏花村汾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Shanxi Xinghua Village Fenjiu Sales Co., Ltd.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杏花村镇                   

电话：0351-777777                   

传真：0351-777777                   

邮箱：253857286@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酒类包装材料销售；预包装食品（白酒、葡

萄酒、果露酒、啤酒、饮料、调味品）销售；餐饮服务；

酒类品牌运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16A001T/15-16A002T/15-16B003T

15-16B004T/15-16A005T/15-16A006T

15-16B007T/15-16B008T

山西博汇商贸有限公司

Shanxi bohui trading co. LTD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汾阳市英雄北路                    

电话：0358-7223547                    

传真：0358-7223547                   

邮箱：962495718@qq.com                                          

展品介绍：山西汾阳王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中国山西

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南 5KM ，总占地面积 450 余亩，

是以生产、销售清香型汾阳王系列白酒为主的股份制民

营企业，中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之一。

15-16B013T/15-16C015T

黑龙江北大仓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Heilongjiang Beidacang Group Co., Ltd. 

地址：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海山胡同 10 号                   

电话：4008007799                   

传真：0452-2443669                 

邮箱：1159030311@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诚招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北大仓集团始创于 1914 年，时名“聚源永

烧锅”，是当时东北地区酿酒最早、享有盛誉的八大酒

坊之一。北大仓酒是酱香型白酒，其酿造工艺既师承茅

台，又别有创新，形成了“酒液清澈，色泽微黄，酱香

突出，醇香浓郁，入口柔和，回味绵长”的独特风格。

1962 年，周总理品尝北大仓酒后赞道：“北大仓酒确有

茅台风格，有发展前途”。 自问世以来，屡获殊荣，

曾两次荣获国际金奖。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北大仓集团

成为地方财政支柱。

15-16B014T/15-16C016T

北京皇家京都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                  

电话：010-67991999                  

传真：010-67992309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风格独特的皇家京都酒

16B003T

修正酒业集团

XiuZheng JiuYE Group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顺达路 1369 号                    

电话：4006900365                   

传真：0431-85161401                     

邮箱：xz81788010@163.com                    

参展目的：修正酒业集团首次携产品亮相2019春季糖酒会。                                               

展品介绍：修正酒业旗下现有修正国鼎、修正粮方、修正

粮草三个系列的产品。修正酒业以 23 年专业制药经验将药

食同源的中草药添加入酒，为中国白酒带来全新变化，驱

动中国白酒配方升级，为白酒消费群体提供更丰富的健康

酒选择。修正国鼎为修正酒业与五粮液集团的合作产品，

修正粮方为修正自主研发的复方健康酒，修正粮草为单方

健康酒。

徽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ao Lu Jia

地址：亳州市涡阳县高炉镇                 

电话：0558-2863703                

传真：0558-2863703                

邮箱：48741531@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企业在国内的影响力，拓宽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 徽酒，可上溯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大

汶口文化——中国原始第一村。“尉迟寺”的考古发现，

将中国白酒史增厚千年！尉迟寺往西，沿涡河 20 里的

高炉镇，史载货足物良，街兴埠旺，水丰林茂，货通九州，

民舍充盈谷满仓，粮食自然发酵，酿泉为酒。

16B015T 16C027T/16C028T

金六福一坛好酒商贸有限公司

Jinliufu Yitanhaojiu Trading Co.LTD

地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B区 1幢 2单元 2-2 号                 

电话：0891-6154380                

传真：0891-6154380                

邮箱：mzw911@sina.cn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宣传品牌，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一坛好酒陶坛、一坛好酒红坛、及一坛好酒各

类纪念版。

16A005T/16A006T

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vatsliquorstore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白桥大街 15 号嘉禾国信大厦 8层                

电话：010-56969560                

传真：56969600                

邮箱：jinxiaomeng8@vatsliquor.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品牌，寻求合作机会。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经销飞天茅台、茅台陈酿年份酒和普通五

粮液等国内名酒；荣誉代理五粮液系列酒、贵州茅台酒（金）、

荷花酒、茅台醇酱、悠蜜、古井贡 1818 系列酒、习酒习坛酒、

甲等老白汾和白瓷、黑瓷汾酒、大师级酿造等国内名酒；聘请

曾为伊丽莎白女皇和查尔斯王子长期选酒的世界葡萄酒大师阿

伦 .格里菲斯（Alun Griffiths）先生甄选全球 600 余款精品

佳酿，悉心打造。

16B007T/16B008T

上海开山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Kaishan Wine&Spirits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333 号金砖大厦 1701 室  

电话：021-56850296  

邮箱：info@volcanraft.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净香精酿白酒”（开山七贤酒、开山九子酒、开

山十八般酒）：开山旗下其他系列产品。

16A013T/16A014T

贵州国台酒业有限公司

GUIZHOU GUOTAI LIQUOR CO.,LTD.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北京鑫都财富大夏 10 楼 D 座

电话：0851-86819600

传真：0851-86819200

邮箱：690582679@qq.com

参展目的：企业文化宣传，产品展示，招商。

展品介绍：国台国标酒——五年窖藏，真实年份。遴选 5

年以上优质基酒，精心勾调而成，酱香突出、幽雅细腻、

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绛紫色瓶，左飞龙，

右飞虎，上朱雀，下玄武，尽显帝王之气，王者风范。内

外包装均明显标注酿造年份。诚信品质，真实享受。两获“贵

州十大名酒”、“贵州地域文化唯一标志酒”、“布鲁塞

尔国际金奖”、“美国第 73 届烈酒大赛 WSWA 中国白酒唯

一金奖”。

16B017T/16B020T

中粮黑龙江酿酒有限公司

COFCO Heilongj Brewery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东升区东直街 77 号                 

电话：0455-5976489                

传真：0455-5976462               

邮箱：306018838@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中粮酿酒企业风采，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中粮酿酒全系产品：东方春系列、老古坊系列、

百战系列、老古酒系列等，香型分为：浓香型、酱香型、

清香型、兼香型，浓郁陈香，回味悠长，中粮酿酒，拒绝

暴力，以同等的价格，超越平级白酒一个档次的决心，让

白酒性价比合理回归，同样的价格，喝更好的酒！推动中

高端白酒真正进入亲民时代。

16B021T

浙江同康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东海大道东段 989 号  

电话：0576-89065599、89062262   

传真：0576-89062522  

邮箱：1398179351@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纯粮酿造黄酒、白酒、米醋

16B030T

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LIULINGZUI DISTILLERY CO.,LTD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刘伶路                   

电话：0312-8608023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刘伶醉白酒  

16C033T/16C034T

贵州赖永初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 97 号   

电话：0851-86846918     

传真：0851-86846918    

邮箱：108593138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赖永初牌系列酒  赖恒牌系列酒 赖兴牌 赖

氏锦牌系列酒 恒兴牌系列酒 澳大利亚傲胜酒庄系列葡

萄酒。

16D035T/16D03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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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guyuelongshan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北海桥                 

电话：0575-85176053                

传真：0575-85176027                

邮箱：1657075046@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商品和企业文化                                    

展品介绍：古越龙山国酿 1959

16C037T/16C038T

金门皇家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KINMEN ROYAL LIQUOR Co., Ltd.

地址：台湾台北市中山区中山北路二段 60 号 12 楼

电话：02-2567-7855

工厂：金门县 891 金湖镇三溪桥 17 号

电话：+886-082-330099

传真：+886-082-330088

邮箱：e-mail： mike@kinmenroyal.com.tw

网址：www.kinmenroyal.com.tw

参展目的：推广及营销台湾金门原产之优良酒品

展品介绍：为了重现老金门的清香风味，我们坚持以三

吨高粱， 粹酿出一吨精华的酒液。皇家酒厂地处金门

料罗湾，当地的海岛型气候与纯净水质，本身就是绝佳

酿酒环境。引进现代化高科技制酒设备，在拥有一甲子

经验的老师傅带领之下，打造坚强的酿酒基地。

16D59T/16D60T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KUAIJISHAN SHAOXING WINE CO.,LTD.

地址：绍兴市河桥区杨绍路 2579 号                 

电话：0575-84292213                

传真：0575-84290774                

邮箱：767498092@qq.com                     

展品介绍：" 天下黄酒源绍兴，黄酒之源会稽山。创

始于 1743 年的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表

601579），根植于黄酒之都绍兴。企业百年如一，用心

酿酒，早在 1915 年，会稽山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为绍兴酒夺得了第一枚国际金奖。2015 年，会稽山代表

绍兴黄酒，出征米兰世博会，成为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指

定黄酒，再续百年世博情缘。2016 年，会稽山成为 G20

杭州峰会指定用酒，又一次把中国黄酒推向世界。"

16D053T/16D054T

浙江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 

Zhejiang Pagoda Shaoxing Rice Wine Co. Ltd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                 

电话：18857553786                

传真：0575-84383479               

邮箱：tplbk123@163.com                                                         

展品介绍：塔牌黄酒顺应自然、一冬一酿，由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绍兴黄酒传统酿制技艺传承人王阿牛大师领

衔，全部采用手工酿制。酒体醇厚丰满，酒气芬芳馥郁，

酒味甘鲜爽洁。塔牌黄酒自1958年进入国际市场以来，

已享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出口量在绍兴黄酒企业

中名列前茅，是我国绍兴酒的重要出口品牌。

16D039T/16D040T

保定京坛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              

电话：0312—8581999             

传真：0312—8581999            

邮箱：165214515@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要有“京坛”、“金瑞德”、“老牛车”、

“整二”两系列高中低档白酒。

16D049T

四川尚宾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2号 

电话：028-65062905  

邮箱：scsb2018@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四川尚宾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科虹集团

全资子公司。2018 年四川尚宾酒业与宜宾五粮液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独家总经销品牌协议，双方合作打造宜宾五

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高端新品牌五粮贵宾。五粮贵宾

精选优级纯粮酒体，专为品质人群打造，势将引领健康

饮酒之风！

16D050T

绍兴市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

SHAOXING NUERHONG BREWING CO.,LTD

地址：绍兴市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 

电话：0575-82051666

传真：0575-82053871 

邮箱：nverhong1919@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500ml×6 绍兴老酒、500ml×6 来一坛、

500ml 桂花林藏系列、女儿红其他酒系列。

16E055T/16E056T

金门酒厂（厦门）贸易有限公司 

Kinmen Kaoliang Liquor Inc.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东港北路 29 号 901-907 单元

电话：0592-5594848   

传真：0592-5502554

邮箱：miles0101@hotmail.com

参展目的：树立公司形象，诚招全国各区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金门高粱酒

16D057T/16D058T

台湾亚太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AGORA SPIRITS CO., LTD.

地址：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 2段 74 号 9 楼

电话：886-2-25090765  

传真：886-2-25090605 

邮箱：iris@agora98.com.tw  

服务电话：0551-64314997 ( 白天 )手机：15305514479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 ,县 ,市 ,省 ,区经销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亚太酒业一直以做「酒品专家」自我期许，

承续传统，精益求精，将制酒工艺不断的推上高峰，亚

太品牌 -- 今奖大曲台湾高粱酒，在台湾深受消费者的

肯定，更居台湾小酒第一品牌， 新的产品也走向健康、

创新的新风貌。

16D058T

品盛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PIN SHENG LIQUOR CO.,LTD.

地址：台湾彰化县伸港乡什股村 (路 )191-39 号 

电话：+886 47980871 

厦门营运中心电话：15259291857

厦门营运中心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中路 299 号

传真：+886 47993880

邮箱：hsinchu.long@msa.hinet.net  

参展目的：推销台湾优质高粱酒品到中国地区，让消费

者们品尝地道台湾高粱酒。

展品介绍： 台湾品盛酒业设立于宝岛台湾的中部，其

气候温湿度最适合制曲、酿酒，而彰化称为台湾的谷物

之仓因乃是拥有纯净丰沛的水源且气候适中的环境，因

此种植了大面积的麦及稻米，冬天乃种植了高粱。古人

对于酿酒有句形容：热曲冷酒。本公司特选在夏天时大

量制曲，冬天时勤于酿酒，并储存于一定时间让其醇化，

可使酒的口感香醇柔顺。 

16D59/16D60T

黑松商贸 (苏州 )有限公司

HEYSONG TRADING(SUZHOU) CO.,LTD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丹枫路惠润国际 1号楼 11 楼

电话：512-66556699-321  

邮箱：10036@heysong.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大陆各区合作厂商。

展品介绍：黑松公司为金门酒厂 50 度以上金门高粱酒

台湾地区总经销，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取得金门

酒厂授权可于大陆地区全渠道销售 50 度以上金门高粱

酒台湾地区总经销产品，每一瓶皆为正贸原瓶进口，期

待旧雨新知一同前来展位相会。

16D59/16D60T

禾宏生技酒厂 

HEHONG BIOTECHNOLOGY WINERY FACTORY

地址：屏东县内埔乡龙泉村和平新路 95-1 号

电话：08-7703169

传真：08-7709819

邮箱：hehongbio@gmail.com

参展目的：将台湾优质酒类产品价值提升，推向全球市场。

展品介绍：醉追最高粱酒、尚元味高粱酒、元味高粱酒 

福见台湾高粱酒、尚元味料理米酒。

16D59/16D60T

山东青州云门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Qingzhou Yunmen wine Trade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益王府北路 1999 号

电话：0536-3295621                

传真：0536-3295179                

邮箱：97186188@qq.com                     

展品介绍：山东青州云门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在原裕

丰酒坊的基础上于 1948 年 8 月成立的，于 1998 年和 2001

年进行了两次改制,现为民营企业。集团不断将企业文化、

产品文化、地域文化深度融合，传承创新，匠心酿造，坚

守品质，打造品牌，呈献品味，成就了北派酱香典范，现

已发展成为今天的以白酒产业为主、跨界生物科技、房地

产开发、葡萄种植与酿造为一体的企业集团。

广东黄老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Guangdong Master Huang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叠景中路 78 号 1701 房；

电话：020-89993939；

邮箱：46998108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省区各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黄老爷五子衍宗酒系列包含五子果实的白酒，

对人的身体起到益精养元，强身健体的好酒。黄老爷酵

素系列包含黄老爷益精养元酵素，黄老爷轻身养颜酵素，

黄老爷弥月养荣酵素，通过萃取五子果实的营养精华，

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类氨基酸。黄老爷人参酒系列；源自

吉林的林下山参，补气补血；再加上益精补肾的五子衍

宗酒，使产品的营养更加饱满。

16E063T 16F68T

雨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YEU JOW CO.,LTD.

地址：金门县金湖镇黄海路 97 号

电话：00886-922533539  传真：

邮箱：li701111@yahoo.com.tw

参展目的：诚招山东、河南、内蒙、四川、贵州等省区

代理商。

展品介绍：产品选用优良旱地高粱，传承金门岛最初最

醇正的酿酒工艺， 引用战地花岗甘泉水配合金门特有

的气候风土，完全酿造出属于金门在地口感的顶级高粱

酒。雨宙实业以人为本，正料、厚工，坚持以时间酿造

好酒为志业。不让宝贵的酿酒工艺被岁月洪流所埋没，

经历再久的时间都值得等待。金门在地的坚持，也是雨

宙实业的坚持。

16D59/16D60T

山河酒业有限公司

SAN HERO WINE CO., LTD.

地址：台北市大安区卧龙街 151 巷 31 号 1 楼

电话：+886-2-2732-2968

传真：+886-2-2732-0214

邮箱：sanherowine@yahoo.com.tw

参展目的：将本公司酒品带进带入中国市场，进行推广

及曝光。

展品介绍：本公司以水果酒和梅酒为主要推广产品，用

优质的原料及严格的把关，将产品品质调整到最高水准，

让消费者放心与安心。

16D59/16D60T

河南从小到大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博西城西九楼 1 楼

35-36 号

电话：400-8671599

邮箱：1543352334@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浓香型‘高淮大曲’白酒、浓香型‘邓志强

作品’白酒、酱香型‘郑朝喜作品’白酒、酱香型‘泰

和庄’白酒、酱香型‘钓鱼台’白酒、清香型‘地球汾酒’

白酒等。

16E064T

深圳张支云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ZhangZhiyun Wine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前海路 3101-90 号振业国

际商务中心 26 楼

电话：400-6645-699

邮箱：496420534@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诚招代理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深圳张支云酒业成立于 2011 年，由 10 余位

优秀企业家共同投资成立，总部位于深圳前海自贸区，

酒厂位于茅台镇 7.5 平方公里核心产区，与茅台股份隔

河相望。张支云酒，是宜品宜收藏的稀世珍品。张支云

酒出自大师之手，品质出众，经过 8 年的市场沉淀，目

前服务了超过 10000 的企业家群体，具有超高的美誉度

和品牌认可度。正值酱酒黄金时代的来临，诚邀全国专

业级经销商及代理，一起携手共创，共享未来。

16F065T/16E067T

山东雪帝啤酒有限公司

Shandong Xuedi Beer Cor．，Ltd.

地址：平原县恩区 6号 

电话：0534-4542812         

传真：0534-4542812        

邮箱：97417649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生产的啤酒、饮料均符合国家 CB/

T4927、CB/T 10792标准,产品采用优质大麦芽、酿造水、

先进的酿造工艺酸造而成 ,产品以泡沫细腻洁白、口感

纯正爽口、酒体谐调柔和、色泽清澈透明而著称 , 受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16E069T

元道上德酒业有限公司

YUDOSUND LIQUOR CO.LTD

地址：江苏省滨海县港城路 55 号      

电话：400-051-5998              

传真：0515-87026379             

邮箱：yudosund@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甄选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元道上德 - 问道、寻道、明道、弘道系列中

式美学白酒。

16F071T 

北京京小二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桥路 6号院甲 3号楼 1屋 1089 号  

电话：13603328803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二锅头系列白酒   

16E07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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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大师啤酒有限公司 

Master Gao Brewing Co. of Nanjing 

地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科一路 3 号 20 幢西

一层             

电话：025-58739176               

邮箱：info@mastergaobeer.com                

参展目的（限20字内）：   推广高大师啤酒新零售项目；

诚招全国区域级代理，门店加盟商。                                             

展品介绍：南京高大师啤酒有限公司前身始创于2008年，

拥有精酿啤酒品牌“高大师”（Master Gao），是中国

第一家精酿啤酒酿造企业。公司推出的“婴儿肥茉莉花

茶拉格啤酒”现已出口美国，入口酒花的苦味及回甘使

这款酒极具适饮性，加上茉莉花茶的清新成就了一款独

特的中国风拉格啤酒。2018 年鸟岛新中国 IPA 荣获布鲁

塞尔挑战赛新英格兰 IPA 组金奖。

16F074T

宿迁市洋河镇古泉酒厂

Gu Quan winery, Yanghe Town, Suqian City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洋郑路 18 号

电话：0527-88031777

传真：0527-82166989

邮箱：29869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部分省、市、区代理及运营商。

展品介绍：窖藏、封坛、中国梦、九五至尊、再聚首、

棽酒、毕业季、普曲……等百余款浓香型白酒、固液法

白酒及配制酒系列产品，可根据客户要求自主开发新产

品，驰名商标开发、贴牌。企事业单位接待酒、福利、

婚宴、寿宴、个性化定制等高中低档白酒。

16F088C

北京玖禾拾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四营乡工四营村村南综金区 c016   

电话：01087705350      

传真：01087705350        

邮箱：852515779@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白掌门品牌二锅头 

16G078T

湖北监利粮酒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Jianli grain wine and liquor 

industry Limited by Share Ltd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蓉城镇玉沙大道城东工业园区  

电话：18627267676  

传真：0716-3381790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产品面向全国部分省市招商              

展品介绍：湖北监利粮酒期品牌血统继承了荆州民间古

老的工艺美学，其特点是就地取材，纯粮酿造，随性而作，

不取悦消费者，这种特点使产品具备了独一无二的地理

文化个性与民间个性，因此，从工艺文化上说，监利粮

酒与传统年画，传统刺绣一样，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民间

工艺作品，它所承载的是荆州民间的生活记忆，生活智

慧与生活情趣。

16F075T/16G077T

四川甲骨文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是高新区高新国际广场 B座 506-509                    

电话：18161287853                   

邮箱：2682869023@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展示的是五粮液股份公司出品恭

喜发财酒，五粮液股份公司出品辉煌腾达酒及筷子兄弟

酒，主打大品牌系列产品，品牌知名度高，产品质量有

保障，利润空间大，投资，创业，扩展事业不二之选！

16F076T

山东克代尔啤酒集团

电话：0534-2746450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秉承德国巴伐利亚州传统酿造工艺，精心培

焦麦芽，收获第一道麦汁，酿造出口感醇厚，麦香浓浓郁、

色泽金黄、泡沫细腻的优质啤酒、浓浓麦香让人回味无

穷。主营瓶装易拉罐啤酒和饮料生产销售，诚招全国经

销商和啤酒、饮料贴牌 OEM 代工，期待您的加盟。 

 

16F083T

北京老炮儿酒业有限公司 

Beijing Mr.Six Liquor Co.,Ltd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 3号 

电话：010-67891490                   

传真：010-67891490                   

邮箱：mr.six@yeno.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地县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老炮儿北京特酿系列白酒

16G084T 

四川花间词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HUA JIAN CI LIQUOR SHARES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                   

电话：15997899399                    

邮箱：70452379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花间词酒、花间曲酒、相思令、五十弦等盒

装及瓶装白酒。

16F087C 

河北莲花淀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北东村 

电话：15530221016 

邮箱：13770328068@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懂酒十年 38 度纯粮白酒，是河北莲花淀酒

业有限公司出品的一款单瓶 150ML 装的青春小酒，采用

齐鲁大地孕育的高粱、大米、小麦发酵而成，将酿造所

得的纯粮基酒陈藏在窖中两年以上，辅之以 300 年前独

创的莲花春曲工艺，凝聚成为醇香可口，味美甘冽的浓

香型白酒。

16F091C

北京中海万悦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ZhonghaiWanyueWineCultureDevel

opmentCo,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局后街 8号院 4号楼 102

电话：010-80618888     

传真：68186453         

邮箱：zhonghaimingdu@sina.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钓鱼台系列酱香白酒代理

商、合作商。                                               

展品介绍：钓鱼台品牌白酒采用天然原料，严格遵循酱

香型白酒的传统配方和工艺，历经一年的生产周期和五

年以上的存储期精心酿造而成。酒体醇和绵软、酒香浓

郁、口感醇厚、回味悠长、空杯留香。同时满足高、中、

低端消费市场不同需求的产品系列，在国宴餐台大放异

彩的同时，也走上寻常老百姓的餐桌。

16E093C 

湖北瑞硒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办事处谭家坝村田家沟                  

电话：0718-8811999                  

参展目的：招商，推广企业。

16E094C
山西三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xi San'an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许坦西街 69 号

电话：400-0351-755

传真：0351-7120693

邮箱： 969895869@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晋臻五谷为养黄酒为 100% 黍米纯酿，原料黍米

运用拥有 28 项国际专利技术的三安农业模式种植，种植全

程用三安生物制剂替代农药化肥，经国际权威机构 SGS 和

PONY 检测，达到了 193 项农化残留和 5 项重金属未检出的

高品质。还初黄酒在酿酒工艺更进一步，口感更佳，还至

黄酒本来的样子，还至中国酒本来的样子，是文人墨客的

不二之选，是孝道文化的首要选择。黄酒文化与黄酒历史

一样源远流长，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

贵州宝洞酱藏酒业有限公司

KWEICHOW BAODONG JLANGCANG WICE CO.,LTD

地址：贵州省遵 义市绥阳县风华工业园区

电话：0851-26229389

传真：0851-26229900

邮箱：625622818@qq. 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贵州宝洞酱藏酒业有限公司创始于 1986 年，

公司以弘扬洞藏酒文化、开创酱酒新纪元为使命，专注

于洞藏酱香白酒的生产、销售、科研。公司生产基地位

于酱香型自酒发源地茅台镇，年产酱香型基酒2000吨：

洞藏基地位于中国诗乡绥阳县仙人洞，总面积万余平米，

可藏酒 7000 余吨 ; 拥有年灌装量 2500 万瓶的全自动生

产线，是一家集酱酒洞藏科研、三线文化旅游、红色教

直基地、人民防空疏散基地、休闲度假旅游、生态酒庄于- 

- 体的多功能企业。

16F100C 16G106C/16G107C

内蒙古科尔沁王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neimenggukeerqinwangjiuye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归流河镇                 

电话：13337023979                

传真：0482-8728015               

邮箱：guiliuhe@126.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传统工艺纯粮酿造

16F096C 

山东蒙阴沂蒙山酒业有限公司

YIMENGJIUYE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城西                 

电话：0530--6235555                

传真：0530--6235555                

邮箱：136490212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沂蒙山原浆、同心福聚、沂蒙老坛、益盟养生

16E097C  

广州嗄里亚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ALIANCE EXPORT&IMPORT COMPAN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 330 号 507

电话：13120640307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招商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产品名称：STALIN ；酒精度：52%vol  净含量：

500ml；香型：浓香型白酒；配料：水，高粱，玉米，小麦

质量等级：一级；制造商：郓城雷泽湖酒业有限公司；厂

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程屯镇晁楼村；产地：山东郓城；

品牌商：广州嗄里亚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6F099C

四川省宜宾八角井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Sichuan Yibin Bajiaojing Wine Co.，Ltd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南溪街道金星村 4组  

电话：0831-7851666     

邮箱：3541804199@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窖香浓郁、醇厚绵甜、协调爽净、回味悠长的

五粮浓香型白酒，又以“馥香雅致绵柔”见长的一款真正

的“真酒、好酒、老酒”。

16F101C

贵州汇豪酒业有限公司

Guizhou Huihao Wine Co.Ltd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延长线外 333 号亿易

通大厦 1号楼三层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市及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贵州汇豪酒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酱香型白酒，"

汇鑫 " 酱香白酒产于贵州茅台镇 7.5 平方公里酱香酒核心

产区。公司秉承“纯粮酿造，诚信为本；不讲故事，唯凭

酒质。”的理念，严格遵从古法技艺，以本地糯高梁为原料，

酿造出＂汇鑫＂酱香白酒。＂汇鑫＂系列酒特色：纯粮酿

造，不含任何人工合成之香精、酒精；清澈透明、色泽微黄、

醇香馥郁、入口绵柔、清冽甘香、回味持久。  

16F102C

北京久盛长和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天星街 1号院 2号楼 1617                 

电话：010-60326780                

传真：010-60326780                  

邮箱：1296581276@qq.com                   

参展目的： 面向全国招商，省区代理商，产品展示                                               

展品介绍： 永丰牌北京二锅头原浆酒系列

16F105C

湖北沁之绿绿色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阳新县龙港镇殊溪村    

电话：021-60449999              

邮箱：qzlyszj@sina.com     

参展目的：重点招沿海城市酒类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沁之绿竹酒、沁之绿

桑葚红酒。

16G108C

黑龙江源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yuanha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 66 号华东大厦 1804A 

电话：0451-82319333  

传真：0451-82319333   

邮箱：59462424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要产品有路亚泉富裕原浆十五年（500ml/瓶）、

老铁兄弟原浆酒（250ml*4 瓶 / 精包装）、老铁兄弟原浆

酒（250ml*12 瓶 /箱）。路亚泉酒，产自黑龙江省富裕县，

是由传统酿造工艺酿造而成，是不勾不兑的原始酒液。路

亚泉原浆酒其质地清澈透明、窖香浓郁、圆润绵甜、头醇

尾净、后味余长。

16F10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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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旭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DONGGUAN XUTE ROBOT CO.,LTD

地址：东莞市黄江镇田心聚龙工业区 D栋                

电话：0769-83607661                   

传真：0769-83607662                  

邮箱：xt@xutongchina.com              

参展目的：诚招设备的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自动无人瓶装售酒机、散装售酒机、格子售

酒机 。 

16G110C/16F111C

北京锐霁凯盛商贸有限公司

Bei jing rui ji kai sheng shang mao Co., Ltd.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西路 90 号                 

电话：17326995846                

传真：56466499                

邮箱：2224152929@qq.com                     

参展目的：1、招商 2、提高知名度                                  

展品介绍：酱灶老酒作为酱香老酒的老字号产品，是我

国白酒中及其独特的酒种之一，在产品生产完毕出厂后，

酒体内部其实仍处于“继续生产”状态，酒体的酒度、

总酸、总脂等指标会发生变化，不断排杂增香，贮存越

久的酱香酒，酒体越发显得醇厚协调、口感细腻，酱香

更为突出、优雅，陈味更浓，引用起来，口感更佳，所

谓“酒是陈的香”，便归于此。而酱灶老酒价格不俏，

无疑是白酒爱好者的不二之选。

16G126C

贵州甜酒小镇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湖镇东门桥黑泥哨村                   

电话：13118519049

传真：4000052129

邮箱：262184381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巢凤社区黑

泥哨村，主要生产花酒果酒米酒。本公司经营营销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以及咨询；批发零售，散酒贴牌。

16G115C/16G116C

山西宫熙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摩天石 4-2702

电话：18634343587

邮箱：33068565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汾酒集团宫熙酒产于中国山西省吕梁市，以

水、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采用科学的工艺，精心酿造而成，具有清香优雅、

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的特点，汾酒集团宫熙酒荣获 2016

年度中国酒业协会颁发的“青酌奖”，是汾酒集团唯一

获此殊荣的产品，其口感和包装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同。

16G112C

湖北万福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WANFU LIQUOR INDUSTRY CO.,LTD

地址：湖北省随州市随县万福店农村襄汉大道南端                   

电话：0722-3597999                   

传真：0722-3332339                    

邮箱：hbwf999@sina.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合作单位、代理商、产品代加工、

定制。                                            

展品介绍：湖北万福酒业前身是国营随州万福店农场酒

厂，创办于 1958 年，是最早拥有“白酒生产许可”资

质的国营酒厂之一。其浓香型白酒品牌“万福老窖”窖

香优雅、醇甜甘冽、后尾悠长。有三大系列多个品种，

“随系列酒”有随和、随韵、随缘、口杯酒；“福系列酒”

有金酒、银酒、鸿福酒；“苦荞系列”有黑荞、喜荞、

小麦酒。

16F113C

瑞安市帆鸣蜂业有限公司  

FANMINGFENGYE

地址：瑞安市上望街道瑞新北路 130 号                 

电话：13004756071               

传真：0577-65998060                

邮箱：136052504@qq.com                     

参展目的：国内招商                                    

展品介绍：蜂蜜酒（发酵酒）、杨梅酒（发酵酒）。

16H119C

贵州古益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guizhouguyitong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昆州路云南医药物流中心3-8                 

电话：0871-68189631                

传真：0871-68189631               

邮箱：1935897785@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定制，宣传                                   

展品介绍：" 黑松露酒，精选喜马拉雅山脉特定品种黑

松露，佐以云南野生黑虎掌、黑松茸；青海黑枸杞等药

食同源野生中药材，用贵州薏米基酒泡制而成。精选贵

州高寒薏米采用贵州苗族土著古法酿造纯手工操作，三

斤粮酿一斤酒，故名“古三斤 "。

16G125C

濮阳市三强商贸有限公司 

电话：13781385533                   

参展目的：扩展市场                                              

展品介绍：浏阳河湘贡天下系列  

16H127C

山东瑞芝堂酒业有限公司

RZTJIUYE 

地址：山东泰安市高新区京卫北支路         

电话：13905386197                    

邮箱：wjq669@126.com                   

参展目的：酒品的展销、诚招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酒以传统医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

生物技术，科学的将灵芝、鹿茸、枸杞子等多种名贵中

药材相结合精工萃取配置而成。经过科学配比后具有抗

疲劳、提高免疫力等功效，无毒副作用，长期饮用延年

益寿。真材实料和独特的配方是瑞芝堂酒品的核心竞争

力，它的问世将对人类的保健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16G134C

汇银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Goldin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院士路 66 号创业大厦 338 室          

电话：0574-55680856                 

传真：0574-55680856                 

邮箱：116556878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球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全球最新酒类促销礼品赠送方案，突破酒类

促销传统思维运营模式，帮您大幅提升销售业绩，节省

巨额广告支出成本；高端品牌酒深情的伴侣。

16G138C

抚松县龙盛参茸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  

电话：18243947999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人参酒、养生酒、养生食品  

16H139C/16H140C
成都力合兄弟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通宝街 99 号 6 幢 2 单元 8层 6-8 号 

电话：028-86711770 

传真：028-86750677-805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合作商    

展品介绍：国内白酒、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说财”这款

浓香型 52 度白酒以民俗文化“行酒令”为创牌背景，以中

国式吉祥寓意的名字“说财”命名。划拳起源于汉代，作

为中国古传至今仍时尚流行的饮酒游戏，它增添酒兴，烘

托喜庆，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亲人朋友团聚，人逢喜事、

家中添丁、乔迁之喜、企业庆典都来“说财”！是一款含

有中国式寓意的“喜酒”、“财酒”！ 

青岛汉斯酷爽饮料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嘉富路北段               

电话：15305446998                  

传真：0534-2323610                

邮箱：936202264 @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县市级经销商                                             

展品介绍：主营：京味佳槟，汉斯景橙等系列各种口味

碳酸饮料。                                            

16H147C 16G153C

北京宫都酒业有限公司

Beijing gongdu liquor co., 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70 号   

电话：010-89762362                

邮箱：99688813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要经营北京二锅头、年代小酒等市场热销白酒。

16G141C/16G142C 

北京城金牛酒业有限公司

JINNIUJINJIU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华大街 9号院 17 号楼             

电话：01061258858                   

传真：01061258858                    

邮箱：148555111@qq.com             

参展目的： 面对全国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金牛陈酿酒        

16H143C/16H144C

四川悟正直商贸有限公司

SEANJOY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华路 77 号盛南领地 7栋 101 室

电话：028-63047125

传真：028-63047125

邮箱：chenjianxun@scxjfgroup.com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香酒坊品牌酒，产地为宜宾的五粮纯粮浓香型

白酒；宜宾产区的五粮纯粮浓香型白酒基酒、调味酒；

16G145C

北京畅乐多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和义西里北街 8号 500              

电话：18911660517               

邮箱：76913721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江苏、山东、福建等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佰苏打  、恩赛慕健卫乳酸菌、北京二锅头  

 

16G146C

保定皇谷坊酒业有限公司

huanggufangjiuyeyouxiangongsi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安肃镇王马村             

电话：03128611566                   

传真：03128611566             

邮箱：397178393@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宣传                                          

展品介绍：经营北京二锅头系列，京星小缸酒系列产品

16H148C

北流市大同果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流市北流镇六地坡村               

电话：0775-3293068           

传真：0775-3293068                

邮箱：1165847375 @qq.com             

参展目的：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桂圆果酒  

16G149C

江苏洋府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目的：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海蓝御品等系列白酒

16H151C

郑州昌泰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 区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 88 号

酒类馆

电话：18037169873 

邮箱：143497949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山东、河南、江西等代理商  

展品介绍：金沙酱酒、贵州金沙回沙酒   

16H152C 

池州九华山本源堂营养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Jiuhua.Benyuantang.Co. Ltd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南医药健康产业园硅石

堂一楼     

电话：0566-3300388 

传真：0551-63683648       

邮箱：  13514965271@qq.com                   

参展目的：推出九华本源堂的好酒，寻找优质的分销商！                                               

展品介绍：九华本源堂，以密典古方，纯粮原酿，古法技艺，

以酒之品质塑造品牌形象，尤其以密典黄精酒系列、黄精

丸系列享誉安徽，九华本源堂现面向全国诚招优质分销商，

并将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让利于分销商，让合作回归真诚

之本，回归诚信之源！ 

16G154C

榄富进出口贸易（中山）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小榄镇兴成路2号阳光美加花园金榈湾1-3

幢 13 卡之二

电话：0760-22237399

传真：0760-22237399

邮箱：472736522@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企业影响，展示产品，寻找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堡佳庄园 - 澳洲赤霞珠红葡萄酒、澳洲西拉

干红葡萄酒。主要分为三个系列：老马车系列：东南澳

赤霞珠葡萄酒；道格先生系列：道格先生麦克莱伦谷西

拉葡萄酒；年轮系列：巴罗萨谷西拉葡萄酒。

18H155C

河北箭谷春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建设北大街和谐苑

电话：15832158820        

传真：0311-82999099      

邮箱：96495193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茅台镇箭谷春酒、雪莉亚蓝莓酒 

16H1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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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鸿信利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小刘桥世贸华中万货城 A区 22 排 3 号

电话：0371-56661120   15503713919

mail：74990248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华北、华中、东北等县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王丙乾逍酱系列酒。王丙乾酱酒：王丙乾系

茅台酒创始人，1915 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2015 年荣获布鲁赛尔国际金奖，王丙乾酱香酒已逾百年

历史，由王丙乾后人严格按照王家茅酒工艺酿造，人称

“王茅” 逍酱酒系王家茅酒之精品。100% 纯粮固态有

机酿造！大师精心调酒，具有：色泽微黄透明酱香突出、

幽雅细腻舒适、酒体醇厚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等特

点。

16G157C

四川剑门关酒有限公司

SICHUANJIANMENGUANJIU CO,.LTD.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工业园区四川剑门关酒厂       

电话：0839-6668999    

传真：0839-6668999    

邮箱：25839935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招商                                 

展品介绍：剑门关系列白酒：蜀汉原浆、雄关至尊、酒

品剑门关、剑门 1949、开门红、剑门老窖、剑门鸿运、

剑门小酒、剑门雄关等。

16K184C

贵州荟生青脉酒业有限公司

QINGMAI  FRUIT 

地址：贵州清镇市黄氏酒厂                 

电话：17678929639                

传真：0851-85940219                

邮箱：244043716@qq.com                     

参展目的：青脉果酒推广与招商                                    

展品介绍：青脉果酒，涵盖果酒，花酒，米酒三大品类

组成的系列产品。以 8-17 度的低酒精度为设计口感。

满足年轻人的口感喜好。同时，作为一个发酵酒品牌，

其生产工艺采用天然发酵，土坛发酵的传统工艺生产。

意在提供一瓶健康的养生的低度酒饮品。填充白酒、啤

酒、饮料以外的第四大品类“果酒”类。成为大众消费

的重要一员。

16H177C 

北京大都京韵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金河街 106 号院 5号楼        

电话：15830629825                    

邮箱：804933367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北京二锅头系列、牛爷们系列、革命小酒系

列白酒产品、小刀飞龙白酒产品。    

16G158C/16H159C/16G162C/16H163C 

贵州省仁怀市坤沙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话：15163475988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代理商 。                                            

展品介绍：白酒，年份老酒。 

16G161C

四川省绵龙春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13773683200

邮箱：865705818@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提高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浓香型白酒，酱香型均具备

16H164C

四川龙涎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                 

电话：0838-327099                    

传真：0838-3271888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小曲清香原酒，浓香型大曲白酒

16H173C

深圳市天晟源酒业有限公司

TSYJY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秀路 2 号深华

科技园厂房 2栋 4层 1--8 轴 405                 

电话：83838789                

传真：0755-8383879               

邮箱：1242301891@qq.com                     

参展目的：好酒怎么能藏着掖着，既有故事也有酒                                   

展品介绍：“德誉烧坊”是茅台集团旗下的一个角，为

爱量身打造，即窖底香型、酱香型和醇甜型。窖底香型

一般产于窖底而得名，己酸乙酯为共主要成分。酱香是

构成德誉烧坊的主体香，但醇甜型也是构成茅台酒特殊

风格的组成分，以多元醇为主，具甜味。

16H178C 

上海俏发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QIAOFA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斜土路 2601 号 T1-23H     

电话：021-64226083  

传真：021-64228550   

邮箱：shqf518@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招收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圣鲵酒（娃娃鱼配制酒），酱香型白酒。 

16K183C 

宜宾旭永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宜宾市翠屏区古塔路 18-20 号               

电话：17740288686/15123364238                

邮箱：524232290@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省区代理商、单品承销商                                             

展品介绍：举安邓公液系五粮浓香鼻祖邓子均（名举安）

嫡系第四代传人亲酿而成！ 1915 年，邓子均五粮美酒

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2018 年，采用邓子均酿

酒秘方的举安邓公液荣获“中国白酒行业名优品牌”荣

誉；举安邓公液坚持采用古法纯粮手工酿造，酒厂位于

海拔 500 米的宜宾黄桷山上，酿酒之水取自天然的黄桷

山泉水。

16H186C 

四川五月花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Sichuan mayflower liquor sales co. LTD

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展望大街 9号                

电话：028-26922036              

传真：028-26922036               

邮箱：173749228@qq.com                    

参展目的：为我公司售酒智能化一体设备及宝莲酒做宣传                                    

展品介绍：四川宝莲酒业有限公司地处四川中部，沱江

中游、成渝铁路、成渝高速公路横贯市区，距成都86公里，

交通便捷，景色秀丽。公司占地面积 360 亩，公司是中

华老字号企业，中国食品工业骨干企业，四川十大名酒

企业之一，四川省酿酒研究所的科研基地，是资阳市地

方财政支柱企业，公司产“宝莲牌”宝莲酒起源于明朝

永乐年间（公园 1410 年），由伍市干酒演变而来，现

已形成宝莲系列、伍市干系列、千杯少系列等六大系列

200 多个品种。

16H194C/16K195C 

东营橄榄绿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东营市河口区济南军区生产基地一团                  

电话：15166711011                   

传真：liuxianfu1983@.163.com                    

邮箱：liuxianfu1983@.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向外展位企业文化，带动退伍军人创业。                                               

展品介绍：老兵，若有钱朝必回，为人民服务，中部战区。

等具有军旅情怀的酒水。

16H197C/16H201C
成都唐小缸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2-01-1001                 

电话：19803298919      

邮箱：27103549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唐小缸茶缸酒，浓香型，酒香浓郁、绵柔甘冽、

入口绵、落口甜、回味悠长。  

16K208C

贵州云上刺梨花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关岭县顶云街道办   

电话：13017080031   

邮箱：526237899@qq.com    

参展目的：推广贵州特色农产品 .金刺梨果酒                                              

展品介绍：“金刺梨黔货出山，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

富”，“美酒飘香云上关索岭，刺梨花开绽黔中大地”。 

16K200C 

格尔木瑶池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格尔木机场路 14 号                   

参展目的：让朋友认识柴达木，柴达木自己优质原浆酒。                                              

展品介绍：瑶池原浆枸杞酒，百分之 100 精选柴木达盆

地优质红枸杞，经传统工艺发酵 60 天后酿选而成的一

款优质白酒，口感浓醋，回味甜香，古法工艺充分保留

了枸杞多糖增强机体免疫力的特性，即保留了产品的保

健功效，又兼具了白酒的清香口感。 

16H202C

甘肃同德农业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GanSu TongDe Group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河湾堡西街 52 号赣商大厦写字

楼 12 层 1、2、4 号

电话：0931-7677718

传真：0931-7768850

邮箱：service@gstd.ltd

参展目的：展示御藜液白酒、御藜膳食品、御藜露饮品

展品介绍：作为集团的核心产业，农业科技公司研发出了包

括御藜液系列白酒、御藜膳系列食品、御藜露系列饮品在内

的一系列以藜麦为主的产品。 

16K203C/16K204C

绍兴咸亨酒业有限公司

SHAOXING XIANHENG BREW CO.,LTD.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阮江                 

电话：0575-84010030                

传真：0575-84010039                

邮箱：63071233@qq.com                     

参展目的：提升品牌形象，扩展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咸亨系列绍兴黄酒产于绍兴咸亨酒业有限公司。

该酒以精选上等糯 米优质小麦为主要原料，辅以鉴湖佳水，

并用传统精湛技术手工酿制而成。该产品酒性柔和鲜爽，回

味悠长，具有与众不同的典型韵味，实为中国黄酒之精品。

此产品系纯粮酿制而成。

16H209C/16H210C/16K211C/16K212C 

宿迁市洋河镇第一酿酒有限公司

Suqianshi Yanghezhen Diyiniangjiu 

Youxiangongsi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洋河镇徐淮路 18 号   

电话：15151165566        

传真：0527-84932979       

邮箱：815300957@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贴牌，代加工               

展品介绍：江苏洋河镇白酒，蓝梦风韵系列，中国梦系列，

陆掌柜系列，陆氏粮食酒系列，原浆酒系列。厂家直销。

16K215C

郑州火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ot net

地址：郑州西三环 289 号国家大学科技园                  

电话：0371-55809998                   

邮箱：89392326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白酒             

16K218C

西藏藏香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ZANGZANG XIANGYUAN

地址：四川成都市青羊区                  

电话：028-66353999                   

传真：028-66353999                     

邮箱： 316591189@qq.com                 

参展目的：  展示产品，招商洽谈。                                             

展品介绍：西藏藏香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拉萨市

达孜县达孜工业园区。企业有着一群专业的科研团队和

一批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营销精英 , 是一家具有西藏

特色、专注人类大健康养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化的现代化企业。西藏藏香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藏医养生立业，以诚信为本，联盟联动、 财富共赢为

发展纲领 . 以促进囯民健康为己任 , 以品质铸就巨能

养生酒品牌 , 成就藏香源健康事业发展为企业宗旨。

14H111C

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

Beijing Dragon Seal Wines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 2号 

电话：13701308396                  

传真：010-88637661               

邮箱：104770908@qq.com                  

参展目的：结识同行业采购商，寻求新客户，获取订单。                                             

展品介绍：中华牌桂花陈金装5年陈酿葡萄酒：2015年，

龙徽公司隆重推出了中华牌桂花陈金装5年陈酿葡萄酒，

此酒是以葡萄酒为原料，配以苏州八月含苞欲放的鲜桂

花，宗其宫廷秘籍之法，精心酿制而成。中华牌桂花陈

金装 5 年陈酿葡萄酒在 2018 年“一带一路”国际葡萄

酒大奖赛上斩获金奖殊荣！

14-15C011T/14-15C012T/14-15B009T

河南省双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品牌及形象，推广特色产品                                               

展品介绍：汾酒系列、双坛原浆酒、白金一品天下

14K207C/14K208C

我和你（北京）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You and me international chateau of Beij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9号北纬四十度大酒店 

电话：15811382991                 

传真：15811382991            

邮箱：529419814@qq.com                   

参展目的：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合作商，以及提升品牌曝光                                             

展品介绍：我和你精酿酒，本品采用复合工艺、专属配方，

通过双重发酵、高温蒸馏、两次醇化，具有酒体醇厚自然、

醇香丰富优雅的特点。

14-15B01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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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桂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蓝田镇蓝安路二段                        

电话：0830-3999481    13808288943 徐先生                              

传真：0830-3999660                                 

邮箱：1780487772@QQ.COM                                  

参展目的：展现泸酒，提升企业产品及企业形象，扩大

合作。                                             

展品介绍：本企业以生产浓香型白酒为主体，为全国多

家知名酒厂供应浓香型基酒和调味酒。我公司生产的乡

归老酒、天香池酒、追风逐日酒等多种瓶装酒，产品以

优良的品质和高雅富贵的特色包装深得全国客户得青

睐，畅销全国多个省市。本公司可作定制酒和产品代加

工业务，共谋发展。 

15 号展馆 B3

天津市繁醉花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Tianjin fan Lin Ting Restaurant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 T8 旅游创意园南门 C202                

电话：0755-83258293                

传真：0851-85940009                

邮箱：3034262895@qq.com                     

参展目的：在全国各地酒馆招商，花果酒招商                                    

展品介绍：桃花酒、糯米酒，杨梅酒、桂花酒、玫瑰酒、

刺梨酒等果酒花酒。

16G081T

山东阳春啤酒有限公司

yangchunbeer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                 

电话：13889716243                  

传真：0536-4625998                  

邮箱：1010823334@qq.com                  

参展目的：全球招商

展品介绍：青岛凯盾啤酒系列、青岛鲁雪啤酒系列

15K144C 

四川泸州江阳曲酒厂

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梁北路 91 号

电话：1573-1573-108

邮箱：582262381@qq.com

参展目的：公司主要经营白酒成品酒、基础酒销售、原

酒生产、产品代加工、酿酒技术指导等业务。诚邀全国

各经销单位前往我司交流指导。

展品介绍：四川泸州江阳曲酒厂”始创于清朝咸丰年间，

原属泸州市国营酒厂，至今已有 162 年浓香型白酒传统

酿制历史，原酒生产窖池 1000 余口，百年窖池 500 余

口。1856 年起，四川泸州江阳曲酒厂产品先后荣获国家

部颁优质酒、1990 年四川省优质产品、1985 年四川省

第三届优秀酒、1993 年首届国际名酒香港博览会特别金

奖  、1996 年中国名牌产品等奖项，并聘请国家级调酒

大师曹孝云为技术指导，酒体窖香浓郁、细腻醇厚、尾

净绵甜。

15G083T

四川玖多宝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     

电话：18583001313                

邮箱：309852715@qq.com           

参展目的：提升品牌知名度实惠于民，健康于民   

展品介绍：久多宝是千年古配方，中国国礼酒，它是由

纯粮食基酒（固态酒）加上纯植物配方，低温萃取精酿

而成的一款健康白酒，它改写了喝酒伤身的历史，能真

正意义上解决人体的健康问题！人生病是因为堵，中医

所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堵会给身体造成极其严重

的危害，久多宝解决了通的问题，通经络，通气血，阴

阳平衡，气血通畅。      

15G083T/15G084T

亳州市古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GUNIANGJIUYE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酒城大道 88 号                 

电话：0558-2807888                  

传真：0558-2807888                     

邮箱：2521896222@qq.com                     

参展目的：白酒招商                                            

展品介绍：古酿原浆酒系列，古酿家酒系列，人参酒系列。

15H169C 

望和多彩原浆啤酒有限公司

WANGHE COLOURFUL BREW BEER CO.,LTD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经济开发区望和路                

电话：0558-4199999               

传真：0558-4199999                

邮箱：72740048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代理商、OEM                                    

展品介绍：望和啤酒厂是全亚洲最大的精酿啤酒生产基

地，采用 100% 全进口非转基因麦芽，使用欧盟认证德

国进口片状和颗粒酒花，按德国 1516 年巴伐利亚纯酿

工艺一次性原浓酿造，不添加辅料、防腐剂，不稀释，

不过滤，28 天超长酒龄发酵。

16B016T

酒时代酒业（北京）有限公司

wines&spirits store of china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通惠河畔国投尚科大厦二层                 

电话：17778051571                

传真：010-87703553                

邮箱：liyuyang@zhongjiu.cn                     

参展目的：展览展示，酒水招商                                    

展品介绍：中酒连锁作为中酒时代重要的线下实体运营

板块，依托公司长期经营积累的数百万会员及千万流量，

与区域市场具有一定终端资源的运营商进行战略合作，

喂消费者提供保真，平价，便捷的酒水消费体验和优质

服务。经过近两年的深耕细作，中酒连锁已经在全国建

立了上百家连锁专卖店。

16B022T 

贵州黔酒酒庄有限公司

QianJiuJiuZhuang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电子商务发展中心                

电话：0851-85919999                

传真：0851-85919999                

邮箱：894957160@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展览 招商加盟 招募合伙人 "                                    

展品介绍：请全国人民喝贵州酒 • 中国好酱香体验分享

计划，以贵州酒宫格及相关贵州酒为载体，呈现出贵州

酱香型白酒的酒宫格智慧。

16G104C

宜昌楚派商贸有限公司

chuyuanchun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桔城路                

电话：0717-6279008                

传真：0717-6279008                

邮箱：370301689@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招募经销商、运营商、分销商                                    

展品介绍：湖北楚园春酒业位于楚文化发祥地湖北省远

安县，毗邻楚国首个国都南襄城遗址，地处风景秀丽的

道教圣地鸣凤山脚下，占地面积 500 多亩，资产总额６

亿元。拥有“楚”、“楚派”、“楚园春”三大品牌。

楚园春酒业生产全国首创的淡雅浓香、淡雅兼香产品、

苦荞加黄酒,一上市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喜爱。

16H136C

深圳酒香天下酒业有限公司 

JIUXIANGTIANXIA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                 

电话：18926960863                

传真：0755-25129070                

邮箱：37676098@qq.com                     

参展目的： 展示酒类与电子烟类新品，与广大同行交流                                   

展品介绍：" 单酒：醇爽酒、薰爽酒、清爽酒；单：本

意简单、纯朴，具有“朴食”的概念；释放于产品则表

现出其自然、健康、去伪存真的特质；单酒人用“单”

字展示其专业、精深、自然、简单、率直的价值理念；

品牌赋予喜爱的单酒的人简单真诚、阳光磊落、常怀赤

子之心的用户标签。

16H165C 

贵州省仁怀市瀛军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话：15275651380                

传真：0546-6453517                

邮箱：1402677283@qq.com                     

参展目的：招聘经销商                                

展品介绍：礼盒 .养生酒   

16K221C/16K222C/16K223C 

通化东特葡萄酒有限公司

地址：通化市柳河县修正路 12 号 

电话：15204620811        

邮箱：65152377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加速激情正宗贵族小香槟系列产品，酒的替

代品，纯果汁发酵的高端饮品，用生产红酒的工艺生产

制作的绿色饮品。

SW009T-012T-12

安徽省青草湖酒业有限公司

Anhui Qingcaohu Wine Lndustry Co., Ltd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青草湖农场

电话：0563-3311089

传真：0563-3313599

邮箱：591092859@QQ .COM

参展目的：诚招黄酒、调味料酒全国市（县）代理及国

际代理。

展品介绍：青草湖黄酒是以紫金糯米为原料，属于低度

的酿造酒。含有丰富的营养，其中含有 21 种氨基酸，

包括数种未知氨基酸，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又必须依

靠食物摄取 8 种必需氨基酸都是具有的，故被誉为“液

体蛋糕”。在《本草纲目》上说“诸酒醇不同，唯米酒

入药用”，这里的米酒即是指黄酒，它能气通血脉、厚

肠胃、润皮肤、散湿气、养脾气、扶肝、除风下气、以

热饮为好、能够活血、味淡者利小便。

SW049T—SW052T 

宁夏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Ningxia  XIXIAKING Winery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金凤区福州南街农垦大厦 9层

电话：0951-3805318  0951-3805339

传真：0951-3868779

邮箱：xxwang_scb@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夏王干红葡萄酒、西夏王干白葡萄酒、西夏

王葡萄蒸馏烈酒、西夏王白兰地等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系列产品。

SW049T—SW052T

天津王朝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XIZANGZANG XIANGYUAN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津围公路 29 号

电话：022-26998888

传真：022-26996666

邮箱：zhangl_dynasty@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王朝葡萄酒产品。

展品介绍：我司此次展会展出的产品有王朝干红葡萄酒、

王朝半干白葡萄酒、王朝 5 度纪念日低醇起泡葡萄酒、

王朝 518 系列干白葡萄酒、王朝木桶陈酿系列干红葡萄

酒、王朝梅鹿辄干红葡萄酒系列等。

SW051T-03

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DYNASTY

地址：天津北辰区津围公路 29 号

电话：022-26998888

传真：022-26990996

邮箱：zhangl_dynasty@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王朝葡萄酒产品。

展品介绍：我司此次展会展出的产品有王朝干红葡萄酒、

王朝半干白葡萄酒、王朝 5 度纪念日低醇起泡葡萄酒、王

朝 518 系列干白葡萄酒、王朝木桶陈酿系列干红葡萄酒、

王朝梅鹿辄干红葡萄酒系列等。

SW049T—SW052T

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农产品营销中心

CHINA STATE FARMS AGRIBUSINESS GROUP 

Co., Ltd. Agricultural Marketing Centre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砖塔胡同 56 号

电话：010-66171368

传真：010-66171368

邮箱：4790280@qq.com

参展目的：介绍及推广中垦优选代理红酒，诚招全国各区

红酒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穆尔法特拉尔庄园作为罗马尼亚最大的红酒庄

园，已经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庄园被赋予了最理想的地理条

件，大陆性气候、覆盖面的多样性、保护屏障减少寒流的

影响、以及海洋影响的有利作用让中国领导人在访罗马尼

亚期间对酒庄赞不绝口。此次酒会将带来穆尔法特拉尔庄

园独有葡萄品种 - 三公顷黑姑娘系列干红、干白、桃红葡

萄酒及三公顷系列葡萄酒。

SW049T—SW052T

呼伦贝尔市天虫酒业有限公司

HULUNBEIERSHITIANCHONGJIUYEYOUXIANGONGSI

地址：呼伦贝尔扎兰屯市钢铁大街 1号                  

电话：0470-3795090       

传真：0470-3795051       

邮箱：306431807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企业始终以玉米、高粱为原料，以自制的麸

曲为发酵剂，同时清澈甘甜的雅鲁河地下水系为酿酒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酿制的白酒纯正天然。公司

精心研制，采用雄蚕蛾及清香型白酒为主要原料 , 辅以

丁香、龙眼肉、决明子、大枣、蜂蜜食药同源的材料配

制酒“天虫酒”已经隆重推向市场。

BZ201C/BZ202C

泰堡瓶塞（瑞安）有限公司

Top Cork (Ruian) Co.Ltd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南滨街道云江标准厂房轻工区 6号

电话：0577-65098053

传真：0577-65098052

邮箱：topcork@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甜白葡萄酒、法国干红葡萄酒、法国干

红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BZ166C/BZ165C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GANSU MOGAO INDUSTRIAL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农民巷 8号 8楼

电话：0931-4525905 13919027558

传真：0931-4525909 

邮箱：34324318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宣传莫高产品。

展品介绍：莫高干红葡萄酒、莫高干白葡萄酒、莫高冰酒、

莫高起泡酒、莫高 XO、VSOP。

SW049T—SW052T



3130

云南农垦高原特色农业有限公司

Yunnan State Farms Plateau 

地址：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路 3 号时代创富

中心 B座 201、202、301 室

电话：0871-67385110 

传真：0871-67385110

邮箱：578544092@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诚招各类意向合作商！

展品介绍：云南农垦高原特色农业有限公司联合万兴隆

集团联合生产的“高原尚品”牌姜酒精选地处北纬 27

度的云南“罗平小黄姜”为原料，属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已通过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有机产品

认证、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清真监制食品认证、世

界小黄姜优质产地带认证，在全国姜类产品中，姜辣素、

姜黄素等有益成分含量名列前茅，药用价值颇高。

SW049T—SW052T

四川高洲网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ichuan Gaozhou E-Commerce Co.,Ltd.

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三街凯旋广场 23 楼                   

电话：028-83385885           

邮箱：283260346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浓香型、酱香型优质原酒及优质成品酒。                                             

展品介绍：高洲原酒：窖香浓郁、酒体醇厚丰满、绵软、

余味爽净悠长、多粮复合浓香风格典型。浓香型：精选

优质五种粮食、中高温曲药，采用杨氏大曲烧坊之百年

老窖，经长达 90 天固体发酵，分层起槽，分层蒸馏，

分层摘酒，按质并坛，长期贮存，自然老熟后与储存20年，

15年，10年的陈坛老酒，天然龙涎古井水精心勾兑而成。

酱香型：采用优质高粱为原料，优质小麦制高温大曲、

条石窖、泥底，两次投粮，八轮次发酵，七次取酒，季

节性生产一年一个周期。

SW042T

湖北生龙清米酒股份有限公司

shenglong

地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南大经济开发区

电话：13035181995

传真：0712-2310666

邮箱：3380654365@qq.com

参展目的：招合作伙伴  让更多人了解生龙。

展品介绍：湖北生龙清米酒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

传统饮食文化研究和健康绿色食品生产、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座落在有着“天仙配”神奇传说的董永故

里，美丽富饶的米酒之乡 ¬¬——湖北孝感。公司注册资

本 2000 万元，总资产达 5000 余万元，年销售各类米酒、

饮品过亿元。

SW045T

百锐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

电话：18215556156

参展目的：重点区域的招商、展示公司形象及产品。          

展品介绍：拿破仑大抵 XO， 白马歌韵干红葡萄酒，杜

霍庄园杜哈斯干红

7A001T

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长城葡萄酒）

GREAT WALL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电话：010-85017592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长城葡萄酒作为中国葡萄酒行业领导品牌，

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瓶干红、干白和传统法起泡葡萄酒，

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正规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奠基石。

在中国大国崛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

长城葡萄酒以“中国长城，红色国酒”战略为定位，顺

应葡萄酒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依托产区布局优势，聚焦

产区特色和核心价位段，重点打造长城桑干、长城五星、

长城天赋、长城华夏、长城海岸五款战略大单品，满足

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长城葡萄酒）

GREAT WALL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电话：010-85017592         

展品介绍：长城葡萄酒作为中国葡萄酒行业领导品牌，

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瓶干红、干白和传统法起泡葡萄酒，

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正规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奠基石。

在中国大国崛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

长城葡萄酒以“中国长城，红色国酒”战略为定位，顺

应葡萄酒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依托产区布局优势，聚焦

产区特色和核心价位段，重点打造长城桑干、长城五星、

长城天赋、长城华夏、长城海岸五款战略大单品，满足

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

7A005T 7B008T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B003T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B004T

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长城葡萄酒）

GREAT WALL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电话：010-85017592         

展品介绍：长城葡萄酒作为中国葡萄酒行业领导品牌，

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瓶干红、干白和传统法起泡葡萄酒，

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正规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奠基石。

在中国大国崛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

长城葡萄酒以“中国长城，红色国酒”战略为定位，顺

应葡萄酒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依托产区布局优势，聚焦

产区特色和核心价位段，重点打造长城桑干、长城五星、

长城天赋、长城华夏、长城海岸五款战略大单品，满足

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

7A006T

中粮食品营销有限公司（长城葡萄酒）

GREAT WALL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电话：010-85017592        

展品介绍：长城葡萄酒作为中国葡萄酒行业领导品牌，

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瓶干红、干白和传统法起泡葡萄酒，

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正规化、标准化发展提供了奠基石。

在中国大国崛起，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

长城葡萄酒以“中国长城，红色国酒”战略为定位，顺

应葡萄酒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依托产区布局优势，聚焦

产区特色和核心价位段，重点打造长城桑干、长城五星、

长城天赋、长城华夏、长城海岸五款战略大单品，满足

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

7B007T

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COFCO WW International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

厦             

电话：15720087258

传真：4008506506                                          

邮箱：zarspirits@cofco.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省市经销商代表                         

展品介绍：“中粮名庄荟”是中粮集团旗下的专业进口

酒整合运营平台，以“美酒天下，美丽生活”为使命，

依托中粮集团的强大品牌实力和支持，与世界众多品牌

建立合作。

7A009T

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COFCO WW International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

厦             

电话：15720087258

传真：4008506506                                          

邮箱：zarspirits@cofco.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经销商代表                         

展品介绍：“中粮名庄荟”是中粮集团旗下的专业进口

酒整合运营平台，以“美酒天下，美丽生活”为使命，

依托中粮集团的强大品牌实力和支持，与世界众多品牌

建立合作。

7A01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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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COFCO WW International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

厦             

电话：15720087258

传真：4008506506                                          

邮箱：zarspirits@cofco.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经销商代表                         

展品介绍：“中粮名庄荟”是中粮集团旗下的专业进口

酒整合运营平台，以“美酒天下，美丽生活”为使命，

依托中粮集团的强大品牌实力和支持，与世界众多品牌

建立合作。

7B011T

新疆楼兰深根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Turpan Loulan Wine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137 号 A 座 905 室             

电话：18657148181

传真：0571-28818565

邮箱：252795987@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楼兰古堡系列葡萄酒、楼兰深根系列葡萄酒、

楼兰酒庄系列葡萄酒、楼兰丝路系列葡萄酒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B015T   7B018T

中粮名庄荟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COFCO WW International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

厦             

电话：15720087258

传真：4008506506                                          

邮箱：zarspirits@cofco.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省市经销商代表                         

展品介绍：“中粮名庄荟”是中粮集团旗下的专业进口

酒整合运营平台，以“美酒天下，美丽生活”为使命，

依托中粮集团的强大品牌实力和支持，与世界众多品牌

建立合作

   7B012T

新疆楼兰深根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Turpan Loulan Wine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137 号 A 座 905 室             

电话：18657148181

传真：0571-28818565

邮箱：252795987@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楼兰古堡系列葡萄酒、楼兰深根系列葡萄酒、

楼兰酒庄系列葡萄酒、楼兰丝路系列葡萄酒

   7A013T

新疆楼兰深根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Turpan Loulan Wine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137 号 A 座 905 室             

电话：18657148181

传真：0571-28818565

邮箱：252795987@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楼兰古堡系列葡萄酒、楼兰深根系列葡萄酒、

楼兰酒庄系列葡萄酒、楼兰丝路系列葡萄酒

  7B016T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C019T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C020T

新疆楼兰深根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Turpan Loulan Wine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137 号 A 座 905 室             

电话：18657148181

传真：0571-28818565

邮箱：252795987@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楼兰古堡系列葡萄酒、楼兰深根系列葡萄酒、

楼兰酒庄系列葡萄酒、楼兰丝路系列葡萄酒

7A014T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B017T

昌黎县金海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J.H international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

电话： 03352078499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安东尼伯爵红酒， 拉索城堡红酒，百年破

仑洋酒

   7C024T

辽宁天池葡萄酒有限公司

LIAONING TIANCHI GRAPE WINERY GROUP 

LTD.,CHINA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龙城现代农业园区                           

电话：0421-3889909                                           

传真：0421-3888999                                           

邮箱：174001295@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宣展                          

展品介绍：“池之王”品牌葡萄酒市场综合占有率历年

均在全国行业前十位。产品深入挖掘利用葡萄中含有的

原花青素 & 白藜芦醇等原生有益物质，既可养生健体又

可靓丽容颜，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池之王品牌为中国驰名商标；产品通过中国葡萄酒 A 级

产品专家认证 , 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7 年获

得国家 4 项发明专利；2016 年获得有机葡萄酒认证；

2013 年公司自主研发了“池之王”品牌养生型葡萄酒；

2012 年“池之王”冰葡萄酒酿制新工艺获辽宁省科技一

等奖 ; 2009 年被评为中国十佳优质文化名酒等。现可

生产葡萄酒、营养型露酒、功效型食品等 3 大类 100 余

款产品，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7B025T

河北英泽隆酒业有限公司

Hebei Yingzelong Liquor Industry Co., 

Ltd

地址：石家庄市赵县 308 国道 999 号                 

邮箱： 3183919635@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威士忌   伏特加    白兰地    起泡酒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C028T
7C034T

深圳芭黎之花投资有限公司

FIND WINE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电话：0755-86561238                                           

传真：0755-86561238                                           

邮箱：30346395@qq.com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国外酒庄仓库前置项目

7B026T

辽宁天池葡萄酒有限公司

LIAONING TIANCHI GRAPE WINERY GROUP 

LTD.,CHINA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龙城现代农业园区                           

电话：0421-3889909                                           

传真：0421-3888999                                           

邮箱：174001295@qq.com                                       

参展目的： 招商、宣展                          

展品介绍：“池之王”品牌葡萄酒市场综合占有率历年均

在全国行业前十位。产品深入挖掘利用葡萄中含有的原花

青素 & 白藜芦醇等原生有益物质，既可养生健体又可靓丽

容颜，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池之王品牌为中国驰名商标；产品通过中国葡萄酒 A 级产

品专家认证 , 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7 年获得

国家 4 项发明专利；2016 年获得有机葡萄酒认证；2013

年公司自主研发了“池之王”品牌养生型葡萄酒；2012

年“池之王”冰葡萄酒酿制新工艺获辽宁省科技一等奖 ; 

2009 年被评为中国十佳优质文化名酒等。现可生产葡萄

酒、营养型露酒、功效型食品等 3 大类 100 余款产品，可

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7C027T

上海宝森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e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泗陈公路 518 弄 408 号             

电话：021-61539686                    

传真：021-61536986               

邮箱：18616559207@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智利、法国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7C031T

深圳沐森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musen international wine co. 

LTD 

地址：深圳龙华东环一路           

电话：0755-33140302                  

传真：0755-33140302              

邮箱：82748797@qq.com             

参展目的：开发新客户，维护老客户                                            

展品介绍：智利飞行者    

7C032T

珠海横琴帝舵世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_ Kingze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珠海市横琴 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 - 16870

电话：13326632498

传真：0756- 223342

邮箱：326066558@qq. 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 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帝舵世家 (KINGZEUS) 于邑自兰地，时

间酿就品质 I 它诉说着百年酒庄历史的沉淀，演绎着岁

月陈酿后成熟的喜悦。这是一： 瓶有生命的酒，它不

仅仅是一种饮品，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尊 贵身份的

象征。

7C037T

烟台加达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JAGADALMANOR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51957      

邮箱：33431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摘自优秀产区的有机精选葡萄，多种葡萄

的搭配酿造出精致的口感，酒体丰满，回味优雅。简萄

酒在保持适度果香的情况下，有着更加充实的酒体和丰

满度，柔顺的口感，满足您对葡萄酒所直的想象。

7C033T

上海宣良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X.L. Industrial Co.，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 489 号国正中心 1 号楼 1808

室  

电话：65582068                                  

邮箱：1392834823@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产品，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葡萄牙 SOYOUNG 起泡酒，原产地葡萄牙；南

非干红葡萄酒、南非干白葡萄酒，原产地南非；法国干

红葡萄酒、法国干白葡萄酒、法国甜白葡萄酒，原产地

法国；意大利甜白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萄、意大利干

白葡萄酒，原产地意大利；智利干红葡萄酒，原产地智

利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7C03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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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彼得迅酒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PETERSON WINERY CO•LTD

地址：广州广保大道 77 号电话： 4000 930 899

邮箱：2355819502@qq. 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 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葡萄酒文

化，在国内市场的普及，产品覆盖法国，智利，澳洲，

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不同领域的佳酿，并与 2018

年 5 月购下法国西南部 - 马迪朗产区的菲德酒庄，成功

进驻供应金字塔最顶端。

   7D039T

阿托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ARTO REY Import &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芝竹街下 2号 

电话：18767880952     

传真：0578-6901578    

邮箱：romaneconti2015@hotmail.com  

参展目的：红酒文化交流、了解客户需求、宣传公司品

牌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经营高中低档西班牙原装原瓶

进口红酒，系多个西班牙品牌酒庄的中国区域总代

理。例如阿尔索卡纳瓦罗庄园（BODEGAS ARZUAGA 

NAVARRO）、玛塔罗梅拉庄园（GRUPO MATARROMERA）、

CEPA21 庄园（CEPA21 BODEGAS）、佩雷斯庄园（PEREZ 

PASCUAS BODEGAS）、 艾 美 里 奥 摩 罗 庄 园（EMILIO 

MORO BODEGAS）、卢比兄弟庄园、歌罗曼庄园（VINOS 

COLOMAN.S.L,BODEGAS SENORIO DE BOBOS.O MANOR).   

公司诚招全国各地区加盟连锁，设置区域保护，不窜货，

不存货，给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业平台，期

待您的加盟。

浙江青田鸿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Zhejiang Qingtian Import and Expert 

Trad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雅岙路 167 号 

电话：13735903837 15057855730                      

邮箱：1138594400@qq.com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建立网点，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 罗马尼亚葡萄酒，罗马尼亚葵花油（Delicia）

保加利亚阿波隆（Apolo）洗涤产品  

  7C041T
  7C042T

广州彼得迅酒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PETERSON WINERY CO•LTD

地址：广州广保大道 77 号电话： 4000 930 899

邮箱：2355819502@qq. 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 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葡萄酒文

化，在国内市场的普及，产品覆盖法国，智利，澳洲，

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不同领域的佳酿，并与 2018

年 5 月购下法国西南部 - 马迪朗产区的菲德酒庄，成功

进驻供应金字塔最顶端。

   7D040T

浙江青田意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Zhejiang YiDing Imp.& Exp.Co.,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雅岙路 388 号 606 

电话：0578-6823610                   

传真：0578-6829663                   

邮箱：54055286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达 • 蓬特格拉帕 / 利口酒，意大利格

罗赛普罗塞克起泡酒，意大利卡斯达尼格拉帕/利口酒，

意大利徳 •葡拉酒庄红酒起泡酒。

  7C041T

浙江意葡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ZHEJIANG YIPUHUI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石锦路 64 号   

电话：0578-6652188 /15057855898                    

邮箱：yipuhui@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对红酒感兴趣的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白葡萄酒等原

装进口葡萄酒 

  7C041T

青田晟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请提醒油竹街道芝竹街负一层 16

号      

电话：13857077899        

传真：0578-6818005        

邮箱：131850016261@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成都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波罗多斯红酒、卡斯利亚红酒、意大

利西施佳亚红酒

  7C042T

青田维拉纳酒业有限公司

QingTian VRN WINE CO.,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芝竹街负一层 21-23 号 

电话：13567602359                       

邮箱：57678011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                                            

展品介绍：塞尔维亚、黑山葡萄酒

  7C042T

青田罗萨露拉商贸有限公司

ROSARUBRA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石锦路 134 号 

电话：6677899  

传真：6677899                   

邮箱：17366409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罗萨露拉庄园位于意大利佩斯卡拉省的皮耶

特拉尼科，一个拥有上千年酿酒历史的古产区。整个庄

园被一片历史悠久的栋树林所环绕，给人以置身于世

外桃源之感。罗萨露拉公司与 2003 年得到有机认证，

2014 年得到生物动力认证，在不断提升产量和质量的同

时，坚持生物动力有机体系的延续和完善。

  7D043T

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

Qingtian Imported Commodity City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雅岙路关检大楼 7

楼       

电话：0578-6652175        

传真：0578-6028260        

邮箱：qxjkspc@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进口商品城品牌，邀请各位参加第二届

侨博会                                         

展品介绍：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于 2015 年 1 月开业 ,

目前已建成四个市场 6.5 万平方米 , 吸引 203 家的侨资

企业入驻。2018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首届世界华侨

进口商品博览会暨青田进口葡萄酒交易会成功举办，共

吸引了 63 个国家的 367 家进口日化和食品企业、405 家

境外葡萄酒庄，参观人数达到 12.5 万人次。2018 年 12

月26日，青田世界红酒中心开业，入驻酒庄超过三百家。

2019年11月，第二届侨博会将在侨乡进口商品城举办，

欢迎各位有意向的企业前来参加。

  7D044T

青田县瓯莱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Qingtian County Oulaibao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雅岙路关检大楼

601 室       

电话：0578-6818005        

传真：0578-6818005        

邮箱：5616504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皮德蒙特酒庄、普汉莎酒庄、纳瓦拉

索洛酒庄等

7D044T

温州市泰谷商贸有限公司

Wenzhou Taigu Trading Co., Ltd.

地址：温州市牛山北路 50 号

电话： 0577-86191919  

传真： 0577-86051919                  

邮箱： 32964117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泰谷啤酒的好口感，源于德国这个啤酒王国

的酿酒工艺：戴姆酿酒集团的创始人原是德国酿酒师戴

姆，出生于阿尔萨斯地区（后归属法国），1872 年普法

战争结束后，他与妻子移民西班牙，并于 1876 年在巴

塞罗那市建立了戴姆啤酒厂。戴姆酿酒师结合南欧国家

炎热的气候特点，打造了与众不同的清爽口感，可谓是

泰谷啤酒源于德国技术，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今，

戴姆集团的品牌成了全球最知名的几大啤酒之一。

厦门宸舜进出口有限公司

XIAMEN TRANSON IMPORT & EXPORT 

CO.,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26-28 号联盛大厦四楼东

侧  

电话：0592-5605127      

传真：0592-5605125      

邮箱：linda@xmtranson.com / zhangmei@xmtranson.

com  

参展目的：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爱德维斯啤酒，喜力旗下高端白啤；采用阿

尔卑斯山脉为原型的瓶身设计，简易“旋盖”开瓶；泡

沫干净丰富，香气清新怡人，带你感受阿尔卑斯山的味

道；让“爱”常伴您身边！

7D049T
7E051T-B

青田六合贸易有限公司

Qingtian Liuhe Trad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进口商品城二期

123 号 

电话：0578-6967779                       

邮箱：liuhe6967779@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文化， 寻求新客源，为公司带来

利益。   

展品介绍：西班牙葡萄酒、 西班牙火腿、西班牙葵花

籽油、西班牙橄榄油等。

7D044T

北京东方酝泽酒业有限公司

E-VINTAGE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 101 号 1 幢 10 层 1 座

1109    

电话：010-84351331    

传真：010-84351331      

邮箱：lxl@e-vintage.com.cn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7D048T

温州市奇盟贸易有限公司

Wenzhou Qi Meng Trading Co., Ltd.

地址：温州市牛山北路 50 号 A 幢

电话：0577-86191919 

传真：0577-86501919                 

邮箱：32964117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温州市奇盟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第一家奇盟进口啤酒专卖店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正式开

业。奇盟贸易是一家集加盟、销售、物流配送、酒水存储、

电子商务于一体的专业连锁经营机构，经营产品均由国

外直采或由国内总经销供货。其下属分公司有温州市泰

谷商贸有限公司和温州市泊啤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D050T

天津恒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jin Heismai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建国南路东侧君利商厦 C

座 -505 室       

电话：022-26313162                             

邮箱：heismainyadong@fox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莱克精灵系列啤酒市级代理                                               

展品介绍：莱克精灵系列啤酒、宝华丽无醇系列啤酒、

恒麦西源天然矿泉水、尼霍姆加德车厘子酒

7E051T-A

宁波保税区梵奇卡拉酒业有限公司

Ningbo Free Trade Zone Fanqikala Wine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富邦广场 2号楼 636-637 室     

电话：0574-86896899                    

传真：0574-86879899                   

邮箱：fanqikala_ningbo@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德国、西班牙原瓶进口啤酒，规格：5L桶装、

500ml 易拉罐、330ml 玻璃瓶、250ml 玻璃瓶

7E052T

TENUTE PICCINI

地址：Loc. Piazzole Castellina Chianti Siena     

电话：13267096498                  

传真：68317408                  

邮箱：xia@tenutepiccini.it                                                 

展品介绍：意大利彼奇尼酒庄

7D05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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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酩远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Charming Wine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成寿寺路 134 号院 1 号楼 1 至 2 层

0119     

电话：59799111-853                  

传真：59799111          

邮箱：18829354588@163.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诚招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司专业销售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

等东欧国家以及智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葡萄

酒，包括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香槟、起泡、烈酒等等，

品种多样。

   7D054T

广州市展雄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 512 号自编 2 号楼六层

602

电话：020-87632202      

邮箱：289071479@qq. 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法国，澳洲各个产区的红酒

深圳一方美度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Efang-Mido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25 号利保义生物工程

大厦 A座 301

电话：0755-83586898

传真：0755-83586898

邮箱：2355695133@qq. 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 ：且前公司与全球多个主要产酒国上百家酒

庄深度合作，引进葡萄酒品种多达上千款，我们积极倡

导和努力弘扬 100% 原装进口葡萄酒文化。对引进的每

一款葡萄酒，首先通过实地考察、委托验证等方式：收

集、调查其供应商产品供应状况、产品品质、生产能力、

年出口量、管理水平以及财务信用状况等方面信息，综

合审核其资质：其次组织专业品酒师对酒的品质进行评

定，力求打造方美度的高品质定位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7D061T
  7E064T

江苏美乐笛尔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Melodieux JiangSu International Wine 

Co.,Ltd.

地址：昆山开发区新南东路 358 号 1101 室 

电话：0512-57712628 

邮箱：qd@js-wine.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江苏、山东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法国、智利、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原瓶

进口葡萄酒。

  7E056T

厦门优传供应链有限公司

Xiamen Utran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象屿保税区象兴路 15 号进口酒交

易中心 5楼

电话：0592-5600038

传真：0592-5861196

邮箱：linxj@utrans.com.cn

参展目的：推广进口葡萄酒、洋酒及我的酒窖电商平台

展品介绍：来自 全球各地的优质原瓶装进口葡萄酒、

洋酒，如凯狮堡系列、凡尔纳系列、瑟德华特系列、梵

蒂雅系列、非凡之旅系列、安第斯太阳系列、河畔湾系列、

威尼特酒庄系列洋酒、索伯雷洛系列、中级庄、列级名

庄酒等等

  7D058T

安徽安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NHUL ANTE FOOD CO.LTD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泰五路 1号

电话：0557-2282623

传真：0557-2282625

邮箱：peili@antegroup.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寻找潜在客户展品介绍：主

营产品有安特牌伏特加酒，安特伏特加酒采用黄金玉米

为原料，经过九塔蒸馏，品质纯净，口感顺滑 , 产品远

销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被誉为国内第 -- 洋酒。

  7D062T

深圳迪诺佳酒业有限公司

DINOKA WINE.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南园枫叶公寓 A2711

电话：0755-83432115

传真：0755-86310881

邮箱：11230685@qq.com

展品介绍 ：深圳迪诺佳酒业有限公司

  7E063T

_ 内蒙古老泡儿啤酒有限公司

DINOKA WINE.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西路第

三医院东 50 米

电话：0471-5972976

邮箱：27274666@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老泡儿品牌系列啤酒产品

  7E065T

成都废墟精酿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Ruins Brewery Co.,Ltd.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 87 号火炬动力港 2 期 2 栋 1

楼 

电话：4008090206                     

邮箱：Zukunft@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国产皮尔森、IPA、APA 等啤酒，进口美国、

澳洲、比利时原材料酿造的啤酒。

  7E066T

深圳我们供应链有限公司

Chengdu Ruins Brewery Co.,Ltd.

电话：18215556156

参展目的：重点区域的招商、展示公司形象及产品。          

展品介绍：海洋五号，   萨利托

  7F067T

KaiseriRiderGMBH

地址：德国法兰克福奥德市贝尔鲍姆斯穆勒 65 号

电话：0536-8691980

传真：8691980

邮箱：15053601234@139.com

参展目的：全国空白区域招商及线上网络营销代理

展品介绍：凯撒骑士精酿啤酒有着混合了啤酒花和谷物

的复杂香气，泡沫丰富，口味纯正，口感醇厚。

208 棕色小瓶系列全新的拉环盖设计，搭配完美的包装

设计，突显精酿啤酒的品质。

M18 易拉罐系列，公司采用当下一款非常火爆的射击游

戏，做出精酿啤酒的烟雾弹造型，超前的设计，新颖的

造型，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公司为经销商采用“1 站式服务”，围绕目标市场，依

据市场系统性需求，提供满足需求的深度服务，专业解

决专属品牌定制，让品牌可以继承。最大程度的减少代

理商的后顾之忧。

公司提供多种合作模式，各大代理商可以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进行自由选择。

公司提供强大的运营售后服务支持，节省代理商的客户

服务成本。

我们不仅仅是啤酒生产商还是啤酒运营方案服务商。

7F068T

中运联合（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 h i p p e d  U n i t e d  （ B e i  j i n g）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街道石榴中心 B1                  

电话：010-58488555                    

传真：010-58488555                   

邮箱：mail@zylhbeer.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区域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德国皇冠系列啤酒、德国公猪系列啤酒、立

陶宛古博尼佳系列精酿啤酒，中国唯一进口商 

广州诗味商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MENEZ TRAD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溪大道 206-270 号南区 5栋三楼

电话：020-29054095

邮箱：marketing@ximeneztrading.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区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摩尔多瓦 KVINT 酒庄葡萄酒、白兰地，西班

牙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7F071T
7F075T

青岛蓝宝石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菜西市龙口路 21 号

电话：0532-86409999

传真：0532-88495564

参展目的：诚招新产品原浆系列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330m1*24 500m*20 易拉罐产品： 500ml*12

瓶产品： 200m1*24 小瓶系列产品，1L、2L、10L 桶装

系列产品等。

7E069T

北京新洲福德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NCF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十里居 48 号院 1-12C 

电话：010-84503798                          

邮箱：lvkai@ncfchina.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作为世界主要啤酒饮料生产商豪铂 (HARBOE)

集团、卡斯布鲁公司啤酒和饮料的进口商，主要经营豪

铂熊系列啤酒、梅克伦堡系列啤酒、豪铂字母系列啤酒、

豪铂熊麦芽饮料、豪铂纯果汁，卡斯布鲁啤酒、利库尼

啤酒等。

7E070T

北京金色三麦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Sunmai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2 号院 1 号

楼 1202     

电话：010-50911888             

传真：010-50911888             

邮箱：service@sunmai.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范围内代理商，宣传品牌及商

品                                           

展品介绍： 啤酒酒款：蜂蜜啤酒，乌龙泡纽约，桂花酿，

荞麦浮世绘，德式南方小麦，经典黑麦啤酒，经典琥珀

拉格，花果山淡色艾尔啤酒。品牌及产品源自台湾，酿

酒材料坚持选用优质水源与纯麦，以及天然原料酿造，

不添加香精与防腐剂。蜂蜜啤酒曾获得 2014 年世界啤

酒大赛冠军。 产品原创系列酒款融合亚洲传统，从亚

洲人的口味出发，酿制多种创新口味啤酒。

7F072T

佛山市宏商联合贸易有限公司

Foshan hongshang united trad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桂畔路 10 号    

电话：0757-22224799             

传真：0757-22225258             

邮箱：1441490561@qq.com           

参展目的：寻找志同道合伙伴，共赢                                          

展品介绍：西班牙杜埃罗河岸，托罗，PAGO 庄园，cava

等知名产区精品酒庄

7E073T

欧启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0UQI INTERNATIONAL

地址：西博城会展中心

电话：3331912654

邮箱：51619021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欧启国际意大利葡萄酒及文化产品

展品介绍：欧启国际意大利各产区各种产品

7F076T

山西戎子酒庄有限公司

chateau rongzi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东敖村

电话：0357-6838888 

传真：0357-6838888

邮箱：251821451@qq.com

展品介绍：山西戎子酒庄有限公司位于山西乡宁，是集

优质酿酒葡萄种植、中高档葡萄酒生产、农业生态观光、

葡萄酒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酒庄。酒庄酿酒

葡萄基地位于北纬 35° ~36°，海拔 900-1200 米，光

照充足、相对干旱，昼夜温差大于 15℃，瓤质黏土，黄

土层厚度达到 200 米以上，经专家考证酒庄所在地的黄

土高原的小气候特征及外围条件非常适宜优质酿酒葡萄

的生长 , 被誉为“酿酒葡萄生长的黄金地带”，被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复实施地理标志保护的酒庄葡

萄酒。

7F07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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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凯棋利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Fujian Katch Lylia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闽江大道 200 号金山大厦一

楼                   

电话：400 0596 199                   

传真：0591-63369998                   

邮箱：942564577@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原瓶进口啤酒：奥帝堡 (250ML*24) 

西班牙风格啤酒：A8 (236ML*24) 德国风格啤酒：帝克

（236ML*24）   法国原瓶葡萄酒：马西庄园 750ML 马

西庄园 187ML 及凯棋利亚葡萄酒系列。澳大利亚原瓶进

口葡萄酒：斯丁堡系列。我们只做一手货源，保证各个

经销售的利益。

   7F081T

福建斑马酒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ZEBRA JIUCANG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79 号外运大厦 4F  

电话：13665054127                       

邮箱：1587872575@qq.com  

参展目的：新产品的推广与品牌的招商    

展品介绍：来自荷兰品牌的橙色炸弹，原麦汁浓度：

10.8° P，        

 酒精度：5%vol、原料及辅料：水、大麦、麦芽、啤酒花。

原产国：比利时

云南紫啤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中路海源财富中心 5 幢

607        

电话：0871-68589580                    

传真：0871-68589580                                     

参展目的：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寻找合伙人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紫啤”啤酒既合理地保持了啤酒的特质，

又充分突显出紫色玛咖，紫米及紫鹃茶强大的养生保健

效果。产品其色泽柔和透明，泡沫丰富细腻，挂杯持久，

香味突出。是二十一世纪啤酒史上划时代的产品之一。

该产品为世界性首款养生啤酒，为国内首创，已获得国

家多项专利。

  7G084T   7G087T

深圳市罗得堡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Rhode Burg International Industry 

Co.Ltd.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凤凰路 11 号江月大厦 5

楼 501C

电话：0755 25111902

传真：0755 25111902

邮箱：2964704804@qq. 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罗德古堡啤酒产至德国，为原瓶进口啤酒，

酒精度 3.9%vol, 原麦汁浓度为 9.4° P, 容量为 330 

ml, 保质期为 15 个月。该系列啤酒具有口味浓香怡人、

入口清新，有醇厚的麦芽香气、口感柔和、泡沫细腻持

久的特色。更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喜好与需求，更易于市

场的开发与销售。我司在产品上市初期，秉承与代理商

家共同携手开拓市场的宗旨，不惜牺牲企业的利润，以

低价入市经营的理念，帮助我们的代理商迅速打开市场，

促使代理商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

   7F082T

福建斑马酒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ZEBRA JIUCANG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 79 号外运大厦 4F  

电话：13665054127                     

邮箱：1587872575@qq.com  

参展目的：新产品的推广与品牌的招商    

展品介绍：来自荷兰品牌的橙色炸弹，原麦汁浓度：

10.8° P，        

 酒精度：5%vol、原料及辅料：水、大麦、麦芽、啤酒花。

原产国：比利时

  7G083T

凯撒名尊国际酒业 (北京 )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 36 号院 1-109

电话：010-57236069_

传真：010-57236069

邮箱：kaisapijiu2008@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销售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凯撒啤酒历史悠久，酿酒工艺承于传统，严

格遵循 1516《巴伐利亚啤酒纯正法案》，只以麦芽、啤

酒花、水、酵母四种原料酿造啤酒。德国农业协会 DGL

金奖连续多年颁发给凯撒啤酒。在每年 10 月 -11 月的

评选中，丛色、态、泡沫、透明度、麦芽香和啤酒花口

感方面凯撒啤酒被最县权威的天然直机认证组织 (BI0)

授予纯生态有机食品金奖标签使用权。国产凯撒王啤酒

严格按照德国 1516 纯粹哩酒法酿制，延续了德国啤酒

的精髓，并且以亲民的价格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大消

费者的追捧。

  7F085T

深圳市奥工格啤酒销售有限公司

Shenzhen 0ettinger Beer Market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 号鸿昌广场 2501 室

电话：0755-22194594

传真：0755-25630494

邮箱：pils.yu@otger.com.cn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扩大产品的品牌影响力 !

展品介绍：德国奥丁格啤酒、 德国 5. 0 啤酒、德国斯

坦根啤酒、德国梅赛尔啤酒。

  7F086T

云南紫啤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中路海源财富中心 5 幢

607        

电话：0871-68589580                    

传真：0871-68589580                                   

参展目的：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寻找合伙人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紫啤”啤酒既合理地保持了啤酒的特质，

又充分突显出紫色玛咖，紫米及紫鹃茶强大的养生保健

效果。产品其色泽柔和透明，泡沫丰富细腻，挂杯持久，

香味突出。是二十一世纪啤酒史上划时代的产品之一。

该产品为世界性首款养生啤酒，为国内首创，已获得国

家多项专利。

  7G088T

临沂奥斯卡酒业有限公司

Oscar Winery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北城新区上海路东段府东大厦 A 座

24 层

电话：4006782299

邮箱：239797999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原瓶原装进口红酒、德国啤酒、进口橄榄油

等进口食品

  7E093A

蝶矢梅酒 (上海 )有限公司

CHOYA MUE LIQUEUR (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市雁荡路 107 号 9 楼 C 座

电话：021-61416508

传真：021-61416518

邮箱：yuan. wei @choyachina. Com

参展目的：推荐 choya 俏雅梅酒，希望广大喜欢

CHOYA( 俏雅 )梅酒的代理商踊跃洽谈

展品介绍：日本蝶矢 (CHOYA) 梅酒株式会社创建于

1914 年，自行研制生产和销售梅酒、果实酒等产品。经

过 CHOYA 人的不断努力创新，作为日本传统 choya ( 俏

雅 )梅酒已在世界近 70 多个国家被人们喜爱和接受。

 CHOYA ( 俏雅 )梅酒，从精选优质青梅，到浸泡到成熟

至最后的装瓶上市，每一个工艺中的环节都受到彻底重

视。努力做到给每 - - 位喜爱 CHOYA ( 俏雅 )梅酒的人

提供永恒不变的口味，让喝过俏雅的人觉得“还想再次

品尝俏雅的芳醇”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7G094A

大连新观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ALIAN NEW CONEPT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南山路 110C-4

电话：0411-82286533

邮箱：154839053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 澳洲干红、澳洲起泡、澳洲甜白等原瓶进

口红酒

北京奥新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Aoxin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紫竹桥豪柏大厦 C1 座 601  

电话：010-5272107     

传真：010-5272107    

邮箱：yiguopeng@aoxingo.net                

参展目的：寻求全国各省市级别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 北京奥新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主

营业务为进口葡萄酒的销售。聘请了专业人才，包括酒

庄酿酒师、葡萄酒高级品酒师、侍酒师、资深的行业专

家十几人，在全球几十个葡萄酒原产地精选各种精品葡

萄酒。除了渠道开发、省市代理分销，定期举办各种形

式的品酒会、酒庄庄主、酿酒师见面会、葡萄酒大师班

和专业培训课等。致力于葡萄酒文化的推广传播，引导

葡萄酒消费的新观念，促使葡萄酒消费更加理性化、大

众化和生活化。

7G098A
7G104A

义乌市酩玖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city Mingjiu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戚继光路 318 号南城广场 A 座 1101

室

电话：0579-85512259

传真：0579- 85512259

邮箱：stjohnny@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成都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博尔格勒半甜葡萄酒、博尔格勒干红葡萄酒、

博尔格勒起泡酒等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7F095A

浙江史帕拿贸易有限公司

ZHEJTANG SHIPANA TRADING CO. 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西路欧洲城中心大楼

603 室

电话 0577- 88498888

邮箱：269335671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营西班牙进口红酒。 精选来自西班牙里

奥哈产区、杜埃罗河岸产区等优质产区的葡萄酿造而成，

保证原瓶原装进口。

7F097A

上海卓联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ZhuoLian Wine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洛川中路 1158 号名仕街 B3-304                    

电话：021-56526177                   

传真：021-56526179                  

邮箱：zlwine1150@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上海卓联酒业有限公司在中国市场总代理的

有法国必得利有限公司的：“必得利”白兰地系列，“富豪”

白兰地；“格兰莫雷”单一麦芽威士忌系列；“爱德华”

苏格兰威士忌；“纳格利特”和“老尼克”系列朗姆酒；

“必得利”系列力娇酒和无酒精果味糖浆；“凯普斯基“伏

特加，“金马”葡萄酒系列。法国必得利公司的烘培配

制酒系列。

7G100A

上海清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Qingwu International Trading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 1219 号 1103 室                   

电话：021-62683338                  

传真：021-62683806                 

邮箱：Wendylin@ufon-international.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企业和产品，掌握行业动向  

展品介绍：上海清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是来自

被誉为新世界葡萄酒国家领头羊的澳大利亚，酒庄有五

星酒庄以及十大黑马酒庄之称，不同葡萄在传统酿造工

艺下也能展示其独特风味，每款酒各有特色，满足不同

的味蕾需求。另外我们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类等级以

及价位的进口葡萄酒，满足各类采购商的要求。

7G102A

中欧商务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CHINA EURO SERVICES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南路留学生创业大厦一

期 2楼 222                    

电话：0755 26604137                                          

邮箱：sales@chinaeuro.com                     

参展目的：在国内发展更多的啤酒进口商以及啤酒经销商                                                

展品介绍：比利时啤酒

1. 中国独家代理比利时西丽酒厂啤酒品牌粉红杀手啤

酒，号角精酿，乐喝美精酿。

2. 为超市或进口商提供独家独特包装品牌，由麦蒂斯酒

厂生产的高性价比的拉格啤酒和白啤，有罐装和瓶装。

3. 为国内啤酒贸易商提供进口 Trappist，修道院等大

品牌啤酒供应服务。

7G105B

广州通泽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ngze Trade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787 号主楼自编 903A 室        

电话：020-81652030                    

传真：020-81655060                    

邮箱：hawenqi@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空白区域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DOMS 多玛斯系列啤酒是由乌克兰嘉士伯公司

生产，广州通泽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经营和销售的产品。

多玛斯系列啤酒登录中国市场三年以来，无论啤酒的口

感，品质，还是产品包装，文化都深受消费者喜爱。该

系列现有三个单品：多玛斯白啤、多玛斯黑啤，多玛斯

金色艾尔。均为 500M 浮雕玻璃瓶包装。另外，还有乌

克兰嘉士伯公司生产的利沃夫1715系列，该系列有2.4L

聚酯瓶和 450ML 玻璃瓶两种规格。欢迎各地酒水经营者

和爱好者前来品尝洽谈。

7H1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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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中威工贸有限公司

Dandong Zhongwei Industrial Trading 

Co.,Ltd.

地址：辽宁省丹东市锦江街 96 号太阳财富中心金座 9

层 904 室        

电话：0415-2161788                    

传真：0415-2144448                  

邮箱：KFT@DDZWJT.COM                

参展目的：朝鲜大同江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丹东中威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

册资金 5000 万，是朝鲜大同江啤酒中国总代理。

   7G110B

摩盖特啤酒集团（亚洲）有限公司

MOORTGAT beer gtoup(Asia)Co,Limited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凤凰山路 1号                   

电话：15562504667                                       

邮箱：434580026@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商品，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泡沫丰富， 酒质细腻，口感醇香。

德国德柏斯格国际啤酒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坊子新区龙泉街领海国际 73 号

电话：13030066543

邮箱：37858223@qq. 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 经销商。

展品介绍：罐装啤酒 330ml， 500ml, 1L,2L,5L， ( 黑，

白，黄 )啤

  7H116B   7G122B

福建润悦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RUNYUE IMP&EMP TRADE CO.,LTD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埔锦村东厝路 95 号

电话：0595-82119566

邮箱：8201118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市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波兰进口波达克（BROK）啤酒全国招商，来

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科沙林市，微琥珀色，中度酒体，很

适合饮用，酒精度为 0° vol，3.7° vol ，5° vol 等

多系列产品在 2018 年全新上市，新包装新诚意，欢迎

咨询，原装原瓶进口，品质保证。更多详情可关注 BROK

波达克啤酒公众号

  7H111B

北京德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Dewei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丰台蒲方路 9号 808 室                   

电话：010-58071741                    

传真：010-58071741                    

邮箱：dwtd@163.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德威进口啤酒、拉脱维亚进口苹果酒、赛浦路斯

进口  果汁、比利时进口啤酒 

7G113B

温州锐达贸易有限公司

Wenzhou Ruida Tradinig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今汇路 375 号二号楼

5楼      

电话：0577-85511155                                                

邮箱：wz_ruida@163.com                   

参展目的： 诚招各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温州锐达贸易有限公司主营进口啤酒、洋酒、葡

萄酒、白酒等。蜂标精酿啤酒，吊死鬼啤酒 ，96 度生命之

水伏特加都是原瓶原装进口。

7G114B

欧尚（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五道 35 号江

津广场                   

电话：400031597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市县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是乌克兰矿工啤酒，纳多果汁的中国

总代理，过硬的的产品质量，低端的批发价格，诚招全

国市县级优秀代理，共创辉煌。

  7G117B

哈尔滨市鑫洪梅啤酒经销处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化工路 258 号院内                

电话：0451-82426700                                        

邮箱：2506959896@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诚招产品代理商 

  7G118B

深圳市杰安德国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

电话：18215556156        

参展目的：重点区域的招商、展示公司形象及产品。          

展品介绍：原装进口啤酒，杰安啤酒系列，蛇毒啤酒

展品介绍：德国啤酒 西班牙啤酒 荷兰啤酒等等原装进

口啤酒 

  7G121B

沈阳市辰浩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万柳塘路 28-1 号 341 室                    

电话：024-62103293                                        

邮箱：125665155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本公司所有产品都由正规渠道而来，本公

司经验进口啤酒多年，独家代理多个知名品牌进口啤酒 

  7H123B

斐联国际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FIJILINKS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东路 50 号星光耀广场 5

栋 1201 室                

电话：13234068769/13889587010                             

邮箱：82408899@163.com                 

参展目的：寻找全国各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                                                 

（1）斐济龟啤，酿造始于高品质斐济水和斐济蔗糖，

搭配新西兰尼尔森 • 索文与澳大利亚银河啤酒花，造就

了其醇厚口味及愉悦的热带花果香，又不失清新纯正的

尾韵 。

（2）斐济苦啤 , 纯天然的高品质斐济蔗糖、斐济水与

澳大利亚苦味啤酒花完美融汇，入口清冽纯正，带有微

苦的余味，口感清爽令饮者时刻神往。

 

  7H124B

青岛中仕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ZHONGSHIOU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莫斯科路 54 号万国通运国

际商务大厦 13 层 5-D 室                  

电话：053267766388                    

传真：053267766399                  

邮箱：info@zhongshiou.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代理，产品宣传。                                             

展品介绍：德国啤酒，原装进口

  7G125B

青岛中仕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ZHONGSHIOU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莫斯科路 54 号万国通运国

际商务大厦 13 层 5-D 室                  

电话：053267766388                    

传真：053267766399                  

邮箱：info@zhongshiou.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代理，产品宣传。                                             

展品介绍：德国啤酒，原装进口

7G126B

苏州古陶传世酒业有限公司

郑州凯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电话：18215556156             

参展目的：重点区域的招商、展示公司形象及产品。          

展品介绍：格鲁吉亚原瓶进口葡萄酒，俄罗斯伏特加，

里奥哈精品产区葡萄酒

广州市宇新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XIN TRADE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路 140 号华港商务大厦

1030 室     

电话：020-28856087       

传真：020-28856083       

邮箱：chinaru22@vip.163.com      

参展目的：让更多的人了解摩尔多瓦葡萄酒，诚招各地

代理商                                               

展品介绍：广州市宇新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是一家口碑良好的进口贸易红酒公司。主要进口摩尔多

瓦葡萄酒，原装进口的“摩瓦葡萄酒，世界第一窖”，

被誉为“摩尔多瓦的国酒”， 拥有百年葡萄酒酿造传

统，酿造全程质量控制，我们秉承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客户的经营理念，始终做葡萄酒文化的普及者和葡萄酒

市场的规范者。第 100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我们在

7G133B 展位恭候您的到来，期待您的参观，与摩尔多瓦

葡萄酒来一个美丽的相遇吧！

7G129B 7G133B

威海麦德起贸易有限公司

WEIHAI MEDEQI COMMERCIAL CO.,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威海保税区（南区）广贸路

1号新兴科技大厦 A座 289 号                 

电话：0631-3671369                   

传真：0631-3671356                   

邮箱：18263177775@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诚招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德国原瓶进口啤酒：韦尔德库普法兹啤酒、

韦尔德德纳图尔拉德勒柠檬汁混合啤酒、韦尔德海弗威

森淡色小麦啤酒、韦尔德锡特拉淡色啤酒、韦尔德淡色

艾尔啤酒、韦尔德印度淡色啤酒（IPA）、韦尔德巴登

哥塞啤酒、韦尔德波本桶发酵博克啤酒、韦尔德胡椒皮

尔森啤酒。

智利原瓶进口红酒：卡萨弗朗克赤霞珠红葡萄酒、卡萨

夫朗科红葡萄酒、威尔第赤霞珠红葡萄酒、威尔第梅洛

红葡萄酒、莫特托赤霞珠红葡萄酒、威特赤霞珠红葡萄

酒、道斯托家族珍藏红葡萄酒、迪斯斯红葡萄酒、威尔

第佳美娜红葡萄酒、莫特托世纪赤霞珠红葡萄酒、卡萨

弗朗克赤霞珠干红葡萄酒、莫特托赤霞珠佳美娜红葡萄

酒

7H127B

德国巴伐利亚陶伯绍夫私人酿酒有限公司

GERMANY BAVARIA TAUBERSCHOF PRIVATE 

BREWERY CO.LTD

地址：902A 9/F RICHMOND COMM BLDG 111 ARGYLE ST 

MONGKOKKL    

电话：15610064673                      

邮箱：125557134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0.5L、1L、2L、5L、10L 精酿原浆啤酒，330

毫升、275 毫升小瓶啤酒，500 毫升大瓶原浆啤酒

7H128B

绍兴华田投资有限公司

West Brook Winery

地址：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世贸名流 12 幢 204 室     

电话：0575-85521718     

传真：0575-85521718     

邮箱：zmcz1@qq.com    

参展目的：开拓中部市场，弘扬百年新西兰酒庄的葡萄

酒的品质                                            

展品介绍： 怀思河酒庄为此次展会主推并带来了饱受

市场赞誉的马尔贝克和梅乐马尔贝克葡萄酒，作为新西

兰百年历史并获奖无数的优秀酒庄，将把新西兰作为新

世界葡萄酒的杰出代表，将纯净，优质的一面带给每个

热爱葡萄酒文化的客人。 

7G130B

芭胡斯酒业

Bakhus Wine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华池路 58 号新体育广场 5 号楼 808

室

电话：021-52919828

传真：021-52919828

邮箱：200061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经销商、代理商等。

展品介绍：芭胡斯 ( 上海 ) 酒业有限公司从事进口葡萄

酒在中国的销售，公司精心选择适合中国人口味、且性

价比高的格鲁吉亚、西班牙及法国葡萄酒，所有的葡萄

酒均有我公司自行进口、报关及在中国销售。

7H131B

皋卢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French corner SARL France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好路 325 号

电话：1565719099    

邮箱：307948734@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皋卢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专注于法国

原瓶进口葡萄酒。所有酒品全部由法国酒庄一手直供，

从法国酒庄直达客户手中，原瓶进口，一手货源，保障

品质！

7H132B

信源酒厰

SUENYUN SDN BHD

电话：605 322 5290     

传真：605 323 1399   

邮箱：NICkLEE@QCTAS.COM     

参展目的： 招商                                            

展品介绍： 威士忌，白兰地

7G134B

上海保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Mellowin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林路 387 号

传真：8621-38686960   

邮箱：libeilei@mellowines.com

参展目的：宣传奔爱品牌系列产品

展品介绍：奔爱品牌专为喜宴市场定制，其系列主要包

括奔爱红标西拉干红葡萄酒 750ml、奔爱红标美乐干红

葡萄酒 187ml 、奔爱黑标干红葡萄酒 750ml。

7H1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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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澳唐国际有限公司

Austang International Pty Ltd

地址：Suite 511, 147 Pirie Street, SA, 5085                    

电话：08 7225 4011                    

邮箱：vincent.austanginternational@gmail.com                      

参展目的：招商  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莱茵威尔系列葡萄酒 

   7G137B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酒号馆商行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岱山山路 180 号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苏、湖北、四川等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意大利起泡酒、意大利红葡萄酒、意大利白

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深圳富勤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Paean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31 号杭钢富春商务大

厦 1511 室

电话：0755-2267732                     

传真：0755-2267759                     

邮箱：sales@paean-gro.com             

参展目的：重点区域的招商、展示公司形象及产品。          

展品介绍：澳洲奔富系列、法国拉菲系列等正规手续进

口红酒；法国半甜、半干、干红葡萄酒，法国干白葡萄酒，

智利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半干、干红葡萄酒，澳洲干红

葡萄酒，澳洲干白葡萄酒，西班牙气泡酒等原瓶进口葡

萄酒；法国白兰地、英国威士忌、台湾OMAR傲玛威士忌、

玉山威士忌等洋酒系列；台湾高粱酒。

  7H140B   7H144B

山东胜地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DAY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北旺花园 C-1 座

电话：13263300002

传真：0533- 6050600

邮箱：william@sdsunday.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 葡萄牙干红葡萄酒、葡萄牙干白葡萄酒、

法国干白葡萄酒、法国干红葡萄酒等多款超级明星产区

获奖原瓶进口葡萄酒以及多款餐酒系列

   7G138B

澳大利亚商会

Australian Business Chamber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299 号世贸商城 10C56-

58  

电话：021-62422982        

传真：021-62422982        

邮箱：infochina@australianbusines.com.au 

参展目的：将澳洲商品推荐给国内买家，促进贸易配对。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商会为中澳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先锋

机构。商会在上海世贸商城设有常年展示中心，创新出

口项目——“澳洲臻选”（Export Growth China）旨

在将优质的、可信赖的澳大利亚商品引荐给国内买家，

并为两国企业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积极促进商贸配对。

目前，已有上百家澳洲出口企业加入该项目，覆盖了食

品饮料、保健食品、葡萄酒、等多个品类。通过由商会

组织或参与的专业展会、商务配对会、线上推广等，并

在中国市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7H139B

成都摩缇玛酒业有限公司

CHENGDU MORTIMERS AUSTRALIAN WINES 

LIMITED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三路

117 号高级研发楼 B（栋）1层 101 号 610100

电话：15951849673                   

邮箱：angela@maw.com.hk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 干白葡萄酒等原瓶进

口

  7G141B

成都摩缇玛酒业有限公司

CHENGDU MORTIMERS AUSTRALIAN WINES 

LIMITED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三路

117 号高级研发楼 B（栋）1层 101 号 610100

电话：15951849673                   

邮箱：angela@maw.com.hk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 干白葡萄酒等原瓶进

口

  7G142B

EARL VIGNOBLES FOURNIER

Bordeaux Chateaux Collection

地址：5 Bonhoste

电话：13501087993 

传真：028-86955592       

邮箱：commercial.bcc@hotmail.com                     

参展目的：法国酒庄直接出口，诚招进口商                                             

展品介绍：我们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波尔多地区三

个家族式精品酒庄。我们的产品来自波尔多左岸的梅多

克，右岸的布莱伊以及两海之间和圣爱美农。这里拥有

全球独一无二的风土和气候，凝聚了家族中世代传承的

智慧和工艺，带给您一款款别具特色的陈年佳酿。

  7H143B

CASA DONOSO

地址：Av Manuel Montt

电话：0510-80691333                      

传真：0510-80691333                    

邮箱：cupile@hotmail.com                      

展品介绍：智利葡萄酒

  7H148B

中和通达（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ZH TONGDA (BEIJING)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贾后疃 526 号             

电话：15601231616                                

传真：010-89522589                              

邮箱：nhnhwan@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O.J. 系列啤酒，在欧洲的新型啤酒品牌，面

向全球市场推出 3 个系列的啤酒产品。分别是清爽型 5

度拉格黄啤 ;  烈性系列啤酒，酒精度分别味 8.5 度，

12 度，16 度，18 度和 20 度 ; O.J. PINK 系列啤酒，面

向女士的果味啤酒。

  7H153B

福建艾菲酒业有限公司

Fujian Efes Winery Co.,Ltd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莲富大厦 F11D                 

电话：18650000959         

邮箱：8441752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省、市、县代理商                                            

展品介绍：艾菲纯麦啤酒（旋盖）、艾菲纯麦啤酒（罐装）、

艾菲无醇啤酒（拉环）、艾菲生啤（旋盖）、X极限啤酒（罐

装）

7K155B

上海德悦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Brander Urtsoff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延安中路 955 弄 17 号 1 楼     

电话：021-64031581                 

邮箱：xiyajing@branderurstoff.cn    

参展目的：诚招各大省市经销商          

展品介绍：1688年，第一杯巴兰德真味啤酒诞生于德国。

几个世纪的啤酒热情，巴兰德真味因其一贯高品质和传

承德国纯度法备受德国专家认可。2016 年，巴兰德真味

团队将德国味道在中国市场新鲜还原。与原装进口啤酒

不同，我们拒绝让啤酒经受闷热和长途颠簸，悉心遴选

本地优质水源，带来传统德国酿酒大师和配方法，进口

高品质德国原材料，只为在中国新鲜酿就德国至真原味。

鲜爽醇真，一口就懂，源于 1688。

上海沙之果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ghai Safe Import & Export Co.,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600 弄思创大厦 3号楼 20A

电话：021-52896390                     

邮箱：tony.cao@safeglobalsourcing.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2、展品介绍：荷兰进口烈性啤酒：Oranjeboom橙色炸弹，

500ml 易拉罐装，黄啤，度数：8.5%，12%，14%，16%，

18%。

西班牙进口利口酒：Fuckermaister 夜鹿诱惑，700ml

玻璃瓶装，度数 35%。

7H159B

7K164B

江门市威登玛莎贸易有限公司

Jiangmen Vuitton Martha Trading 

Co.Ltd.

地址：江门市江海区福兴路 18 号                 

电话：0750-3869858                

传真：0750-3869859          

邮箱：69455654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合作共赢 ,                                           

展品介绍：生产厂家是德国著名的凯撒啤酒厂 , 主营威

登曼斯顿系列啤酒，现有的口味有威登曼斯顿皮尔森黄

啤 , 威登曼斯顿黑啤，威登曼斯顿小麦啤，威登曼斯顿

窖藏红啤，规格有 5L 桶装的和 500ml 罐装的，报关卫

检手续齐全。

我们一直在做中国最好喝的进口啤酒，愿与各经销商和

代理商共建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共享进口啤酒的发展

大业。

7H156B

绥芬河市乾羽经贸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伊戈尔 A57 展位  

电话：0453-3989293                                      

邮箱：13634536598@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俄罗斯波罗的海酷乐啤酒、波罗的海大杯子

啤酒、波罗的海远东 AB 啤酒、波罗的海啤酒。

7K158B

九江庐山啤酒有限公司

LUSHAN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新港镇芳兰大道 18 号    

电话：0792-8502359   

传真：0792-8502319                     

邮箱：414452520@qq.com              

参展目的：欢迎全国各客商来我公司参观加盟合作共赢          

展品介绍：李白四星 500ml*12  李白五星 500ml*12  

李白易拉罐 500ml*12  庐山原桨 275ml*24  庐山易拉

罐 330ml*24  莱尔斯 330ml*24

7K161B

济南印象酒水有限公司

Jinan Impression Liquor Co., Ltd.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天业国际 12F

电话：0531-86913929   

传真：0531-86913929          

邮箱：yinxiangjiushui@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一线城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打酒（苹果酒）作为世界第二大苹果酒，

在美国、英国、法国、澳洲等地已经非常普及，口感淡

雅，酒清爽，果香味浓，有甜味，适口性强，是老少皆

宜的酒品。 CLOT 西打酒（苹果酒）诞生于山东青岛，

是济南印象酒水携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

究院共同研制生产，青岛琅琊台集团有限公司加工生产，

产品零售价 12 元 / 瓶 /300ml，产品保质期 2年。

7H162B

南阳市京德啤酒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Nanyang Jingde Be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生态工业园区天冠大道 1号

电话：0377-63658887

传真：0377-63208520

邮箱：1456689679@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我公司最新型啤酒设备以及威士忌设备

展品介绍最新型的 50 升一体糖化罐以及配套发酵罐，

还有公司的威士忌蒸馏设备，以及若干样品酒。

7K166B

广东锐澳投资有限公司

Guangdong Ruiao Invest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金昌路 21 号 3 楼 301 室

电话：4007180699

传真：0752-2180997

邮箱：12533590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RIO 氨基丁酸饮料（柠檬雪梨味）、 RIO 氨

基丁酸饮料（水蜜桃西柚味）、RIO BUENO 预调酒（锐

澳缤纷乐紫葡萄味）、RIO BUENO 预调酒（锐澳缤纷乐

百香果味）。

7K167B

青岛中德生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团结路 2877 号中德生态园 icic203       

电话：0532-67791661                   

传真：0532-67791661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德国白帝王啤酒，德国科慕堡啤酒 

7K1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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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港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Shenzhen Nangang Tong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红花路 99 号长平商务大厦 610

单元

电话：0755-23917683

传真：0755-23917683

邮箱：ngt23917683@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奥地利艾格啤酒、奥地利艾格柠檬汁啤酒配

制酒、奥地利艾格西柚柠檬汁啤酒配制酒、奥地利艾格

无醇啤酒。

   7K170B

大连信时代贸易有限公司

Dalian Trustimes Trade Co.,Ltd.

地址：大连甘井子区佳林园 26-3 号 6 层 7 号

电话：0411-39739801                   

传真：0411-39739802                   

邮箱：ks@dltrustimes.com                 ，

参展目的： 重点诚招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

代理商                                        

展品介绍：江井岛酒造是日本酒造业的先行者，座落于

日本兵库县明石市， 距今已经有 300 多年历史，创立

了名垂日本的清酒和烧酒品牌，1919 年拿到日本第一

个威士忌酿造许可牌照，并建立第一个蒸馏所酿造自创

风格柔顺的白橡木威士忌，直到今日江井岛酒造仍然是

日本为数不多维持家族经营并可以酿造清酒，烧酒，威

士忌，葡萄酒，梅酒，白兰地等不同酒类的综合酒厂。 

现阶段明石信系列威士忌，明石信系列梅酒 ，清酒均

获得了消费者热烈的追捧。

上海利煌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liHuang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普陀区铜川路 58 弄 31-1202

电话：021-52060167

传真：021-32099037

邮箱：lihuangsh@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南非原瓶原装原酿进口葡萄酒。

  7K173B   7K175B

蓓朵思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Petros Food (Su Zhou)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路 668

号                   

电话：0512-80677689                    

传真：0512-63487328                    

邮箱：fang_wang@petros.com.tw                   

参展目的：零售，批发葡萄酒，寻找葡萄酒代理商                                             

展品介绍：精选西班牙、澳洲葡萄酒，酒庄原瓶原装进口，

品质保证。

   7H171B

沧州临港巴斯德商贸有限公司

Pasteur trading co.LTD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中捷友谊农场 

电话：0317-5488618   

传真：0317-5488618   

邮箱：xyjy4761@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奥秘酒庄系列葡萄酒、捷克圣殿骑士系

列葡萄酒以及西班牙、智利、法国等原装进口葡萄酒。

   7K172B

北京华泰瑞隆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北花园村南 3-1FC01 号楼

四层 411 室

电话：13601314885

邮箱：442531985@qq.com

参展目的：产品的推广全国各区域招商

展品介绍： SAPOR. IJEVAN, 品牌产自亚美尼亚伊杰万

葡萄酒白兰地酒厂，酒厂成立于 1951 年。果酒系列包

括石榴，樱桃，木梨，黑莓茶玫瑰五款 . 伏特加全部为

水果发酵历经三次蒸馏，口感浑厚。年份白兰地包括 10

年，15 年，20 年，25 年，30 年。果肉罐头包括樱桃，

青核桃，黑桑萁，黑莓，茶玫瑰，杏，无花果，七款罐

头不添加防腐剂绿色无公害

  7H174B

上海利煌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liHuang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普陀区铜川路 58 弄 31-1202

电话：021-52060167

传真：021-32099037

邮箱：lihuangsh@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南非原瓶原装原酿进口葡萄酒。

  7K175B

CSC CLASSIC INT. SLU 

地址：宁波市百丈路 168 号会展中心大厦 A座 7-C3              

电话：15606747879

传真：0574-87739151     

邮箱：jiangjasmine@aliyun.com                  

参展目的：销售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展品介绍：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的葡萄酒，产自法定 DO

产区。有各个不同年份和葡萄种类的红酒。

  7K176B

广东酒磨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Wine Mill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解放路 80 号之 5铺位  

电话：0769-82266686   

邮箱：410261307@qq.com 

  7K178B

山西清心葡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xi Qingxin Pujiao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庆云街 19 号太原武宿综改保税

区海关查验中心 205 室              

电话：18635162692              

邮箱：387769551@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酒庄加盟，葡萄酒培训                                            

展品介绍：公司葡萄酒业务合伙人菲利普先生 45 年的

葡萄酒从业经验， 公司总经理吴乐先生常驻法国把控

采购源头品质及价格，法国 7 家自有酒窖，各类酒款共

千余种，所售葡萄酒均为酒农酒庄酒，很多酒款从未进

口到国内市场，具有极强的产品优势。从采购，发货，

运输， 清关都由公司一手把控，无中间商等，在百分

百原产地直采的基础上， 由菲利普先生及公司法国团

队精挑细选出品质优异，价格合理的酒农酒庄酒，真正

做到将葡萄酒还原其真实价值，让葡萄酒价格以 更低

更真实的身价走进消费者家中。

  7K179C

汕头市恒生泰物资有限公司

Heng Sheng Tai W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桃园 47 幢 104 号                   

邮箱：103154752@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展示德万利品牌产品，诚招全国各

省各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德万利法国原装进口白兰地、德万利陶瓷瓶

白兰地、德万利干红葡萄酒等系列产品。

7H180B

连云港赛通贸易有限公司

SYTONE(LIANYUNGANG) TRADE CO.,LTD

地址：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 53 号同科汇

丰国际 1-103 铺     

电话：0518-85856088           

传真：0518-85850013

邮箱：rubin_28@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法国原瓶进口葡萄酒：涵盖 VCE、VDF、

IGP、AOC 级别，来自波尔多大区、鲁西荣大区。专注口

感表现，性价比选择。另精选小酒庄葡萄酒：上贝歌庄

园干红干白；罗克达雅庄园干红；宝梦庄园干红 - 中级

庄名单的常在名字；芝路之极 -苏玳芝路庄园干白等。

智利原瓶进口葡萄酒：奎斯塔图品牌，来自中央山谷区

安第斯山脚下。从日常到珍藏、特级珍藏。规格上有常

规 750ml，更推出 187ml 迷你瓶及迷你瓶六支装礼盒。"

江西隆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Jiangxi LongYa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环城西路长塘巷 9号                 

电话：18046859888                          

邮箱：543930348@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黑茨啤酒、黑茨派对饮料、黑茨米酒、米露

系列

7H183B
7K191B

宁夏鑫览域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XinlanyuChateau  limited 

company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光华家园 3 号商住楼独幢 15

室                  

电话：0951-4015727  

传真：0951-5159509

邮箱：16215442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浙江地区、福建地区、四川地区代

理

展品介绍：宁夏鑫览域酒庄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葡萄种植、

酿造、销售为一体的私人酒庄、智力打造带有独特中国

文化、中国元素、中国风的优质葡萄酒，览域酒庄注册

使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州皮影为元素、精心打造的

皮影干红葡萄酒，皮影干红经手工采摘粒选，整粒在小

型温控罐中发酵，采用国际先进设备和传统酿造工艺酿

造而成，酒体呈宝石色，果香浓郁，芬芳优雅，单宁细腻，

口感柔顺、醇厚，回味优长。

7K181B

北京爱仕图尔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Estour Trade C0.,Ltd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6、28、30 号 B604     

电话：010-84303723          

邮箱：estour_bj@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法国干白葡萄酒、澳大利

亚干红葡萄酒、西班牙甜白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7K182B

吉林紫桐酒业有限公司

JiLin Zitong Co.，Ltd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                   

电话：18611783059                    

传真：0371-56056159                   

邮箱：404156776@qq.com                  

参展目的： 紫桐葡萄酒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冰酒、晚收葡萄酒、甜红葡萄酒 

7H186B

上海朗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Longrun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华申路 180 号

电话：021-61341301

传真：0021-61341305

邮箱：lr_michael@vip.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范围内省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荷兰尔法啤酒、比利时 ALVINNE 啤酒、美国

九四鸡尾酒、芬兰马斯科斯基啤酒。

7K190B

辽宁天湖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LIAONING TIANHU BREWERY CO.,LTD.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章党街永嘉路 36 号   

电话：400-0100-599    

传真：024-53799910   

邮箱：tianhu_beer@163.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代理商，强强联合，携手共赢。    

展品介绍：我公司参展酒品为施泰克系列、卡尔爵士系

列高端精酿啤酒。此两大系列高端精酿啤酒均严格遵循

德国《纯酿法》酿制，果香浓郁、泡沫持久、口感醇厚，

给消费者带来原汁原味的德国啤酒体验。

7K192B

德国汉姆蕾顿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GERMANY HAMMOKC FINE BREW BEER 

CO.,LIMITED

地址：UNIT04,7/F BRIGHT WAY TOWER N033 MONG KOC 

ROKL.                  

电话：0634-6539789                   

传真：0634-6539789             

邮箱：95421613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招商：河南 河北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

东等省代理。                                          

展品介绍：汉姆蕾顿罐装黑啤 白啤 黄啤 精酿 

IPA;216ml 拉环盖瓶装精酿 白啤 IPA 拉格系列啤酒；

500ml 瓶装系列啤酒；1升、2升、5升、10升桶装啤酒。

7K1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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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富甲一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Fujiayifang Imp.&Exp. Co.,LTD.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湖景路 1号  

电话：15980204770  

邮箱：70375236@qq.com  

参展目的： 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荷兰奥克啤酒，荷兰硬汉啤酒，法国拉迪尼

白啤，英国科森啤酒，比利时精酿啤酒等知名进口啤酒

   7K195B

珠海新澳业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18215556156

参展目的：重点区域的招商、展示公司形象及产品。          

展品介绍：澳州皇冠金像系列，黑鸡，狐狸湾追影，朗

美

福建港发集团有限公司

FUJIAN GANGFA GROUP CO. LTD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会展南七路 49-55 号

电话：0592-5916890

传真：0592-5922953

邮箱：takerzhang@qq.com

参展目的：向全国招商 .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葡萄牙葡萄酒、

澳大利亚葡萄酒、智利葡萄酒、美国葡萄酒、南非葡萄酒、

意大利葡萄酒、德国葡萄酒、新西兰葡萄酒、苏格兰威

士忌 ;十二国近两百款产品。全球放心酒共享荟 ;

  7K200B   7-8A002T

福州市富甲一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Fujiayifang Imp.&Exp. Co.,LTD.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湖景路 1号  

电话：15980204770  

邮箱：7037523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荷兰奥克啤酒，荷兰硬汉啤酒，法国拉迪尼

白啤，英国科森啤酒，比利时精酿啤酒等知名进口啤酒

   7K196B

中山市顺宜品汇酒业有限公司

shunyipinhui.wine

地址：中山市顺宜品汇酒业有限公司

电话：0760-87777382

邮箱：shunyipinhui.wine@hot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市总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格拉蒂姆干红葡萄酒，西班牙格拉蒂

姆干白葡萄酒等原装进口葡萄酒。

   7K197B

重庆三酉汇富酒业有限公司

Sanyouhuifujiuye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7号天来大酒店五楼       

电话：023-63922881； 15730323434         

邮箱：zhouhaibin@mooncellar.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品牌，增加产品曝光度，寻找客户。                                              

展品介绍：公司秉承“精心挑选，精致品味”的经营理

念，为广大客户精选全球精品葡萄酒。目前产品体系：

1）姚明酒庄美国洛迪星光仙粉黛独家代理；2）法国波

尔多瑞佰赫家族精品酒庄代理进口商；3）法国波尔多

圣爱美隆乐黛酒庄代理进口商；4）法国南部精品酒庄

维拉斯酒庄七宗系列代理进口商；5）法国南部精品酒

庄圣女庄园老藤梅洛独家代理；6）智利冰川集团旗下

安能酒庄米隆系列独家代理

7K198B

上海祈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18215556156            

参展目的：重点区域的招商、展示公司形象及产品。          

展品介绍：辛酿生啤酒，进口啤酒，洋酒

  7K201B

集安市纬四一庄园酒业有限公司

Ji‘an Weisi Manor Wine Industry 

Co.,Ltd

地址：吉林省集安市锦江东路 203 号　　　　　　　　　

电话：0435-6204448   18643572069　　　　　　　　　　

传真：0435-6204448　　　　　　　　　　　　　　　　　

邮箱：290726537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代加工冰酒 500 万自建小众冰酒

庄

展品介绍：冰峪冰谷冰酒庄位于中国 • 集安 • 鸭绿江河

谷产区，北冰红品种是目前国内外培育出的第一个适合

酿造冰葡萄酒的红色山葡萄品种，冰峪冰谷“北冰红”

冰酒其酒体呈深宝石红，入口圆润、甘甜、清新，满口

萦绕沁人心脾的果香，10 斤酿一斤冰葡萄酒，本酒庄郑

重承诺冰酒 0 色素、0 香精、0 甜味剂添加，另经营威

代尔冰酒、甜红_（0色素、0香精、0人工甜味剂添加）、

干红（花青素含量高于欧亚种葡萄），出售冰酒原酒，

价位合理。

  7K202B

福建港发集团有限公司

FUJIAN GANGFA GROUP CO. LTD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会展南七路 49-55 号

电话：0592-5916890

传真：0592-5922953

邮箱：takerzhang@qq.com

参展目的：向全国招商 .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葡萄牙葡萄酒、

澳大利亚葡萄酒、智利葡萄酒、美国葡萄酒、南非葡萄酒、

意大利葡萄酒、德国葡萄酒、新西兰葡萄酒、苏格兰威

士忌 ;十二国近两百款产品。全球放心酒共享荟 ;

  7-8A001T

澳新（天津）葡萄酒有限公司

Anz（Tianjin）Wine Co., Ltd.

地址：天津港保税区海滨九路 131 号

电话：022-66276688  

传真：022-66276699

邮箱：120678745@qq.com

参展目的： 推广澳新国际定制酒直供平台 .

展品介绍：原瓶进口，多标定制；原酒进口，保税分装

  7-8A003T

上海九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Ninecoast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古北路 1699 号 708 室

电话：021-60520317

邮箱：s@ninecoast.cn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业务及产品，发掘潜在客户。

展品介绍：上海九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葡萄酒

全球供应链服务，是中国领先的散装葡萄酒进口贸易商，

葡萄酒全球定制专家。

公司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澳洲、智利、南非、

摩尔多瓦等国领先的原酒供货、装瓶商，长期稳定合

作，致力于打造 “中国散装葡萄酒交易平台（www.

bulkwine.cn）” 和“ 葡 萄 酒 全 球 定 制 平 台 (www.

ninecoast.cn)”。

公司可为客户提供原产地整柜定制、名庄定制、保税区

简标酒定制、保税区灌装定制等定制服务，畅销产品平

行进口、名庄酒跨境电商服务。

  7-8B004T

烟台希雅斯葡萄酒有限公司

XIYASI WINERY

地址：山东省烟台龙口市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789-798

邮箱：2711955046@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有机干红葡萄酒

7-8A005T

北京中食合众国际红酒文化交流中心（有

限合伙）

Beijing Zhong Shi He Zhong International 

Wine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60 号  

电话：010-63519935                    

邮箱：76903549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经销商和零售商                

展品介绍：中食国际红酒联盟是促进葡萄酒文化推广、

增强国内外企业交流的合作平台。主要涉及与葡萄酒有

关的文化交流、贸易流通、产品推介以及专业宣传媒体

等。

联盟成立八年来，依托中食集团的行业号召力，强大的

资源优势，专业的业务能力，已有 6000 余家会员、包

括全世界各知名的葡萄酒产区的政府、机构、境外酒庄、

贸易商等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波尔多、博若莱、隆河谷、

托斯卡纳、纳帕谷等，基本覆盖了全世界知名的葡萄酒

产区，并仍在扩大中。联盟秉承促进葡萄酒产业发展，

增进贸易交流的宗旨，服务于国内外双方企业。力图将

经典、有特色、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葡萄酒引入国内市场，

以高起点、宽视野、新思路，服务于葡萄酒产业链的经

贸合作和发展。

规 750ml，更推出 187ml 迷你瓶及迷你瓶六支装礼盒。"

金华欧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VIVA GLOBAL/OZYARD/VDA/KESSLER-ZINK

地址：上海松江区莘砖公路 258 号漕河泾开发区棕榈广

场 33 号楼 503-3 室                                

电话：021-37892588                                                                            

邮箱：chenyy@e78910.com                                                                    

参展目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孵化供应链服务平台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法国、智利、意大利、西班牙及

阿根廷等葡萄酒产品，酒厂 1000 万原瓶库存前置，专

注品牌孵化。

7-8B009T/7-8C011T

7-8C016T

烟台希雅斯葡萄酒有限公司

XIYASI WINERY

地址：山东省烟台龙口市高新区朗源路 88 号

电话：400-0789-798

邮箱：2711955046@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有机干红葡萄酒

7-8A006T

深圳市华尚酩品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Huashang International Wine 

Co.I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松裕路 142 号金荣光星级写字

楼 B座 301

电话：0755-27080865

传真：0755-27080895

邮箱：1508954341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澳利狮酒庄】干红葡萄酒

智利【都沃庄园安歌娜系列】干红葡萄酒

7-8B010T-A

深圳市中金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ShenZhen Go9 Wine Import&Export Corporation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 3083 号蔡屋围发展大厦

303

电话：0755-25866889，13823110672

邮箱：296608396@QQ.com

参展目的：现货供应商、代理进出口、供应链服务、诚

招代理商和经销商

展品介绍：

1、现货平台：公司主营为进口红葡萄酒、白葡萄酒、

XO 洋酒、冰酒、欧盟食品、欧盟和东南亚农副产品及

服务提供方，致力于满足“产地直供、 品位生活供需

关系的供应链服务商。法国干红 14.9 元起 , AOC 红酒

23.9 起，X.O 洋酒 49 起 .......

2、代理进出口：专业代理报检、报关服务。快速、实惠、

优质 .....

3、供应链管理：代开信用证(LC) ,采购、国外直供O.E.M、

报检报关、保税仓储、分期提货、国内物流全流程服务。

4、现货诚招代理：全国、区域品牌代理。"

7-8C012T

广州奢西路进出口有限公司

GUANGZHOU SEHILLUN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北路 9号铭润大厦 A栋 418             

电话：020-62922656               

传真：020-62922651               

邮箱：jack@tatricia.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区代理商，帮客户做洋酒定制

展品介绍：奢西路 XO 白兰地，奢西路干邑，洋酒 OEM

定制

8B003T

东莞市美隆酒业有限公司

MEILONG

地址：东莞市厚街石角街 135 号         

电话：0769-85087699              

传真：0769-85087699               

邮箱：419213920@qq.com          

参展目的：“回归本源，与客同乐 , 做一款永远卖得动

的酒”

展品介绍：本次参展的主打有自法国南部的拉图德爵堡

酒庄（三款），阿根廷百年酒庄拉沃奇的优雅仕系列（莫

斯卡托甜白、马尔贝克等四款），以及澳大利亚的奔富

品牌系列和性价比极高的西班牙餐酒

8B00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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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卡斯特酒业有限公司

CAVESMAITRE WINE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89 号均瑶广场 23 楼 B1

室   

电话：021-61138289             

传真：021-61132269                

邮箱：jing.li@cavesmaitr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品牌展示         

展品介绍：卡斯特在法国拥有多家战略合作伙伴，

同时拥有三大酒庄：卓利酒庄（Chateau Julie）、

杜 德 酒 庄（Chateau Tour Valade） 和 莱 慕 酒 庄

（Chateau Lamour）。2011 年卡斯特作为行业论坛峰会

"Winefuture" 的主赞助商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同年品

酒大师让 ?路克携手卡斯特品牌成为代言人。

   8A005T

上海卡斯特酒业有限公司

CAVESMAITRE WINE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89 号均瑶广场 23 楼 B1

室   

电话：021-61138289             

传真：021-61132269                

邮箱：jing.li@cavesmaitr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品牌展示         

展品介绍：卡斯特在法国拥有多家战略合作伙伴，

同时拥有三大酒庄：卓利酒庄（Chateau Julie）、

杜 德 酒 庄（Chateau Tour Valade） 和 莱 慕 酒 庄

（Chateau Lamour）。2011 年卡斯特作为行业论坛峰会

"Winefuture" 的主赞助商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同年品

酒大师让 ?路克携手卡斯特品牌成为代言人。

澳新（天津）  葡萄酒有限公司

Anz（Tianjin）Wine Co.,Ltd

地址：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成都市

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 88 号） 

电话：022-66276688             

传真：022-66276699             

邮箱：aoxinwine@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澳新国际定制酒直供平台                                      

展品介绍：原瓶进口多标定制产品，原酒进口保税分装

产品 

  8A008T   8B012T

上海卡斯特酒业有限公司

CAVESMAITRE WINE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89 号均瑶广场 23 楼 B1

室   

电话：021-61138289             

传真：021-61132269                

邮箱：jing.li@cavesmaitr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品牌展示         

展品介绍：卡斯特在法国拥有多家战略合作伙伴，

同时拥有三大酒庄：卓利酒庄（Chateau Julie）、

杜 德 酒 庄（Chateau Tour Valade） 和 莱 慕 酒 庄

（Chateau Lamour）。2011 年卡斯特作为行业论坛峰会

"Winefuture" 的主赞助商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同年品

酒大师让 ?路克携手卡斯特品牌成为代言人。

  8A006T

上海卡斯特酒业有限公司

CAVESMAITRE WINE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89 号均瑶广场 23 楼 B1

室   

电话：021-61138289             

传真：021-61132269                

邮箱：jing.li@cavesmaitr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品牌展示         

展品介绍：卡斯特在法国拥有多家战略合作伙伴，

同时拥有三大酒庄：卓利酒庄（Chateau Julie）、

杜 德 酒 庄（Chateau Tour Valade） 和 莱 慕 酒 庄

（Chateau Lamour）。2011 年卡斯特作为行业论坛峰会

"Winefuture" 的主赞助商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同年品

酒大师让 ?路克携手卡斯特品牌成为代言人。

 8A007T

天鹅醇雅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swan wine group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 88 号 G 座            

电话：021-61630117              

传真：021-61630117               

邮箱：1635063263@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天鹅庄位于世界三大知名产区之一的巴罗萨

谷中心地带，酒庄周边名庄云集。天鹅庄最古老的葡萄

园可以追溯到1908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园之一。

老藤葡萄产量非常稀缺，所酿的葡萄酒果香丰富浓郁、

丹宁柔和丝滑、口感复杂饱满，是澳洲顶级名庄酒的经

典特征。天鹅庄经常被澳洲政商和外交场合选用，被誉

为“澳洲名片”

  8A009T/8A010T

广州市丙林商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City prop Trade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中村街汉兴路 170 号 1318 房                    

电话：138-2978-8111                                         

邮箱：LINGYLAI@139.COM

  8B011T

广州乐事会酒业有限公司

Direct Wines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91 号中石化大厦 B 塔

2420

电话：4009973883

邮箱：yui_cheng@eclwines.com

参展目的：让世界精选美酒走进中国

展品介绍：英国乐事会每年从全球 25 个国家，逾 900

家酒庄直接采购。英国 40 多位专业的品酒师以精准的

眼光，每年从40,000款酒中严选1,800款或更少的佳酿。

95% 以上全球独卖，只此一家。本次酒展中，英国乐事

会将带来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

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严选的佳酿。

  8A013T

珠海市隆裕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Zhuhai Longyu Wine co,.ltd

地址：珠海保税区国际贸易展示中心          

电话：0756-6969887          

传真：0756-8687289           

邮箱：2394806222@qq.com          

参展目的：招法国蓝皇加盟合作商                  

展品介绍：法国蓝皇白兰地 VSOP、XO，法国西南部威尼

家族酒庄的葡萄蒸馏酒，在橡木桶贮存 6 年以上，颜色

金黄琥珀色，浓郁的香草蜂蜜、苹果及橡木味，入口果

香味浓郁，细腻而悠长  

 8A014T

广州乐事会酒业有限公司

Direct Wines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91 号中石化大厦 B 塔

2420

电话：4009973883

邮箱：yui_cheng@eclwines.com

参展目的：让世界精选美酒走进中国

展品介绍：英国乐事会每年从全球 25 个国家，逾 900

家酒庄直接采购。英国 40 多位专业的品酒师以精准的

眼光，每年从40,000款酒中严选1,800款或更少的佳酿。

95% 以上全球独卖，只此一家。本次酒展中，英国乐事

会将带来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

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严选的佳酿。

8B015T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GUOAN WINE INDUSTRY CO.,LTD.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 39 号                 

电话：0991-8881803                  

传真：0991-8887122                  

邮箱：celine@citicguoanwine.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

的集葡萄种植、生产、贸易、科研为一体的大型葡萄酒

上市企业，拥有尼雅、西域、新天等多个国内知名葡萄

酒品牌。公司始终坚持“倡导产地生态消费，引领品质

生活”的企业理念，依托新疆天山北麓和伊犁河谷产业

带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葡萄种植产区，成为小产区生态葡

园建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凭借其优秀的产品品质，旗

下尼雅、西域、新天葡萄酒在国内外葡萄酒大赛中获得

六十一金六十一银。

8B025T/8B026T

大连依信贸易有限公司

Dalian Yixin Trading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751 号一层 14 号                  

电话：13309862996                   

传真：0411-84510317                    

邮箱：1057761152@qq.com                 

参展目的： 推广意大利葡萄酒，全国范围内发展经销商。                                             

展品介绍： 本公司进口意大利三个产区的十余款葡萄

酒，其中有圣安德烈酒庄，阳光酒庄，格利来希诺酒庄等。

8B018T-1

汉凯菲斯奈特集团

Henkell Freixenet Global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 465 弄 161 号愚园里创意园

区 11 栋

电话：+ 86-13901876249

传真：+ 86-021-6191 0677

邮箱：leongyp@vip.sina.com

参展目的：品牌拓展，全国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德国起泡酒，意大利普洛赛克，西班牙卡瓦，

德国静态葡萄酒，西班牙静态葡萄酒

8C020T

上海酌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ZNN WINE PTY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18 号号众诚大厦 20 楼                   

电话：18280487129                                         

邮箱：1059214639@qq.com                  

参展目的：臻酿南望 . 澳大利亚葡萄酒直采平台，为经

销商与国外酒庄搭建沟通、交流、贸易的平台。详情请

登录 www.znnwine.com                                               

展品介绍：臻酿南望澳大利亚酒庄直采平台，带领 30

家澳洲精品酒庄，红五星、双红五星、兰顿排行酒款。

全新的模式，缩短供应链为酒庄和经销商搭建一个更简

单的贸易平台。平台下单，一托即可向酒庄直采。详情

请登录 www.znnwine.com

8B021T

上海酌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ZNN WINE PTY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18 号号众诚大厦 20 楼                   

电话：18280487129                                         

邮箱：1059214639@qq.com                  

参展目的：臻酿南望 . 澳大利亚葡萄酒直采平台，为经

销商与国外酒庄搭建沟通、交流、贸易的平台。详情请

登录 www.znnwine.com                                               

展品介绍：臻酿南望澳大利亚酒庄直采平台，带领 30

家澳洲精品酒庄，红五星、双红五星、兰顿排行酒款。

全新的模式，缩短供应链为酒庄和经销商搭建一个更简

单的贸易平台。平台下单，一托即可向酒庄直采。详情

请登录 www.znnwine.com

8B022T

珠海高博贸易有限公司

ZHUHAI GAOBO TRADING CO,LT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联安路 106 号 201 室                 

电话：0756-8119973 2370421120@qq.com                  

传真：0086-756-8119962                     

邮箱：1059214639@qq.com                  

参展目的： 专注葡萄牙精品葡萄酒、诚招各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葡萄牙波特酒、绿酒及杜罗河、百拉达、杜奥、

阿莲特茹等产区红、白葡萄酒

8C024T

福建省凯洛酒庄投资有限公司

FUJIAN CARO CHATEAU INVESTMENT CO., LTD.

地址：momo@siyuwine.com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晋连路

20 号世欧王庄 3906                

电话：0591-88011308                 

传真：0591-88011307                  

邮箱：celine@citicguoanwine.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

先的集葡萄种植、生

8C027T

厦门欧亚春进出口有限公司

Xiamen Oyes IMP.&EXP. Co., Ltd.

地址：厦门现代物流园区（保税区）象兴一路 15 号 201

单元之二                 

电话：4008-119-197                   

传真：0086-592-6031113                   

邮箱：6355275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欧亚春立足于西班牙葡萄酒，分别引进了西

班牙名庄搏颂、及西班牙里奥哈产区的颂澜山、高拓、

贝赛欧、宝岚里奥哈等系列葡萄酒；以及来自纳瓦拉产

区的宝岚系列和来自拉曼恰产区的法拉、索达妮等系列

葡萄酒，被里奥哈管委会评为 2015 年里奥哈产区中国

最佳进口商。

8C02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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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金黔果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Guizhou Jinqianguo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太古仓商务港 4号仓 A02 室                   

电话：13928889189/13928044063                    

传真：020-34036689                    

邮箱：43804091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商，让大家享受健康自由                                               

展品介绍：

产品名称：解本 SOD 野生刺梨发酵液 。

原产地：贵州 •毕节。

产品介绍：解本发酵酒不是普通酒，产品由多种天然野

生植物精心配比，在低温、无金属环境下，经微生物于

古坛发酵 300 天以上，让多种天然植物中的健康成分充

分参与微生物生长代谢的全过程，共同创造出含有特定

小分子生物活性成分的植物发酵液。

产品优势：解本发酵酒含有多样活性成分，VC、SOD、

粗多糖、多酚、黄铜、皂苷、原花青素等含量甚至高出

保健食品平均剂量几倍，在抗衰老，抗疲劳，抗癌防癌

方面有着显著的效果。

产品荣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8 项，并被录入贵州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功效/用途：1、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2、帮助新陈代谢3、

排除毒素和滞留水分 4、改善睡眠 5、显著抗疲劳 6、修

复受损干细胞 7、抑菌消炎 8、防癌抗癌，提高免疫力

   8B029T

秦皇岛市葡萄酒产业发展促进局

Qinhuangdao   Wine  Bureau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碣阳大街东段 39 号                  

电话：0335-7522636                                      

邮箱：qhd_wine@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河北省秦皇岛葡萄酒产区，开展业

务交流和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秦皇岛位于中国河北的东北部。秦皇岛葡萄

酒产区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诞生

地，先后被命名为中国葡萄酒城，中国酿酒葡萄之乡，

中国酿酒葡萄生产基地和中国葡萄酒城等荣誉称号，中

粮集团，奥地利施华洛世奇家族，天津天力士制药集团，

贵洲茅台集团，京东等重点企业先后在秦皇岛投资建设

酒庄。目前，产区有葡萄基地六万亩，酒庄企业 48家，

制瓶，彩印包装，设备制造等配套企业十多家。

中阿远洋（福州）贸易有限公司

Ocean China-Argentina (fuzhou )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创安路 18 号凯隆广场第 2#

楼 9 层 12 公寓                   

电话：0591-85100000                     

传真：0591-87586319                 

邮箱：2920412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阿根廷葡萄酒 ，智利葡萄酒 ，澳洲葡萄酒                                                

德国葡萄酒 法国葡萄酒 

 8C032T
  8D039T

秦皇岛市葡萄酒产业发展促进局

Qinhuangdao   Wine  Bureau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碣阳大街东段 39 号                  

电话：0335-7522636                      

邮箱：qhd_wine@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河北省秦皇岛葡萄酒产区，开展业

务交流和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秦皇岛位于中国河北的东北部。秦皇岛葡萄

酒产区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的诞生

地，先后被命名为中国葡萄酒城，中国酿酒葡萄之乡，

中国酿酒葡萄生产基地和中国葡萄酒城等荣誉称号，中

粮集团，奥地利施华洛世奇家族，天津天力士制药集团，

贵洲茅台集团，京东等重点企业先后在秦皇岛投资建设

酒庄。目前，产区有葡萄基地六万亩，酒庄企业 48家，

制瓶，彩印包装，设备制造等配套企业十多家。 

   8C031T

北京索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Soko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朝悦百惠商城综合区 C017  

电话：010-87796067                  

传真：010-87796067                   

邮箱：61442137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 各地区加盟商                                             

展品介绍：俄罗斯伏特加 起泡酒 白兰地 葡萄酒 乌克

兰伏特加 威士忌 葡萄酒  格鲁吉亚葡萄酒 白俄罗斯

伏特加 金酒 波兰生命之水伏特加（蒸馏酒）等原瓶进

口国际烈酒 高度烈酒   

8C037T

福州益源嘉木贸易有限公司

Fuzhou Yiyuan Jiamu Trading Co.,Ltd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六一北路 3号 1# 楼

电话：0591-83581688    

传真：0591-83581688                 

邮箱：6586421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葡萄酒、啤酒经销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美国原瓶进口葡萄酒及德国啤酒

8C038T

中阿远洋（福州）贸易有限公司

Ocean China-Argentina (fuzhou )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创安路 18 号凯隆广场第 2#

楼 9 层 12 公寓                   

电话：0591-85100000                     

传真：0591-87586319                 

邮箱：2920412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阿根廷葡萄酒 ，智利葡萄酒 ，澳洲葡萄酒                                                

德国葡萄酒 法国葡萄酒 

  8D040T

广州李氏兄弟贸易有限公司（广东卡拉尔

酒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SHI BROTHER TRAD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汉溪大道东（延伸段）387

号 1918

电话：400-0011-883

传真：0754-88364930  

邮箱：kalaer888@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原瓶进口 XO 白兰地、法国原装进口 XO

白兰地酒液；法国干红葡萄酒、智利干红葡萄酒、澳大

利亚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萄酒、西班牙干红葡萄

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意大利原瓶进口起泡酒、西班牙

原瓶进口含气果汁等。品质上乘，口感纯正。

  8D043T

深圳市卡欧顿实业有限公司

KAOUDUN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桂都大厦 2505

电话：0755-22937992

传真：0755-22937992 

邮箱：1893898747@qq.com   

展品介绍： 本公司主营法国、智利、意大利等多国红酒。

法国优质 AOC，中级庄，列级庄，名庄；智利品牌多个

系列产品，意大利系列产品等；

8D044T

深圳市龙菲酒庄

Le vin serieux LongFei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舒梅路花里林居裙楼商业 116 号

电话：15818320610

传真：0755-83350386

邮箱：5976256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加盟商、代理商、合作商。

展品介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8D054T

通化市葡萄酒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Tonghua Wine Industry Promotion Center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新华大街 215 号 

电话：0435-3904608    

传真：0435-3255779   

邮箱：thsptjj@163.com                                  

展品介绍：通化葡萄酒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是为通化葡萄

酒产业服务，推广的官方事业单位。

8D051T

通化市葡萄酒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Tonghua Wine Industry Promotion Center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新华大街 215 号 

电话：0435-3904608    

传真：0435-3255779   

邮箱：thsptjj@163.com                                  

展品介绍：通化葡萄酒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是为通化葡萄

酒产业服务，推广的官方事业单位。

8D049T

欢乐颂（天津）葡萄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uphrosyne(tianjin)Wine Culture 

Diffusion Co.,Ltd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美年广场 B 座 2 号楼 12A05

室

电话：58187788   

传真：58187788

邮箱：980097413@qq.com

参展目的：2012 年伊始总公司“欧商亿族 ( 天津 ) 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全资组建了 " 诚招省市级代理商，

连锁店加盟 .                                 

展品介绍： " 我公司是专业运营国际优质原瓶进口葡萄

酒的公司。依托国际贸易港口天津新港的优势公司已形

成了集国外采购、清关清检、仓储配送、售后结算的专

业化服务机制。产品中法国“安德烈 . 露桐家族波尔多

瑰宝庄”“富逸王妃堡系列”“南法风情系列”“格兰

雀系列”“圣殿骑士老教皇”“智利维拉高尔夫系列”

与意大利“蝴蝶谷”全球同步销售，品牌资源全球共享。

8D050T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TONGHUA WINERY CO., LTD.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前兴路 28 号  

电话：0435-3949999            

传真：0435-3948889               

邮箱：tonhwa2013@sina.com

参展目的：积极宣传打造通化产区整体优势，推动大家

对通化产区的认识。                                                

展品介绍：通化山葡萄酒工艺上保留原始的野生山葡萄

手工采摘，坚持传统的木槽手工破碎工艺。使其果梗分

离，果浆不加辅助材料，野生酵母扩培，自然发酵，保

证符合酿酒质量标准；加之有机地溶合了橡木味道，酿

制出的葡萄酒口感纯美、香气浓郁，缔造了北纬 41°的

神奇。酿制出符合国人口感的甜型葡萄酒，成就“中国

味道”。致力于山葡萄酒的研发与创新，志在把独具特

色的长白山山葡萄酿造成为传奇佳酿，成为中国老百姓

走向幸福之路的共同见证。

8E051T/8E052T

广东丰盟汇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Fengmenghui Industry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和社区沿江路 1号     

电话：0769-23381198     

传真：0769-22236306     

邮箱：graceguo0629@foxmail.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福尔斯酒庄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史卓宝

芝山脉，出品的优质凉爽气候型葡萄酒获得过澳洲多个

权威性葡萄酒奖项及殊荣；位于莫宁顿半岛的雅碧湖庄

园，酿造的黑品诺以及霞多丽被葡萄酒行家誉为澳洲同

类中最优秀的葡萄酒，堪比法国勃艮第地区同类顶级葡

萄酒。另一旗舰品牌格兰柏夫威士忌，产自排名全球第

三、苏格兰最大型及最具规模的蒸馏酒厂，130 多年的

悠久历史，加之世界殿堂级酿酒师的参与，为威士忌爱

好者带来最优质的体验。

8D053T

通化通天酒业有限公司 

TONGHUA TONGTIAN WINERY CO.,LTD.

地址：吉林省通化县团结路 2199 号 

电话：0435-5050009        

传真：0435-5050056        

邮箱：Th003@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通天品牌及系列产品，招商合作。                                               

展品介绍：通天及旗下轩妮雅、雅罗、鸭绿江河谷、胖

冰冰等系列品牌产品，系采用东北产区特有葡萄为原料，

由数位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团队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的系统工艺精心酿制而成。口感特别柔和纯正，色泽优

美，香气浓郁。

E056T/8E055T

集安市鸭江谷酒庄有限公司

Yajinggu Winery Co.Ltd

地址：集安市青石镇石湖村             

电话：0435-6662999                                     

邮箱：yajianggu@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产品经严格控产、逐粒精选、低温浸渍等

先进的酿造技术，针对于国人的饮食风味而开发的产品。

酒体厚重、饱满，香气浓郁、纯净，余味持久，其中北

冰红品种为我国独有的山葡萄，色调色度深，具有北方

典型的山楂、大枣香气，而威代尔明显具有南方水果菠

萝、黄桃等香气气息。

8E056T

深圳市格瑞谱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GRAPE TRADE CO.LTD.

地址：深圳市电话：15818320610 宝安区宝源路 2004 号

中央大道 B座 4B

电话：15767911225

邮箱：grp12@sz-grape.com

参展目的：招经销商、找客户 

展品介绍：世界流通红酒、世界知名品牌、法国红酒、

葡萄牙红酒、智利红酒

8D05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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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源供应链

Shenzhen Geyuan Supply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成裘工业园

电话：0755-85225652

传真：0755-85225653

邮箱：geyuangroup@163.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代理商和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智利、西班牙、澳洲等各国葡萄酒一

手进口商。多款国外畅销产品的国内总代，诚招区域代

理商；全方位或内酒商提供采购、OEM定制、垫资、报关、

仓储、代理加盟、转运、转港仓储等服务。

   8D058T

深圳市布瓦索诺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BOISSONNEAU WINE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 997 号远景家园

3栋一层 102

电话：13728658059

邮箱：80416973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白葡萄酒、法国干红葡萄酒、美晶恒

温酒柜、美晶定制酒屋。

深圳保乐帝亚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Pernodia Wine Co.,Ltd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江岭社区竹园第一工业区

5号                

电话：0755-84627783                                     

邮箱：82608624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进口 VSOP 白兰地、法国进口 XO白兰地、

利口酒、威士忌等

 8E063T   8F067T

中浦耐杯 (北京 )贸易有限公司

CHINABEV LLC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三区 20 号楼 11

号二层

电话：010-65575199

传真：010-65575199

邮箱：251769779@qq. com

参展目的：寻找经销商

展品介绍：公司经营的产品有：龙舌兰 ( 阿卡维拉斯系

列、开拓者系列)、金酒(康纳利、卢布斯基)、威土忌、

朗姆酒 ( 古贝塔系列 )、伏特加 ( 三驾马车、里加黑牌

系列)、起泡酒(艾莉塔系列、迪瓦系列)、果汁、苦艾酒、

配制酒 ( 叁玖系列、孚卢克系列等 )、自兰地、啤酒、

红酒 (中澜砸杯舞蝶系列 )

   8E059T

上海库仑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Coulomb Wine Co., Ltd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与创业街交叉口睿鼎

国际中心 B座 28 层电话：0351-5268819

参展目的：为推广产品，提升知名度，现向全国诚招代理。

展品介绍：上海库仑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国知名的进

口酒类运营商。公司主营法国，智利，澳洲，意大利等

国家的红酒，白兰地等。所有代理产品均为中国区总运

营商，现面向全国诚招经销商。公司主营产品曼朵露系

列产于法国波尔多的曼朵露酒庄，婉约的酿酒风格是其

独特的标志，单宁细腻香味浓郁；爱歌顿系列产于澳大

利亚的爱歌顿酒庄，此系列的葡萄酒饱满浓郁细腻丰富；

圣乔伊系列产于智利的圣乔伊酒庄，出产的葡萄酒成熟

多汁、品质极高，却价格不贵。这三个系列的葡萄酒价

格适中，迎合广大消费者的口味的同时，也保证了其品

质的优良。法国精品酒系列产于法国，每款都有其独特

的口味，获得一些国际葡萄酒品鉴大赛的奖项。

  8D061T

前海威雅图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aianhai weiyata tpade(shenzhen)co.ctd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和作区前湾 1号 A栋 201 室。                   

电话：15302615299                                        

邮箱：215401464@qq.com                   

参展目的：更好的推广产品，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威雅图有机干红来源于西班牙，全球五国认

证，绿色健康饮品。

 8E064T

成都市和众基业贸易有限公司

Chengdu Union-Base. Co. Ltd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橡树林路 163 号

电话：028-8441319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示企业文化

展品介绍：成都和众基业贸易有限公司位于四川成都，

致力于全国酒水类快消品的运营与发展。旗下拥有的“蠱

薇红啤”品牌作为中国红啤品类的开创者，采用全麦酿

造，不添加任何辅料，并以珍贵的西藏青稞红曲 ( 已获

16 项国家发明专利 ) 和青稞麦芽为主要原料，创造性添

加红麦麦芽、焦香麦芽等原料经过 40 天超长发酵，使

酒体呈现出独特的红棕色，在口感极佳的基础上具有不

易 , 宿醉，抑制痛风等独特卖点，被业界誉为“为世界

啤酒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啤酒”。

8E066T

立晨商贸 (上海 )有限公司

LiChen Business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谊路 666 弄 70 号

电话：021-34556218*8006

传真：021-34556218*8007

邮箱：1262556648@qq. 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维德雷妮利口酒，1923 年以其创始人

Mr. Joseph VEDRENNE 名字命名，产自于法国勃艮第

Bourgogne, 品质佳，口味全，共分为三大类：咖啡类，

花卉类，水果类。其产品配料都是选自最天然，最接近

水果，花卉和植物材料所调配而成，是闻名全球的利口

酒品牌。

  8F068T

深圳市首彩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HANDPICKED WINES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国际商会大厦（B座）1906                 

电话：0755-33358020                   

传真：+86 0755-33365088                  

邮箱：WWW.hp-wines.com                  

参展目的：全国品牌推广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熟悉首彩                                            

展品介绍：首彩葡萄酒独创“专一品牌 • 多国酿造”理

念，打造集种植、酿造及销售为一体的自主品牌。首彩

酿酒师团队精选全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葡萄酒产区和优质

庄园。在全球 6 个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葡

萄牙、智利、法国拥有 5 个自有庄园和 16 个战略合作

酒庄。100% 原瓶、原装、原产地至消费者的味蕾，只为

让葡萄酒爱好者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彩佳酿。

  8E069T

Sogrape Asia Pacific Limited

地址：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288 号易通商业大厦 10 楼 B

室

电话：0852-25598548 

传真：0852-25598548

邮箱：1191140227@qq.com

参展目的：与进口商携手参展，诚招各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瑰葡集团主要在亚太地区经营跨国葡萄酒

生产商 -Sogrape 集团的相关业务。作为一家生产高品

质葡萄酒的公司，我们持续发展高质量的品牌。本次

春 糖 联 合 Herdade do Peso 、CONSTANTINO、Quinta 

dos Carvalhais、SANDEMAN，FINCA FLICHMAN，LOS 

BOLDOS、LAN 七个酒庄的进口商共同参展，致力于将优

质的进口葡酒传递到中国的每一个地区。

8E070T

山东天子宴葡萄酒有限公司

Shandong Tianzi Banquet Wine Co., Ltd.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lomo 公馆 4号楼 415 室                  

电话：0531-87985123                                        

邮箱：74018667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城招新疆、广东、海南、福建等县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西岱岛酒庄位于产区的风土条件与玛歌大致

相同，土壤类型为石灰石、沙砾、黏质石灰岩、产区东

边有适合种植葡萄的砾石坡。该产区主要的葡萄品种为

赤霞珠、梅洛、品丽珠。产区只允许酿制红葡萄酒，且

酿造出来的红葡萄酒相当耐久存，陈年的酒具有酒体丰

满、酒力强劲的特点。该酒庄的葡萄酒，酒裙呈盛洪宝

石色，单宁含量高，年轻时比较苦涩和坚硬，因此经常

需要 6-8 年柔化和熟成时间，比起该产区其他酒庄的酒

更具有陈年的潜质。

8F076T

肇庆市金至尊酒业有限公司

Zhaoqing Golden Emperor W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桂城新城六区 1号楼

电话：0758-2692388

传真：0758-2616388

邮箱：goldenemperor968@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加工贴牌客户及产品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佛莱迪珍酿白兰地、雪佛龙白兰地、皇

家金堡金牌XO、嘉丽诗金装XO、英美爵士苏格兰威士忌、

维得乐精酿青梅酒、维得乐精酿橄榄酒等。

8E073T

泉州中欧伟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uanzhou central Europe weiye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城西路南 5区 30 栋                 

电话：0595-28223999                                     

邮箱：328014383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地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白马王子干红葡萄酒、法国黑马王子干

红葡萄酒、智利唐古拉斯庄园干红葡萄酒、墨西哥 888

龙舌兰等原瓶进口葡萄。

8F071T

Sogrape Asia Pacific Limited

地址：香港上环德辅道中 288 号易通商业大厦 10 楼 B

室

电话：0852-25598548 

传真：0852-25598548

邮箱：1191140227@qq.com

参展目的：与进口商携手参展，诚招各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瑰葡集团主要在亚太地区经营跨国葡萄酒

生产商 -Sogrape 集团的相关业务。作为一家生产高品

质葡萄酒的公司，我们持续发展高质量的品牌。本次

春 糖 联 合 Herdade do Peso 、CONSTANTINO、Quinta 

dos Carvalhais、SANDEMAN，FINCA FLICHMAN，LOS 

BOLDOS、LAN 七个酒庄的进口商共同参展，致力于将优

质的进口葡酒传递到中国的每一个地区。

8F072T

广州久酿红池酒业有限公司

AUS-EAST ENTERPRISES CO.,LIMITED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丰路 75 号 C168                  

电话：020-89854215                    

传真：020-82510076                   

邮箱：Vicky hou@jiunianghongchi.com                  

参展目的：招募新的代理                                              

展品介绍：澳洲原装进口红酒

8E074T

深圳市乐勤贸易有限公司

L&C  Trading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大道泰然玫瑰轩北座 4

楼 401  

电话：0755-2533 8796         

传真：0755-2533 8100         

邮箱：227647966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进口酒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深圳乐勤自 2006 年成立，12 年来专注于原

瓶原装的进口酒，主营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

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数百款进口酒品，含各类型

红、白、桃红葡萄酒；洋酒；啤酒。 本公司产品均为

现货库存，且保证所售出的每一瓶酒均为正规报关进口，

假一罚万！

8F075T

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8E077T

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8E07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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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8F079T

澳驰亚澳大利亚有限责任公司

OCHIA AUSTRALIA PTY., LTD

地址：2 ROSELEA ST,BOX HILL NORTH VIC

3129                

电话：13392808111                

传真：4008031883                 

邮箱：OCHIABOSS@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红酒代理商                                            

展品介绍：澳洲进口红葡萄酒 ,  澳洲进口白葡萄酒 

深圳研酒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henzhen Enjoy’s Brand Manage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嘉定路城市天地广州 A 座 1207-

1208 号                 

电话：400 888 2979                                     

邮箱：wapm_2002@163.com                 

参展目的：研酒生－原产地直供葡萄酒连锁平台

我们为您提供产品、服务、培训及运营整体解决方案！                                        

展品介绍：研酒生，始于红酒，不止于红酒。

研酒生，成立于 2009 年，总部深圳。是一家致力于世

界葡萄酒文化传播推广的品牌代理商和运营商，同时拥

有“EN.DREESSEN" 自主品牌及“研酒生”连锁品牌，我

们拥有专业的品酒师侍酒师团队、经验丰富的葡萄酒顾

问和完善的营销体系，为广大葡萄酒爱好者提供更优质

的产品和完善贴心的服务。

研酒生，拥有来自世界主要产酒国 200 多款原产地直供

葡萄酒来满足各层次的消费者，同时也为实力雄厚的客

人提供期酒买卖，酒庄旅游、葡萄酒投资等咨询服务。

研酒生，旨在为每一位葡萄酒爱好者找到您人生所忠爱

的那瓶酒，爱上和发现自己找到喜欢那瓶酒的过程，并

与您共享品鉴葡萄酒的快乐和品味生活的乐趣。

 8G082A   8G086A

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8F080T

河北特蒙 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Hebei Temu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 Ltd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电话：15369135293

传真：0311-85279393

邮箱：1398097870@qq. 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德国干白葡萄酒、德国干红葡萄酒、法国干

红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8F081A

深圳市汇纳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Huina wine Co. .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中一路 48 号 -2

电话：0755-26789222

传真：0755-26789222

邮箱：804020994@qq .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深圳市汇纳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法国优

质原装进口葡萄酒的贸易公司，拥有自主进出口权。我

们与欧州多个知名产区的葡萄酒庄园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同时引入创新的行销理念

和以葡萄酒文化为载体的推广，全力进军高端葡萄酒市

场我们创建了一支专业有素的团队 . 产品历年来赢得无

数奖项。品牌知名度响誉全国。公司驻扎在中国进口葡

萄酒贸易的枢纽中心 - 深圳。汇纳酒业正以独具的品牌

优势全力拓展全国市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具传统风格

的优质葡萄酒，并与客户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

 8G084A

深圳沐森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MOUC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油松 1980 科技文化产业园 2

栋 201A                  

电话：0755-33040302                                        

邮箱：2247922709@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宣传，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智利疯狂酋长系列葡萄酒， 飞行者系列葡

萄酒， 澳洲考拉系列葡萄酒，法国洋酒 

8F085A

青岛悦酩庄贸易有限公司

MERRY & MELLOW CO.,LTD 

地址：青岛崂山区秦岭路 18 号国展财富中心 1-401   

电话：0532-80901225       

传真：0532-80901228       

邮箱：qdymz99@163.com                   

参展目的：积极推广法国联合干邑公司出品的白兰地产

品         

展品介绍：法国联合干邑公司旗下优质品牌 FONTGALANT

福阁，集中发挥集团公司优势，传承百年酿酒工艺和

技术，精选 30 多家庄园的优质陈年干邑和白兰地基

酒，经几代酿酒师不断精心调配打造的独特配方，使得

FONTGALANT 福阁展现出迷人的独特魅力。

   8F087A

澳大利亚洛伊斯达酿酒集团

Australia Royal Star Co. P/L

地址：2 Burwood Rd Burwood NSW 2134 Australia

电话：(+61) 0425 796 889                   

邮箱：ahmalexxu18@g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区代理商，提供澳洲 OEM 定制出口

服务

展品介绍：澳洲洛伊斯达酿酒集团是一家以生产和出口

高品质澳洲红酒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我们的酒庄采用传

统木桶酿造工艺和现代化技术相结合，具有 500 万升的

红酒原浆储存 ,23 种不同种类 , 并有多年的红酒出口经

验，是澳洲政府批准的注册出口商，每批出口的红酒都

会经过澳洲政府审核 ，每款酒都是经过酿酒师精心调

制，入口柔顺，回香长久。每年都会与世界各地的酒商

和酒厂互动，了解全球葡萄酒的消费趋势，及时调整产

品结构和销售策略。

   8G088A

Meilleurs Vins du Monde

Wonderful Wines Worl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媒体村

电话：010-84294897

传真：010-84294897

邮箱：zoeytar. zhang@outlook. 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进口商

展品介绍：法国餐酒系列 ; 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系列：法

国罗讷河谷葡萄酒系列：法国南部葡萄酒系列：意大利

葡萄酒系列 ;其他国家葡萄酒啤酒系列。

 8G096A

烟台美峪葡萄酒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诸由观镇苏家沟工业区

电话：0535-8568245

邮箱：280511419qq. com

参展目的：开发国内销售 市场及招蔡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美峪伯爵系列： 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

白兰地、苹果酒、草果蒸馏酒。

8G105B

东莞市克莱门特贸易有限公司

DONG GUAN CLEMENT TRADING CO .LTD

         

地址：东莞市石碣镇刘屋沙洲沙王路 1号                

电话：0769-81836369             

传真：0769-81836369               

邮箱：majingjun858@sina.com              

参展目的：诚邀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葡萄牙干红葡萄酒、葡萄牙半甜葡萄酒、西

班牙干红葡萄酒、法国干红葡萄酒等进口葡萄酒

 8F101A

上海勋玉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XUNYU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198 号 1802 室               

电话：021-51093307        

传真：021-51062307        

邮箱：xunyutrade@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代理商。                                              

展品介绍：立陶宛原装进口蜜德尔丝 MIDUS 蜂蜜酒是由

立陶宛蜂蜜，经天然发酵，并用天然果汁、木本植物和

草甸植物调味。每个系列都有非常独特的味道和风味，

因为成分不同，所以味道和风味也十分不同。蜂蜜酒选

料精良、酿制精湛、包装高雅，是中外传统节日期间孝

敬父母、长辈、恩师、答谢恩人或团购赠送友邻单位所

需的新时尚的、健康的上佳礼品。蜂蜜酒正演绎着全新

的健康饮酒文化。

 8G098A

新疆吐鲁番碧珠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Xinjiang Bizhu Vineyard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忠信路 9号汇亿财富中心 808

电话：18033431103        

传真：0755-29761090      

邮箱：286574456@qq.com  

参展目的：葡萄酒推广、招商、推广企业服务项目、寻

求合作伙伴、为客户更好服务                                               

展品介绍：葡萄酒生产与销售，打造葡萄酒品牌、品牌

设计、产品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创意设计、企业年度

服务、专注酒类品牌包装设计、产品线上平台搭建、推广、

自媒体新营销、拍摄等！

 8G100A

绥芬河市蓝洋经贸有限责任

Sui fenhe Lanyang Economic and Trade Co. Ltd

         

地址：绥芬河市青云路 7 号

电话：15046784627

传真：0453- 3991966

邮箱：pt402@126. 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商， 推广俄罗斯的好产品

展品介绍：沙皇牌伏特加、 野兽牌伏特加

8G102A

深圳市万吉美贸易有限公司

SHEN ZHEN WANJIMEI WINE TRA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北北环大道 7043 号青海大厦 17E                   

电话：0755-83465275                                        

邮箱：554544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湖南、江苏、福建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智利拉宝酒庄 - 位于智利安第斯 - 卡恰布谷

产区的优质葡萄酒生产区，占地面积 185 公顷。自 1991

年创建以来，拉宝酒庄就致力于用传统法国酿造工艺及

智利相结合，酿造有特色的葡萄酒。作为葡萄牙家族瑰

葡的一员，拉宝酒庄现已出口到全球 40 多个国家。全

球销量分布：94% 为出口销售 6% 为智利内销量，出口

国家：美国、巴西、波兰、俄国、英国、丹麦、台湾（中

国）、葡萄牙等。酒庄酒特色，控制产量，单一葡萄园

酿制，从葡萄的种植采摘、酿造到葡萄酒的灌装，皆在

酒庄内完成

8G104A

龙海市胜鑫食品商行

shenxinshipinshanghang 

地址：中国福建漳州龙海市

电话：0596-68686868   

传真：0596-68686868

邮箱：344389985@qq.com

参展目的：广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进口洋酒，烈酒，葡萄酒

8G106B

昌黎县军辉商贸有限公司

Changli Junhui Comercial Co. l.td.

地址：河北秦皇岛吕黎县东大市场军友商贸公司

电话：13613372266

传真：0335- 2288520 

邮箱：531258798@q4. 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黑枸杞红葡萄露酒

8H107B

澳大利亚维克汉姆庄园

WICKHAM ESTATE

地址：330 McLaren Flat Road, Mclaren Flat, SA

5171Australia

电 话：(+61) 7 3297 1889 ( 澳 大 利 亚 ) +86 0871 

64639393 ( 中国办事处 )

邮箱：ericma.au@gmail.com

参展目的：Seeking right partners to

systematically carry out marketing activities; 

Distribution opportunities development 渠道招商以

及寻找合适合作伙伴进行系统性市场运作。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 Mellow 系列葡萄酒、澳大利亚

Edenvale系列无醇与脱醇葡萄酒、澳大利亚于红葡萄酒、

澳大利亚于白葡萄酒、澳大利亚半甜微泡葡萄酒、澳大

利亚甜型葡萄酒、澳大利亚无醇起泡葡萄酒等原瓶进口

葡萄酒

8G1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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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鸿源凯瑞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HONG YUAN KERRY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 ( 北京皮革公司化工厂南

院 )2 幢 8235 室

电话：13701176465                    

邮箱：534683144@qq. com

参展目的：拓展业务， 开阔眼界，同步行业信息，向

同行业学习！

展品介绍：我们公司， 从事洋酒，进口啤酒，进口葡

萄酒的批发与零售业务已经有近 20 年的历史，总有丰

富的经验和资深的专业人员 ! 且前，公司代理立陶宛和

墨西哥等国家的伏特加，龙舌兰，威士忌，朗姆酒，金

酒等 10 多个品牌，面对市场有相当的竞争力 !

8G110B

澳大利亚克雷顿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Clayton International Trade Pty Ltd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国际花园                 

电话：18501955036                                    

邮箱：wapm_2002@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业务，面向中国中

南以及西南区域招商拓展合租。                                            

展品介绍：2013 年克雷顿暮光系列西拉子干红葡萄酒，

原装原瓶进口，750 毫升，酒精度 13.8%。                                        

2016 年凯迪酒业老藤西拉子干红葡萄酒，澳洲麦克拉伦

谷精品酒庄，73 年老藤西拉子葡萄酒，18 月法国橡木

桶陈酿，14.6% 酒精度，750ml。

 

万脉（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Winemap（Beijing）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中绦胡同甲 2号迆西公园办公室                 

电话：010-85848043                   

传真：010-85848043                  

邮箱：terryli@winemap.com.cn                  

参展目的： 重点诚招全国各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精品酒庄，EGO 酒庄，位于西班牙东

南部地区胡米亚产区，该地区气候炎热，降雨量低，所

生产的葡萄酒酒体饱满，浓郁，果香充足，非常适合中

国消费者饮用。 

8H114B   8G117B

蓬萊多麦福酒业有限公司

Penglai maifu wine co. LTD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 市南王街道珠江路 12 号

电话：0535-5601199  15950725588

传真：0535-5980969

邮箱：17581512 138qq. 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蓬萊圣堡酒业与多麦福酒业有限公司合并生

产经营，黑莓系列健康果酒： 黑莓王红酒、黑荐冰红

酒、黑莓葡萄蒸馏酒。随着消费者生活品质的提高，黑

莓系列健康果酒切合现代饮酒文化需求，经销商新品头

点多，盈利大，具有同类产品竞争优势，是你开发市场

的最佳选择 , 现退据经销窗自已品牌定制 OEM, 私家定

制，对外代加工等服务，欢迎你亲临成都国际会展中心

8H112 红酒馆展位，联系电话： 4000091968. 品尝黑莓

酒，洽谈合作，期待与你携手共创共赢。

8H112B

派锋（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Perfect(shanghai)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太路 29 号 2 号楼东部

501-A68 室                 

电话：400-8891-235                                     

邮箱：847678881@qq.com                  

参展目的：法国希伯顿干邑品牌推广与市场招商                                            

展品介绍：法国希伯顿始于 1829 年，希伯顿品牌现有

在中国市场推广包揽地系列有少将 xo，中将 xo，上将

xo；干邑系列有公爵干邑，太子xo干邑，君主顶级干邑；

大香槟年份干邑有 30 年传奇干邑，40 年传奇干邑，50

年传奇干邑等，希伯顿在中国已经推广销售已经沉淀了

6年时间，受到广大消费者与发烧友的认可。

8G113B

雅仕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AMIGO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湾長順街 20 號時豐中心 2 樓 208

室                 

电话：00852-35112903 13928826818                                        

邮箱：stoney94943330@gmail.com

参展目的：誠招各省区代理 , 重点誠招山東 , 內蒙 , 

福建 , 四川等                                               

展品介绍：保加利亚黑河波莫尔產區

法國南部 , 波尔多                                                

西班牙四大產区： 杜罗河產區 , 里奥哈產區 , 比埃爾

索產區 , 蒙桑特產區 .

8H115B

广州毕索斯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Pisosi Trade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 68 号 601                

电话：13631268286 

传真：020-38778955  

邮箱：hnsxm@hotmail.com   

参展目的：展示葡萄牙葡萄酒，寻求国内各个地区的经

销商。   

展品介绍：葡萄牙梅赛亚酒业集团（Messias Group）

成立于 1926 年，公司的产品涵盖葡萄牙各个红酒法定

产区，产品包括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起泡酒，白

兰地，以及载誉世界的葡萄牙波特酒等。梅赛亚以为消

费提供优质葡萄酒为使命，其产品远销五大洲二十多个

国家，多个品种葡萄酒在世界各个红酒博览会上获奖和

获得高评。我司作为葡萄牙梅赛亚酒业集团在中国的唯

一全权代理商，负责所有梅赛亚酒业集团的产品在中国

的市场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8H116B

葡华英驰酒业（厦门）有限公司

INCE WINES (XIAMEN)CO.,LTD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43 号                 

电话：0592-2020389                                      

邮箱：420532161@qq.com                                                                 

展品介绍：原瓶进口，葡萄牙老藤葡萄酒。

  8G118B

天津市香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jin Xiangdong internatinonal trade 

Co.Ltd

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梅苑路 5号金座广场 3117

电话：022-23868219              

邮箱：bjxuxiaodong@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进口商以及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CHATEAU DE CAILLAVET法国酒庄位于波尔多，

84 公顷，年产葡萄酒 30 万瓶，出产优质的红，白葡萄

酒

VBPS 酒庄旗下销售公司 我们甄选优秀的品质，并与多

家酒庄深度合作，支持各个等级 OEM 定制，为中国市场

提供符合本地化口味和偏好的优质葡萄酒。

拉图顿酒窖天津现货部，拥有两个恒温恒湿地下仓库，

一个千平地上仓库，为国内客户提供售后服务之外，还

常备了十几款现货酒款供您选择，从入门级的 VCE 一直

到列级庄都有涉及。

  8H119B

善升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ShanShe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联泰路 63 号 3 幢 2020 室

电话：4001351899                     

邮箱：ssgjmy999@163.com  

参展目的：扩大企业知名度，全国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善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部设在

上海。 公司主要经营进口葡萄酒、烈酒 ，以及进口食

品等业务，批发兼零售；同时也开发欧洲留学，主题旅

游等项目。公司业务已经触及全国各地，在这个竞争激

烈，精益求新的时代，善升国际秉承着对产品质量的追

求，从原产地采购到终端销售，省去了众多的中间环节，

保证一手货源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不追求企业利润最

大化，只注重品质, 真正地实现企业与企业 (B to B)，

企业与最终消费者 (B to C) 的三赢局面。

 8H120B

北京天裕风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区南湖东路 372 号 1 栋                   

电话：13999602333                    

传真：0991-4631096                    

邮箱：13823330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在河南、福建、浙江、成都找代理商                                               

展品介绍：新疆和硕葡萄有机干红葡萄酒 

8H128B

八方正（福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中路御景台 1026       

电话：0591-88318239    

传真：0591-88318239      

邮箱：bafangzheng@163.com     

参展目的：增加品牌知名度、 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昂达兰”酒庄的产品种类分别为：新酒、

三年陈年红酒、五年陈年红酒以及精品红酒。“昂达兰”

葡萄酒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用自己葡萄里精

心培育的葡萄酿造葡萄酒，再放入我们精心挑选的优质

橡木桶，严格控制其演变及成熟。“昂达兰”葡萄酒浓

缩的高贵品质，及其尊贵内涵，在您享受的同时永远陪

伴着您。

8H124B

深圳市众品优贸易有限公司

slow life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围社区福围中路 32 号

701 室  

电话：18566683704               

邮箱：1269795415@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干红葡萄酒、西班牙干白葡萄酒、西

班牙桃红葡萄酒、西班牙起泡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8G122B

济南奥得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明水街道香港街二期一号楼

502

电话：0531-83208199

传真：0531-83208199

邮箱：107482408699.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形象，获取更多订单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原瓶进口，自己的酒，保证货

源充足，质量无忧

 8H123B

Auschang Trading Pty Ltd

         

电话：18186867699

传真：0431-85072176

邮箱：zhxh68@qq.com

地址：U15 311 Ryans road, Eltham north

中文介绍：泰勒菲利士 Terra Felix 厂家在墨尔本

Heathcote! 豪格斯 Hoggies 厂家在南澳 Coonawara! 五

鹅 Five Geese 厂家在南澳 Mclaren vale!

参展目的：开拓中国市场

8G125B

上海明锜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GHAI MUCH IMP.&EXP. CO., LTD.

         

地址：海市杨浦区临青路 188 号 B6-102

电话：021-51300744                     

邮箱：12153055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西班牙魔术牌起泡酒，以及法国，

澳大利亚，智利等国的干红，干白，甜白等。资质齐全，

保证所有的酒皆为原瓶原装进口。

BG126B

VINOTACHE

 

电话：010-85870899

传真：010-85870899

邮箱：patrick.dong@vinotache.com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工体西路三号 211

中文介绍：团队的海外背景，提供了与国外供应商的沟

通优势，而且市场的专业分析，能更精准的提供合理价

格及品质卓越的产品。

我们为您提供来自法国、意大利、美国、澳洲、智利等

国家的原装进口葡萄酒和专业服务。并保证每一瓶葡萄

酒均直接来自酒庄，在送到您手中之前，整个生产及物

流运输环节中均得到了悉心的呵护。同时，提供葡萄酒

的专业培训，品鉴，葡萄酒大师班，WSET 英国认证课程，

及葡萄酒高端晚宴的不同体验。

参展目的：寻找进口葡萄酒经销商，分销商和零售商

8G129B

优实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uro Starbrands Distribution Shanghai 

Limite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660 号 205 室                 

电话：021-62827376                                     

邮箱：April@feast-china.com               

参展目的：将健康且富有创意的全球美食饮品引入中国                                      

展品介绍：Noveltea 诺味茶酒，Kolonne Null 科隆零

度（无酒精红酒），   Double Dutch 汤力水，Taiberg

功能性饮料

8G133B



58 59

Alcoholic-non-alcoholic plant “Dnepr”

地 址：Tsarichanskaya 街 道 168 号，Tsarichanska 城

镇，Tsarichansky 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克

兰 。

电话：+38 067 840 54 44                     

邮箱：lopanik@abkdnipro.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中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乌克兰葡萄酒：干红，半干红，半甜红，半甜白。

乌克兰蒸馏酒：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原瓶进口。

8G137B

霖渡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LINDO INTERNATIONAL SHANGHAL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合宝路 18 号

电话：021-31037618

邮箱：Peter.LD@foxmai .com

参展目的 ：新品亮相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 ：

一、普罗旺斯迷茹堡桃红葡萄酒：全球十佳

欧洲网红酒 /INS 爆款 / 热销全球 45 个国家 / 首次进入

中国市场 /帕克 92 分。

二、阿根廷 CLOP 克洛普酒庄 Decanter97 分经典珍藏未

霞珠。

浙江东方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Zhejiang Ori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 12 号新东方大厦

电话：0571-87600645

传真：0571-87600206

邮箱：gyl@zjorient.com

参展目的：诚招查理曼大帝及爱慕系列全国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司为浙江省属上市国有企业浙江东方金融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专业从事葡萄酒的

进口及销售业务，并为进口酒类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

提供专业的供应链服务。查理曼大帝系列洋酒为法国原

瓶原装进口，该产品系列文化内涵丰富，瓶型精致，口

感醇厚，性价比高。产品定级体系分高、中、低三个档次，

适应消费人群广泛。

8H147B
  8H151B

上海棣源酒业有限公司

diyuan wine Co.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077 号金桥大厦 1904 室    

电话：（021）52752106                  

传真： (021) 52752106                 

邮箱： lq@diyuanwine.com                   

参展目的： 提升棣源酒业品牌形象 推广公司产品  

8G138B/8H139B

平阳顺通贸易有限公司

PINGYANG SHUNTONG TRADING CO ， LTD

电话：0577-63652011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白葡萄酒等原

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极致纯净的冰封伏特加，以及以冰封伏特加为基酒配置

的哈勃利口酒与玩酷利口酒 

8G145B

青岛帝勋洋酒有限公司

Dihoon  wine&spirits  Co., Lrd.

地址：青岛是城阳区双元路 185 号      

电话：13256856867        

邮箱：sdl@geevwines.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优秀洋酒代理商                               

展品介绍：极致纯净的冰封伏特加，以及以冰封伏特加

为基酒配置的哈勃利口酒与玩酷利口酒

8G146B

西班牙彼尼斯酒店

Vinesens

地址：温州南塘五组团 9幢 2401

电话：15727806222

邮箱：325000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北、湖南、江苏、湖北、江西

展品介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

8H148B

上海法堡国际贸易国际

ShangHai Fao Bao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湘路 225 弄 11 号 1918 室       

电话：15898846278 

传真：82618065     

邮箱：117099329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干白，贵腐甜白，甜红，各种洋酒，

加拿大冰酒。

8G149B

上海浞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Zhuoyu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金路 469 号 4 幢 3 层 1419 室  

电话：17755101779  

传真：4008518528   

邮箱：724472179@qq.com 

参展目的：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拉图佰萃系列干红、西班牙有机干红系列 

8G150B

陕西千裕酒业有限公司

Shaanxi qian yu industry Co.,Ltd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国家级（眉县）

猕猴桃产业园区） 

电话：0917-5669998                    

传真：0917-5669990                   

邮箱：qyjy9998@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千裕猕猴桃果酒、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千裕猕猴桃酒----原料精选猕猴桃之乡(陕

西 . 眉县 ) 优质猕猴桃，采用传统的酿酒秘方与现代酿

酒工艺相结合，100％猕猴桃原汁发酵而酿，保留了原

果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纯天然果香味。猕猴桃特有的香味

和酸甜味充分融入了酒中，口感舒适宜人。

  8H153B

上海俊骁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ghai Junjuan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威路 88 弄中鑫企业广场 28 栋

电话：13482454219

邮箱：180841508@qq.com

参展目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卡威尼酒庄的产品

展品介绍：奥斯特干红、罗素干红、普利亚、罗萨多等

多种意大利原装进口葡萄酒

  8K154B

开平市优泽种养有限公司

UNITIZE PLANTING AND BREEDING CO.,LTD

地址：广州江门开平市蚬冈区镇坎田村

电话：18902550294

邮箱：47041709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火龙果发酵酒、水果制品全国以及区域代

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打系列产品：火龙果发酵酒、火龙果

水果干、火龙果花干，均取材于广东江门市特色生态景

区“开平市优泽生态休闲谷”，自有果园，种植加工一

体化。产品已经通过第三方检测，无任何着色、防腐、

抗氧化等添加剂，力求保留火龙果最天然的成分，将健

康带给大家。

 8K155B

戈尔德贸易 (国际 )有限公司

GOLDWIN TRAD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址：香港新界荃湾沙咀道 64-66A 豪力中心 901 室           

电话：852-2771 8441                       

邮箱：amycheung@hot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要经营法国玛格莱茵品牌系列葡萄

酒 , 玛格莱茵葡萄酒都是经过精心挑选而进口 . 每款酒

都带有独特的个性 , 如 “法国小桥”红葡萄酒以传统

酿造工艺和现代化的技术双结合酿造而成，它在恒温的

不锈钢桶发酵，再经过使用过不同次数的橡木桶陈酿，

使葡萄酒增加各种风味和芳香复杂性。

8H162B

深圳富盟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FUMENG TRA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阳光棕榈园 2077-1 号

电话：0755 2648 8558

传真：0755 2648 8558

邮箱：39696822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四川、贵州、云南等大中华各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进口的原瓶原装葡萄酒、洋酒及饮品，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公司经营的葡萄酒都是到产区实地

考察，甄选采购，保证产品品质和价格优势。我们的宗

旨是为消费者提供最安全最实惠的进口酒类及饮品。欢

迎各位经销商及客户前来洽谈订购。

8K158B

上海誉桓实业有限公司

EVERGLORY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兴虹路 187 弄 3 号 304A 室

电话：13827422385

邮箱：terrencechong@sh-yuhuan. 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级 和市级代理分销商

展品介绍：专注法国原瓶进口干红葡萄酒、代理法国注

册品牌一一玫瑰之舞系列干红葡萄酒，强烈的果香气味，

口感饱满浓郁、突显出法国当地的风土特色。另外我司

跟多间法国波尔多精品酒庄和法国期酒供应商合作，为

中国各地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葡萄酒的选择，期待与更

多销售商和葡萄酒文化推广商竭诚合作。

 8H156B

北京博隆同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BOLOTOYI IMPORT &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观音惠园 1号汇泰大厦 5层

电话：010-87728920

传真：010-87728920

邮箱：bolotoyi@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格鲁吉亚干红、白干、半甜等原瓶进口葡萄酒以及

智利干红类原瓶进口葡萄酒。

展品文字介绍：格鲁吉亚进口红酒多选用萨别拉维葡萄精酿而

成，酒体呈石榴色，具有独特、令人愉悦的成熟果干香气，余味

优雅，与所有奶酪和肉类搭配最佳。最佳品尝口感 +16—18℃。

原料与辅料：葡萄汁、二氧化硫

葡萄品种：萨别拉维（晚红蜜）

酒精度 13—15 产品类型：分干红、干白、半甜

贮藏方法：常温储存

智利进口红酒多选用赤霞珠葡萄酒精酿而成。口味和谐，

层次丰富，酒体饱满，口味甘甜舒畅。原料与辅料：葡

萄汁，二氧化硫。最佳品尝口感 +16-18℃

葡萄酒品种：赤霞珠

酒精度：13-15 产品类型：干红

贮藏方式：常温保存

 8K157B

厦门红途贸易有限公司

HOTTOO  INDUSTRY CO.,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保税市场大厦 10G

电话：0592-3839789

传真：0592-3839102

邮箱：413075943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区代理

商

展品介绍：智利进口干红葡萄酒，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

西班牙进口干红干白葡萄酒以及迪虎啤酒，澳洲进口干

红葡萄酒等原瓶原装。

8K159B /8K160B

厦门昱蔻贸易有限公司

Xiamen Excellence Trade Co.,Ltd.

         

地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

象屿路 88 号保税市场大厦 8Q 之三

电话：0592-3839592

传真：0592-3868159 

邮箱：Joyce@longshore.cc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 / 法国 / 智利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酒/啤酒，法国XO白兰地等。保证原瓶进口，一手货源，

性价比高，可提供相关清关资料以及公司资质证明。

8K161B

上海景樽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jingzunjiuyeyouxiangongsi  

地址：上海绿地峰汇 A座 1803 室          

电话：021-68003081      

传真：021-68003081                

邮箱：1000673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澳洲红酒、意大利红酒、法国红酒

8K163B

佛山市臻骏贸易有限公司

ZENJUNG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街边大道 10 号

三楼 10 号铺       

电话：0757-86401036                                         

邮箱：zenjungwine@fox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臻选、代理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

优秀产区的精品酒庄酒，致力于为经销商、消费者带来

最具性价比的精品酒款。我们拥有深厚的酒庄和产品资

源，可以为各地经销商提供专业的 OEM 定制服务，从产

品的精挑细选，到包装的设计创意，成熟的清关能力，

直到通关后的后续跟进，我们用心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

专业服务。

 8K16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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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门图酒业有限公司

Montu’Beccaria Srl Italy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新村 D 座首层

109 室

电话：020-85216884       

邮箱：uniworld@126.com   

参展目的：意大利酒庄的精品酒招全国不同城市的代理

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伦巴第著名产区的精品美酒，意大利

甜白葡萄酒、意大利甜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萄酒、

意大利蒸馏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8H165B

山东度雅酒业供应链有限公司

Shandong duya wine supply chain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15 号 1602 号

电话：0532-81705367

传真：0532-81705367

邮箱：57426119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度雅家族珍藏来自于麦克拉伦谷，麦克拉伦

谷位于南澳州 Fleurieu 的中心地区，为地中海气候。

Shiraz( 西拉 ) 是该地区的主要品种，用它酿出的葡萄

酒散发出覆盆子和黑橄榄的香气，橡木桶熟化后香气更

加复杂，具有非常好的陈年力。

度雅精选赤霞珠、度雅精选西拉来自于东南澳产区。本

款赤霞珠呈深宝石红，酒体饱满，入口充满浓郁的成熟

水果风味，伴随着柔顺的单宁和优雅的余味。

度雅巴洛萨谷赤霞珠、度雅巴洛萨谷西拉来自于巴洛萨

产区。

深圳市帝醇酒庄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Kings Wine Cellar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2010 号中深花园 A座 1312     

电话：0755-82558467                         

邮箱：13729442437@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德国名家马库斯 - 梅丽特，用园内顶级葡

萄树酿造出最能反映摩泽尔地区独特的风土条件和耐

存的雷司令，过去 5 年多次获得罗伯特帕克 (Robert 

Parker)  9 个 100pts，被认为是德国最具有天份和最

有创意的酿酒师。

除了让人惊喜的雷司令外，我们还拥有法国精品红酒，

澳洲精品红酒，普罗旺斯桃红等佳酿，期待您的品鉴。

8H168B
  8H177B/8K178B

宜康思（北京）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European Quality Imports&Services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1号 20 层 B-2301 室

电话：010-61407325

传真：010-61407327

邮箱：yuxing.sun@bjfcl.com 

参展目的：推出新品，了解市场情况，认识同仁。

8K166B

重庆肯裕进出口有限公司

KEN YU CHONGQING CO.,LTD 

地址：重庆渝北区汽博大厦

电话：023-63111300

传真：0086-23-631113000

邮箱：13618375276@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代理商

展品介绍：国宴品质，醉在中亚乌兹别克，200 多个葡

萄品种，优质的欧洲品种；乌兹别克斯坦成为拉菲 - 罗

斯柴尔德酒庄（CHATEAULAFITEROTHSCHILD）, 彼德鲁庄

园（CHATEAU PETRUS）等世界知名酒庄的葡萄原产区。

8K167B

深圳皇庭君邑联合酒业有限公司

电话：400-119-0519                                     

邮箱：57847676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地区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洋酒：洋酒白兰地的细腻与优雅。            

法国红酒：阳光充足，果实饱满，酿造出的葡萄酒口感

沉稳、灵动、回味无穷。

8H171B

亨潽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民路 599 弄 1 号 3 幢                  

电话：4008071779                  

传真：85170020                 

邮箱：757032822@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地优质代理商，重点湖南、湖北、

江西等                                              

展品介绍：智利蔚亚酒庄干红葡萄酒  、法国原瓶进口

干红葡萄酒 、西班牙原瓶进口干红葡萄酒 

8K174B-175B

福州圣霞多酒业贸易有限公司

Fuzhou St Chateau Wines Developing Co.Ltd

地址：福州市马尾区马江路 1号 A栋 2楼

电话：0591-87504231

传真：0591-87504231

邮箱：54338198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空白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中国总代理，代理西班牙纳瓦隆酒庄（Bodegas 

Navalon) 安卡娜窖藏陈酿系列干红， 法国郁金香酒庄

系列干红等原装原瓶进口葡萄，诚招各地空白区域经销

商。

8K176B

婉醇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inetruth(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银都西路 215 号 B 栋 207 室                 

电话：021-37652669             

传真：021-37652669                

邮箱：merry@winetruth-sh.com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智利、新西兰、法国、等进口葡萄酒

  BK179B

广州市海珠区美度酒窖商行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 290 号首层自编之五      

电话：18602023123                                  

邮箱：tastevin@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广州美度酒窖是一间超过 20 年葡萄酒进口

贸易经验的专业公司，目前经营的产品涵盖新、旧世界

各名优产区两百余款，与国外 50 余家酒庄建立了长期

的合作关系，并在香港、澳门设立了分支机构；公司所

有的葡萄酒，从酒庄的种植酿造、酒品筛选、运输、储

藏等，都经过专家团队的严格把关，确保产品品质优良

及价格合理。公司的所有销售人员都持有国家级品酒师、

国际侍酒师专业资格证书，可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培训、

咨询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8H180B

婉醇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inetruth(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银都西路 215 号 B 栋 207 室                 

电话：021-37652669             

传真：021-37652669                

邮箱：merry@winetruth-sh.com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智利、新西兰、法国、等进口葡萄酒

 8K182B

青海圣烽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QINGHAI SAINT-PEAK BIO-TECH CO.,LTD.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经三路 26 号                  

电话：15597698777                                      

邮箱：389376536@qq.com                  

参展目的：参观、学习、交流、合作、招商                                                

展品介绍：枸杞发酵酒是具有多种营养成分的高级饮料。

适度饮用枸杞酒能直接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产生作用，提

高肌肉的张度。枸杞酒中含有的黄酮、多糖、多种氨基酸、

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因此枸杞酒能

对维持和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尤其对

身体虚弱、患有睡眠障碍者及老年人的效果更好。可以

说枸杞酒是一个良好的滋补作用的生态型果酒。

8K188B

青海圣烽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QINGHAI SAINT-PEAK BIO-TECH CO.,LTD.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科技产业园经三路 26 号                  

电话：15597698777                                        

邮箱：389376536@qq.com                  

参展目的：参观、学习、交流、合作、招商                                                

展品介绍：枸杞发酵酒是具有多种营养成分的高级饮料。

适度饮用枸杞酒能直接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产生作用，提

高肌肉的张度。枸杞酒中含有的黄酮、多糖、多种氨基酸、

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因此枸杞酒能

对维持和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起到良好的作用。尤其对

身体虚弱、患有睡眠障碍者及老年人的效果更好。可以

说枸杞酒是一个良好的滋补作用的生态型果酒。

8K185B

佛山市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司

Foshan Landi Miracle Wine Co., Ltd.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东升鲤鱼沙工业区海三渔

邨南边之二一楼之一

电话：0757-85572900

传真：0757-85572900

邮箱：13929962090@139.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空白区域合作伙伴以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奇迹 1860 酒庄于 1860 年创立于法国西南部

干邑地区小香槟区的奇迹 1860。奇迹 1860 酒庄到现在

为止，经过不断改良和增加的先进设备，现今 100 多公

顷的葡萄园，每年能产出 30 多万瓶精酿干邑。在 2014

年，经过严密而详尽的市场调查，瞄准如今国内庞大的

高端消费群体市场，佛山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司总裁决

定注资奇迹 1860 酒庄，成为最大的股东。到目前为止，

全国高速公路上有大量的大型广告牌，中大城市的大型

LED 大屏幕，电视，杂志报纸的广告投入，发展各地总

经销商及总代理。

 8H183B

佛山市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司

Foshan Landi Miracle Wine Co., Ltd.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东升鲤鱼沙工业区海三渔

邨南边之二一楼之一

电话：0757-85572900

传真：0757-85572900

邮箱：13929962090@139.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空白区域合作伙伴以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奇迹 1860 酒庄于 1860 年创立于法国西南部

干邑地区小香槟区的奇迹 1860。奇迹 1860 酒庄到现在

为止，经过不断改良和增加的先进设备，现今 100 多公

顷的葡萄园，每年能产出 30 多万瓶精酿干邑。在 2014

年，经过严密而详尽的市场调查，瞄准如今国内庞大的

高端消费群体市场，佛山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司总裁决

定注资奇迹 1860 酒庄，成为最大的股东。到目前为止，

全国高速公路上有大量的大型广告牌，中大城市的大型

LED 大屏幕，电视，杂志报纸的广告投入，发展各地总

经销商及总代理。

 8H184B

佛山市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司

Foshan Landi Miracle Wine Co., Ltd.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东升鲤鱼沙工业区海三渔

邨南边之二一楼之一

电话：0757-85572900

传真：0757-85572900

邮箱：13929962090@139.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空白区域合作伙伴以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奇迹 1860 酒庄于 1860 年创立于法国西南部

干邑地区小香槟区的奇迹 1860。奇迹 1860 酒庄到现在

为止，经过不断改良和增加的先进设备，现今 100 多公

顷的葡萄园，每年能产出 30 多万瓶精酿干邑。在 2014

年，经过严密而详尽的市场调查，瞄准如今国内庞大的

高端消费群体市场，佛山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司总裁决

定注资奇迹 1860 酒庄，成为最大的股东。到目前为止，

全国高速公路上有大量的大型广告牌，中大城市的大型

LED 大屏幕，电视，杂志报纸的广告投入，发展各地总

经销商及总代理。

8H186B

佛山市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司

Foshan Landi Miracle Wine Co., Ltd.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东升鲤鱼沙工业区海三渔邨南边之

二一楼之一

电话：0757-85572900

传真：0757-85572900

邮箱：13929962090@139.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空白区域合作伙伴以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奇迹 1860 酒庄于 1860 年创立于法国西南部干邑地区

小香槟区的奇迹 1860。奇迹 1860 酒庄到现在为止，经过不断改

良和增加的先进设备，现今 100 多公顷的葡萄园，每年能产出 30

多万瓶精酿干邑。在 2014 年，经过严密而详尽的市场调查，瞄

准如今国内庞大的高端消费群体市场，佛山蓝蒂奇迹酒业有限公

司总裁决定注资奇迹 1860酒庄，成为最大的股东。到目前为止，

全国高速公路上有大量的大型广告牌，中大城市的大型 LED 大屏

幕，电视，杂志报纸的广告投入，发展各地总经销商及总代理。

8H187B

上海格奥普逊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Good Option Food Company Ltd.

地址：上海长宁区遵义南路 8号锦明大厦 19E    

电话：021-52283868/62712713                  

传真：021-62711941                  

邮箱：williamzhou@shgoodoption.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狼威北极光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狼威兰

士奇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狼威莫文单一麦芽苏格兰

威士忌、狼威北地单一麦芽苏格兰威士忌。

8K189B

北京圣罗莎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Saint Rosa Trading C.,Ltd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魏永路 3 号月季文化交流

中心一至二层                 

电话：18510565968                  

参展目的：展示宣传产品以及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阿根廷原装原瓶进口葡萄酒以及啤酒。

8K1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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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红酒有限公司

The One Wine Limited

地址：香港葵涌打磚坪街 85-89 號葵匯工業大廈 504 室

电话：00852- 3695 0880

邮箱：daniel.dit@theonewinehk.com

参展目的：此次参展的西班牙罗祖吉斯莊园是傳統釀

酒師家族的心血結晶，釀酒歷史超過七個世代。他們

在 Chinchilla de Montearagón Albacete 的 Finca 

Casalta 建立葡萄園，該地區由 D.O. Almansa 管理委員

會嚴格管理。Finca Casalta 享有得天獨厚的優越地理

位置，被世人稱呼為「地中海的陽台」，因為它位於海

拔 1000 米。羅祖吉斯後人都會遵守祖先的傳統嚴謹執

行葡萄栽培、人手採摘和釀酒等等，並積極傳遞其風土

的獨特性。

罗祖吉斯莊园的每一款产品都在国外屡获殊荣，质素品

质备受认可！令我们有信心将产品引入中国市场！我们

的葡萄酒屢次获得西班牙世界葡萄酒与烈酒大赛金獎和

银奖、西班牙世界葡萄酒与烈酒大赛金奖、国际葡萄酒

挑战赛，更被《葡萄酒爱好者》杂志给予高评价并获得

推荐。

8K191B

BODEGAS RESALTE DE PENAFIEL SAU

地址： CRTA 122 KM 312, 47300 PENAFIEL

SPAIN 

传真：+34 983880601 

邮箱 ： a.tsang@raesa.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and distributors 

of our Resalte wines.

展 品 介 绍：Bodegas Resale is a winery of the 

Ribera del Duero region in Spain. We produce 

high quality red wine. Our main brand. Resalte, 

has receive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awards.

being selected 2 times in the Top 100 Wines of 

the World by Wine Spectator and being

scored with 98 points at Decanter in 2017. the 

highest rate for any red wine in the

world.

恒雕商贸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 

电话：13303812280                  

邮箱：798689521@qq.com    

参展目的：招代理商，私人高端定制红酒                                               

展品介绍：私人订制红酒，人像图案雕刻，婚礼用酒，

生日送礼等等…… 

8K194B  8K197B

Domaine Rombeau

地址：2, avenue de la Salanque 66600 RIVESALTES                                                          

电话：04 68 64 35 35                                                           

传真：06 88 88 79 78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in Shandong,Jiangsu, Fujian 
etc                                                  　　　　　　　　　
展品介绍：French red wine , etc the original bottle 
from original wine making region etc 

 8K192B

卓法酒业

Wine Excellence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8 号西楼 11A 室                                                                 

电话：186 2164 5083                                                                  

邮箱：julien@alliance-france-chateaux.com                                                                

参展目的：e.g looking for importers in

Shandong,Jiangsu, Fujian etc

展品介绍：e.g French sweet white wine, red wine 

, etc the original bottle from original wine 

making regionc etc

8K193B

布鲁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瑞安市瑞祥新区瑞馨苑 4幢 203 室 

电话：13362728828            

邮箱：120231887@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加利涅纳、纳瓦拉、阿里贝斯等各产

区优质红酒

8K195B

泉州威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WINTECH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嘉琳广场 10 号楼 2梯 1503                                                           

参展目的：推广红酒，诚招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智利红葡萄酒，智利白葡萄酒 ，智利酒庄

原瓶进口葡萄酒

8K196B

深圳合美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HOMEY WINE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太子路 1 号新时

代广场 22K          

电话：755-26674121         

传真：755-26674121        

邮箱：liza@homeywine.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摩尔多瓦干红葡萄酒，摩尔多瓦甜红葡萄酒，

摩尔多瓦干白葡萄酒，摩尔多瓦甜白葡萄酒

 8K198B

攀枝花四喜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Panzhihua Six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地址：攀枝花市盐边县惠民乡兴农村一组       

电话：0812-8890456    

传真：0812-8890456       

邮箱：976715330@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攀枝花四喜农业公司的九春圣果桑椹品

牌                                                     

展品介绍：来自“中国果桑之乡”盐边县优质绿色桑椹

酿造的系列红酒产品和桑椹深加工产品等。桑椹红酒是

项目的主打品牌，以优质桑椹为原料，利用现代酿酒技

术酿制，饮用是不仅有浓郁的水果清香，口感香醇。其

营养价值远远高于葡萄果酒。目前公司已开发了桑椹蒸

馏酒、桑椹蜜饯、桑椹干、桑椹膏等桑椹深加工产品。

 8K199B

深圳市宝其利名庄联盟有限公司

Shenzhen Beaucheri Wine Union Ltd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腾邦大厦 A座四楼 115

电话：0755-26463685

邮箱：Beaucheriwineunion@aliyun.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深圳市宝其利名庄联盟有限公司是一家葡萄

酒运营服务公司，旨在通过上下游资源联盟，实现上游

酒庄与经销商之间的零距离对接，公司集葡萄酒采购、

OEM 定制、葡萄酒知识培训、品牌运营、渠道搭建、酒

庄旅游、酒庄投资、酒庄管理等葡萄酒行业生态链整体

于一体，致力于开创行业联盟品牌形象。

 8K200B

AANA

法国展团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CEVICO

Terre Cevico Soc. coop. Agricola

         

地址：意大利拉维纳

电话：18060960555

传真：39545284931

邮箱：251018453@qq.com

展品介绍：意大利第二大葡萄酒生产企业，拥有 7500

公顷葡萄园，4 个罐装基地，22 个酒庄，年产量 1.6 亿

瓶葡萄酒

12A001T

深圳市金联发投资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社区旺塘小区 14 巷

20 号 1501 室                  

电话：18681397946                                     

邮箱：34438998@qq.com                   

参展目的：招纳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 深圳市金联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04 月 29 日，注册资金 50 万元人民币，是深圳一家

百货 / 批发 / 零售行业公司。公司以“专注，用心，服

务”为核心价值，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水平和不懈努力，

提供优质的服务。 多年来，深圳市金联发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一直秉承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在专注百货 / 批发

/ 零售行业同时，提供优质、用心的服务赢得了众多业

界的信赖和好评，在深圳逐渐树立起公司良好品牌。公

司不仅仅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

务体系，为中途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指导帮助。我们

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一定能够实现互利

共赢。

 8K201B

上海珩臻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01 号白玉兰广场 1204                   

电话： 13611629195                    

传真： 021-2601-7888                    

邮箱：  min.feng@shwex.com                   

参展目的： 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歌易达酒庄是法国最好的精品酒庄之一，酒

庄位于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大产区。酒庄的历史可以上溯到

1812 年法俄战争，拿破仑入侵莫斯科失败后，将带回法国

的残兵败将安置在法国南部开垦荒地，种植葡萄，开始酿

制葡萄酒， 这就是歌易达酒庄的起源。

歌易达酒庄是现代葡萄酒革新的先驱，崇尚不受 100 多年

前定下的条条框框束缚，大量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成果，

酿制最好的葡萄酒。歌易达葡萄酒受到世界上最权威的 葡

萄酒大师帕克，杰西丝 罗宾逊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历年

来产品盲品测试评分结果和一些全球知名的红酒不相上下。

8K202B

阿根廷葡萄酒协会

WINES OF ARGENTINA

         

地址：阿根廷门多萨

电话：18510016017

传真：2614235346

邮箱：sherry@winesofargentina.com

参展目的：推广阿根廷葡萄酒品牌，寻找进口商及经销

商

展品介绍：自 1993 年以来，阿根廷葡萄酒协会，旨在

推广阿根廷葡萄酒在全球的品牌和形象，传播阿根廷葡

萄酒产区知识。此外，阿根廷葡萄酒协会也指导国家的

出口策略，同时帮助分析和研究消费者市场变化趋势。

阿根廷葡萄酒协会的目标是在意见领袖和消费者人群

中，巩固阿根廷作为世界主要葡萄酒出口国的地位，提

升阿根廷在葡萄酒贸易上的正面形象，为阿根廷葡萄酒

在全球的成功作出贡献。目前，它为每一个阿根廷的葡

萄酒产区的酒庄会员提供服务，并帮助他们在世界各地

推广产品。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在美国，加拿大，拉丁

美洲，亚洲，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展览会、展销会、品酒

会等等。

12A002T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投资处

BUSINESSFRANCE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总府路 2 号时代广场 30 楼法国驻

成都总领事馆商务投资处

电话：66666043

传真：66666108

邮箱：xueying.bu.int@businessfrance.fr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

AXXANT

法国展团

电话：062394590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RAVOIRE ET FILS

法国展团

电话：049073011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CHÂTEAUX DOMAINES ET MILLESIMES

法国展团

电话：055633720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上海典岸贸易有限公司

法国展团

电话：047403417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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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RE PROPRIETES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241688181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VINOVI TRADE LIMITED

法国展团

电话：8526695122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PL VINS SELECTION

法国展团

电话：0630765317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MAISON IMPERIALE (A côté de Maison 

Cabaret)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761575997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MAISON CABARET (A côté de Maison 

Impériale)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671376139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CLUB CEPAGES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55692863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COMERGAL

法国展团

电话：055758296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XAVIER VIGNON

法国展团

电话：049089129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RHONEA - TERROIR DARONTON

法国展团

电话：0490657939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卡丹

法国展团

电话：0384493021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歌乐拉酒庄 - 红酒坊

法国展团

电话：0680917462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COOP REG VIN CHAMP SOC VINI CHAMP TERROI

法国展团

电话：0326778912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CRVM INTERNATIONAL/CASAL COMMERCIAL & 

TRADING/ MARRENON

法国展团

电话：0494372982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UNION DES GRANDS VINS

法国展团

电话：0674519805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让 • 罗荣世家

法国展团

电话：038536812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夏邦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法国展团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FAMILLE DUBOIS DISTRIBUTION

法国展团

电话：0557324027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赫格诺家族酒庄

法国展团

         

电话：0557326515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CEA LAVIGNE

法国展团

电话：0557406009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DOMINIQUE PEYROT CHÂTEAUX ET DOMAINES

法国展团

电话：0608735892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GIRONDE ET GASCOGNE

法国展团

电话：055756404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VIGNOBLES SIOZARD

法国展团

电话：055784542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葡达集团

法国展团

         

电话：0623204534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法国彩色阿基坦大酒窖

法国展团

         

电话：064857008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EARL ROCHET

法国展团

         

电话：0556610242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卡罗家族

法国展团

         

电话：0556610242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达加萨克酒庄

法国展团

电话：0557881547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VIGNOBLES BOIDRON JEAN NOEL

法国展团

电话：0557516488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UNION DE GUYENNE

法国展团

电话：0556711004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巴朗德 -梅内莱

法国展团

电话：0556292930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ICARD CHÂTEAU ET VIGNOBLES (CHÂTEAU 

DE L’ORANGERIE)

法国展团

电话：0556715367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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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赛古尔葡萄酒庄联合体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556616185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VIGNOBLES M GALINEAU ET FILS EARL

法国展团

电话：0687714774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GABART LAVAL EXPORT

法国展团

电话：055751830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布尔产区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55794802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CELLIER DES CHARMETTES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60743362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ROLAND COIFFE 及合伙人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664227999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OENOSENSE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055661390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MAYNE VIEIL

法国展团

电话：055774300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雪莱酒庄

法国展团

电话：054532129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VINTAGES

法国展团

电话：055793128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CHÂTEAU LA GRANGERE (SCEA LE BOUSQUET)

法国展团

电话：0557744307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BWINE

法国展团

电话：066159317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BIM SIFRAM GROUP

法国展团

电话：014692637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EARL CHÂTEAU CANTINOT

法国展团

电话：066288374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ROBIN LAFUGIE

法国展团

电话：068897930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CHÂTEAU DES LANDES

法国展团

电话：062938777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法国南部 奥克塔尼大区之家

法国展团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OCIETE COOPERATIVE AGRICOLE CAVE 

PILOTE DE GALLICIAN

法国展团

         

电话：+15800529301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南麓酒业（上海）有限公司

法国展团

电话：0980888691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BBS

法国展团

电话：055797193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VIGNOBLES JAUBERT 

法国展团

电话：078654764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WINE AROUND 

法国展团

电话：0617092687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U.C FONCALIEU

法国展团

         

电话：+33468763325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TEYRAN AGRI SERVICES

法国展团

         

电话：+33467402125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CHANTOVENT

法国展团

         

电话：+3313098592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MONTPELLIER MEDITERRANEE METROPOLE

法国展团

         

电话：18502807674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MONTE BACCO GROUP

法国展团

电话：+33761828005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CV LES VIGNOBLES DU RIVESAL TAIS

法国展团

电话：+33468636969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ARL TOURS ET TERROIRS

法国展团

电话：+33046757518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ARL LES DOMAINES ROBERT VIC

法国展团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AS BRUNO ANDREU

法国展团

电话：+33628660336                    

参展目的： 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 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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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德克莱蒙酒庄 广州赢樽酒业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33380443144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WINES AND BRANDS SARL

法国展团

电话：+3360771203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S.A.R.L. FAMAEY DISTRI

法国展团

电话：+3367785949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圣希帝昂联合酒窖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33467382848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SARL VIGNOBLES ET TERROIRS DE FRANCE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33609136773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SARL MAISON VENTENAC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33675218977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VIGNOBLES ET VINS DE BLANVILLE

法国展团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电话：+33622815516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SARL LAFAGE

法国展团

电话：+33619751581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HENZHEN PUHUI (WINE CHANNEL) - LGI

法国展团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QINGDAO GLOBAL BRIGE INTERNATIONAL – 

CHÂTEAU TOUR DU MOULIN

法国展团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乐品伯馥

法国展团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ARL FLB RIGAL CHATEAU DU GRAND CAUMONT

法国展团

电话：+33468271082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巴萨罗酒庄

法国展团

电话：+33468451119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INGLA - CFV

法国展团

电话：+3396730779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CAV LES TERROIRS DU VERTIGE

法国展团

电话：33468440217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SARL DES CHATEAUX FONTARECHE ET SAINT EUGENE

法国展团

电话：+33468271001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朝日啤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捷克展团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905

电话：021-52929952

传真：021-52925308

邮箱：panzijie@asahibeer.co.jp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捷克进口的百年啤酒品牌“博世纳”

（Pilsner Urquell）。

展品介绍 ：

1842 年诞生于捷克皮尔森市的“博世纳”（Pilsner 

Urquell）啤酒，作为金黄色啤酒的先行者，始终坚持

对于啤酒酿造的初衷，177 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同

一个工厂酿造博世纳啤酒， 使用同样的皮尔森（Plzen）

软水，同样来自捷克扎泰茨（Zatec）的萨兹（Saaz）

啤酒花，同样来自捷克摩拉维亚（Moravia）的大麦，

以及同样的菌株酵母。

现在，我们把这个百年以来始终保持传统工艺，传统口

味的纯正皮尔森啤酒提供给中国的消费者，不仅是瓶装

的产品，还有独具风味的桶装啤酒，带来更加独特的口

感，以及充满魅力的捷克啤酒文化。

12B005T

Chips Praha s.r.o.

捷克展团

         

地址：Pražská 291
电话：00420-60328800

邮箱：herdova@previosa.cz/Tretter2@seznam.cz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 ：

CHIPS Praha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从属于 Tretter´s 缇蕾

特斯家族企业。 Tretter´s 家族活跃于各个领域，其中一

个是食品行业，生产面包干，蔬菜片等以及代理经销各式各

样的食品，是欧洲最大的蔬菜片生产厂之一。 其中有系列

为甜菜根和芹菜为主要原料，其为消费者带来传统薯片外的

新体验！ 选用欧洲优质蔬菜，用最新的经 IFS6 认证的生产

线生产，只采用海盐和天然调味料保证口感和香气 ，不含

麸质 ，适合素食者和顺素食者，是适合搭红酒的绝妙小食。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12B005T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处

法国展团

电话：028-66666060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寻找合作对象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2A003T/12B008T/12B009T/12C010T/12C011T

厦门市天蓝进出口有限公司

Skyland Global Ltd.

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泰地海西

中心 A座 1407

电话：0592-6056669

传真：0592-6056669

邮箱：info@skyland.me

参展目的：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专注于智利干红葡萄酒，致力向中国消费者

推介和提供原装进口的国外高品质高性价比葡萄酒。公

司自创始以来，始终坚持对卓越品质的不懈追求，所经

营的进口葡萄酒全部从原产地直接原瓶引进。

并且始终致力于倡导和维护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完

整的产业链条更是如此，国际食品安全认证，国际食品

标准认证，国际社会责任体系认证一应俱全，这些努力

也再次确保我们“以健康为根基，以人为本”的理念得

以宣扬。

12A004T-B

广州汇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HD Import Export Trade Limited Company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东路高德置地冬广场 H 座

2401B

电话：020-83982376

邮箱：273789603@qq.com

参展目的：向全国各地招商

展品介绍：维纳斯系列产品，赫伦系列产品，维拉系列

产品等原瓶进口葡萄。

12A004T-C

捷克柯莱斯特水晶有限公司

捷克展团

         

地址：Zamecka 730, 582 91 Svetla nad Sazavou Czech

Republic

电话：18702187794

邮箱：info@ceeintrade.com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 ：

捷克柯莱斯特水晶公司是捷克最大的水晶制造公司，在捷克拥

有两个水晶制造厂。第一个水晶制造厂是位于捷克城市 svetla 

nad sazavou 的全自动化生产线的水晶玻璃制造厂，主要产品

为各类实用及装饰性的水晶玻璃杯。另一家则是 1794 年成立的

坐落于 strání 的 Květná 水晶玻璃制造厂。这个水晶玻璃制造

厂至今仍然沿用纯手工工艺制造水晶并使用各种雕花装饰工艺。

公司大量水晶产品销往国外，目前已远销世界 82 个国家以上。

12B005T

捷克普热罗夫啤酒集团

捷克展团

         

地址：Komenského 3490/35, 750 02 Přerov I - Město,
Czech Republic

电话：18702187794

邮箱：info@ceeintrade.com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 ：

捷克普热罗夫啤酒集团旗下拥有捷克三大品牌啤酒：Litovel

（力特威）、ZUBR（野牛）、Holba（赫尔巴），三个品牌各有

特色。取法百年捷克传统工艺，九十天精心酿造，成就甘醇的“金

牌啤酒”。多了品类啤酒荣获 2015/2016/2017/2018 年“World 

Beer Awards”世界啤酒金奖。

12B005T

中盛煜和（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捷克展团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合肥道富力中心 B-1108

电话：022-58535105

邮箱：2798379842@qq.com

参展目的：例如，诚招中国西南经销商

开发全国代理商、经销商、酒店、团购等渠道

展品介绍 ：1872 年 4 月 8 日，PRIMATOR 酒厂正式在捷

克北部纳霍德镇 1516 奠基。次年开始正式生产捷克皇

家啤酒至今。PRIMATOR 酿造每一杯啤酒都使用源自捷克

国家岩石公园的天然矿泉水。得天独厚的好水也成为捷

克皇家啤酒卓越品质不可复制的基本因素之一。有着“捷

克黄金”之称的萨兹啤酒花被用于酿造捷克皇家啤酒，

这也是捷克皇家啤酒高贵血统不可复制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

12B005T

CRYSTALEX CZ s.r.o.

捷克展团

地址：B. Egermanna 634, 473 13  Novy Bor,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 487 742 267

传真：+420 487 727 846

邮箱：info@crystalex.cz

参展目的：开发西部市场，发展新客户，拓宽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 ：

捷克无铅水晶餐桌用品，如红酒杯、威士忌杯、醒酒器、

花瓶、果盆、酒具等

12B00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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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艾斯捷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捷克展团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锦江花园城水晶座 16 楼 A1

电话：15881188116

邮箱：1187299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区域经销商和合作商

展品介绍 ：

公司建立国内客户与捷克水晶制造商的合作平台，汇集

了代表性的捷克水晶设计师和艺术家，同时将具有百年

历史的捷克著名传统水晶品牌引入国内，其中包括传统

手工水晶首饰、24K 黄金水晶家居用品、手工切割传统

水晶器皿、艺术水晶收藏艺术品等等。

公司有稳定的进口资质、仓储物流渠道以及官方支持，

中国大区拥有自主开拓长期合作伙伴，有能力为全国各

地的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及合作渠道资源。公司通过以

“CZ&LASKA 捷克礼物”的全新标识亮相，线上线下结合

礼品定制多种渠道展现，打造全系列捷克优质水晶品牌

集合店。

12B005T

National Office for Vine and Wine

地址：126, Mt Dosoftei street, Chisinau, Republic 

of Moldova         

电话：+373 22 105 560                                                                 

邮箱：vgaraz@wineofmoldova.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and distributors 

of Moldovan wines

展 品 介 绍：Moldovan wine： high quality red, 

white, sparkling wines, with many awards at 

international wine contests. Every year, 

consumption of Moldovan wines in China increases 

with about 60%, which is a 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wine distributors.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Wine Australia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2410 室

电话：+86 21 6241 3890                                                                                           

邮箱：kevin.pan@wineaustralia.com      

参展目的：Showcase premium wine and brands from 

Australia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20 多个产区近 80 家酒庄的优

质进口葡萄酒。

12B006T  12D014T

上海金点贸易有限公司

捷克展团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425 号光启城大厦 1702 室

电话：（021）64822119

传真：（021）64822075

邮箱：tanfirm@g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西南经销商及终端客户

展品介绍 ：

捷克百得福是 700 多年文化遗产的啤酒品牌，品质和

威望传扬于世界各地，只产自捷克布杰约维的正版啤

酒百得福保证了它超群的质量，被欧盟授予 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的认证。

百得福啤酒采用世界公认的捷克优质原料生产，保证了

百得福啤酒纯正的品质。原料为：

1、Budejovicky Budvar Morovian 麦芽

2、Zatec cone 酒花

3、原厂地下 300 米的万年泉水，不少于 90 天的酿造时

间是大关键，啤酒更是干净爽口，不宿醉。丰富的泡沫

和新鲜的金黄酒色尽显百得福啤酒与众不同的特色。

12B005T

智利葡萄酒协会

Wines of Chile

地址： 上海市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440 号 431 室阿

波罗大厦   

电话：02161031725                     

邮箱：cguoma@winesofchile.org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促进智利葡萄酒在中国的持

续发展。                                             

展品介绍： 智利葡萄酒协会将携智利 21 个知名酒庄

带来各个产区的智利精品葡萄酒，参展酒庄有 Matetic 

Wine Group，La Ronciere， Viña Marty，Cumbre 

Austral Wines，Via Wines，Casas del Bosque，

Viña Echeverria，Valle Secreto，Viña Concha y 

Toro，Viña San Pedro Tarapacá，Viña Indómita，

Viña Aromo，Ventisquero，Viña Vistamar，Viña 

Morandé， Cremaschi Furlotti，Nobel Chile，

Siegel Family Wines，Terraustral Wines，Balduzzi

和  Casa Verdi。

12D012T

北京食发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hifa Technology Trade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 24 号馆 16 号楼

电话：010-53218355

传真：010-53218357

邮箱：Jacky.yue@bj-shifa.com 

参展目的：重点推广格鲁吉亚葡萄酒，诚招各区域代理

商

展品介绍：格鲁吉亚干白葡萄酒、格鲁吉亚干红葡萄酒，

格鲁吉亚半牵引起泡、恰恰及各种产国内格鲁吉亚的优

质葡萄酒。

12D013T

Walter Clappis Wine Co

地址：PO Box 398, McLaren Vale SA 5171     

电话：+61 883238818                                                                                                      

邮箱：IreneZhu@bullandbull.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产区的

Walter Clappis/Amicus Wines 澳力迦 /Hedonist 享乐

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01

Bull & Bull 

地址：GPO Box 1001, Adelaide, SA 5001 

电话：+61 881217881                                                                         

邮箱：irenezhu@bullandbull.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

萨谷产区的Sepp No.5 赛普5号和Vineyard Architect

酒庄 /South Australia 南澳产区的 Remarkable State 

Wines 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02

CHINA VINTAGE LIMITED 

地址：UNIT 1102 11/F, 118 CONNAUGHT RD WEST,

HONGKONG.

电话：+86 13651944476                                                                      

邮箱：mkt@chinavintage.com.cn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South Australia 南澳产区的

Tempus Two 天树酒庄和 Adelaide Hills 阿德莱德山区

产区的 Nepenthe 月萱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03

兰尼斯特酒庄

Lannister Group PTY LTD

地址：18 Gough Crescent, Firle, SA 5070  

电话：+61 881230106                                                                                              

邮箱：jessica@lannister.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South Australia 南澳州产

区的 Lannister 兰尼斯特酒庄 /自然特征 Murray Land 

穆雷河产区的 Caudo 康铎酒庄 / 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伦谷产区的 Bent Creek 本特溪酒庄和 Di Fabio 

迪法碧欧酒庄葡萄酒等。

巴罗萨酒匠

Artisans of Barossa Pty Ltd

地址：Cnr Magnolia and Light Pass Rd, Tanunda 

5352 SA   

电话：+61 885633935                                                                  

邮箱：cho@artisansofbarossa.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

萨谷产区的Artisans of Barossa巴罗萨酒匠葡萄酒等。

12 D014T-SA 13

The Spurs Wine Company Pty Ltd

         

地址：PO Box 61 Sevenhill, South Australia, 5453 

电话：+61 888434308                                                                                   

邮箱：aimee@awsgonline.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Clare Valley 克莱尔

谷产区的 Jeanneret 尚雷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04 12D014T-SA 09

安戈夫酒庄

Angove Family Winemakers

地址：555 The Parade, Magill, South Australia,

5072 

电话：+61 417899716                                                                                                        

邮箱：brooke.halkett@angove.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South Australia 南澳州产区

的 Angove Family Winemakers 安戈夫酒庄葡萄酒等。

12D014T-SA06

Penley Estate

地址：Head-Office 194 Main Road, McLaren Vale,

SA 5171

电话：+61 883238656                                                                            

邮箱：michael.armstrong@penley.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Coonawarra 库纳瓦拉

产区的 Penley Estate 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07

Heartland Wines

地址：24 Beulah Road, Norwood, SA, 5067 

电话：+61 883331363                                                                                               

邮箱：nick@heartland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Langhorne Creek 兰好

乐溪产区 Heartland Wines 酒庄葡萄酒等。

12D014T-SA 08

Australia Wine Merchants Pty Ltd

         

地址：12 Cedar AVE Warradale SA 5046                                      

电话：+86 13580579707                                                                

邮箱：pd@gzlittlestar.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克莱尔谷（Clare 

Valley）产区的 O'Leary Walker 奥利沃克酒庄葡萄酒

等。

12D014T-SA10

莱利斯酒庄

Reillys Wines

         

地址：PO Box 374, Kent Town SA 5071   

电话：+61 883580480                                                                                                        

邮箱：exports@reillys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South Australia 南澳州

Clare Valley 克莱尔谷产区的 Reillys Wines 莱利斯

酒庄葡萄酒等。

12D014T-SA11

Taylors Wines Pty Ltd

         

地址：Suite 2, Shed 72, 4F Huntley Street

Alexandria NSW 2015 

电话：+61 285853555                                                                                                  

邮箱：laurence.lau@taylors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Clare Valley 克

莱尔谷产区的 Wakefield Taylors Family Wines 威卡

菲泰勒家族酒行业葡萄酒等。

12D014T-SA 12

Wilsford Group Pty Ltd

地址：266 Glen Osmond Road, Fullarton SA 5063 

电话：+61 414506724                                                                                      

邮箱：exports@burgefamily.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

萨谷产区的 Burge Family Winemakers 堡歌家族酒庄葡

萄酒等。

12D014T-SA 14

Summergat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anghai) Co.,Ltd

地址：(Third floor, South Tower, 168 Mei Sheng 

Road,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pilot area)

电话：+86 021 63294433                                                                                 

邮箱：Catherine.Fan@summergate.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

萨谷产区的 Dorrien Estate 德灵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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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年酝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蕴北路 1755 弄 15 号 , 

201802 

电话：15881188116

邮箱：suria@palletnplate.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

萨谷产区的 First Drop 初雨酒庄葡萄酒等。

12D014T-SA 16

Serafino Wines

地址：39 Kangarilla Road, McLaren Vale SA 5171        

电话：+61 883230157                                                              

邮箱：maria@serafino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仑谷产区的 Serafino Wines 酒庄葡萄酒等。

狮门酒庄

Leogate Estate Wines

地址：1693 Broke Road, Pokolbin NSW 2320 Region 

Hunter Valley

电话：+61 249987499                                                                                       

邮箱：498823490@qq.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Hunter Valley 

猎人谷产区的 Leogate Estate Wines 狮门酒庄葡萄酒

等。

12 D014T-SA 26
 12 D014T-NSW 01

Murray Street Vineyards

地址：PO Box 278 Greenock SA 5360

电话：+61 885658373

邮箱：samjmason@murraystreet.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

萨谷产区的 Murray Street Vineyards 酒庄葡萄酒等。

12D014T-SA 17

Lan Wines Australia

地 址：NO.111Elizabet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86 18801818816

邮箱：kevin@lan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

萨谷产区的 Turkey Flat Vineyards 特富莱酒庄葡萄酒

等。

12 D014T-SA 18

Zinvin Pty Ltd

地址：PO Box 532 McLaren Vale SA 5171

电话：+61883830533

邮箱：kob@kroad.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产区的 Kangarilla Road Winery 袋鼠之路酒庄葡萄

酒等。

12 D014T-SA 25

泸州老窖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Luzhou Laojiao Youxuan Supply

地址：Room 1814，LuZhou LaoJiao building，NO.198 

Second Tianfu Street, Gaoxin District, Chengdu, 

Sichuan, China        

电话：+86 028 62689221                                                           

邮箱：wanglin8@lzlj.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Shottesbrooke 希拉谷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27

AUSBRIGHT INTERNATIONAL PTY LTD

地址：SUITE 12, 385 BELMORE ROAD, Belmore        

电话：+61 418866955                                                           

邮箱：cathy@ausbrightgroup.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Smidge Wines 司美琪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4T-SA 28

Collett Wines Pty Ltd

地址：P.O. Box 150 McLaren Vale, South Australia, 5171      

电话：+61 883830156                                                          

邮箱：ed@awsgonline.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Woodstock 酒庄葡萄酒等。

12D014T-SA 29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Wine Australia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2410 室

电话：+86 21 6241 3890                                                                                  

邮箱：kevin.pan@wineaustralia.com      

参展目的：Showcase premium wine and brands from 

Australia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20 多个产区近 80 家酒庄的优

质进口葡萄酒。

 12D015T

誉嘉酒业

Accolade Wines

地址：Accolade Wines, Reynell Road

电话：+85 023 7270507                                                                               

邮箱：elsie.yu@accoladewines.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仑谷产区的 Hardys 夏迪酒庄 /Barossa Valley 巴罗萨

谷产区的 Grant Burge 葛兰博酒庄葡萄酒等。

12D015T-SA 05

黛伦堡酒庄

d'Arenberg Pty Ltd

地址：58 Osborn Road, McLaren Vale 5171

电话：+61 883298470                                                                         

邮箱：swenson@darenberg.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d'Arenberg 黛伦堡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5T- SA 19

Australia Dionysus Wine Pty Ltd

地址：8 Balmain Drive, Northgate, SA 5085 

电话：+61 873256280                                                                                             

邮箱：kirk.zeng@dowiedoole.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Dowie Doole 都度酒庄葡萄酒等。

LTC Management Pty Ltd T/A/ Deep 

Woods Estate

地址：PO Box 1982 WEST PERTH WA 6872 

电话：+61 892825480                                                              

邮箱：stephenb@fogarty.wine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西澳洲 Margaret River 玛格

丽特河产区的 Deep Woods Estate 酒庄葡萄酒等。

12 E015T-WA 01

Jackson Family Wines

         

地址：425 Aviation Boulevard Santa Rosa, CA 95403 USA

电话：7075256283                                                                                 

邮箱：tiffany.stewart@jfwmail.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伦

谷产区的 Yangarra Estate Vineyard 和 Hickinbotham

酒庄葡萄酒等。

12D015T-SA 20 12 D015T-SA 24

礼拜堂山酒庄

Chapel Hill Winery

地址：PO BOX 194, McLaren Vale SA 5171

电话：+61 883244406                                                                                           

邮箱：mfragos@chapelhillwine.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Chapel Hill 礼拜堂山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5T-SA 21

宝石树酒庄

GEMTREE WINES

地址：32 Hamilton Road, McLaren Flat SA 5171

电话：+61 433136660                                                                                                               

邮箱：gary@gemtreewines.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Gemtree Vineyards 宝石树酒庄葡萄酒等。

12D015T-SA 22

哈尼特酒庄

HASTWELL AND LIGHTFOOT

地址：301 Foggo Rd, McLaren Vale SA 5171

电话：+61 425478683                                                                                                              

邮箱：jason.dai@depalla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Hastwell and Lightfoot Estate 哈尼特酒

庄葡萄酒等。

12 D015T-SA 23

Commodity Traders Australia Pty Ltd

         

地址：PO BOX 258 Murchison VIC 3610 Australia

电话：+61 358262688                                                                               

邮箱：john@trifonestate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Goulburn Valley 高

宝谷产区的 Trifon Estate Wines 天丰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5T-VIC 04

Commodity Traders Australia Pty Ltd

         

地址：PO BOX 258 Murchison VIC 3610 Australia

电话：+61 358262688                                                                               

邮箱：john@trifonestate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Goulburn Valley 

高宝谷产区的 Trifon Estate Wines 天丰酒庄葡萄酒

等。

12 D015T-VIC 05

BG Corporate

         

地址：52 Prince Albert Cres. Taylors Lakes 3641 

Victoria Australia

电话：+61 395338831                                                                              

邮箱：jo@ulupnawinery.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Goulburn Valley 

高宝谷产区 Ulupna Winery 澳露普纳酒庄葡萄酒等。

12D015T-VIC 06

嚎狼酒庄

Howling Wolves Wine Group WA PTY LTD

地址：3/42 ACHIEVEMENT WAY, Wangara, WA, 6065 

电话：+61 451896966                                                            

邮箱：perthyang@gmail.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西澳州 Margaret River 玛格

利特河产区的 Howling Wolves Wine 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5T-WA 02

Frankland Estate Wines

地址：Frankland Estate 530 Frankland Road 

Frankland River WA 6396

电话：+61 898551544                                                        

邮箱：hunter@franklandestate.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西澳州 Frankland River 福临

河产区的 Frankland Estate 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5T -WA 03

罗克岩酒庄

ROCKCLIFFE WINERY PTY LTD

地址：18 Hamilton Road, Denmark, Great Southern 

Western Australia, 6333 Australia

电话：+61 898482622                                                    

邮箱：JZ@rockcliffe.com.cn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州 /

Great Southern 大南部地区产区的 Rockcliffe Winery 

西澳罗克岩酒庄葡萄酒等。

12 D015T-WA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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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颂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Winsome Wine Merchant

地址：712, 799 Hulan Road,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电话：+86 021 31372801

邮箱：Apple@winsometrade.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西澳州 Great Southern 大南

部地区产区的 Rosenthal 罗森塔尔酒庄 /Geographe 吉

奥格拉菲产区的 IronCloud 铁云酒庄 /Margaret River 

玛格丽特河产区的 Trove Estate 天宝酒庄葡萄酒等。

12D015T-WA 05

100ITA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 8 号优士阁大厦 B 座

910 号

电话：010-58614296

传真：010-58614295

邮箱：s.gao@100ita.com

参展目的：保护传播继承 MADE IN ITALY

展品介绍：100ITA是在全世界范围保护、传播、继承“Made 

in Italy 意大利制造”的项目，旨在减少模仿和假冒的

意大利产品。

100ITA 同全世界任何希望推广真正“Made in Italy 意

大利制造”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合作，包括进口商、经销商、

旗下众多原装进口意大利葡萄酒，意大利果酱蜜饯，意

大利松露及蜂蜜，意大利面番茄酱和橄榄油等。

宝乐酒庄

BULLER WINES PTY LTD

地址：2804 FEDERATION WAY RUTHERGLEN VIC 3685

电话：+61 26032 9660                                                                                 

邮箱：jiaronglin@bigpond.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Rutherglen 路斯

格兰产区的 Buller Wines 澳洲宝乐酒庄葡萄酒等。

12E018T  12E019T-VIC 02

亚平宁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Aping Ning Wine Industry (Shenzhen) Co., Ltd.

地址：深圳南山区阳光科创

电话：28342678

传真：28342678

邮箱：1244863134@qq.com

参展目的：让消费者喝上高品质、高性价比的葡萄酒

展品介绍：Nero d’avola DOC 公爵 黑达沃拉干红 历年

都获得诸多奖项；2014 意大利小姐代言酒品！

12E017T-1

澳大利亚王都庄园酒业有限公司

Kingston Estate Wines

地址：Petersen Road, Kingston-On-Murray, SA 5331 

Australia

电话：+61885830532   

邮箱：tianyun.yu@kewines.com.au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中国各省区、各直辖市代理商和合

作方。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澳大利亚干白葡萄酒、

澳大利亚甜白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以及澳大利亚

干红葡萄酒、澳大利亚干白葡萄酒等散酒原酒进口葡萄

酒。

12E017T-2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Wine Australia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2410 室

电话：+86 21 6241 3890

邮箱：kevin.pan@wineaustralia.com

参展目的：Showcase premium wine and brands from 

Australia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20 多个产区近 80 家酒庄的优

质进口葡萄酒。

12E019T

Brown Family Wine Group

地址：Milawa, Victoria, Australia 3678

电话：+61 357205500

邮箱：h_xie@brownfwg.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Victoria 维多利亚州产区的

Brown Family Wine Group 酒庄葡萄酒等。 

12 E019T-VIC 01

Idyll Wine Co.

地址：PO Box 5346 North Geelong VIC, 3215

电话：+61 352284888                                                                            

邮箱：james@idyllwineco.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Coonawarra 库纳

瓦拉 / 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罗萨谷产区的 Idyll 

Wine Co. 葡萄酒等。

12 E019T-VIC 03

Yilin Enterprise(Aust) Pty Ltd

地址：Unit 3, 6 Benwerrin Drive, Wantirna VIC

3152, Australia

电话：+61 401080473                                                                           

邮箱：leonlin@iinet.net.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Western Australia 西澳州产

区的 Capel Vale Winery 开普酒庄 /South Australia 

南澳州产区的 Atlas Wines 阿特莱斯酒庄 / Victoria 

维多利亚州产区的 Clyde Park Vineyard 克里德勃克庄

园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01

Duxton Vineyards

地址：PO Box 785 Stirling SA 5152 

电话：+61 881309539                                                                       

邮箱：casey.mohr@duxtonvineyard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multiple regions 多产区的

Duxton Vineyards 酒庄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02

瑞福斯酒业

AC-Smartlink Pty Ltd

地址：Unit 18，21-35 Ricketts Road Mount Waverley 

VIC 3149

电话：+61 385106061                                                                                            

邮箱：qiyin@ac-smartlink.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Nagambie Lakes

纳 甘 比 湖 产 区 的 Tahbilk 德 宝 酒 庄 /Strathbogie 

Ranges 史庄伯吉山岭产区的 Elgo Estate 依谷庄园 /

Yarra Valley 雅拉谷产区的 Tokar Estate 托卡庄园和

南澳州 Coonawarra 库纳瓦拉产区的 Redman 瑞德曼酒庄

葡萄酒等。

GNT FINE WINES

地址：2 Squires Way Croydon South VIC 3136

电话：+61 398746869                                                         

邮箱：ashley@gntinternational.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

罗萨谷产区的 Thorn Clarke 荣颂酒庄和 Torbreck 萄

贝酒庄 / 维多利亚州 Nagambie Lakes 纳甘比湖产区的

McPherson 麦克菲森酒业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08

欧文酒庄

Irvine Wines

         

地址：63 Valley Road Angaston SA 5353

电话：+61 885641110                                                                                 

邮箱：whancock@irvinewine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Eden Valley 伊顿谷产

区的 Irvine Wines 欧文酒庄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03 12 E019T-AUS 06

瑞福斯酒业

AC-Smartlink Pty Ltd

地址：Unit 18，21-35 Ricketts Road Mount Waverley 

VIC 3149

电话：+61 385106061                                                                                            

邮箱：qiyin@ac-smartlink.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Nagambie Lakes

纳 甘 比 湖 产 区 的 Tahbilk 德 宝 酒 庄 /Strathbogie 

Ranges 史庄伯吉山岭产区的 Elgo Estate 依谷庄园 /

Yarra Valley 雅拉谷产区的 Tokar Estate 托卡庄园和

南澳州 Coonawarra 库纳瓦拉产区的 Redman 瑞德曼酒庄

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04

上海葡睿酒业有限公司

Magic Dynasty Pty Ltd.

地址：3B Glyndebourne Avenue, Toorak VIC 3142

电话：+61 398807595                                                                                           

邮箱：jassiedong@cellaraustralia.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产区的 Hentyfarm 

Wine 亨蒂酒园 /Norfork Rise Vineyard 诺富酒庄 /

Mount Langi Ghiran Vineyards 朗节酒庄葡萄酒等。

12E019T-AUS 05

Old Jarvie 澳爵酒庄

         

地址：17 High Street Willunga, 5172 South Australia

电话：+61 885562082                                                                                 

邮箱：yan@hitherandyon.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Old Jarvie 澳爵酒庄葡萄酒等。

12 E019T- AUS 06

GNT FINE WINES

         

地址：2 Squires Way Croydon South VIC 3136

电话：+61 398746869                                                                               

邮箱：ashley@gntinternational.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 Barossa Valley 巴

罗萨谷产区的 Thorn Clarke 荣颂酒庄和 Torbreck 萄

贝酒庄 / 维多利亚州 Nagambie Lakes 纳甘比湖产区的

McPherson 麦克菲森酒业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07

Oakwood Fine Wine Merchants Pty Ltd

地 址：Suite 11, 899 Whitehorse Road, Box Hill, 

Vic 3128

电话：+61 452467088                                                      

邮箱：sales@oakwoodfinewine.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Victoria 维多利亚州产区的

Mitchelton Wines 酒庄 / 南澳州 McLaren Vale 麦克拉

伦谷产区的 Mitolo Wines 酒庄葡萄酒等。

12E019T- AUS 09

Qualia Wine Services

地 址：15 Campbell Avenue, Irymple, Victoria, 

3498, AUSTRALIA

电话：+61 350249999                                                     

邮箱：j.rogers@qw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Multiple Regions 多产地产

区的 Qualia Wines 酒庄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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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a Wine Services

Winsome Wine Merchant

地址：15 Campbell Avenue, Irymple, Victoria,

3498, AUSTRALIA

电话：+61 350249999

邮箱：j.rogers@qws.com.au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or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展品介绍：来自澳大利亚 Multiple Regions 多产地产

区的 Qualia Wines 酒庄葡萄酒等

12 E019T-AUS 11

青岛中德生态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sino-german ecopark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太白山路 19 号

电话：0532-67791661  

传真：0532-67791661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 德国，智利，意大利进口红酒，啤酒，饮用水，

起泡酒

莱茵豪森城堡酒庄

Weingut Schloss Reinhartshausen Gmbh & CO.KG

地址：Hauptstrasse 39 D-65346 Eltville – Erbach

电话：+49 6123 750 4813   0086 13811559504                                                                                 

传真：+49 6123 750 4899

邮箱：Service@schloss-reinhartshausen.de     

参展目的：主要在中国大陆寻找新的进口商和合作伙伴，

并在展台上与关键客户进行谈判喝交谈，介绍我们德国

特有的标志性的德国雷司令以及顶级红葡萄                         

展品介绍：施洛斯 • 莱茵豪森酒庄城堡，起源于 1337

年得非常优质得德国莱茵高酒庄。我们酒庄拥有非常多

以及非常好得的一级田和特级田，就像施洛斯贝格特级

园（Schlossberg）和马布朗特级园（Marcobrunn.）

一样。实质上我们在各种出版社组织得各种国际比

赛中都得到了很多得奖项和赞誉。在古老的拱形房

间里，酒瓶可以追溯到 1861 年。传奇和独特的葡萄

酒，如 1911 年的埃尔巴切（Erbacher）Marcobrunn-

Trockenbeerenause 被 拍 卖， 是 施 洛 斯 • 莱 因 豪 森

（Schloss Reinhartshausen）酒庄葡萄酒文化最好得

证据。当然我们除了标志性的雷司令，也有来自黑比诺、

丹菲特和赤霞珠等品种的最好的德国红葡萄酒在欧洲都

有非常好的销售，现在在中国也受到了消费者很好的欢

迎。以我们酒庄单独制作的瓶子呈现给中国消费者，当

然这些红葡萄酒作为原产地和原始特征的证明。它们生

长在德国的普法尔茨，德国最好的红酒产区之一，因为

该产区日照时间长，气候温和。

12F020T-3A  12F021T-A-2

温州优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Youjia international trade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大峃镇城东大道银都花苑 4

号楼 011 号                   

电话：15805779129                                        

邮箱：26478322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意大利干红原瓶进口葡萄酒

12F020-1

LP Vietnam Business Institute Joint 

Stock Company

地址：81 Tran Thai Tong, Dich Vong, Cau Giay,

Hanoi, Vietnam                  

电话：+ 842437521528                                       

邮箱：Lp@Lpvn.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展品介绍：1- AGARWOOD SPIRITS – VIETNAM  

NATIONAL  LIQUOR

Agarwood Spirits

35%Vol. ; 40%Vol. ; 53%Vol

Price： From 18 USD/ Bottle 500ml to 45 USD/ 

Bottle 500ml

2- AGARWOOD INCENSE

Price： 60 USD/ Box 18 pcs

12F020T-2

SWT 西班牙精品酒庄俱乐部

Spanish Wine World Tour

地址：Calero Street 8, 2b 

电话：+34 677632717                      

邮箱：victor@spanishwinetour.com

参展目的：精品酒庄直接寻找中国各省市的进口商和经

销商

展品介绍：我们 SWT 是西班牙 19 个重要产区的 19 家精

品酒庄联合起来成立的中国出口俱乐部。我们这些酒庄

的优势在于：1) 葡萄酒质量非常高，西班牙最知名的葡

萄酒专家佩宁给予的评分均高于 85 分。 2) 当地性价比

最高的酒庄。3) 希望与中国买家建立直接合作关系。

12F020T-3B

中山市宝俪商贸有限公司

P&L Company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葵兴大道 253 号               

电话：0760-23631265               

传真：0760-23631101              

邮箱：13380880613@189.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新威尔城堡酒庄坐落于德国南部，是巴登奥

特瑙产区杰出的葡萄酒庄园。拥有 750 多年栽培和酿造

历史。酿酒师 Robert Schätzle 运用别致的酿酒工艺，

酿造出优质而风味独特的葡萄美酒。酒庄以 80% 的雷司

令和黑皮诺为主要的葡萄品种，生产多种红、白、甜型，

气泡的葡萄酒。1999年成为VDP德国顶尖酒庄联盟成员。

拥有 VDP 大区、村级、一级、特级葡萄园。而“石墙之

酒”更是享誉 250年。每一款通过醒酒和饮用最佳温度，

透出迷人的色泽、入口馥郁、丰满、余味悠长。

12F021T-A-1

厦门市雷司进出口有限公司

XIAMEN LEISI IMP.&EXP.CO.,LTD.

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嘉禾路中

埔社 10140 号 202 室            

电话：0592-2207238         

传真：0592-2207238       

邮箱：1370737952@qq.com      

参展目的：我司秉承德国进口葡萄酒的优质酿制工艺与

独特的产品文化，致力于德国葡萄酒的销售推广。成就

德国精品葡萄酒的引领者风范。                                             

展品介绍：  km501系列、雷柏行系列、德国VDP系列酒款、                                           

舒曼奈格系列  

12F021T-A-3

德国莱茵肯德曼酿酒厂

REH KENDERMANN GmbH

地址：Am Ockenheimer Graben 35, D-55411 Bingen

am Rhein, Germany                                                                                           

传真：+49 6721 901250

邮箱：stephen.masters@reh-kendermann.de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And Partners,

Throughout China, To Distribute Our Renowed, 

Award Winning, Quality German Red and White Win

es                           

展品介绍：Quality German Rieslings, Rivaner And 

Wine Blends From Dry To Sweet In Taste And High 

Quality German Red Wines, All Reh Kendermann 

Wines, Are Produced And Bottled By Our Winemakers 

at Our Modern Bottling Facility In Germany.

KESSLER-ZINK Weinkellerei GmbH

地址：An der Dohlmuehle 3-5, D-55237 Flonheim

电话：+49 6734 9410-0                                                         

传真：+49 6734 9410-20

邮箱：info@kessler-zink.de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 Distributors 

in China, Display of our products                          

展品介绍：German whitewine, German redwine,

Icewine, sweet white wine, red wine, 

from region Rheinhessen in Germany, very flexible 

and powerfull, private winery. Own warehouse in 

China, own office in China

12F021-T-A-10

德国彼得美德酿酒集团

Peter Mertes Asia Limited

         

地址：Bornwiese 4, D-54470 Bernkastel-Kues

电话：+886-2-28831906                                                                                

邮箱：J.lee@mertes-asia.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in Great China 

Region                          

展品介绍：As the largest wine company in

Germany, we carry various wine categories and 

package solutions to meet your needs. For wines, 

there are still wine, sparkling wine, sparkling 

cocktail, alcohol-free wine and organic wine. 

For package, we have glass bottle, Tetra, bag-

in- box and can.

12F021T-A-4 12F021T-A-7

万希尔酒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Vinhill Fine Wine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花园路 128 号 7 街区 A 座 2032 

室

电话：021-36368488       

传真：021-36368488-8011    

邮箱：tong@vinhill.cn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分销商，代理商，直接客户      

展品介绍：我们是最专业的德国葡萄酒公司，精心挑选

的德国酒庄及酒品，为您呈现丰富多样，真实高质量的

德国葡萄酒同时，也为您带来德国葡萄酒文化。公司现

有酒款超过130种。包含葡萄酒，起泡酒，烈酒和利口酒。

公司专注于推广德国葡萄酒及葡萄酒文化 

12F021T-A-5

Weingut Heinrich Vollmer GmbH & Co. KG

Winery Vollmer

地址：Goennheiner Str. 52.   D-67158 Ellerstadt 

. Germany

电话：+49(0) 6237 4003 26       

传真：+49(0) 6237 8366    

邮箱：ji.wang @vollmerweine.de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wine dealers direct from 

the winery in Germany      

展品介绍：雷司令，德国，高级优质白葡萄酒 德 国 富

尔默酒庄， 5 年，3.30 欧元。雷司令，半干，高级优质

白葡萄酒，德国富尔默酒庄 5 年，4.00 欧元。戴

德斯海姆雷司令，德国，高级优质白葡萄酒，德国富尔默

酒庄，5 年，国内价格。琼瑶浆，德国，高级优质白葡萄

酒精选，德国富尔默酒庄，10 年，7.00 欧元。葡萄牙美

人 德国，高级优质红葡萄酒，德国富尔默酒庄 

5 年，4.40 欧元。黑皮诺，德国，高级优质红葡萄酒，德

国富尔默酒庄 8年，5.30欧元。赤霞珠，德国，

高级优质红葡萄酒，德国富尔默酒庄 10 年，国内价格

12F021T-A-6

中山市天傲名家贸易有限公司

Certiz Premier Products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2907B   

电话：020-37283611                    

传真：020-37283601                    

邮箱：serena@certiz.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区域代理商和独家代理商。                                             

展品介绍：德国雷司令、德国黑皮诺、德国名庄、德国

甜白、德国干白、德国干红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12F021T-A-8

艾易伟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

IEA International Trading Qingdao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71 号 旺角大厦 

16A                   

电话：0532-8202 2080                  

传真：0532-8202 3220                  

邮箱：kempf@iea-trading.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德国高级优质雷司令、奥地利干白、干红葡

萄酒 

12F021T-A-9

致久（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

Zhijiu(Beijing)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嘉悦广场 3号楼 1306 室   

电话：18010193286   

传真：010-83724259  

邮箱：bjzhijiu@163.com                  

参展目的：牵手德协，宣传德国葡萄酒文化                                             

展品介绍：德国雷司令 , 黑皮诺，灰皮诺，白皮诺，琼

瑶浆干型，半干，甜型，晚收，冰酒，GG 等特选精品酒

庄葡萄酒。中德致久，专注德国！

12F021T-A-11

北京叁拾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Sunshine Pioneer Trade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郊半壁店 59 号 1 号楼 1 层 1266

室    

电话：010-88596250        

传真：010-88596250        

邮箱：tsrebb@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北京叁拾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德国精

品葡萄酒进口销售及德国葡萄酒文化传播。在德国美因

茨设有分公司（Main Spring International GmbH），

拥有专业的葡萄酒采购团队，覆盖全德十三个产区，所

有德国葡萄品种，是一家集德国酒庄采购、德国出口，

中国进口、中国境内批发与零售的五位一体综合商贸公

司。专注于德国精品葡萄酒的原瓶进口和销售，进口酒

类涵盖了德国所有葡萄品种：雷司令、黑皮诺、丹菲特、

西万尼、白皮诺、灰皮诺、葡萄牙美人、胡塞尔、巴克

斯等。

12F021T-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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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亨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Yiheng Industrial Co.,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1080 号 10 号楼 208 室     

电话：021-34688137                          

邮箱：ldf@3cmfood.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浙江、广州、上海、江苏、北京等

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ALLENDORF 阿兰道夫酒庄诞生于 1292 年，酒

庄距今已有 700 年的历史，酒庄目前是德国莱茵高温克

尔地区最大的家族私人酒庄，酒庄拥有75公顷葡萄面积。

12F021T-A-13

万国酒联（北京）国际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Universal Wine Union (Beijing) 

International Wine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8 号 4 号楼 9510 室                   

电话：010-68719202                    

传真：010-68719212                    

邮箱：globalwines@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地加盟连锁葡萄酒专卖店（全球美

酒汇），招募全国各城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世界 18 个国家原瓶进口葡萄酒，高中低共

400款单品，各种类型葡萄酒，洋酒，进口啤酒应有尽有。

福建贝隆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PERON INTERNATION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福建省长乐市进城路皇庭丹郡 4 号楼 6-8 号旗舰

店

电话：0591-28630188 

传真：0591-28630188 

邮箱：383108831@qq.com 

参展目的：扩大贝隆国际酒业影响力，诚招各地省市代

理商  

展品介绍：阿根廷干红干白葡萄酒、  西班牙干红葡萄

酒、法国干红葡萄酒、智利干红干白葡萄酒。

12F022T-A-0  12F022T-A-3

科吕瑟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Kelvse Enterprise Co., Ltd.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 1588 弄 6 号 202-4 室                   

电话：021-52710539                    

传真：021-51069063                    

邮箱：roemerhof@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德国罗曼霍夫酒庄的葡萄酒                                              

展品介绍：我们是德国罗曼霍夫酒庄的中国办事处。

酒庄位于世界最著名的雷司令葡萄酒产区莫泽尔，在

德国最大的产区莱茵黑森也拥有葡萄园。酒庄葡萄园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也就是距今 2000 年以

前，而酒庄庄主艾菲尔先生的家族从 1642 年开始拥有

和经营这些葡萄园。在莫泽尔，酒庄拥有世界最好的

雷司令酒园日晷园（Wehlener Sonnenuhr），奇药园

（ Trittenheimer Apotheke）， 天 堂 园（Graacher 

Himmelreich），欢浴园（Bernkasteler Badstube），

主牧园（Graacher Domprobst）。在莱茵黑森，酒庄拥

有 克劳森教堂园（Abenheimer Klausenberg）等名园。

12F021T-A-14

德国葡萄酒联盟（中国）有限公司

GERMAN WINE ALLIANCE(CHINA)CO.,LIMITED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5 号

电话：4008859179

传真：021-58661358 

邮箱：288109028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经销商，扩大品牌美誉度

展品介绍：我司从事原装进口德国葡萄酒的经营销售。“保

持葡萄酒最原始的本色”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我司

产品来自德国八大主要产区的十余家德国 VDP 精品酒联

盟成员，以享誉全世界的雷司令葡萄酒为主，为国内消

费者带来纯正的德国葡萄酒体验。

12F021T-B

广州市千业贸易有限公司

QY WINE &SPIRITS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 12 号锦绣华庭 1座 802

电话：020-34808111                      

邮箱：44578734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原瓶进口多国优质葡萄酒，意大利多个产区

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有皮埃蒙特、马凯、托斯卡纳、威

尼托、西西里岛、普利亚等。南非的皮诺塔吉，法国干

红等。

12F022T-A-1

海南国盈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Hainan Inter wealth Limited.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 15 号环海国际商务大厦 12D                   

电话：0898-68575299                   

传真：0898-68572600                 

邮箱：sarongsberg@163.com                  

参展目的：原瓶原装南非葡萄酒诚招各级代理商、经销

商。                                              

展品介绍：（1）图尔巴产区 SARONSBERG CELLAR 沙朗

博格酒庄获国际大奖无数，艺术之源西拉、如意红葡萄

酒橡木桶陈酿 20 个月，酒体饱满有层次，余香悠长。

16 个月橡木桶陈酿的艺术空间系列以性价比超高而著

称。（2）达令产区的 ORMONDE ESTATE 奥曼迪庄园，限

量出品的喜奥多、巴森系列的混酿和马尔贝克花香果香

回荡，酒体优雅；亚历山大芳葶系列酒体平衡，易饮。

12F022T-A-2

福建贝隆国际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PERON INTERNATIONAL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福建省长乐市进城路皇庭丹郡 4 号楼 6-8 号旗舰

店

电话：0591-28630188 

传真：0591-28630188 

邮箱：383108831@qq.com 

参展目的：扩大贝隆国际酒业影响力，诚招各地省市代

理商  

展品介绍：阿根廷干红干白葡萄酒、  西班牙干红葡萄

酒、法国干红葡萄酒、智利干红干白葡萄酒。

 12F022T-A-4

珠海旺得来酒业有限公司

Zhuhai Wonderland-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凤凰路 2088 号珠都国际广

场 B座 2804                  

电话：0756-211 8910                  

传真：0756-211 8619                  

邮箱：158472763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招全国各地经销商及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阿根廷、智利及法国中高端进口葡

萄酒，性价比高，全国独家代理。

 12F022T-A-5

珠海逸金酒业有限公司

Zhuhai Yijin  Co.,Ltd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内 6116          

电话：0756-2606727                    

传真：0756-2606727                   

邮箱：tanchuying@21cn.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级代理商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及西班牙著名产区原装原瓶进口精品酒：      

A、我司进口的法国干红、甜白葡萄酒所在产区（AOC 级

别以上）：            

左岸产区：玛歌、波亚克、圣朱利安、上美度、                       

右岸产区：卡斯蒂永丘、布拉伊丘、弗朗丘、圣爱美隆、               

法国西南部：贝杰哈克。                                           

B、我司进口的西班牙干红葡萄酒所在产区（DO 级别以

上）：里奥哈、纳瓦拉  

陈 酿 级 别 有：Joven  Crianza  Reserva  Gran 

Reserva 中国独家总代理系列 

大连泛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A Premier Wine Cellar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安达大厦乙座 1210 号

电话：0411-84307199

邮箱：765745159@qq.com

参展目的：广泛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

7、意大利伯塔尼酒庄：意大利四大阿玛罗尼酒王之一

8、意大利霓塔蒂酒庄：“意大利的木桐堡”，托斯卡

纳黑公鸡顶级名庄

9、意大利赛马酒庄：意大利阿布鲁佐新兴酒庄

10、德国乔治穆勒酒庄：德国 VDP 顶级酒庄联盟协会成

员

11、美国金斯密特酒庄：美国国宴酒单常用酒庄

12、智利雨果酒庄：意大利裔酿酒师，有机种植，纯净

无比

12F022A-12

上海健丰实业有限公司

JF CORPORATION LIMITED

         

地址：上海市长阳路 235 号鼎立大厦 2805 室     

电话：021-65863024                  

传真：021-65861457                  

邮箱：edwin@jf-best.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澳大利亚葡

萄酒、进口起泡酒等。

12F022T-A-6 12F022A-9

深圳市玛圣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MAISON TRA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坂大道 1号城市酒店 7D

电话：0755-25540519

传真：0755-25540519

邮箱：443946059@qq.com

参展目的：诚征国内区域经销商、加盟店及区域经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法国干白葡萄酒、智利干

红葡萄酒

12F022T-A-7

北京京糖盛世美丽华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JingTang shengshi Meilihua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榴乡路 88 号石榴中心 21 号楼 104                   

电话：4000502199                                                

邮箱：28975286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城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漫山酒庄位于南澳麦克拉伦谷产区，是一

座澳大利亚五星级精品酒庄。由 Richard Leask 和

Malcolm Leask 两兄弟所共同创建。“&”代表着连接，

也是酒标的灵感来源。漫山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

作，根据酒中的风味和传达出来的感受去设计酒标，有

别于先有艺术作品，再贴到酒瓶上以增加酒的价值，漫

山酒标的设计与出现，从艺术角度讲，是让消费者从观

看变成了体验。

12F022T-A-8

上海健丰实业有限公司

JF CORPORATION LIMITED

         

地址：上海市长阳路 235 号鼎立大厦 2805 室     

电话：021-65863024                  

传真：021-65861457                  

邮箱：edwin@jf-best.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澳大利亚葡

萄酒、进口起泡酒等。

12F022A-10

大连泛荣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A Premier Wine Cellar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安达大厦乙座 1210 号

电话：0411-84307199

邮箱：765745159@qq.com

参展目的： 广泛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

1、意大利伯塔尼酒庄：意大利四大阿玛罗尼酒王之一

2、意大利霓塔蒂酒庄：“意大利的木桐堡”，托斯卡

纳黑公鸡顶级名庄

3、意大利赛马酒庄：意大利阿布鲁佐新兴酒庄

4、德国乔治穆勒酒庄：德国 VDP 顶级酒庄联盟协会成

员

5、美国金斯密特酒庄：美国国宴酒单常用酒庄

6、智利雨果酒庄：意大利裔酿酒师，有机种植，纯净

无比

12F022A-11

广州澳太商贸有限公司

MEGA WINES AUSTRALIA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侨源山庄新侨楼二层 

电话：020-38886322          

传真：020-38038218          

邮箱： vip@megawines.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 

澳太酒业于 2008 年在中国广州成立，主营澳洲酒，旗

下代理品牌包括：

博古酒庄（Brokenwood) - 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的头号

名庄

卡黛罗酒庄 (Credaro) - 西澳马嘉烈河的意大利传奇家

族

西海马酒庄 (West Cape Howe) –西澳大南区”澳洲最

具性价比酒庄”

宝瓶树酒庄 (Boab Tree) - 东南澳年销量数十个集装箱

的亲民品牌

荷氏酒庄 (Hobbs of Barossa) – 南澳巴罗萨枯藤酿造

法忠实传承者

猎艳酒庄 (Trial & Scout) – 始于南澳巴罗萨，酿造

澳洲最佳西拉

黄金蟹 (Ghinni Gunda) - 南澳麦凯伦谷产区彰显土著

文化

雷洛酒庄（Go Fish）- 维州北部冷凉产区高性价比品

牌 

12F022T-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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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澳太商贸有限公司

MEGA WINES AUSTRALIA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侨源山庄新侨楼二层 

电话：020-38886322          

传真：020-38038218          

邮箱：vip@megawines.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 

澳太酒业于 2008 年在中国广州成立，主营澳洲酒，旗下

代理品牌包括：

博古酒庄（Brokenwood) - 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的头号

名庄

卡黛罗酒庄 (Credaro) - 西澳马嘉烈河的意大利传奇家

族

西海马酒庄 (West Cape Howe) – 西澳大南区”澳洲最

具性价比酒庄”

宝瓶树酒庄 (Boab Tree) - 东南澳年销量数十个集装箱

的亲民品牌

荷氏酒庄 (Hobbs of Barossa) – 南澳巴罗萨枯藤酿造

法忠实传承者

猎艳酒庄 (Trial & Scout) – 始于南澳巴罗萨，酿造澳

洲最佳西拉

黄金蟹 (Ghinni Gunda) - 南澳麦凯伦谷产区彰显土著文

化

雷洛酒庄（Go Fish）- 维州北部冷凉产区高性价比品牌 

12F022T-A-14

广州昊其弘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guang zhou hao qi ho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广州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68 号百富广场 4楼 D28             

电话：020-36704028                            

邮箱：305542519@qq.com              

参展目的：展览产品，扩展市场                                         

展品介绍：主营“蒂隆”品牌，以法国，智利为主 

欧洲马其顿戴维娜酒庄

DALVINA WINERY MACEDONIA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沪路 99 弄 3 号

813 室                     

电话：4000579279  021-50135936                                                                                                            

邮箱：dalvina@dalvinachina.com                                             

参展目的：介绍马其顿酒，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1. 戴维娜 1991 混酿红葡萄酒 （2014 年、

13%vol、此款葡萄酒的名字就是马其顿独立的年份）                                                

2. 戴维娜韵丽干红葡萄酒（2013 年、14%vol、戴维娜

的韵丽是马其顿的独有品种，马其顿驻华大使馆制定宴

会用酒）                                                                

3. 迪奥尼斯韵丽干红葡萄酒（2016 年、15.2%vol、此

款酒是酒体呈现深深地紫红色，复杂的香气里面夹杂着

黑李子、黑莓和炒咖啡豆的气味）                    

迪奥尼斯梅洛干红葡萄酒（2016年、15.7%vol、此款酒，

色泽深邃亮丽，黑樱桃和黑胡椒等黑色水果的组合而成

的混合香气，夹杂着野生樱桃产生的新鲜口感）

12F022T-A-16

福州利博伦贸易有限公司

FUZHOU LIBOLUN TRADING CO LTD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亭洲路悦榕公馆 3#2801               

电话：0591-83610155                                     

邮箱：92184991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澳洲，智利，西班牙，意大利五个国

家原装原瓶进口葡萄酒 

12F022T-A-15

醉萌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Zui meng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ghai 

) Co., lt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07-3 号巨丰商务 3 号楼

502 室  

电话：18501662527                           

邮箱：276327240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浙沪皖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马丁的皮卡西拉红葡萄酒、罗纳之花老藤干

红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12F022T-A-1

摩尔多瓦帝国酒业有限公司

IMPERIAL VIN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柳青路    

电话：13586991007                         

邮箱：15312725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等省区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要经营摩尔多瓦进口红酒，主要产

品有修道士心灵半甜红葡萄酒和半甜白葡萄酒等，产品

远销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德国、英国、罗马

尼亚等地，曾获 38 枚金奖，被国际评酒会授予最高国

际质量奖。目前，Imperial vin 在俄罗斯红酒市场占有

率近 50%，特别是修道士心灵系列已连续六届荣获全国

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名，被俄罗斯商品行业和协会一

致认可为俄货经典代表 。同时，公司还提供摩尔多瓦

红酒 OEM 业务 ，帝国酒业诚邀请您的加盟合作。

12F022T-A-18

12F022T-A-19

邵阳市悦吉贸易有限公司

Yueji Trade Co., Ltd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宝庆区大祥路 153 号                 

电话：13907394893                            

邮箱：yuejitrade@yuejitrade.com                  

参展目的：认识客户，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法国进口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气泡葡

萄酒以及桃红葡萄酒

12F022T-A-20

广州市千业贸易有限公司

QY WINE &SPIRITS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 12 号锦绣华庭 1座 802

电话：020-34808111                     

邮箱：44578734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原瓶进口多国优质葡萄酒，意大利多个产区

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有皮埃蒙特、马凯、托斯卡纳、威

尼托、西西里岛、普利亚等。南非的皮诺塔吉，法国干

红等。

12F022T-A-21

珠海市哥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GOTOWINE E-COMMERCE CO.,LT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永南路 33 号隆盛大厦 1栋 3楼 308

电话：0756-3366066

传真：0756-3366066

邮箱：gotowine_zh@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文化，公司品牌，重点诚招全国省

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营智利干红葡萄酒，西班牙干红葡萄，意

大利干红葡萄酒，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 

大连依信贸易有限公司

Dalian Yixin Trading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751 号一层 14 号

电话：13309862996

传真：0411-84510317

邮箱：105776115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意大利葡萄酒，全国范围内发展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进口意大利三个产区的十余款葡萄酒，

其中有圣安德烈酒庄，阳光酒庄，格利来希诺酒庄等。

12F022T-B-7

天津微酒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eijiuke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远景庄园 53-1

电话：022-65816919

传真：4006910989

邮箱：1220932190@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杰豹庄园，阿玛罗尼，等中国总代理

展品介绍：杰豹庄园｜阿玛罗尼｜等意大利精品葡萄酒

12F022T-A-22 12F022T-B-4

珠海猴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MONKEYLOVE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永南路 33 号隆盛大厦 1栋 3楼 307

电话：0756-3366066

传真：0756-3366066

邮箱： gotowine_zh@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文化，公司品牌，重点诚招全国省

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智利干红葡萄酒，西班牙干红葡萄，意大利

干红葡萄酒，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

12F022T-A-23

青岛星龙进出口有限公司

Qingdao Stardragon Trad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北区延安一路 31 号 -10

电话：0532-82717676

传真：0532-82717676

邮箱：873294772@qq.com

参展目的：专注于全球知名产区的原瓶葡萄酒运营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泰伦达酒庄，尊重自然、手工采摘、

艺术酿造的百年传承。酒庄的老藤酒，每一款无论从葡

萄品种、土壤、树龄、酿造都拿捏准确，受到意大利大使、

欧洲金牌侍酒师、中国葡萄酒专家和爱好者的高度评价。

12F022T-B-3

康廷万多（青岛）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Sparkling World

         

地址：青岛市龙城路 31 号 4-1117 室

电话：82888811

传真：82888810

邮箱：2088758482@qq.com

参展目的：致力于提供优品低价的意大利葡萄酒 .

展品介绍：意享天下 意大利万多酒庄位于意大利艾米

利亚罗马涅大区皮亚琴察省境内提多河谷两岸，万多酒

庄成立以来直至今日，一直得到历代皇家及政府的认可

与好评，更有幸成为教会保罗三世每天下午必饮的葡萄

酒。 从最初以种植葡萄销售基础酒为主到创新的现代

生产系统，成为酒庄故事的一个持续主题。

12F022T-B-5

康廷万多（青岛）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Sparkling World

         

地址：青岛市龙城路 31 号 4-1117 室

电话：82888811

传真：82888810

邮箱：2088758482@qq.com

参展目的：致力于提供优品低价的意大利葡萄酒 .

展品介绍：意享天下 意大利万多酒庄位于意大利艾米

利亚罗马涅大区皮亚琴察省境内提多河谷两岸，万多酒

庄成立以来直至今日，一直得到历代皇家及政府的认可

与好评，更有幸成为教会保罗三世每天下午必饮的葡萄

酒。 从最初以种植葡萄销售基础酒为主到创新的现代

生产系统，成为酒庄故事的一个持续主题。

12F022T-B-6

天津唯意利达酒品销售有限公司

Tianjin Vinitalia Wine Sales Co.,Ltd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浯水道怡林园 2-3-101

电话：022-81331151

传真：022-81331151

邮箱：vinitalia@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加盟商和经销商。

展品介绍：唯意利达酒品是一家经营原装进口意大利葡

萄酒的品牌专业机构，专注于为中国消费者引进来自意

大利的一线精品葡萄酒。我们有着 10 多年的欧洲意大

利进口葡萄酒的销售经验， 自 2013 年，公司的焦点转

到了中国市场。自进入中国市场后，公司始终坚持对卓

越品质的不懈追求，唯意利达酒品有资深的品酒专家来

精心挑选多款精选葡萄酒，来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品味，

从而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除此之外，我

们还提供葡萄酒知识讲座

12F022T-B-9

美亚酩庄 AAC Wine

AAC WIne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华保险大厦 15 层

电话：18601921232

传真：010-85233016

邮箱：kami.jiang@qq.com

参展目的：意大利精品名庄酒 全国招商 招城市合伙人

展品介绍：皮埃蒙特产区：超级阿斯提巴贝拉干红，罗

埃洛阿内斯干白，巴罗洛，内比奥罗，都财多，阿斯提

莫斯卡托，阿斯提巴贝拉，小花阿斯提巴贝拉；托斯卡

纳黑公鸡产区：微风干托斯卡纳桑娇维塞，经典奇安提，

臻藏经典奇安提，特选臻藏经典奇安提；托斯卡纳蒙塔

奇诺产区：蒙塔奇诺，布鲁奈罗，臻藏布鲁奈罗；坎帕

尼亚产区：爱格尼科，格莱科，菲亚诺，法兰姬娜，图

拉斯，臻藏图拉斯

12F022T-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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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酩庄 AAC Wine

AAC WIne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华保险大厦 15 层

电话：18601921232

传真：010-85233016

邮箱：kami.jiang@qq.com

参展目的：意大利精品名庄酒 全国招商 招城市合伙人

展品介绍：皮埃蒙特产区：超级阿斯提巴贝拉干红，罗

埃洛阿内斯干白，巴罗洛，内比奥罗，都财多，阿斯提

莫斯卡托，阿斯提巴贝拉，小花阿斯提巴贝拉；托斯卡

纳黑公鸡产区：微风干托斯卡纳桑娇维塞，经典奇安提，

臻藏经典奇安提，特选臻藏经典奇安提；托斯卡纳蒙塔

奇诺产区：蒙塔奇诺，布鲁奈罗，臻藏布鲁奈罗；坎帕

尼亚产区：爱格尼科，格莱科，菲亚诺，法兰姬娜，图拉斯，

臻藏图拉斯 

12F022T-B-13

广州市意得贸易有限公司

Idee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46 号天誉花园二期

C3001

电话：38852091

传真：38852091

邮箱：may@vmfinewines.com

参展目的：致力向国人提供性价比高的意大利葡萄酒

展品介绍：VM 精品葡萄酒有两位创始人，他们都热爱葡

萄酒，拥有丰富的葡萄酒知识。艾文出生于意大利托斯

卡纳的基安蒂莎，那 里是著名的意大利葡萄名酒如基

安蒂和蒙塔奇诺的布鲁尼洛 的发源地，他 18 年前来到

中国开始从事酒店管理，后来转型 创立这家葡萄酒公

司。 马丁是一位中国的商人，他对意大利的葡萄酒和

食品有着浓 厚的兴趣。

江苏开元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Jiangsu Skyrun Internaitional Wine Business 

CO.,LTD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50 号国际经贸大厦 13 楼

电话：4008811909

传真：025-86796801-8003

邮箱：973777596@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招商

展品介绍：澳洲原瓶进口亚兰尼斯自有品牌系列干红葡

萄酒、保利永豐自有品牌浓香型、酱香型系列白酒、法

国原瓶进口菲尼庄园自有品牌系列干红葡萄酒。

12F022T-B-19
12F023T-A-2

大连依信贸易有限公司

Dalian Yixin Trading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751 号一层 14 号

电话：13309862996

传真：0411-84510317

邮箱：105776115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意大利葡萄酒，全国范围内发展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进口意大利三个产区的十余款葡萄酒，

其中有圣安德烈酒庄，阳光酒庄，格利来希诺酒庄等。

12F022T-B-16

大连依信贸易有限公司

Dalian Yixin Trading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 751 号一层 14 号

电话：13309862996

传真：0411-84510317

邮箱：105776115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意大利葡萄酒，全国范围内发展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进口意大利三个产区的十余款葡萄酒，

其中有圣安德烈酒庄，阳光酒庄，格利来希诺酒庄等。

12F022T-B-17

杭州尚莉欧贸易有限公司

Hangzhou Shangliou Trade Co.,Ltd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城纪商务大厦 1号楼 803 室                  

电话：13735867336                   

传真：0571-85026680               

邮箱：15849293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浙沪、中西部地区总代理                                             

展品介绍：意大利圣乔瓦尼有机酒庄系列 

12F023T-A-1

北京众拓必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tuobiheng International 

Wine Co., 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8 号 4 号楼 9510 室                   

电话：010-68719202                    

传真：010-68719212                    

邮箱：globalwines@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市经销商。                                              

展品介绍：球王马拉多纳代言的阿根廷索拉诺葡萄酒。

12F023T-A-2

珠海市品悦贸易有限公司

Zhuhai Pinyue Trading Co,Lt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北二路一号扩建

B型厂房二楼                   

电话：0756-8895445                                       

邮箱：309121347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提高公司的品牌和形象得到推

广。

展品介绍：（1）珠海品悦与保罗酒庄、瑞兔酒庄、修

道院酒庄等已签约中国地区的独家总代理。目前公司主

营多款不同品种的干红、干白和桃红葡萄牙原装进口葡

萄酒。（2）品悦为该系列产品的经销商及总经销商，

每瓶葡萄酒均直接从葡萄牙进口，减少了中间商环节，

保证品质的同时，在价格上具有无可竞争的优势。（3）

多款不同口感的葡萄酒，能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口感、

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但公司仍将积极地开拓新的酒

庄，引进新的产品，以满足国内不断细分的市场。

12F023T-A-3

深圳欧盟酒业有限公司

Shen Zhen Shi Oakman Wine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清泉路 121 号 10 楼

电话：4000755923

传真：0755-86204133

邮箱：mille@om-wines.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柔缤城堡十字之地红葡萄酒、圣何塞阿帕塔

单一葡萄园佳美娜红葡萄酒、云舒•马瑟兰干红葡萄酒、

云卷 •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12F023T-A-3

上海意宾利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KY BENTLEY WINERY PTY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意路 499 号一栋座 2楼

电话：021-52301199 

传真：021-52301199-816

邮箱：1033329190@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区域经销商，省级为单位的招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宾利葡萄酒和法国宾利洋酒，主要以

高端精品酒为主

 

Antonio Basso &  filhos Ltda

“Cancao ” Wines

地址：Mato  Perso S/N 4 O   distrito de Flores 

da Cunha

传真：+55 54 3538 0280

邮箱：Vander@afianci.com

参展目的：We will be looking for importers 

and distributors in China for our recognized 

brazilian 

展品介绍：Our wine is produced in the famous

Serra region in the south of Brazil. They 

include 

Red table wines, dry , and sweet, we will be 

displaying red grape juice, also strawberry/

peach/ pineapple cooler

12G024T-1

Cooperativa Agroindustrial Nova 

Aliance ltda

         

地址：Rua Gerardo Santin Guarese SN-Travessao

Lagoa Bela-Flores da Cunha-RS-Brazil-CEP： 

95270-000

传真：+55 54 3279 3433

展品介绍： Brazilian Wine produces on the South 

of Brazil (Serra Gaucha and Campanha ) Dry 

and Sweet White Wine, Dry and Sweet Red Wine, 

Fine Wine (Cabernet Sauvignon,Tannat, Merlot, 

Chardonnay) Sparking Wines (Moscatel and Brut), 

Grape Juice.

12F023T-A-5 12G024T-1

Cooperativa Vinícola Aurora Ltda

Aurora Winery

地址：500 Olavo Bilac st. Bento Goncalves,

95700-564, Brazil

传真：+55 54 3455 2001

邮箱：giorgia.forest@vinicolaaurora.com.br

参展目的：Expand the presence o four products in 

China, by finding importers and distribuitors  

展品介绍：Producing wines, sparkling wines, wine 

coolers, pure and kosher grape juice, Aurora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awarded winery in Brazil. 

It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ore than 20 

countries. It’s also the sales leader of white 

and red wines in Brazil, with more than 30% of 

the Brazilian Market Share. 

 Situ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Serra 

Gaúcha, Brazil’s most well-known wine region, 

the business is based on a cooperative approach 

nurturing its 1,100 family members,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grapes are grown.

 The company is certified by ISO 

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 14001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and FSSC 22000 

(Food Safety System Certification) allowing 

total traceability of the process, from the 

vineyard to the bottle.

 The goal of the winery is to make the 

best wines and sparkling wines, with consistence 

along the harvests and correct price ratio, 

bringing the decades of hard work and passion 

into special and delicate wines.

 

12G024T-1

Vinicola  Salton S.A

         

地址：Rua Mario Salton , 300 -Tuiuty-Bento

Goncalves -RS-Brazil

邮箱：cesar.baldasso@salton.com.br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importers , distributors 

in Shanghai , Beijing and others 

展品介绍： The Familia Salton has a modern

approach, with wine appealing to adventurous 

consumers all over the world. Their expertise 

in producing sparkling wines (currently no. 1 

in Brazil) is linked to the Veneto region from 

where the Salton family originated.

 With a strong vision of the future ,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invest in the well-being 

of its young and dynamic extended family,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land and the state-pf 

-the-art winery.

 Salton is the oldest winery in Brazil (109 

years) and the largest private one, producing 

high quality wines, sparking , spirits and non-

alcoholic beverag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access www.

salton.com.br 

12G024T-1
Casa Perini

地址：Santos Anjos SN / Farroupilha – RS / 

Brazil Zip-Code： 95180-000

电话：8613665251728

传真：8651487179577

邮箱：han@woodtrading.com.cn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distribution and trade 

partners.

展品介绍：We produce the most awarded sparkling 

wines of Brazil. Our Casa Perini Sparkling 

Muscat was elected the 5th Best Wine of the 

World by the World’s Association of Wine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WAWWJ). We also produce 

still wines, made with French grapes such as 

Merlot and Cabernet Sauvignon. All of our wines 

are produced with care, priorizing quality, and 

all of the grapes are hand-picked. 

12G024T-1

上海科鹏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Cape Food Co., Ltd

地址：上海金山区亭卫公路 9299 弄 45 号

电话：15502145078

邮箱：Jessica_zhon@hotmail.com

参展目的：We’re looking for distribuiters in 

China

展品介绍：Original Brazilian wine 

12G024T-1



84 85

Wines of Brasil

地址：Alameda ,Fenavinho, 481-ED 29 –Bent o 

Goncaves ,RS,Brasil

传真：Rafael@winesof brasil.com

邮箱：kami.jiang@qq.com

12G024T-1

贝玛格雷酒业集团

Bernard Magrez Ses Vignobles du Sud

地址：216 Avenue du Docteur Nancel Penard 33600 

PESSAC France      

电话：+33 557 269 035          

传真：+33 556 070 628          

邮箱：p.bergeron@pape-clement.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介绍产品                                                

展品介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桃红葡萄酒以及起泡酒，

法国波尔多地区的列级庄，罗纳河谷，朗格多克，普罗

旺斯，波尔多，智利和西班牙地区的葡萄酒。

青岛启纪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有限公司

Qingdao Qiji Direct Imported Goods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保税区上海路 34 号

电话：0086-532-86958888

传真：0086-532-86769069

邮箱：qiji@qjpec.com 

参展目的：进口商品推广

展品介绍：加拿大红葡萄酒、加拿大果酒、加拿大冰酒、

摩尔多瓦葡萄酒。

12G026T 12G027T-3

葡萄牙葡萄酒协会

Viniportugal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SOHO 现代城写字

楼 D座 904 室                   

电话：010-8580 0783                    

传真：(8610)8580 0753                    

邮箱：suzyxu@paradigm.com.hk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进口商与经销商洽谈合作                                              

展品介绍：

葡萄牙葡萄酒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葡萄牙的土壤种

类丰富，气候条件多样，拥有超过 250 种本土葡萄品种

与 14 个葡萄酒法定产区。葡萄牙的酿造大师丰富的酿酒

文化和传统方法与先进的技术相结合，酿制出一瓶瓶独

特的美酒佳酿。

葡萄牙葡萄酒协会将携来自葡萄牙不同产区的25家酒庄，

呈献各式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以及加强型葡萄酒等优质

佳酿。其中更有 16 瓶屡获国际大奖的精选葡萄酒，供参

观者免费品尝。

12G024T-2

葡萄牙葡萄酒协会

Viniportugal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SOHO 现代城写字

楼 D座 904 室                   

电话：010-8580 0783                    

传真：(8610)8580 0753                    

邮箱：suzyxu@paradigm.com.hk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进口商与经销商洽谈合作                                              

展品介绍：

葡萄牙葡萄酒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葡萄牙的土壤种

类丰富，气候条件多样，拥有超过 250 种本土葡萄品种

与 14 个葡萄酒法定产区。葡萄牙的酿造大师丰富的酿酒

文化和传统方法与先进的技术相结合，酿制出一瓶瓶独

特的美酒佳酿。

葡萄牙葡萄酒协会将携来自葡萄牙不同产区的25家酒庄，

呈献各式红葡萄酒、白葡萄酒以及加强型葡萄酒等优质

佳酿。其中更有 16 瓶屡获国际大奖的精选葡萄酒，供参

观者免费品尝。 

12G025T

青岛司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Deparment Win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青岛保税港区上海路 34 号启纪大厦 A409                    

电话：13780630601                                 

邮箱：71878733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区的代理商，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干白和桃红葡萄酒，智利干红和

干白葡萄酒，澳洲干红和干白葡萄酒，南非干红葡萄酒

等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12G027T-1

青岛华悦世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Global Bridg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南京路 66 号中天恒商务大厦 702A   

电话：80901387 

传真：80901387 

邮箱：elaine.zhang@chinaglobalbridgewine.com 

参展目的：提高公司和产品知名度、获取订单，寻求合

作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葡

萄牙干红葡萄酒、智利干红葡萄酒等原装进口葡萄酒

12G027T-2

青岛欧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uroware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青岛保税港区上海路前盛 1号                    

电话：053282152788                   

传真：053282152988                   

邮箱：euroware01@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欧品中高端葡萄酒 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 展品全部原瓶原装，欧洲市场热销葡萄酒。

有来自法国波尔多圣爱美浓列级庄和大区酒，法国南部

GSM，意大利大红虾三杯奖红三杯第一名葡萄酒

12G027T-4

青岛新阶梯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Qingdao Upris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港区莫斯科路 49 号汽车文化

博览馆 A2010（B）

电话：0532-86766695

传真：0532-86766695

邮箱：jiulingisland@163.com

参展目的：增强区域关系，促进区域发展。

展品介绍：保加利亚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萄酒、

澳洲干红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12G027T-5

青岛保税港区进口商品管理有限公司

Qingdao free trade port area imported 

merchandise

地址：青岛保税港区莫斯科路 49 号进口商品总部基地                   

电话：0532—86768028                                         

邮箱：70993475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华东、华北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智利干红葡萄酒、澳洲干

红葡萄酒、保加利亚干红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昆明高尔特经贸有限公司

Quarto Products (Kunming) Co., Ltd

地址：昆明市滇池度假区金柳西路俊秀园 26-2-101

电话：0871-64322010

传真：0871-64319161

邮箱：85271001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宣传产品。

展品介绍：昆明高尔特经贸有限公司作为一个优秀的食

品与葡萄酒供应商，拥有来自欧洲，世界一流的葡萄酒

专业人士负责货源把控和市场跟踪服务，有多年国际食

品与红酒供应经验与经营理念的高级管理人员，有经验

丰富的进口业务员，高素质的市场营销与物流团队。确

保我公司有能力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的葡萄酒服务及品

质优良，质量稳定的产品。

12G029T

青岛魔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MOSAIC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8 号金石博物馆 16 层 1607

室 

电话：18505329812                        

邮箱：shaoshuai@mosaicwine.cn

参展目的：1. 地区、渠道、品牌招商   2. OEM 定制                                        

展品介绍：产品是来自魔彩集团 • 澳大利亚宝威帝酒庄

Belvidere Winery 的干红葡萄酒和干白葡萄酒。宝威

帝酒庄位于南澳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兰好乐溪 Langhorne 

Creek,秉承“原瓶、原装、原产地”的葡萄酒经营理念，

酒庄酿造的每一款酒都是艺术品。酒庄占地 2400 亩，

年压榨、酿酒能力 26000 吨，灌装能力 3000 万瓶，综

合储酒能力 1900 万升，为国际葡萄酒市场打造超级品

牌奠定了坚实基础和保障。

12G027T-6 12G027T-9

青岛保税港区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有限公司

Qingdao Free Trade Port Area Imported 

Products Direct Sales Center Co.,Ltd

地址：青岛保税港区莫斯科路 49 号进口商品总部基地    

电话：0532-86766813   

传真：0532-86766813   

邮箱：87272414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来自全国的红酒经销商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青岛保税港区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有限公司是

隶属于青岛保税港区自贸集团的全资国有公司，主营进

口商品及红酒，本次展会将要展出来自法国和智利的十

几款原瓶进口葡萄酒和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小标酒， 

产品包含法国 VDCE、VDF、AOC（包含法国中级庄）等级

干红，澳洲小标酒均来自澳洲重点产区，涵盖各种价位

及档次。

12G027T-7

青岛保税区圣德隆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Qingdao Ferr Trade Zone SaintDelo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保税港区 

电话：0532-58735299 

邮箱：86974937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红酒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法国干白葡萄酒、智利干

红葡萄酒、智利干白葡萄酒、西班牙干红葡萄酒、西班

牙干白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白葡萄酒

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12G027T-8

青岛司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Deparment Wine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青岛保税港区上海路 34 号启纪大厦 A409                    

电话：13780630601                               

邮箱：71878733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区的代理商，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干白和桃红葡萄酒，智利干红和

干白葡萄酒，澳洲干红和干白葡萄酒，南非干红葡萄酒

等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12G027T-10

意酒文化促进会

Italian Wine Culture Associatio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电话：010-82753336

传真：010-82753336

邮箱：1348372052@qq.com

参展目的：数百款意大利精品葡萄酒展示、品鉴与招商。

展品介绍：意酒文化促进会目前有 42 家会员单位，包

括意大利知名酒庄、意大利葡萄酒进口商、展会组织单

位、仓储物流企业和葡萄酒媒体，本次参展的为 18 家

酒庄及进口商，将提供来自意大利 20 个大区 100 多家

酒庄的数百款意大利精品原瓶葡萄酒，包括起泡酒、白

葡萄酒、红葡萄酒、甜酒、利口酒及白兰地等系列产品。

12G028T

广州市莎魅贸易有限公司

Charme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宝峰南路 18 号旭志摄影创

意产业园二层

电话：020-86845855

邮箱：fpmatera@hotmail.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国内批发商，代理商。

参展介绍：我们拥有意大利普利亚区域专属唯一的葡萄

品种，酿造出独特具有神秘魅力的葡萄酒。我们的葡萄

酒、白兰地等，均为意大利原厂原瓶进口。

12G029T-3

广州百诚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BSK  INDUSTR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 156 号 401 室 

电话：020-58769543 

传真：020-38762453 

邮箱：luisbsk@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意大利酒，诚招意大利葡萄酒代理

商 

展品介绍：来自意大利 Piemonte、Toscana、Veneto、

Marche、Puglia、Sicilia、Campania 等 数 十 个 著

名产区的上百款优质葡萄酒，分别产自意大利著名

的 Gattavecchi 酒 庄、Historia Antiqua 酒 庄、

Santa Barbara 酒庄等多家酒庄，公司产品包含意大

利著名产区的典型代表酒款，如：普利亚 (Puglia)

的仙粉黛 (Primitivo)，托斯卡纳 (Toscana) 的康帝

(Chianti)，马尔凯(Marches)产区的比切诺(Piceno)，

西西里 (Sicily) 的黑珍珠 (Nero d’Avola)，皮埃

蒙 特 (Piemonte) 的 莫 斯 卡 托 (Moscato), 坎 帕 尼 亚

(Campania) 的大图拉斯 (Taurasi) 等

12G029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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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合供应链有限公司

Shenzhen Hehe Supply Chain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麻布新村八巷十六栋 

电话：0755-85240749                  

邮箱：7764652212@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ALONSO TORIBIO 阿隆索酒庄位于西班牙著名

产区杜罗河畔 - 巴利亚多得利，酒庄于 1985 年修建了占

地面积 8000 平方米的庄园，并拥有 180 公顷优质葡萄园

12H031T-1

佛山市越洋行贸易有限公司

Foshan Running World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青柯旧吴至德公寓

1层 08 号之 3  

电话：0757-86324727    

传真：0757-86324787  

邮箱：97210948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陕西、湖北、青海、四川、重庆等

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含气苹果桃子味、芒果味白葡萄、桃子味白

葡萄、深红葡萄、芙蓉花味红葡萄、接骨木花味白葡萄、

玫瑰果味红葡萄等源自西班牙原瓶进口果汁饮料，新鲜

葡萄酿制而成的无醇起泡饮品。

山东埃雷米马丹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DONG E. REMY MADAN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综合保税区高新二路东管委会办公楼

408 室

电话：0536-8882759                   

传真：0536-8882759          

邮箱：faguorentouma@126. com                   

参展目的：招募全国各地葡萄酒及烈酒的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天堂马集团旗下的“天堂马”“RTM”、

“瑞廷马”品牌的葡萄酒及烈酒。兼营：法国、西班牙、

葡萄牙、阿根廷、意大利、德国、南非、澳大利亚、智

利、保加利亚、格鲁吉亚、美国等国家的进口葡萄酒及

烈酒。我们的证照齐全，提供正规发票。10 箱起混批，

采购 100 箱酒，能选择来自 12 个国家的 20 款进口酒，

让您低成本、高效率的完成一站式全球采购。与我们合

作后，您的一手货源产品，我们可帮你销售，合作热线

4008696788。

12H032T-B
12K037B

亚洲联合咨询公司

ASIA-UNION CONSULTING S.L.

地址：Paseo de la Castellana,115, 5Izq, Madrid,

Spain  

电话：+34 910467716    

传真：+34 910467716  

邮箱：info@ouway.es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有机干红葡萄酒，西班牙有机干白葡

萄酒，西班牙有机桃红葡萄酒，西班牙半甜葡萄酒，西

班牙起泡葡萄酒等原装进口葡萄酒。

12H031T-2

起泡天下

Aparkling World

地址：青岛市龙城路 31 号卓越世纪中心 4号楼 1117 室

电话：82888810

传真：82888800

邮箱：op1@asia-cv.com

参展目的：致力于提供优品低价的意大利葡萄酒

展品介绍：起泡天下 意大利万多酒庄位于意大利艾米利

亚罗马涅大区皮亚琴察省境内提多河谷两岸，万多酒庄

成立以来直至今日，一直得到历代皇家及政府的认可与

好评，更有幸成为教会保罗三世每天下午必饮的葡萄酒。 

从最初以种植葡萄销售基础酒为主到创新的现代生产系

统，成为酒庄故事的一个持续主题。 

12H032T-A

上海宝邑酒业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BAOYI WINE CO.,LTD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泸太路 6369 号 1 栋 2 楼 X29           

电话：4000-223-168                                       

邮箱：530298437@qq.com                   

参展目的：主营法国战臣洋酒，诚招华北地区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主营原瓶进口法国战臣品牌白兰地国战臣白

兰地，正是凭借着在葡萄原料筛选、压榨、蒸馏、橡木

桶熟成等环节的严格专业把控，以及数百年家族的古老

传承，才得以源源不断的为全球美酒爱好者奉上一杯杯

佳酿。如今，法国战臣白兰地遍销欧美，走向亚洲，在

新兴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智利，澳洲，法

国等多国的葡萄红酒

12H033T-B

杭州奇诺贸易有限公司

HANGZHOU ILCINO CO.,LTD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德胜巷清水公寓办公房 301-14          

电话：0571-86080601                                       

邮箱：hzqinuomaoyi@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干红葡萄酒

12K035B

法国莱卡普桑酒业集团

Les Capucins SAS

地址：43 Rue Durieu de Maisonneuve, 33000 

Bordeaux ( 法国 )

电话：+335 5724 5734 (法国) +86 755- 83019978 (深

圳 )                 

传真：+335 5724 5990 ( 法国 )         

邮箱：adora@lescapicins-bordeaux.com                 

参展目的：法国生产集团原瓶原装精品葡萄酒诚招中国

进口商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莱卡普桑酒业集团始于 1930 年，由葛楼

家族拥有，生产基地 130 公顷，位于波尔多 , 是集生

产，国际贸易为一体的酒商集团，出口商备案号： 

25012000949。有超过 300 款的精选优质酒供您选择。

集团是：1. 美国第二大进口商的第一大波尔多酒供应商

2. 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 Metro ( 麦德龙 )的全欧洲

供应商

3. 德国排名第二的连锁超市 REWE 的最大的法国酒供应

商

集团的中国团队帮助您，降低国际采购的难度，提高商

业运营的效率，更有法国酒庄考察私人定制行程为您助

力。

12K038B

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

参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46B

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

参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43B

珠海市宝鼎酒业有限公司

Zhuhai Baoding Wine Co., Lt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翠珠五街 10 号金嘉工业大厦二层

电话：0756-8633633                 

传真：0756-8639936             

邮箱：44316141@qq.com                 

参展目的： 外拓招商

展品介绍：葡萄牙葡萄酒（塞莱德精选红葡萄酒、塞莱

德珍藏红葡萄酒、萨格拉都红葡萄酒、航海律动红葡萄

酒）等。

12K039B

珠海睿兴贸易有限公司

Zhuhai ruixing trading co., Lt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香洲柠溪路 155 号 7 栋 401 房 

电话：0756-8965386

传真：0756-8965366

邮箱：44316141@qq.com  

参展目的：外拓招商 

展品介绍：葡萄牙葡萄酒（传奇歌手红葡萄酒、五行元

素红葡萄酒、西科尼亚红葡萄酒 、西科尼亚珍藏红葡

萄酒）等

12K040B

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

参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42B

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

参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44B

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

参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45B

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

参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47B

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

参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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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惠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INE100 CHALLEGE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121 号中西大厦 18E                  

电话：021-51831195                                      

邮箱：info@wine100.org                 

参展目的：WINE100 葡萄酒大赛得奖酒推广及招募大赛参

赛酒                                              

展品介绍：诞生于 2012 年，WINE100 立志于做中国最具

影响力、最具活跃度的专业葡萄酒大赛，我们用专业的

态度挑选出中国市场上品质最佳的葡萄酒，为中国消费

者的日常购买提供值得信赖的指导，让消费者轻松获得

高品质的葡萄酒体验

12K0049B

福建嘉福源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JIAFUYUAN TRADE CO., LTD.

电话：0591-88211769                              

参展目的：招商推广                                              

展品介绍：参展产品主要以智利、法国、西班牙、意大

利进口葡萄酒为主

Thy Wine

地址：香港葵涌葵昌路 50 号葵昌中心 410 室                   

电话：+852 25599967 13829772320                    

传真：+852 25599289 

邮箱：cmlamsam@thywinehk.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原瓶进口美国加州精品葡萄酒 , 包括骏马系

列 , 幸福酒庄系列 , 卢卡斯系列 , 西维娅系列 , 花岗

石山系列 , 天敌老藤金粉黛。部份系列以原有综合关税

率销售。所有产品均以原包装出售 , 手续齐全 , 每箱 12

瓶。

12-13A001T-2B 12-13B005T

成都那珀商贸有限公司

Chengdu Napour Trading Company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177 号附 102

号

电话：028-61393096

传真：028-61393096

邮箱：zihan_wang0928@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销售公司所运营的加州葡萄酒品牌

展品介绍：成都那珀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主营

业务为进口、运营美国加州葡萄酒品牌的贸易公司。自

成立以来，我们坚持“专注、专业、务实、进取”的核

心理念，只做加州好酒，以品质、态度赢得了行业与客

户的信赖。

12-13A001T-1

厦门世展星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Xiamen shizhanxinghong  Import&export 

co.,Ltd

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象兴四

路 22 号象屿大厦                  

电话：0592-8881885                   

传真：05926660269                   

邮箱：xmszxh@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厦门世展星宏进出口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法国、

西班牙、智利、澳洲葡萄酒进口与销售，凭借独到细致

的工作和多年的经验，以及与国外酒庄的良好合作关系

精心挑选能代表各个国家和产区特色、性价比高的优质

葡萄酒

12-13A001T-2A

浙江臻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zhenjiu network technolog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财富中心 2107

电话：13656775979

传真：0577-88302789

邮箱：1398995077@qq.com

参展目的：了解葡萄酒

展品介绍：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12-13A002T-2

媒酒（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Media Wines(Tianjin)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乐山道 1000

号 902 房间

电话：13811388950

传真：010-68002930

邮箱：nan.xue@mediawiness.com

参展目的：推广世界媒酒中国保税区供应链联盟及平台

展品介绍：我司参展产品主要为来自于法国、西班牙、

意大利、葡萄牙、格鲁吉亚、智利、阿根廷、土耳其、

澳大利亚等国 400 多家酒庄的成品葡萄酒，其次还涵盖

烈酒以及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OEM 品牌定制服务的简标

酒，共计上百款产品，风格迥异。

12-13A003T-2

广州神之水滴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stWine Corporation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东峻广场 2座 1801-1803   

电话：202-28829699    

传真：020-28821527   

邮箱：salesadmin@justwine.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城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拉格雷泽庄园、阿根廷雷诺庄园、西班

牙美酒窖庄园、葡萄牙拉瓦奎、智利天宝系列

12-13B004T

香港優質葡萄酒交易所有限公司

HONG KONG FINE WINE EXCHANGE LTD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 100 號友邦九龍大樓 17 樓 

电话：852-90819780                   

传真：852-28377402 

邮箱：info@wine-ex.com.hk 

参展目的：推廣目前中港唯一的實時交易平台，歡迎合

作。  

展品介绍：平台是以名莊酒為主，提供六千多款不同國

家，不同年份，不同價格的交易。當中以法國為主；

價格從 8-30,000 英鎊一支不等，年份從最新的期酒到

超過 100 年的珍藏酒不等。所有貨源均為倫敦交易所

（Liv-ex）的國際酒商提供，並由 Liv-ex 負責檢驗及

認證，以確保酒的質量；平台上的價格是直接反應 Liv-

ex 的標價，故此在本平台交易的會員絕對能體驗到：貨

真價平，價格透明！

12-13B-005T1

格魯吉亞酒莊食品有限公司

Georgian Vine Limited

地址：新界荃灣沙咀道 40-50 號榮豐工業大廈地下 43

號

电话：+852 2205 8080

传真：+852 2205 8822

邮箱：info@gvwine.com

参展目的：尋找更多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全港最大格魯吉亞葡萄酒進口商，多款國際

得獎名酒，                           

致力推廣八千年釀酒文化，精心挑選佳釀美酒。KGM 

Saperavi 榮獲 2015 年香港國

際葡萄酒及烈酒大賽”最佳東歐地區葡萄酒 (獎杯 )”

12-13B005T4

浙江欧蕙奇贸易有限公司

ZHE JIANG OU HUI QI TRAD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五区五街 60748                   

电话：13630087888                                        

邮箱：zhejiangouhuiqi@163.com                     

参展目的：以贸易为目的，西班牙葡萄酒，橄榄油                                                

展品介绍：高性价比的西班牙葡萄酒，橄榄油，高品质

的意大利咖啡，阿玛罗尼的葡萄酒，起泡酒

12-13B007T-7

义乌市旭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YIXU XUTONG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义乌市稠州北路 999 号国贸大厦 357 室                   

电话：057985596601                                      

邮箱：26027460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葡萄牙干白葡萄酒、葡萄牙干红葡萄酒、

气泡酒等原瓶进口葡萄。我们公司致力于将葡萄牙红酒

推向百姓的餐桌，公司秉承“物超所值，美酒共享”的

宗旨，传播葡萄酒文化，为客户提供纯正 优质 超值的

葡萄酒

12-13B007T-3

义乌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Yiwu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Co., 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城北路 299 号 105 室    

电话：0579-89915998          

邮箱：ct@zj.ccic.com     

参展目的：公司酒类产品诚招全国省、市区域等代理商                            

展品介绍：此次参展的法国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

萄酒、阿根廷干红葡萄酒等产品皆为各国原瓶进口产品，

因为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光照条件使其酿造出的葡萄酒品

质优越、口味独特。适合不同场合的用酒需求。外观简

洁大气，是结合了国内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口感喜好的产

品，完全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品质要求。

12-13B007T-1

义乌吉隆桩酒业有限公司

YIWU JILONGZHUANG WINE CO.,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南大门二街 60

319                                     

电话：0579-82720858    0579-81060303                                  

传真：0579-82728898                                                   

邮箱：z.dan@zjutai.com                                                     

参展目的：澳大利亚沃本酒庄（四个品牌）诚招各省总

代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沃本酒庄创建于 1952 年，历经 4

代人的匠心积淀，使沃本酒庄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

的先锋，并成为 WEST 二级教材推荐的澳洲酒庄。

酒庄旗下产品：

限量版 1164 系列：是沃本酒庄的巅峰之作，采用产区

内最优质的葡萄，在最佳的采摘时期，进行采收酿造，

成为了酒庄顶级标准酿造的典范。

沃本酒庄（W）系列：是沃本酒庄的代表作，以沃本酒

庄名称命名，首字母“W”为标识，超高的性价比，横

扫整个澳洲葡萄酒市场。

老藤 1919 系列：是源自澳大利亚巴罗萨谷和克莱尔谷

的顶级葡萄园，该系列所采用的葡萄均手工采于其中特

选的几块古园，最老的葡萄藤最早培植于 1919 年。

beshare 系列：高性价比的南澳葡萄酒系列，口感浓郁

醇厚，高端的品质，平易的价格，是您随时的必选佳酿。

12-13B007T-2

浙江曾品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南坪村南平弄 7 号楼 1 楼

101 室                    

电话： 15825751798                                      

邮箱：w15825751798@126.com

12-13B007T-4

义乌市鹤侨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HEQIAO IMPORT AND EXPORT LIMITE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诚信大道 266 号义乌港 1706 室                 

电话：057985250626                     

传真：057985250546                     

邮箱：yiwuheqiao@163.com                     

参展目的：塞尔维亚 . 黑山进口葡萄酒，诚招各级代理

及经销商                                                

展品介绍：此次参展酒款，来自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

源自东欧前南联盟，其中黑山的帕朗达宇酒庄，成立于

1963 年，拥有欧洲超大型种植基地，占黑山国土 5 分之

一，更有东欧特色葡萄品种 VRANAC,Vranac 这个词的意

思是强而有力的黑马（黑色公马）, 酒庄以 VRANAC 葡萄

品种酿造的葡萄酒，后在布鲁赛，罗马，日内瓦等世界

葡萄酒大赛获得 600 多项荣誉；如 2017Decanter 大赛

金奖、2017 IWSC 金奖、2017AWC Vienna 金奖等等，使

用的是黑山传统古法酿造工艺，造就了百分百的纯天然，

色泽艳丽，酒体饱满的葡萄酒，其中“维拉红标干红葡

萄酒”富含的原花青素含量是普通葡萄酒的两倍之多，

更是世界上唯一一款被标有“心电图”的葡萄酒，对维

护心脑血管，预防心脏疾病有极佳的功效。

12-13B007T-2

浙江义乌欧熙进出口有限公司

Zhejiang Yiwu Eurosun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义乌                 

电话：057985208869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贝玛格雷集团出品系列葡萄酒 / 法国西

塞尔世家艾格登等系列葡萄酒 / 西班牙凯撒系列葡萄酒

/法国南部精品酒庄葡萄酒 /智利佐罗系列葡萄酒 等葡

萄酒向全国诚招代理商。

12-13B007T-8

义乌市卡洛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Kaluo Import&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 326 号                  

电话：0579-85915020                                      

邮箱：13282785555@163.com                    

参展目的：公司酒类产品诚招全国省。市区域等代理商                                               

展品介绍：此次参展的有法国干红葡萄酒，西班牙干红

葡萄酒等产品皆为各国原瓶进口产品，因为独特的生长

环境和光照条件使其酿造出的葡萄酒品质优越，口味独

特，适合不同场合的用酒需求，外观简洁大气，是结合

了国内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口感喜欢的产品。完全满足了

广大消费者的品质需求。

12-13B007T-9



90 91

浙江菠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ZHEJIANG BOWEI IMPORT&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五区西班牙红酒馆

60758#

电话：0579-81580018

传真：0579-81580018

邮箱：cachareswines@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空白城市葡萄酒类招商。

展品介绍：浙江菠维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

一家从事西班牙葡萄酒一体化运营的品牌公司。我司股

东团队长居西班牙，从事进出口贸易 20 余年，在当地拥

有深厚的酒庄和产品资源优势。我司拥有自己的数十个

酒庄和经验丰富的酿酒团队，从源头的把控到产品的品

质和成本，全程可溯，为客户带来更高性价比的佳酿。

12-13B007T-2

义乌市凝盟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LEMON ORDER IMPORT&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秋实路 117 号 B1-4 单元 2

楼               

电话：0579-85430865                 

传真：0579-85230609                 

邮箱：julia@lemonorder.com               

参展目的：提供进口代理服务 / 推广阿根廷红酒 / 倡

导红酒文化                                             

展品介绍：我司葡萄酒产自阿根廷，产品线丰富，货源

稳定，物流优势显著；产品品质卓越、包装精美、价位

合理；目前有来自 5 大酒庄的酒。非常著名的一款圣佩

德罗亚克丘亚 干白葡萄酒来自圣佩德罗酒庄，酒庄现

由著名阿尔纳多•艾查德（Arnaldo Etchart）和米歇尔•

罗兰（Michel Rolland）共同经营。另外还有迪亚兹酒

庄的马尔贝克、西拉、赤霞珠、品丽珠等优质葡萄品种

干红葡萄酒。

12-13B007T-12

义乌市贵宣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Yiwu Guixuan Jewelry Co.Ltd

地址：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五区 105 号门 60557

电话：0579-85169959

传真：0579-81069666

邮箱：37403713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慕贵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产区：  智利中央

山谷，酒精度： 13.5，酸度： 4.5 g/L，含糖量： < 

4 g/L

慕贵半甜级莫斯卡托干白葡萄酒，产区： 智利中央山

谷，葡萄品种：莫斯卡托 100%，酒精度： 13%，酸度： 

6 g/L ，含糖量：12 g/L

慕贵珍藏级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产区：  智利中央山谷，

酒精度： 13.5%，酸度： 4.8 g/L，含糖量： < 4 g/L

慕贵珍藏级西拉干红葡萄酒，产区： 智利中央山谷，

酒精度： 13.5% ，酸度： 4.8 g/L ，含糖量： < 4 

g/L

慕贵家族珍藏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产区： 智利库里科谷，

酒精度： 14%，酸度： 5.4 g/L ，含糖量： 3 g/L

慕贵限量珍藏赤霞珠干红葡萄酒，产区：  智利库里科

山谷，品种：  赤霞珠 100%，酒精度：  14%，酸度：  

5 g/L，糖分含量： 2 g/L

12-13B007T-2 浙江盟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The Mundiver of Zhejiang Co.Ltd

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机场路 588 号陆港集团三楼                   

电话：0579-85596557                     

传真：0579-85562919                   

邮箱：kongzhijian@mundiver.cn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各省市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来自西班牙三大酒庄，威邦酒庄，言酒庄，

盟仕酒庄的明星产品，包含有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

得天独厚的地中海气候酿造出口感醇厚，气味芬芳，余

味悠长的酒中珍品，不管是宴会聚会还是送礼回赠，都

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近年来几款产品都是深受客户

的喜爱追捧，一到货便抢断货，供不应求，同时也保证

了酒质的新鲜，保存期限更长，美味保证，质量保证，

你不会后悔的选择！

12-13B007T-2

义乌美弘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MAYHOME IMPORT & EXPORT CO., 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总部经济园 A6 幢 1202 室                    

电话：0579-89978575                     

传真：0579-89978321                     

邮箱：288144528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河南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智利原瓶进口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起

泡酒，配制酒，主推智利中高端品质葡萄酒；

12-13B007T-2

温州锐达贸易有限公司

捷克展团

地址：(捷克 ): Drazdanska 14/84, Usti nad Labem, 

Czech rep. ( 中国 ):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

今汇路 375 号二号楼 5楼                   

电话：0086-13396996789                  

邮 箱：martina.daskova@palirna.cz，Wz_ruida@163.

com 

参展目的：中国西南地区批发商和分销商

展品介绍：捷克 GREEN TREE DISTILLERY, 欧洲最古老

的拥有 500 年历史的企业，生产各种各样的烈酒。我们

的传奇品牌的独特和特殊是我们的遗产，并被精心地代

代相传。由于我们的前辈和他们的忠实和谨慎的做法，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在欧洲有着最悠久的黑麦酒酿

造工艺。2018 年，我们庆祝了 Green Tree Distillery

成立 500 周年。

12B005T

温州锐达贸易有限公司

捷克展团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工业园今汇路 375 号二

号楼 5楼                  

电话：0577-85511155                 

邮箱：wz_ruida@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 温州锐达贸易有限公司主营进口啤酒、洋酒、

葡萄酒、白兰地等。主要产品有蜂标精酿啤酒，96 度生

命之水伏特加，拉菲蒙特葡萄酒，白兰地等原瓶原装酒

类。

12B005T

厦门丰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Xiamen Fond Wine IMP & EXP CO.,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保税区象兴四路 39 号自贸时代广

场 2栋 201  

电话：0592-5115099   

传真：0592-5122699   

邮箱：fdwine@hotmail.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1. 智利葡萄酒：IWSC 2017&2018 智利葡萄

酒年度生产商 -- 柯诺苏 ； 2. 澳洲葡萄酒：来自澳洲

葡萄酒第一家族联盟成员 - 麦威廉 ；3. 南非葡萄酒：

来自南非最大酒业集团 - 迪思特（Distell）集团旗舰

品牌 -- 好望角酒庄 ； 4. 阿根廷葡萄酒：来自阿根廷

销量第一的葡萄酒品牌 -- 翠帝  ；5. 法国葡萄酒：全

球葡萄酒业巨头 GCF 旗舰品牌 -- 美泉庄 ；6. 全球销量

领先的葡萄牙葡萄酒品牌玛天露（Mateus）；7.“2017

欧洲年度酒庄”泉妃（Fontanafredda）；8. “2016 

IWSC 西班牙年度酒庄”雄鹿堡（EL coto）；9. 罗玛尼

13A001T/13A002T    

广州天下合贸易有限公司

TEAMR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LT

地址：广州天河区华夏路 30 号富力盈通大厦 3502 单元

电话：020-38898799 

传真：020-38898799-89

邮箱：teamrovin@hotmail.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法国老萨普酒庄干红葡萄酒 . 法国谷龙城堡

干红葡萄酒 . 法国有机干红葡萄酒 . 法国杜顿城堡贵腐

酒 .法国德泰仕酒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福建丰联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FengLian Trade Co.Ltd

地址：福州市台江区振武路 70 号福晟钱隆广场 20 层

电话：0591-87848190

传真：1591-87818498

邮箱：suyumei@fenglian2.com; zhangliuhua@fenglian2.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福建丰联贸易有限公司是 TWE，即：易富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授权进口商。公司以

Penfolds 奔富系列为主打产品，同时，公司全国独家代

理：Penfolds 奔富吉祥瓶 --Lot.518 和铜狮酒庄系列产

品。Penfolds 奔富吉祥瓶 --Lot.518：这是一款与中国

的白酒混酿而成的加强型葡萄酒，这款佳酿拥有白酒赋

予的饱满厚重的酒体，混合了花香及果香 . 并呈现出加

强型设拉子红葡萄酒的标志性风格。铜狮酒庄系列产品，

该酒庄始建于 1851 年，旗下拥有着一些澳大利亚备受

赞许的葡萄酒款，也是作为设拉子起泡酒的开拓者，并

成就了一种独特的澳大利亚葡萄酒风格，被人们称之为

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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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国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TIANJIN DONGJIANG FREE TRADE PORT ZONE 

INTERNATIONAL TRADE SERVICE CO.,LTD

地址：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 1000 号 

电话：86-22-25600617      

传真：86-22-25603186      

邮箱：tjdjgm@ptacn.com                  

参展目的：尊崇红酒，整合资源，拓展平台，服务贸易，

文化推广                                               

展品介绍：天津东疆国贸利用自身定位优势，依托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和天津港优质口岸资源，集成

的国际化贸易服务型企业。东疆国贸以贸易为龙头，广

泛开拓国内分销渠道，打造酒类供应链全过程服务体系。

为境外酒庄 . 境内进口商提供贸易代理，报关报检 . 仓

储物流 . 代理销售等专业一体化服务，此次东疆国贸带

来了法国圣克里斯托中级庄 . 法国 1855 列级庄和智利

威富庄园爱之甘露系列等高端葡萄酒前来参展，欢迎大

家前来展位咨询 .合作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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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樽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ZUNJIE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 1473 弄 3 号 6 层 6288 室  

电话：13525551919                        

邮箱：41568626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 .代理商。      

展品介绍：全球各国名庄，拉菲系列 . 奔富系列，以及

法国 . 智利 . 澳大利亚 . 西班牙 . 意大利等各国高中低

端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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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喜福酒业（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JI XI FU (BEIJ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0 号 21 世纪大厦 B 座

306 室   

电话：010 84 10 49 01           

传真：010 84 10 49 01              

邮箱：cchen@lgcf.fr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西北，华南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白葡萄酒 . 法国干红葡萄酒等原瓶进

口葡萄。

13A006T 

中粮长城葡萄酒（宁夏）有限公司    

Chateau Terroir

地址：宁夏永宁县云漠路 1号     

电话：0951-4016999                         

邮箱：tianfuwinery@126.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天赋酒庄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主要生

产天赋系列产品，酒庄以“全产业链”生产模式为指

导，“重力酿造 . 柔性工艺 . 节能环保 . 有机安全”为

酿造理念，严格按照 GB/T15037.GB/T 23543 等标准进

行质量和卫生管控，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审核认证。 生产具有宁

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代表性以及具有中国甘润平衡典型性

的葡萄酒产品，多数产品荣获柏林 . 品醇客等多项国际

性大奖，并逐步走向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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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达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Mandan international Trade(BeiJing)

Co,Ltd    

地址：北京是朝阳区四惠凌科商务花园曼达酒庄                  

电话：4000315979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智利曼达·羽系列干红葡萄酒，智利曼达·羽

系列干白葡萄酒，澳大利亚美人鱼系列干红葡萄酒，澳

大利亚美人鱼系列甜白葡萄酒。  

13B004T 

宁夏贺兰红葡萄酒销售公司 

Ningxia Helan Hong Wine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电话：13995004625

传真：0951-6366619   

邮箱：38128039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宣传中国酒庄葡萄酒大单品——“贺兰

红 ”

展品介绍：“贺兰红”干红葡萄酒，呈现亮丽的深宝石

红色 . 具蓝色色调 . 清澈透亮。香气清新优雅，橡木桶

与酒体的融合恰到平衡，醒酒后会有李子 . 桑葚 . 紫罗

兰等典型的中国人喜好的香气，同时也有香草.奶油.牛

奶的甜美感。入口圆润，酸度劲爽 . 单宁细腻而又极具

变化。中等酒体，余味紧致而回甘，可即饮，也可耐陈年，

极其适合搭配各类餐饮习惯，适合各类场合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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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神（宁夏）国际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Ho-Lan Soul (Ningxia） International 

Wineries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 201 省道 87 公里贺兰神十万亩有机

葡萄产业园  

电话：13861168888 

邮箱：director@day-long.net   

参展目的：推介和宣传贺兰神品牌系列葡萄酒，诚招全

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贺兰神（宁夏）国际葡萄酒庄贺兰神品牌及

贺兰君品牌系列有机（干红 .干白 .桃红）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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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蓝赛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Yinchuan LanSai  Winery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昊苑村 

电话：13995117497  

传真：0951-6886268 

邮箱：lansaijiuzhuang@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北 .重庆 .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墨诚赤霞珠干红 . 墨然赤霞珠干红 . 墨研赤

霞珠干红。赛答赤霞珠干红 . 盈川红黑比诺干红 . 赛龙

腾霞多丽干白。 

                                             

 

宁夏利思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Li´s  Winery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 1252 号      

电话：0951-6834999                     

传真：0951-3062298                     

邮箱：38245737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南京 .江浙 .上海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酒庄坚持以“高性价比 .品质优良”为特色，

致力于还原每一款佳酿的真实价值，利思产品品种多样

化，以干红和桃红为主，典藏西拉及半甜 TING 桃红较

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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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类人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Leirenshou Winery CO.,LTD Ningxia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农场

电话：0951—5193999

传真：0951—5176517

邮箱：leirenshou@15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重点山东.河南.江苏.浙

江 .上海等省区。

展品介绍：来自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干红葡萄酒，干

白葡萄酒以及半干型莫斯卡托玫瑰香葡萄酒，加上特意

带来了小瓶（375ml）的干红葡萄酒参展。这几款酒充

分体现了宁夏产区的地域特征。饱满 . 圆润 . 平衡 . 回

味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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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鹤泉葡萄酒有限公司  

NINGXIA HEQUAN（hyeu） WINERY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玉泉营农场西大街 18 号                   

电话：0951-8931520                     

传真：0951-8931520                    

邮箱：heyujiuzhuang @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贺玉”葡萄酒文化及风格，诚招各地

代理商。

展品介绍：鹤泉葡萄酒有限公司自主品牌“贺玉”商标

是第十届宁夏注明商标，同时“贺玉”葡萄酒也被评为

宁夏名牌产品。此次展出产品红宝石赤霞珠 2015. 青金

石西拉 2016. 桃之妖桃红葡萄酒 . 枸杞蒸馏酒以及葡萄

蒸馏酒，曾多次获得 wine100 大赛 . 韩国亚洲大赛 . 亚

洲葡萄酒质量大赛 . 亚洲 Decanter 大赛 . 中国优质葡

萄酒挑战赛 .RVF. 英国 Decanter 大赛等多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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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立兰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Lilan Wine Villa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             

电话：18795288999    

传真：0951-3855999                  

邮箱：532102331@qq.com   

参展目的：诚邀全国区域特约经销商                                             

展品介绍：1. 览翠红葡萄酒：产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核

心位置，有机种植，年产量 10 万瓶，全新法国橡木桶

13 个月的陈酿。 全国统一售价：390 元 / 支。

2、览翠白葡萄酒：产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核心位置，

有机种植，年产量3万瓶，全新法国橡木桶8个月的陈酿。 

全国统一售价：260 元 / 支。

贺兰石西拉红葡萄酒 ：产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核心位

置，有机种植，年产量 ,4 万瓶，全新法国橡木桶 12 个

月的陈酿。 全国统一售价：260 元 /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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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美御葡萄酒酿造有限公司    

Chateau Mihope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赤霞珠路与振兴路交

汇处                   

电话：0951-3803160               

邮箱：yewen.dong@midea.com               

参展目的：寻找经销商                                           

展品介绍：1. 《美贺庄园 2016 开庄珍藏干红葡萄酒》，

由65%梅乐及35%赤霞珠酿造而成，橡木桶陈酿14个月。

品酒笔记：酒体呈清澈的宝石红色，散发出成熟的蓝莓

浆果香草及可可等香气，酒体饱满，单宁紧实有力，口

感平衡。                                               

2.《美贺庄园 2017 干白葡萄酒》品酒笔记：本品呈浅

柠檬黄色，果香浓郁复杂，有白色花香.柑橘.杏仁.梨

等香气，酒体饱满，酸度平衡，清新易饮。   

3.《美贺庄园2017经典干红葡萄酒》橡木桶陈酿10个月。

品酒笔记：本品呈深宝石红色，具有丰富的黑樱桃 . 李

子 . 香草及黑胡椒的香气，口感强劲 . 厚重，单宁集中

紧致，酒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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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地酒园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Jade Vineyard Winer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盈科中心 A座 10 层                   

电话：010-58623892        

邮箱：marketing@jade-win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分销商                                              

展品介绍：1. 嘉地酒园如意红白，品质超群； 2. 嘉

地酒园风信子干红 -Decanter 金奖酒，宁夏 2018 年

Decanter 唯一金奖酒，最具性价比；3. 嘉地酒园副牌

四季干红，完美结合新旧世界风格；4. 嘉地酒园正派

咏叹调干红，赤霞珠葡萄品种最经典的完美表现；5. 

嘉地酒园高端珍藏信使干红，产量稀少，多次在盲品中

胜出世界著名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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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巴格斯醉美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Ning Xia Zuimei International Chateau Bacchus              

地址：宁夏青铜峡市贺兰山东麓鸽子山                  

电话：0951-6721798                    

传真：0951-6721798                    

邮箱：bgs2001@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开发西南葡萄酒消费市场，以此扩大市

场占有率，提高知名度                                               

展品介绍：宁夏巴格斯醉美国际酒庄位于中国最优质的

葡萄酒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酒庄拥有 3000

亩优质酿酒葡萄种植园，最长树龄已有 19 年，主栽酿

酒葡萄品种有：赤霞珠 . 蛇龙珠 . 梅鹿辄和威代尔等，

品种纯正，树体康健。本次参展产品为酒庄正牌系列三

款葡萄酒及酒庄明星产品冰酒，它们将为广大参展商及

葡萄酒消费者带去来自贺兰山东麓产区真正的庄园葡萄

酒的视觉与味蕾之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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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和誉新秦中国际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Chateau New Qin ·Ningxia Heyu 

International Winery Co.,Ltd.   

地址：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昊苑村云山路             

电话：13895494499            

邮箱：Heyuxinqinzhong@163.com                   

参展目的：提高品牌知名度， 诚招全国范围内代理商                               

展品介绍：和誉新秦中酒庄自产干红 . 干白 . 半甜白葡

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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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NINGXIA XIXIA KING WINERY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南街农垦大厦 9层

电话：400-161-1919    

传真：0951-3064988     

邮箱：948232166@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展示，品牌推广，市场招商。  

展品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包括玉泉酒庄 . 国宾酒庄 . 外

交使节 . 天赐天麓 . 西夏神韵及特色产品等六大系列，

产品类型主要以干红 . 干白为主，并开发了桃红 . 冰

酒 .露酒 .白兰地 .葡萄烈酒 .葡萄汁饮料等特色产品。

“西夏王”牌系列产品质量上乘 . 风格独特，表现为酒

色纯正 . 香气宜人 . 口感圆润，具有宁夏贺兰山东麓原

产地的典型性特点。

宁夏志辉源石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Zhihui Yuanshi Chateau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          

电话：400-967-6657              

传真：5685891                

邮箱：yschateau@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苏 .福建 .上海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山之语干红。原产国：中国；产区：宁夏贺

兰山东麓；年份：2014；建议醒酒时间：10 分钟；饮用

搭配建议：选择鸭肉 .鹅肉 .牛羊肉等搭配食用最佳。                                                                   

石黛干红。原产国：中国；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年份：

2017；             

建议醒酒时间：5 分钟；饮用搭配建议：该酒温润的口

感适合搭配牛肉.羊肉和野味等红色肉类。石黛干白.桃

红。原产国：中国；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年份：

2018；饮用搭配建议：该酒酸甜的口感适合搭配多种菜

肴，如水果沙拉 .蛋糕 .清蒸鱼等白色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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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米擒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Chateau Miqin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1496 号 

电话：0951—3877877/13021067280        

邮箱：942032966@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诚招湖南 . 湖北 . 河南 . 海南等

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米擒酒庄橡木桶干红葡萄酒 . 米擒酒庄桃红

葡萄酒 .米擒酒庄蓝色领地赤霞珠干红葡萄酒等。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酩悦轩尼诗夏桐（宁夏）酒庄有限公司

Domaine Chandon (Ningxia) Moet 

Hennessy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黄羊滩农场夏桐 1号

电话：0951-5925399

传真：0951-5925397

邮箱：jenny.ren@moethennessy.com

参展目的：像全国酒商推广酩悦轩尼诗旗下高端起泡葡

萄酒酒品牌。

展品介绍：夏桐（宁夏）酒庄坐落于贺兰山下，总面积

6300 ㎡，配备国际一流的起泡葡萄酒生产设备，致力于

在中国本土生产高端起泡葡萄酒。葡萄种植面积68公顷，

种有霞多丽和黑比诺两个葡萄品种。这里出产的霞多丽

果香浓郁，口感新鲜，令酒体层次丰富；黑皮诺酸度适宜，

糖度可控，为产品带来悠长的余味。融会本地风土与法

式传承的酿造技艺，最终成就这一别具夏桐风格的优质

起泡葡萄酒。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贺兰山东麓卓德酒庄有限公司        

CHATEAU DRYAD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 9 号 卓德

酒庄城市展厅            

电话：0951-5676666          

传真：4104444            

邮箱：xiewenxuan321@163.com           

参展目的：进行卓德酒庄葡萄酒宣传 .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卓德酒庄优选葡萄酒：本品原料采摘自卓德

酒庄进口苗木有机种植葡萄园，在传统工艺基础上低温

发酵，香气馥郁，颜色艳丽，酒体圆润饱满，更加符合

国人饮用习惯，可搭配菜系不同，是餐酒的最佳选择。  

卓德酒庄精选梅鹿辄：采用法国进口梅鹿辄品种苗木，

有机种植法栽培，干冰冷浸渍法酿造工艺，酒体宝石红

色 . 巧妙的萃取了梅鹿辄特有的桑葚 . 李子 . 车厘子等

香气，充分醒酒后会表现出紫罗兰 . 矿物味 . 干草等复

杂香气。是一款极具个性的葡萄酒。本款产品斩获了包

括众多国际葡萄酒大赛的金银奖项，是酒庄的“个性化

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新慧彬葡萄酒庄   

XinHuiBin Winery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农场               

电话：0951-8450214                   

传真：0951-8450214               

邮箱：nxgaoyuan@126.com                 

参展目的：为更好的将尚颂堡品牌推向市场，提升品牌

知名度及美誉度 .诚招江浙沪闽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宁夏新慧彬葡萄酒庄建园于 1997 年，园区

面积 2500 余亩，种植了霞多丽 . 赤霞珠 . 品丽珠 . 黑

比诺 . 马瑟兰等 10 余个品种，树龄均超过 20 年，为酿

造优质葡萄酒打下了坚实基础。酒庄品牌尚颂堡于 2018

年推向市场，品丽珠及黑比诺一经上市即斩获布鲁塞尔

大奖赛两枚金奖，全线产品收到了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银川蒲尚葡萄酒有限公司  

Yinchuan PU SHANG Wine Co., Ltd.    

地址：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林草试验场 1号井西侧

电话：13469553333    

邮箱：12190975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酒庄特色品种“马瑟兰”品质很好，获得很

多大奖，广受爱好者及专家好评。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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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杉泰实业有限公司

SANTAY WINE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7号南天广场聚龙阁 3004

电话：020-29121860

传真：020-29121860

邮箱：23281916558q 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增加国内多个地区代理商及合作

伙伴。

展品介绍：公司总部位于广州 CBD 珠江新城，以匠人精

神及专业要求逐步向全国性葡萄酒运营商迈进。现有四

大核心品牌：皮埃尔博维斯系列，老钟楼系列 . 卡哈瓦

系列 . 沃迪安系列；三大辅助品牌：魅雅系列 . 安曼洛

系列 . 兰波系列：主营模式为：经销 . 代理 . 加盟。杉

泰将不断探索创新及提高效率，为合作伙伴及消费者提

供更具价值的产品及服务。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山东中葡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ShangDong China And Portugal Winery 

Co.,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华光路 22 号鑫南港大厦                  

电话：0592-6252881                   

传真：0592-6252959                     

邮箱：280726139@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                                              

展品介绍：法国白兰地 . 法国干红 . 法国干白 . 智利干

红 .西班牙干红 .西班牙起泡酒                                             

 

珠海豪狮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Zhuhai Hosod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 Ltd. 

地址：珠海保税区综合服务区 B栋 407 室 

电话：15976961188                   

邮箱：3358142326@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法国贝尔文系列干红葡萄酒，法国拉图吉隆

特系列干红葡萄酒，澳洲信天翁系列干红葡萄酒，凯旋

万事达洋酒系列 。 

13B017T    13C020T-B  

upper vinicola sl

upper vinicola sl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 88 号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

电话：+34667456240

邮箱：529806526@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介有机产品 ( 葡萄酒 . 白兰地 . 威

士忌 )

展品介绍：欧盟有机葡萄酒 ( 法国 . 意大利 . 西班

牙 . 摩尔多瓦 ) 澳大利亚有机干红葡萄酒 ( 巴罗莎 . 南

澳 ); 法国干邑 .自兰地：苏格兰威土忌。

13B018T

广裕通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GUANGYUTONG TRADE(Shen Zhen)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李朗国际珠宝园 

电话：0755-84279102                  

传真：0755-84279102                 

邮箱：732221280@qq.com             

参展目的：借助平台 是公司有更好的发展                                              

展品介绍：红酒，洋酒，及红酒洋酒的包装定制。

13C019T   

上海卡聂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GRAND ECHO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温州市景丽大楼二楼

电话：0577-88573010                   

传真：0577-88573008                  

邮箱：89786693@qq.com    

参展目的：专注进口和销售国际品牌葡萄酒的商贸型企

业                                           

展品介绍：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进口和销售国际品牌葡萄

酒的商贸型企业，是中国颇具规模的国际品牌葡萄酒采

购商 .进口商 .批发商之一。

法国 CASTEL 旗下玛利莎 .斐德娜 .伦都 .玛克传奇 .芳

丹舍等系列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代理权。除此之外，上海

卡聂高预先看到了小众酒的商机，选择了南非的优秀葡

萄酒品牌 - 非象葡萄酒，经过多年的品牌运营，非象葡

萄酒现已成为南非葡萄酒在华销量的领导葡萄酒品牌！

13B021T/13B022T  

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   

Hangzhou Cheerday Browery Co.,Ltd.     

地址：杭州市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金衙庄商务楼） 7

楼

电话：0571-87213799

传真：0571-8723129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经销商，个性化定制客户。

展品介绍：杭州千岛湖啤清有限公司是“世界特色精酸

啤西智造商”。原产地位于国家战略水源地于岛湖，年

生产能力 30 万吨 , 位居中国啤酒行业十强，在全国首

推“原生态”啤酒概念，开创“低度淡爽型啤酒”先河。

其产品采用因际先进技术和国家一级水体酿造。啤酒产

品主富完整，包括瓶装酒，酒吧酒.易拉罐等系列产品：

以及“精酸原浆”. 高酒精度精酿啤酒等，并可为国内

外精酿厂商 . 连锁餐饮等定制个性化啤酒 . 果清和其它

型碳酸饮料产品。

13A014T

宁夏巴格斯醉美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Shuozho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普安路 128 号 704 室 M1 座 1001

电话：18642681616                   

传真：021-63230155                 

邮箱：313912023@qq.com    

参展目的：进一步树立企业品牌形象，扩大知名度。                                           

展品介绍：" 澳洲大陆葡萄酒是澳洲大陆酒业集团旗下

自主品牌。一惯秉承原瓶原装，实事求是的原则。2015

年澳洲大陆酒业集团为复兴经典，缔造传奇，再续辉煌。

授权烁州（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澳洲大陆葡萄酒

品牌中国总经销商，负责澳洲大陆葡萄酒品牌在中国大

陆的推广和销售。

13C023T   

欧啦进出口（厦门）有限公司      

OLA Import and export(Xiamen)Co.,Ltd            

地址：山东菏泽曹县韶山路 111 号                  

电话：0530-3361111                   

传真：0530-3368999                     

邮箱：112126866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干红葡萄酒 .甜红葡萄酒 .干白葡萄酒

13B015T    

港丰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GANGFENGINTERNATIONAL TRADE(BEIJ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旧宫东亚五环国际 4号楼 1908 室

电话：010-87971772                    

传真：010-87971772                   

邮箱：56489353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奔富系列红酒及其他系列红酒                                              

展品介绍：奔富系列红酒产自澳大利亚，口感醇厚 . 品

质稳定 .价格适中亲民。

13C020T-A 

烁州（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uozho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普安路 128 号 704 室 M1 座 1001

电话：18642681616                   

传真：021-63230155                 

邮箱：313912023@qq.com    

参展目的：进一步树立企业品牌形象，扩大知名度。                                           

展品介绍：" 澳洲大陆葡萄酒是澳洲大陆酒业集团旗下

自主品牌。一惯秉承原瓶原装，实事求是的原则。2015

年澳洲大陆酒业集团为复兴经典，缔造传奇，再续辉煌。

授权烁州（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澳洲大陆葡萄酒

品牌中国总经销商，负责澳洲大陆葡萄酒品牌在中国大

陆的推广和销售。

13C024T   

意大利森德兰葡萄酒集团有限公司 

ITALIAN SUNDERL WINE CTOUP CO.,LIMITED    

地址：苏州港龙口才智广场 708 

电话：18321112292   

邮箱：389023360@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扩大知名度                                              

展品介绍：起泡酒 洋酒           

成都酒元素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CHENGDU LIQU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 LTD .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五块石路 12 号北城盛世 805 室 

电话：028-65919317 

传真：028-65919317  

邮箱：jiuyuansu@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代理商 .经销商  

展品介绍：十字木桐品牌是法国百大葡萄酒之一，在国

际上也是知名品牌。十字木桐古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

马人时期，古堡里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路易十四的大壁炉

证明古堡在十七世纪的重要地位。古堡被波尔多涅河的

分支环绕着，它的优越地势使河水直接流入葡萄园供给

葡萄树生长所需的水份，葡萄园占地 19 公顷，平均树

龄 43 年。1997 年，金·菲利普购买了这座沉睡千年的

古老酒庄，斥巨资翻新酒窖，调整葡萄园技术管理，并

购入全新酿酒设备和大量法国橡木桶，酿造出果香浓郁

型的梅洛葡萄酒。经过这十几年不懈的努力，赢得世界

众多葡萄酒媒体的称赞，恢复了十字木桐古堡的名庄风

采，享有“波尔多‘醉’动人的小城堡”美誉。

                        

13D036T 
13D039T  

广州玻玛络酒业有限公司 

MAGIC TREE WINES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白山前工业区路 1 号之一嘉

洲大厦 207  

电话：13710089014        

邮箱：506897386@qq.com                   

参展目的：新品推广，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澳洲小产区葡萄酒，澳洲巴罗萨谷干红，澳

洲麦克拉伦谷干红，南非酒庄酒   

13C037T      

青岛波尔圣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BORE SEPO INTERNATIONAL IRADE 

CO.,LTD.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                   

电话：0532-8219099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市代理                                            

展品介绍：进口及国产葡萄酒 .水果蒸馏酒 .白兰地         

13C033T  

Ciatti Company 

Ciatti Company  

地址：164 MacKinnon Parade, North Adelaide SA 5006 

AUSTRALIA

电话：+61 8 8361 9600 

传真：+61 8 8267 1233    

邮箱：simone@ciatti.com.au  

参展目的 :Ciatti 是一家领先的全球代理公司，主要经

营葡萄酒 .浓缩汁 .葡萄和酒类相关产品。

展品介绍:Ciatti是世界上最大的散装葡萄酒代理公司，

与全球主要葡萄酒产区的散酒供应商们有着良好长久的

合作关系。在散酒 .OEM/ 箱装货，浓缩汁 . 烈酒以及其

它葡萄酒类相关产品方面能提供有利的价格。Ciatti 在

全球 9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分别位于美国加州 . 澳大利

亚 .智利 .法国 .德国 .南非 .阿根廷 .加拿大和中国。

我们的啤酒产品公司 John Fearless，能提供新鲜的啤

酒花粒 . 陈年橡木桶 . 果酱和果粉以及 Humuflor 液态

啤酒花精华。

13C038T 

澳邦盛世酒业（上海）有限公司   

ABSWINE(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春东路 508 号 B 栋 421/423 室                     

电话：4006991179                      

邮箱：philip@abswin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精品系列 . 列级酒庄系列原瓶进口葡萄

酒 .澳大利亚五线谱系列 .红五星系列原瓶进口葡萄酒

   

13C034T   

青岛波尔圣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BORE SEPO INTERNATIONAL IRADE 

CO.,LTD.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                   

电话：0532-8219099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市代理                                            

展品介绍：进口及国产葡萄酒 .水果蒸馏酒 .白兰地 

   

13C034T   

澳大利亚澳麒酒业集团    

Orchid Wine Estate  

地址：208 Gouger St. Adelaide SA 5000 Australia  

电话：+61 8 8410 4635         

邮箱：info@orchidwine.com.au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经销商。                                               

展品介绍：澳洲干红葡萄酒 . 澳洲干白葡萄酒 . 澳洲甜

白葡萄酒等澳洲原瓶进口葡萄酒。

13D040T 

新疆伊珠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yizhu wine co. LTD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谊群

电话：15886985875         

传真：0999-4265031          

邮箱：98084857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伊珠冰酒：冰葡萄酒是将葡萄推迟采收，当

气温低于-8℃，使葡萄在树枝上保持一定时间，结冰.同

温采收，在结冰状态下压榨 . 低温发酵 . 酿制而成的葡

萄酒。

伊珠干酒：选用经天山雪水浇灌的蛇龙珠 . 赤霞珠 . 梅

鹿辄等品种，使用优良纯种酵母，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

及橡木桶陈酿，精心酿制而成。酒体成宝石红色泽，色

泽鲜艳，具有清梗香 . 橡木香 . 滋味醇厚，回味好，果

香优雅，品质上等。

13D04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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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品洋酒（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                   

电话：0755-29988959                    

邮箱：262770992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和经销商                                              

展品介绍：这款独特的高原骑士调和威士忌，拥有最好

的麦芽和谷物，在威士忌的故乡苏格兰混合和灌装前，

已在橡木桶发酵多年，香气浓郁，口感醇厚，是一款高

品质的威士忌。

13D049T  

山东慕鹰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龙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绿杰

路 168 号            

电话：0535-3127776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 . 澳洲 . 智利 . 原瓶进口酒 . 中国新疆

醉红驼产品

广州小红马酒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Red Pony Wines & Spirits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Compan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沙路石井工业园小红马大院  

电话：+8620 6680 6555  

传真：+8620 6680 4588  

邮箱：2811511190@qq.com 

参展目的：秉承美酒共享，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宗旨          

展品介绍：小红马旗下自有注册品牌十余个，包括小红

马 . 小马庄（待）. 小马堡 . 爱思堡 . 贝丽 . 美庄 . 百

合之约 . 都兰等十余个；代理酒庄产品四十余个，其中

十余个酒庄产品为国内唯一总经销，并代理了一些 1855

年列级名庄。

13D053T/13D054T/13E055T  /13E056T         

13E059T 

深圳汉能酒业有限公司    

HANNENG IMPORTED WINE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 1024 号阳光科创中心 A 座

32 楼                   

电话：0755-21675198                   

传真：0755-21675918                   

邮箱：christineyuan@hn519.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西南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 CIU CIU 有机葡萄酒，智利辛迪娅葡

萄酒，                                               

法国史怀哲家族系列，法国瓦尔米系列葡萄酒    

13D057T 

北京奥比安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ABA Trad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甲 31 号                   

电话：010-64205075                   

传真：010-84646102                   

邮箱：sarah.xiang@bj-aba.com                   

参展目的：诚招华北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 富邑集团指定进口商，代理奔富 . 洛神山

庄 . 璞立等；富邑集团洛神私家瑧藏系列中国独家运营

商；美国星座集团指定进口商，代理蒙大菲和木桥；澳

大利亚家族酒业麦威集团指定进口商，代理悦凡蒂 ；

菲利普罗斯柴尔德男爵集团指定进口商，代理智利罗斯

柴尔德男爵玛安蒂

13D058T 

厦门宇宙光酒业有限公司    

Xiamen Cosmic Light Wine Co.,Ltd..         

地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营运中心 1号楼 1106                  

电话：4006807199                   

邮箱：1060153363@qq.com               

参展目的：宣传 . 售卖本公司酒类产品                                               

展品介绍：法国拉图波伊雅克 . 法国利布尔纳木桐男

爵 .法国拉贡酒庄 . 西澳天鹅 .澳洲奔富

13D050T  

包头市欧贝斯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BAO TOU OBETZ WINE CO.,LTD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阿尔丁北大街 6号    

电话：0472-5167328                   

邮箱：198645903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葡萄酒来自西班

牙最大的法定葡萄酒原产地——卡斯蒂利亚拉曼恰，由

西班牙德尔加多兄弟酒庄（EHD）. 西班牙嘉德尔酒庄出

品。全程有机化生产，是绿色.健康.生态的有机葡萄酒。 

13E052T     

厦门市欧帆酒业有限公司    

oufanjiuyeyouxiangongsi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 372 号 204 室                 

电话：18859288992                    

传真：0592-7897879                   

邮箱：451829747@QQ.COM            

参展目的：招募全国品牌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智利德国进口红酒及啤酒招商        

13E051T  

深圳嘉盛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sheng Wine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 242 号中南明珠大

厦 702

电话：4006093903                    

传真：0755-28244657                  

邮箱：1021089727@qq.com                   

参展目的：法国 ,意大利红酒洋酒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13E060T-A  

新澳正源（北京）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OCEANIA SOURCE (BEIJI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16 号 2 号楼 5层 606 

电话：010-87576593    

传真：010-87576657       

邮箱：info@haojiu99.com  

参展目的：追原产地美酒，求性价比最高                

展品介绍：我们带来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亲切的问候，

澳大利亚百富酒庄，产品涵盖东南澳 . 南澳 . 巴罗莎等

澳洲知名产区，酒庄除自主品牌产品外，还可以根据您

的需求提供 OEM 服务，为您奉上优质的原产地葡萄酒，

给您带来更多商机。                                             

新西兰瑞德酒庄，位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马尔堡”，

以出产新西兰高质量的白葡萄酒闻名，同时酒庄也种植

黑皮诺等红葡萄品种，并为“甜酒控”们提供她们的最爱。

    

13E060T-B      

上海诗恺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KY Wine & Food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 2570 号科技绿洲三期 2 号

楼 402 室

电话：15216613490

邮箱：cohen.xu@sg-slovakia.sk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一二线城市经销商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原瓶进口白葡萄酒 . 红葡

萄酒 . 桃红葡萄酒和起泡葡萄酒。葡萄品种主要有赤霞

珠 . 梅洛 . 阿利本内 . 帕拉瓦 . 白皮诺 . 霞多丽 . 威尔

士雷司令 . 琼瑶浆 . 灰皮诺 . 雷司令等。产品根据陈

酿年份及产量等分为 Vinum Nobile.Golden Eagle 和

Alpense三个子品牌，满足了市场各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13D061T

温州市奇盟贸易有限公司    

Wenzhou Qi Meng Trading Co., Ltd.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牛山北路 50 号                  

电话：0577-86191919                   

邮箱：329641172@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代理商 .经销商                                          

展品介绍：泰谷系列啤酒由方特塞伦公司（Font 

Salem） 出 品， 该 公 司 属 于 戴 姆 酿 酒 集 团（Damm 

Group） 的全资子公司，目前为西班牙销量名列前茅的

啤酒酿造集团。方特塞伦公司拥有三座具有世界领先水

准的酿酒厂，分别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东部（西班牙）

和西部（葡萄牙），临近两大世界知名港口（瓦伦西亚

港 /里斯本港）。     

深圳市苏泽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Suchet Tra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安良五村油田路 30 号  

电话：0755-28323017  

传真：0755-28323017   

邮箱：13530083126@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 战略合作商。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 澳洲葡萄酒 . 智力葡萄酒 . 德

国葡萄酒 . 意大利葡萄酒 . 西班牙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

萄酒。    

13E064T  13F068T 

亨富（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henfourds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尚东雅园 7-2-2402                   

电话：022-24939466                    

传真：022-24939466                    

邮箱：584130352@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克里斯奔富酒王系列和亨富系列

13D062T   

深圳市苏泽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Suchet Tra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安良五村油田路 30 号  

电话：0755-28323017  

传真：0755-28323017   

邮箱：13530083126@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 战略合作商。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 澳洲葡萄酒 . 智力葡萄酒 . 德

国葡萄酒 . 意大利葡萄酒 . 西班牙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

萄酒。

13E066T    

杭州酒好科技有限公司          

ABSWINE(SHANGHAI)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太古广场 1幢 816 室                   

电话：057188174215                    

传真：057188174215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法国干白葡萄酒等原瓶进

口葡萄酒。    

   

13E063T    

芭菲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Bafei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 3562 号 2 楼 F2221 室   

电话：021 － 39946687                    

传真：021 － 39946687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战略合作商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 澳洲葡萄酒 . 智利葡萄酒等原

瓶进口葡萄酒。   

13E065T 

广州酒创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e Entrepreneur E-Commerce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新敦路 109-129

号 

电话：020-84288118 

传真：020-84288118  

邮箱：gdzwmj888@163com 

参展目的：微小型创业者联盟，用第一手资源，创共享

格局

展品介绍：1. 酒创客联盟合作，投资 1 万元，做扩大

一百倍的生意（百万元现货酒），占 80%+ 的利润分成，

共享千万元葡萄酒采购大商第一手价格，投入十万元，

成为酒创客合作伙伴。2. 区域总运营商，酒创客在每个

地级市仅找一个合作伙伴，成立合作公司，合作伙伴仅

需投资 10 万元，每家合作公司可得到酒创客平台帮助

融资 100 万元以上。  

 13E069T  

西味国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智南北）     

XIWEI International (Guangzhou) Company 

Ltd.（ZHINANBEI）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 11 号保利

威座北塔 19 层 05-07 单元              

电话：+86(0)87558775    

邮箱：info@zhinanbei.com 

参展目的：招商及宣传企业                                        

展品介绍：Viejo Sabio 酒庄是智利的新贵葡萄酒业集

团，旗下拥有数十个自有品牌；其葡萄园遍及智利南

北的重要产区：Maule 马乌莱，Colchagua 科尔查瓜，

Aconcagua 阿空加瓜，Elqui 埃尔基等等，Viejo Sabio

酒庄正在积极发掘更多智利其他产区的品质佳酿。

 13E070T 

德尔加多兄弟控股酒庄        

EXPLOTACIONES HERMANOS DELGADO S.L.  

地址：CAMINO LOS SANTOS, KM5, 13630 SOCUÉLLAMOS 

(CIUDAD REAL), SPAIN                  

电话：0034-926699107                   

传真：0034-926699179                   

邮箱：info@bodegaehd.com                  

参展目的：在全国范围内诚招进口商合作                                              

展品介绍：西班牙有机干红干白葡萄酒 . 西班牙有机起

泡葡萄酒 . 西班牙有机桃红葡萄酒 . 西班牙有机甜葡萄

酒 . 西班牙有机葡萄汁葡萄醋葡萄籽油等，品类众多。

西班牙拉曼查产区100%原瓶进口，已获得中国有机认证，

有机产品进口手续齐全。

13F06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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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味国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图南翼）      

 XIWEI International (Guangzhou) Company 

Ltd.（TUNANYI）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 11 号保利

威座北塔 19 层 05-07 单元              

电话：+86(0)87558775    

邮箱：info@tunanyifrance.com 

参展目的：招商及宣传企业                                        

展品介绍：图南翼是专门经营法国葡萄酒的品牌，产品

均来自法国南部多个产区。

13F071T  

浙江惠灵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ZHEJIANG WILLING FOREIGN TRADING CO., 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山北路 308 号

电话：0571-85774036

传真：0571-85773712

邮箱：jiacy@zjnac.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国营大型外贸企业专业进口法国 . 意大

利 .西班牙 .智利等国优质原瓶装葡萄酒

重庆左右逢源酒业有限公司   

Chongqing zuoyoufengyuan wine industry 

co. 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柳荫街 73 号

电话：400-8658-938

邮箱：yangwei.yz@vip.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 .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所谓好山有好水，好水酿好酒。为生产出优

质的果酒，特选址重庆市南川区神龙峡5A风景区附近，

景区附近无任何污染，酿酒所用水均选用优质山泉水进

行净化处理， 满足了酿造优质果酒的基本要素。调酒

师来至于美丽的云南大理，已从事调酒行业 20 余年，

有着古法低温发酵技术调酒手法，经他手调配的果酒其

口感丰富 .圆润 .饱满，花香四溢。

13E074T

13F081A

深圳市和富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HEFU WINE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 307 号富力新天地 44

楼 02-05 单元 

电话：020-37634819  

传真：020-37634819 

邮箱：hefuwine@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经典干邑品牌路易老爷.百利来 .贺迪，

富邑旗下品牌原瓶进口葡萄酒，包括奔富 .贝灵哲等 

13F075T/13F076T        

深圳市品致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PINZHI WINE INDUSTRY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 3008 皇都广场 3 号

1716     

电话：0755-25229199                   

邮箱：13418579997@ipinzhi.cc           

参展目的：搜集行业信息，进行市场推广                                           

展品介绍：专业进口法国精品红葡萄酒及中国区独家代

理产品：奥克精品餐酒系列（中国独家产品），波尔多

大区 AOC 及中级庄 12 款长期合作酒庄，波尔多村庄级

别 AOC. 列级庄及波美侯 3款 2008，2010 年份独家产品，

圣爱美隆列级庄皇室御用拉图奈 2008 独家产品。

13F079T     

西味国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西美西味）       

XIWEI International (Guangzhou) Company 

Ltd.(XIMEIXIWEI)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 11 号保利

威座北塔 19 层 05-07 单元              

电话：+86(0)87558775    

邮箱：info@ximeixiwei.com 

参展目的：招商及宣传企业                                        

展品介绍：西美西味作为中国领先的西班牙食品进口及

运营商，一直致力于推广西班牙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成熟且专业的葡萄酒营销模式使我们得以在同行中脱颖

而出。全方位地为各代理商和经销商远图长虑。

13F072T  

壹红酒有限公司     

The One Wine Limited   

地址：香港葵涌打磚坪街 85-89 號葵匯工業大廈 504 室

电话：00852- 3695 0880

邮箱：daniel.dit@theonewinehk.com

展品介绍：Finca Casalta 享有得天獨厚的優越地理位

置，被世人稱呼為「地中海的陽台」，因為它位於海拔

1000 米。羅祖吉斯後人都會遵守祖先的傳統嚴謹執行葡

萄栽培 . 人手採摘和釀酒等等，並積極傳遞其風土的獨

特性。罗祖吉斯莊园的每一款产品都在国外屡获殊荣，

质素品质备受认可！令我们有信心将产品引入中国市

场！我们的葡萄酒屢次获得西班牙世界葡萄酒与烈酒大

赛金獎和银奖 . 西班牙世界葡萄酒与烈酒大赛金奖 . 国

际葡萄酒挑战赛，更被《葡萄酒爱好者》杂志给予高评

价并获得推荐。

13E073T

深圳市海峡酒业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Haixia Wine Trade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仙二路新东兴商务中心一楼 120    

电话：18665896439      

传真：0755—26914250    

邮箱：6789743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城市招商代理           

展品介绍：原瓶原装进口智利酒庄家族品牌干红 . 干白

葡萄酒，澳洲猫音系列红葡萄酒。

13G082A     

重庆左右逢源酒业有限公司  

Chongqing zuoyoufengyuan wine industry 

co. 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柳荫街 73 号

电话：400-8658-938

邮箱：yangwei.yz@vip.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 .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所谓好山有好水，好水酿好酒。为生产出优

质的果酒，特选址重庆市南川区神龙峡5A风景区附近，

景区附近无任何污染，酿酒所用水均选用优质山泉水进

行净化处理， 满足了酿造优质果酒的基本要素。调酒

师来至于美丽的云南大理，已从事调酒行业 20 余年，

有着古法低温发酵技术调酒手法，经他手调配的果酒其

口感丰富 .圆润 .饱满，花香四溢。

13F083A

美颂佳酿（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AISON FINE WINES(SZ)E-COMMERCE CO.,LIMITED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北四街与明珠大道交汇处

和亨中心广场 1栋 140 室

电话：0755-82620307  

邮箱：601928354@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法国 . 智利 . 西班牙 . 澳大利亚和南非葡萄

酒 . 酒庄前置深圳保税仓，600 支起订，个性化定制标

签 

13F080T  

绍兴帕乌克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OXING PAWUKE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越英路以西 .开源路以北。                 

电话：020-84158183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县区域代理商，合伙人。                                            

展品介绍：格鲁吉亚 - 红酒发源地 格鲁吉亚世界上最

古老的葡萄酒产地，适用于酿酒葡萄品种最多的国家。

QVERVRI 陶罐酿造 . 一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 这种不需要现代人工干预的技术酿

造出来的酒非常纯净 . 且原汁原味。萨别拉维葡萄 . 高

酸 . 高糖 . 高单宁 . 果实颜色深 . 所酿造出来的葡萄酒

色泽深艳 . 酒质肥硕。瓶储后酯香浓郁 . 单宁丰富且柔

和。适合所有场合品鉴。

13G084A 

智利玛吉戈酒庄   

Vinedos Marchigue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航城广场 G座 712

电话：010-58633537

传真：010 

邮箱：yangle1986123@sina.com

参展目的：重点招商四川，江苏，浙江，广东，湖南，

湖北

展品介绍：智利玛吉戈酒庄中国办事处，只做精品智利

酒，占地3000公顷葡萄园，位于中央山谷空加瓜谷产区，

有最出色的佳美娜在国际上获多项大奖，酒庄所有酒军

用自己的葡萄酿造    

浙江互创贸易有限公司       

zhejiang wieers trading 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义乌副食品市场进口食品专区互创

进口商品中心馆 1街 44            

电话：0579-89899898

传真：0579-85457588              

邮箱：18484354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品牌《波尔多先生》系列葡萄酒

13F087A 13G090A

上海沓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TALAI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松江区茸悦路 158 号富悦财富广场 A座 1602  

电话：15216666897     

传真：021-67897108     

邮箱：talai125@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葡萄酒                                            

展品介绍：西班牙 . 意大利 . 南非 . 法国 . 智利原装进

口葡萄酒

13F085A    

上海品洛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ghai pinluo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2088 弄 267 号  

电话：021-54409123   

传真：021-64078887 

邮箱：197509090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干红葡萄酒 . 澳大利亚干白葡萄

酒 .澳大利亚甜白葡萄酒及水果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

13G088A 

Aura Wines               

Aura Wines     

地址：Avenida Kennedy 5600, office 1116, Vitacu

ra                                            

电话：Juan Francisco Urzua-Pablo Achurra                                                                                                        

邮箱：Juzua@aurawines.cl -pachurra@aurawines.cl                                                         

参展目的： e.g looking for importers in Shandong,Jiangsu, 

Fujian,Shenzhen, Cuangzhou,shanghai，etc.

展品介绍： Aura Wines is a quality winemarking group with 

a global presence in all today’s most.competitive markets. 

Thanks to our diversity and different vineyards along Chile, 

we.delivery an innovative and high value proposal through 

all our brands and products with a wide range of unique and 

personalized wines.this intensive background is precisely 

what enables us to offer complementarity in our

portfolio coming from the most acclaimed wine terroirs in 

Chile.

 

 

13G086A  

上海鑫竺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Xin Zhu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北路 100 号林顿大厦 2111                  

电话：18717802231                    

传真：021-55660339                 

邮箱：lilivenice@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的优质代理商                                            

展品介绍：上海鑫竺贸易有限公司为外商投资人独资的

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公司总部在意大利，拥有 40

多年的历史，管理机制健全，旗下涉及行业 .品牌众多。

2014 年以独资形式在中国成立上海鑫竺贸易有限公司，

主营进口葡萄酒，拥有自主品牌 VeniceWine，主推中高

端市场，致力于将最正宗的意大利原产地红酒带入中国，

让国人体验真正的欧洲酒文化。

13F091A

成都承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Chengdu Chenglin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9 栋 1 单元 6

层 627 号                  

电话：028-85179431                    

传真：028-85179431                 

邮箱：182339281@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北上广深 .闽粤江浙为主的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自营小众中高端品牌“百蓝凯特（Blacatoo）”

的澳大利亚原瓶进口的干红 . 干白 . 甜白 . 起泡等葡萄

酒，同时也经营以南澳州产区为主的葡萄酒 OEM 业务。

13G092A            

凯恩禾普贸易（厦门）有限公司         

KK Food Trading (Xiamen)Co.，Ltd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24 号海山商务中

心 12A                

电话：0592-2394032      

传真：0592-2394039      

邮箱：jane@kkfoodhk.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代理商                       

展品介绍：凯恩禾普贸易 (厦门 )有限公司是 Kreyenhop 

& Kluge GmbH Co. & KG 在中国的分公司，德国总公司

成立于 1933 年，这个家庭企业已经有三代的出口亚洲

食品到欧洲市场的经营经验，亚太总部设在香港，我们

公司在中国大陆（厦门和青岛）. 菲律宾 . 越南和印度

都有办公室。目前我们公司从事进口高品质的德国食品

饮料 .啤酒和红酒到中国大陆市场。

13F0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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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酒元素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Zhengzhou Winelements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航海东路 1508

号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 G6 号                  

电话：18638687837                   

传真：0371-60688172                 

邮箱：htwines6@hotmail.com               

展品介绍：郑州酒元素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伊始便

致力于为中国市场带来让人身心愉快的葡萄酒，海拓酒

行衷心的希望能和广大的客户一同体验东欧葡萄酒的精

髓，领略各国的风土人情，打造出一个快乐持续的进口

葡萄酒市场。                                               

我司主营乌克兰及摩尔多瓦等国葡萄酒，产品类别涵盖

干红 . 干白 . 各种甜酒及起泡酒。产品有高中低各种档

次，包括摩尔多瓦国宴用酒红黑宝石，中端产品君士坦

丁堡系列以及日常餐酒卡尔瓦纳等系列。 

13G094A 

广州葡顿酒业有限公司     

Pu Dun  Wine  Co. , 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福场路 5号富力金禧商务中心 2706               

电话：020-34397553                  

传真：020-34397553                  

邮箱：gzrbt@126.com                                              

展品介绍：葡顿酒业有限公司（PU DUN  WINE CO.， 

LTD）是一家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新生代葡萄酒公司，

公司总部设在广州市海珠区。

我们拥有来自世界各主要葡萄酒产国 . 多个精品酒庄的

名优葡萄酒的独家经销代理权，100% 原瓶原装进口，其

中有超过 90% 的产品为中国地区独家代理。这些葡萄酒

产品在国际多个葡萄酒大赛上也屡获大奖；我们与全球

各地的酒庄和供应商紧密合作，通过自己的专业团队，

在全程严格监控下完成葡萄酒进口运输 . 报关 . 检验等

严谨专业的流程，力求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品质优良 . 高

性价比的原瓶进口葡萄酒。

陕西云集酒业有限公司   

SHAANXI YUNJI WINE CO.,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六路 46 号蓝溪控股总

部      

电话：029-89560528                    

传真：029-89560528                    

邮箱：shangtian@landsea.net.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苏 .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蓝溪金炫柿子酒精选全国精品柿子，通过陕西传统工艺

与现代发酵果酒酿造工艺相结合，100% 原汁发酵，酒体

澄清透明，香气清雅纯正，入口甜润细腻 .回味绵长。

13G096A     13G106B      

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地址：Vi?a Rellanada s/n. Villamayor de Monjardin               

电话：15692178065                  

传真：15692178065                  

邮箱：yanhao@proclint.es                 

参展目的：诚寻西班牙葡萄酒进口商                                              

展品介绍：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是来自于

西班牙北部纳瓦拉产区的传统家族酒庄，葡萄园占地

220 公顷，种植有丹魄 . 歌海娜 . 赤霞珠 . 美乐 . 黑皮

诺以及霞多丽等丰富的葡萄品种，出产性价比突出类型

丰富的白 .桃红 .红以及甜型葡萄酒。

13G098A    

广州市酒伯乐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ehunter Internation  

Co.,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振兴大街 10 号启迪中海科技园 12

栋                

电话：020-31950276                  

传真：020-31950276                

邮箱：71029200@qq.com                                        

展品介绍：酒伯乐踏足世界各地葡萄产区，与多个国际

知名酒庄达成独家合作，为客户提供极具性价比的品质

葡萄酒。公司拥有规模化团队 . 专业课程教室与高级配

餐厨房，提供品酒 . 学习 . 配餐等全套完整服务，给各

地加盟商做好模范指导作用。

国家一级品酒师 - 朱卫东老师，为酒伯乐顾问，定期开

展“葡萄酒品鉴大师课程”.“WSET 二级 . 三级葡萄酒

与烈酒课程”，证书均移交至英国权威机构认证。

13F095A  

陕西云集酒业有限公司                            

SHAANXI YUNJI WINE CO.,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六路 46 号蓝溪控股总

部      

电话：029-89560528                    

传真：029-89560528                    

邮箱：shangtian@landsea.net.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苏 .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蓝溪金炫柿子酒精选全国精品柿子，通过陕西传统工艺

与现代发酵果酒酿造工艺相结合，100% 原汁发酵，酒体

澄清透明，香气清雅纯正，入口甜润细腻 .回味绵长。

13H107B    

西班牙生意集团  

Spanish Business Group 

地址：西班牙               

电话：+34651999305                      

邮箱：raulgbardon@hotmail.com                     

参展目的：树立集团形象，寻找中国合作商。                                             

展品介绍：我们是一家拥有西班牙最好的葡萄酒厂的公

司，我们是中国的大型经销商专家，我们有自己的葡萄

酒厂和葡萄园。此次参展的产品有酒 .浓酒威士忌。

13H108B   

重庆莫所罗托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Mozolotoki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 19 号 30-13                   

电话：18523335193                    

邮箱：liujuan@Mozolotoki.com                   

参展目的：销售葡萄酒，促进中西葡萄酒文化交流                                               

展品介绍：西班牙葡萄酒，西班牙果味葡萄酒

13G105B   

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地址：Vi?a Rellanada s/n. Villamayor de Monjardin               

电话：15692178065                  

传真：15692178065                  

邮箱：yanhao@proclint.es                 

参展目的：诚寻西班牙葡萄酒进口商                                              

展品介绍：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是来自于

西班牙北部纳瓦拉产区的传统家族酒庄，葡萄园占地

220 公顷，种植有丹魄 . 歌海娜 . 赤霞珠 . 美乐 . 黑皮

诺以及霞多丽等丰富的葡萄品种，出产性价比突出类型

丰富的白 .桃红 .红以及甜型葡萄酒。

13G098A  

佛山市棣友进出口有限公司                

Foshan Diyou Import & Expor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振兴路 8号                  

电话：0757-23630088，                   

邮箱：929132298@qq.com              

参展目的：推广葡萄酒等产品的销售                                              

展品介绍：本公司进口代理智利 . 意大利 . 南非 . 德国

等地的葡萄酒，酒庄直供 . 原瓶进口，专门精挑细选口

感好 .性价比高 .适合国人口味的好酒。

13G109B 

厦门伽隆酒业有限公司   

Xiamen Gayon Wine And Spirits Co.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 2366 号 101 室 

电话：0592-5719664                     

邮箱：duprat_bella@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四川 . 陕西 . 山西 . 福建等全国各地代

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甜白葡萄酒 . 法国干红葡萄酒 . 法国干

红葡萄酒 .烈酒等原瓶进口。

13G110B     

中山市立斯普贸易有限公司     

Zhongshan Lysspool Trad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三鑫路旭日巷 31 号首层之

二  

电话：0760-88261229 

传真：0760-88261229    

邮箱：53177903@qq.com 

参展目的：提高公司知名度，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右岸名庄酒老教堂干红葡萄酒；拉菲·罗

斯柴尔德家族系列葡萄酒；1855 法国列级庄名葡萄酒；

澳洲奔富系列葡萄酒以及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小众酒。

青岛锦都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JINDU PACKAG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九水西路 37 号金科罗兰公

馆 410                  

电话：13280814893                    

传真：0532-87625873                    

邮箱：qdjindu@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渠道商                                              

展品介绍：青岛锦都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 . 生

产 . 销售为一体的礼品盒公司。公司主要经营皮盒 . 实

木木盒.高光油漆木盒.精裱纸盒.瓦楞纸盒等礼品盒。

工厂在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占地面积 8000 平米。公

司自 2006 年建厂以来，始终坚持在精益中生存 . 在创

新中发展的经营理念，以先进的设备，专业的技术人员，

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

和支持。

13G117B   13G122B   

满洲里市大俄贸易有限公司          

MAN  ZHOU  LI  DA E  TRADE  CO  LTD  

地址：内蒙古满洲里市三道街华都大厦门市         

电话：400-0470-055   

邮箱：2869134562@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招商，产品宣传                                          

展品介绍：格鲁吉亚干红葡萄酒，格鲁吉亚半甜葡萄酒 

，俄罗斯阿法纳西精酿啤酒，俄罗斯伏特加 澳大利亚

干红葡萄酒，澳大利亚半甜葡萄酒

13H111B     黑龙江省法纳戈里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shenfanageliyaguojimaoyiyouxi

angongsi    

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宝城翰林院一号楼六

号门市                    

电话：13704631790                 

邮箱：694551954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俄罗斯法纳戈里亚红酒 .白兰地 .起泡酒。

13G118B/13H119B         

南非朗姆索克酒业责任有限公司        

LAMMERSHOEK FARMS AND WINERY (PTY) LTD                                

地址：16H FLOOL, 1 THIBAULT SQUARE, 1 LONG

STREET, CAPE TOWN SOUTH AFRICA                                                             

电话：13901182150                                                                                                        

邮箱：jingwenw@hotmail.com                                                              

参展目的：开拓中国葡萄酒市场寻求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此次参展的展品有：自由人 5 号（The 

Liberian No 5 Red Blend By Franz Beckenbauer）.

地球系列珍藏干红（Terravinum Reserve Red Blend 

2016）. 地球系列珍藏西拉（Reserve Syrah 2015）.

伊 纳 森 系 列 皮 诺 塔 基（The Innocent Pinotage 

2015）. 伊纳森系列干白（The Innocent White Blend 

2015），以及珂诗岚系列（KL-Kings Life）多种品种，

所有葡萄酒都是原瓶原装从南非进口到中国的。

13H123B   

兄弟进出口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18306663999                    

邮箱：2026438571@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订货 .展示                                          

展品介绍：酒体呈现迷人的宝石红色，强劲清晰的成熟。

过程成熟。热情，丰满，浆果香气浓郁。这是一款很好

的陈酿潜力的美酒。

13H120B     

西班牙生意集团            

Spanish Business Group    

地址：西班牙               

电话：+34651999305                   

邮箱：raulgbardon@hotmail.com                     

参展目的：树立集团形象，寻找中国合作商。                                             

展品介绍：我们是一家拥有西班牙最好的葡萄酒厂的公

司，我们是中国的大型经销商专家，我们有自己的葡萄

酒厂和葡萄园。此次参展的产品有酒 .浓酒威士忌。

13H112B 

中山市红高地商贸有限公司            

Zhongshan RedGoldy Commerc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博爱三路 9 号 TOP 时尚商务

园 4栋 213         

电话：0760-88802027       

邮箱：vichard_lin@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商 .加盟商 .合作经营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原瓶进口葡萄酒（阿玛罗尼 . 巴罗

洛 . 巴贝拉 . 图拉斯 . 特龙 . 卡基欧罗 . 基安蒂），甜

白 .干白葡萄酒，气泡酒，香槟，法国洋酒

13G113B/13G114B/13H115B/13H116B    

厦门壹厦进出口有限公司             

Xiamen Yixia Import& Export co.,LTD   

地址：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

象兴西路 22 号象屿大厦六层 A1      

电话：0592-6017535         

传真：0592-6017535          

邮箱：h6825390@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法国干邑产区白兰地 . 西班牙干红葡萄酒，

西班牙干白葡萄酒，西班牙桃红干白葡萄酒 . 西班牙啤

酒 .澳洲干红葡萄酒 等原瓶进口酒类

13G121B 

杭州德岁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HANGZHOU DESUILI IMPORT&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杭州下城区世嘉君座 4-711

电话：0571-87830937

传真：0571-86919522

邮箱：byron345@hot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原瓶进口干红葡萄酒；产品产自

澳大利亚好乐溪地区最著名的酒庄之一布雷默顿酒庄

（在过去的 12 年里，Bremerton winery 连续被 James 

Halliday 授予五星级酒庄，在澳大利亚酒庄中排名前

5%）。酒庄拥有 120 公顷的优质葡萄园和现场带葡萄酒

厂 -玛蒂尔达酿造基地。

本次参展的葡萄酒包含混酿，赤霞珠单酿，西拉单酿。

参展的所有葡萄酒都经过10-24个月之间地橡木桶陈酿。

13H124B



102 103

郑州酒元素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Zhengzhou Winelements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航海东路 1508

号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E贸易博览交易中心 G6 号                  

电话：18638687837                   

传真：0371-60688172                 

邮箱：htwines6@hotmail.com               

展品介绍：郑州酒元素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伊始便

致力于为中国市场带来让人身心愉快的葡萄酒，海拓酒

行衷心的希望能和广大的客户一同体验东欧葡萄酒的精

髓，领略各国的风土人情，打造出一个快乐持续的进口

葡萄酒市场。                                               

我司主营乌克兰及摩尔多瓦等国葡萄酒，产品类别涵盖

干红 . 干白 . 各种甜酒及起泡酒。产品有高中低各种档

次，包括摩尔多瓦国宴用酒红黑宝石，中端产品君士坦

丁堡系列以及日常餐酒卡尔瓦纳等系列。 

13G094A 

厦门卓蕾优品贸易有限公司    

Xiamen Jolly Trading Co.Ltd   

地址：厦门象屿保税区屿南三路 18 号三层 V区  

电话：15605028666    

传真：0592-6026876  

邮箱：46021162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厦门卓蕾优品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葡

萄酒进口商和品牌运营商，长期与法国 . 西班牙 . 葡萄

牙 . 澳洲等国家的多个知名酒庄合作 . 进口葡萄酒，其

中大多数是国际各种获奖的优质葡萄酒，为国内广大的

葡萄酒消费者及爱好者，提供更优质更多元的选择。 

与此同时，我司与国内多个区域主流的进口酒类企业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进口酒类行业中享有了较

高的品牌影响力及知名度。

御酿酒庄 

BODEGAS NEKEAS, S. COOP.

地址：LAS HUERTAS S/N  31154 AÑORBE ( NAVARRA) 

SPAIN 

电话：+34-948350296

传真：+34-948350300

邮箱：alicia@nekeas.com

参展目的：推广品牌 .产品，并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红葡萄酒丶白葡萄酒丶桃红葡萄酒等原瓶进

口葡萄酒。

本单位确认，以上信息真实可靠，如因此出现任何法律

纠纷，与糖酒会主办 .承办单位无关。

13G125B  13H128B

至醇酒库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LIQUID GOLD TRADING (SHENZHEN) LIMITED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文锦渡口岸大楼 A座 4A07                     

电话：0755-82170527                

邮箱：info@liquidgold.com.hk                 

参展目的：推广高品质的日本清酒 .威士忌和烈酒                        

展品介绍：至醇酒库于 2008 年在香港成立，旨在向日

本清酒 . 威士忌和葡萄酒爱好者作出专业推介。致力搜

罗环球珍品，以具竞争力的价钱和优质的客户服务，让

客人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体验。我们代理和经销各知名

日本清酒：黑龙 . 十四代 . 矶自慢 . 楯野川 . 东之麓等

二十多个知名品牌。

13G126B     广州市酒伯乐国际酒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ehunter Internation  

Co.,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振兴大街 10 号启迪中海科技园 12

栋                

电话：020-31950276                  

传真：020-31950276                

邮箱：71029200@qq.com                                        

展品介绍：酒伯乐踏足世界各地葡萄产区，与多个国际

知名酒庄达成独家合作，为客户提供极具性价比的品质

葡萄酒。公司拥有规模化团队 . 专业课程教室与高级配

餐厨房，提供品酒 . 学习 . 配餐等全套完整服务，给各

地加盟商做好模范指导作用。

国家一级品酒师 - 朱卫东老师，为酒伯乐顾问，定期开

展“葡萄酒品鉴大师课程”.“WSET 二级 . 三级葡萄酒

与烈酒课程”，证书均移交至英国权威机构认证。

13F095A  

新昌九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XINCHNAG JIUXIN IMP&EXP CO.,LTD.   

地址：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 1111 号 1 幢             

电话：0575-86265588                

传真：0575-86265589                 

邮箱：hlyalice@jiuxinpharm.com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经销商                                        

展品介绍：德国冰酒 . 德国白葡萄酒 . 德国红葡萄酒等

原瓶进口葡萄酒。

13G129B  

广州普恺图酒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GUANGZHOU PUERTAS IMPORT & EXPORT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石清公路 655 号一街        

电话：020-84847702          

传真：020-84847702                   

邮箱：eva.yeungxp@gmail.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安徽，河北，陕西，山西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红䴉庄园系列来自澳洲克莱尔，巴罗萨等产

区的品牌产品，其高性价比，一直深受澳洲当地人以及

国内消费者喜爱；拉图勒蕾酒庄来自法国波尔多的古老

品牌，其饱满的酒体，完美的包装，已经在国内有一定

的知名度；瑰莺庄园来自于智利中央山谷，酒庄有高中

低等不同的价格产品，适合于各种场合饮用，其品质也

是受到国内消费者一致好评；慕狮 XO 白兰地系列产于

法国干邑地区，产品规格为 1 升和 3 升，有御享和尊享

两种不同品质可供选择。

13G130B   

广州金誉酒酷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yu Wine Cool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怡海路 190 号 192 号 1 层商场之八     

电话：020-81798528     

传真：020-36124077    

邮箱：31297301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勃艮第干红葡萄酒 . 法国勃艮第干白葡

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

13H127B   

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地址：Vi?a Rellanada s/n. Villamayor de Monjardin               

电话：15692178065                  

传真：15692178065                  

邮箱：yanhao@proclint.es                 

参展目的：诚寻西班牙葡萄酒进口商                                              

展品介绍：BODEGAS CASTILLO DE MONJARDIN 是来自于

西班牙北部纳瓦拉产区的传统家族酒庄，葡萄园占地

220 公顷，种植有丹魄 . 歌海娜 . 赤霞珠 . 美乐 . 黑皮

诺以及霞多丽等丰富的葡萄品种，出产性价比突出类型

丰富的白 .桃红 .红以及甜型葡萄酒。

13G098A  

路德骑士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Luther Knight international trade 

(Beij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洋路 333 号 B 座 206 室                   

电话：010-67860875                   

邮箱：chenjianqun010@fox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级代理商 .经销商 .合作商                                            

展品介绍：澳洲赫西奥拉系列，澳洲原瓶进口葡萄酒，

酒庄直供，品质保证，全系列 9 大单品，价位从低端到

高端均有； 法国朗翠玛拉薇系列，法国精品小酒庄杰作，

欧盟 . 法国双有机认证，德米特认证，拥有高品质全系

葡萄酒产品，适用于宴请 .送礼 .个人小酌等场所。

13H131B    

乐邦（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Le bon (Tianjin)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万象路 168 号    

电话：15076066333  

邮箱：64805732@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宣传以及诚招全国代理商和经销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 . 澳洲干红葡萄酒 . 西班牙

干红葡萄酒 . 智利干红葡萄酒 . 智利干白 . 桃红葡萄酒

等原瓶进口葡萄酒。产品覆盖高中低档，有灵活选择空

间及市场竞争力，充分满足各消费阶层需求。我们本着

“极品红酒，原瓶进口”的品质保证和产品优势，致力

成为您身边的专业酒窖和红酒顾问。我们保证每一瓶酒

都是原瓶进口，拥有全套报关.清关以及卫生检疫证明，

确保每一瓶酒都是合法 .安全 .正统的产品。

朗蒂菲（上海）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传真：028-0868008                    

邮箱：57622109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全国招商   

13H136B     13H140B  

领先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Lingxian Australia Pty Ltd                              

地址：229 Greenhill Road,Dulwich SA Australia

电话：+61 0401786108

邮箱：yuwenbusiness@gmail.com

参展目的：重点招代理商和定制 OEM 客户

展品介绍：100% 原瓶，100% 葡萄汁酿造和 100% 原产地

灌装的澳洲葡萄酒和无醇起泡酒等产品。

13G141B

广州沁樽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车坡大岗工业区业顺大厦

615 室

电话：13542804448

邮箱：KALUON@126.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白兰地  红酒

13G137B

广州厘米贸易有限公司                

CM TRADE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新区新港东路 2519 号广东工

艺美术产业园 33 幢。                  

电话：020-84158183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智利精品葡萄酒，南非精品葡萄酒。

13G134B   

中山市红高地商贸有限公司            

Zhongshan RedGoldy Commerc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博爱三路 9 号 TOP 时尚商务

园 4栋 213         

电话：0760-88802027       

邮箱：vichard_lin@126.com   

参展目的 :诚招各地代理商 .加盟商 .合作经营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原瓶进口葡萄酒（阿玛罗尼 . 巴罗

洛 . 巴贝拉 . 图拉斯 . 特龙 . 卡基欧罗 . 基安蒂），甜

白 .干白葡萄酒，气泡酒，香槟，法国洋酒

13G113B/13G114B/13H115B/13H116B    

深圳市维纳斯庄园酒业有限公司              

Tenuta di  Venus    

电话：0755-98221156                      

传真：0755-98221156                 

邮箱：Venus@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苏，福建，西南等省区域招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白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萄酒，意大

利原瓶进口葡萄酒法国，澳洲，西班牙等原瓶进口葡萄

酒

13G138B 

蓬莱市裕龙酒业有限公司  

PENGLAIYULONG W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刘家沟镇安李路 9号

电话：0535-5961599        

传真：0535-5961818        

邮箱：3121661922@qq.com 

参展目的：全国区域内代理商，OEM 贴牌定制                                         

展品介绍：法国贝丽斯家族起泡酒系列 . 嘉桐发酵型起

泡酒，嘉桐发酵型水果酒及干红葡萄酒。

13H143B         

深圳市雅尼斯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天俊外贸大厦                   

电话：82429390                  

邮箱：113455345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葡萄酒

13H135B        

四川西部阳光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West Sunshiine Food Co.LTD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五街美年广场 A座 905      

电话：4000-028-929                    

传真：028-86619886                   

邮箱：wesun2014@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广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营自有品牌“阳光味道［WESUN］”系类产品。

桑葚酒，桑葚果汁，桑葚饮品等。

13H139B    

蓬莱市裕龙酒业有限公司      

PENGLAIYULONG W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刘家沟镇安李路 9号

电话：0535-5961599        

传真：0535-5961818        

邮箱：3121661922@qq.com 

参展目的：全国区域内代理商，OEM 贴牌定制                                         

展品介绍：法国贝丽斯家族起泡酒系列 . 嘉桐发酵型起

泡酒，嘉桐发酵型水果酒及干红葡萄酒。

13G1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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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味（上海）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                 

电话：021-62597109                   

传真：021-52652627                    

邮箱：info@dw-win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红葡萄酒，西班

牙干红葡萄酒，德国葡萄酒，德国干白葡萄酒。

13H144B      

福尔摩伊控股公司    

Fermoy holdings pty ltd  

地址：838 Metricup Rd, Wilyabrup WA 6280，澳大利

亚                   

电话：0061 410340345                     

邮箱：ericliu@fermoy.com.au                   

参展目的：酒庄新进入国内市场，诚招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酒庄为澳大利亚红五星酒庄，源自玛格丽

特河高端葡萄酒产区。展品包括入门级信仰系列 3 款，

中端庄园系列 5 款，以及代表酒庄最高级别的珍酿系列

2 款。大部分展品都获得詹姆士 . 哈利迪《澳大利亚葡

萄酒指南》92 以上评分。 酒庄酿酒所用葡萄均源自自

己的葡萄园，并有自己的酿酒厂。所有佳酿都是酒庄自

己员工亲力亲为，包括葡萄种植，采摘和酿造；每一瓶

佳酿都倾注了酒庄所有员工对于酿造上等精品葡萄酒的

信念与热忱。

卓法酒业

Wine Excellence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8 号西楼 11A 室

电话：186 2164 5083                                          

邮箱：julien@alliance-france-chateaux.com                 

参展目的：e.g looking for importers in Shandong,Jiangsu, 
Fujian etc 
展品介绍：display product description (with in 200 words)：

e.g French sweet white wine, red wine , etc the original bottle from 

original wine making region etc

13H147B    13H128B

杭州朗星葡萄酒有限公司                 

HANGZHOU SIRIUS WINE Co., 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 481 号联合中心 A 座

902 室

电话：0571-56972299

传真：0571-56972299

邮箱：1171187035@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产品，寻找代理商，开发新客户

13G149B

GUNIVA PTY LTD      

地址：303/30 Warleigh Grove Brighton VIC3186 Australia

电话：+61 451 177 369

邮箱：montara_guniva@outlook.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区经销代理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蒙塔山酒庄酿制出品的

各系列干红葡萄酒 . 干白葡萄酒 . 甜葡萄酒等，坚持原

瓶原装进口，提供每批次完整手续，保证区域的独家经

营权，提供理想的利润空间，保证有力的供应支持。

13G145B
烟台飞扬酒业有限公司       

Yantai Feiyang Liquor Co., Ltd.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工商大街 628 号                  

电话：0535-4721188                   

邮箱：161908806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赛品罐装系列红酒 . 尼尔雅系列葡萄酒 . 白

兰地

13H152B 

深圳澳丰华供应链有限公司                 

The Free Settler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21 号

富林大厦六楼 A603

电话：0755-82786756    

传真：0755-82786759    

邮箱：wind@cieceramics.com     

参展目的：通过来华参展，向国内的酒友推介真正的澳

洲葡萄酒                                              

展品介绍：酿制我们奢特乐红酒的——德莱山酒庄，坐

落于南澳最卓越的产区巴罗莎麦克拉伦谷的心脏地带。

我们在保留传统的葡萄园艺同时，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

造。科学化规整田，对土壤进行全面研究，完善排水和

灌溉系统，以及酿造车间和酒窖翻修一新。

多年来德莱山酒庄坚持从清晨手工采摘到开放式发酵，

每道工序均在遵循传统价值观和尊重风土的原则下进

行，确保最终装瓶的葡萄酒能忠实反映风土的原汁原味。

13G150B 

Aussie Wine Company Pty Ltd               

Aussie Wine Company Pty Ltd  

地 址：Commercial 2, Unit 13, 36-46 Tooronga 

Terrace Beverly Hills NSW 2209                   

电话：+61420228898                    

邮箱：admin@aussiewinecompany.com                 

参展目的：Marketing                                           

展品介绍：澳洲高端品质饮品

13G146B 

众安融通（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Zhongan Rongtong (Beijing) Trad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花园里文创园 A012                  

电话：010-52740206                    

邮箱：82361587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快乐勇士品牌果酒，诚招各地代理商深

度合作。                                               

展品介绍：加拿大快乐勇士蔓越莓酒 . 黑醋栗酒，美国

库卡干红葡萄酒等原瓶进口葡萄酒，德国鹰啤进口啤酒。

13H148B

广州世友中天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hi you zhong tian    

地址：广州番禺厦滘商业大厦 2号楼 1301

电话：13533886007                   

传真：020-39182015      

邮箱：<105007338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优秀经销商客户                                              

展品介绍：我司主要生产中高端水晶红酒杯，水晶醒酒

器，水晶分酒壶，白酒杯，啤酒杯，洋酒杯等各类酒类

玻璃器皿  代理进口德国肖特水晶杯，西班牙诚保钢化

红酒杯等欧洲品牌

13H153C/13H154C    

深圳市明翰标签有限公司                     

shen zhen Ming Han laobol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工业大道                   

电话：824153501                   

传真：82429390                   

邮箱：113455345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酒类标签

13K155C

曹县普连集庆奥工艺品厂      

   

地址：曹县普连集庆奥工艺品厂                 

电话：0530-3777755                

传真：0530-3777755                    

邮箱：1368818873@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本身及产品 .招商                                              

展品介绍：我司主要生产红白酒类包装产品：酒桶，酒

架，酒盒等各种木制品。

13K156C  

曹县恒邦木艺品厂    

Caoxian Hengbang Wood Craft Factory    

地址：山东曹县开发区田西路 266 号

电话：13563889722

传真：0530/3607106

邮箱：2361474635@qq.com

参展目的：能更进一步与全国红酒经销商介绍沟通。

展品介绍：我公司自从 2006 年成立以来，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我们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规格款式纸木酒盒，

红酒木盒，木制酒桶，柳编筐，红酒架，木制包装盒，

木制工艺品，木制托盘，布制工艺品，小型家具，红酒

木盒，首饰盒，木制品，精良的产品，优惠的价格，使

我厂产品赢得了较高的信誉。我们坚信诚信的服务，更

好的质量，创新的设计及有竞争力！

珠海市启尔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Che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洪湾工业区洪湾路 8号 

电话：0756-3375325                    

传真：0756-8935510                    

邮箱：cheer@cheer2004.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及拓展酒商渠道业务 .

展品介绍：启尔专注于葡萄酒酒具定制的服务，是国内

外众多知名品牌酒具合作的首选服务商！我们立志成为

葡萄酒酒具领域最优质的合作伙伴！

13H161C/13H162C 13H169C

温州硕而博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SORBO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高翔工业区大庆路

2号                   

电话：0577-86081011                  

传真：0577-86078985                   

邮箱：sb61@wzshengbo.com                   

参展目的：WINE+INF 威尔弗形象和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智能电子红酒醒酒器 .多功能电动自动开瓶

器 .多功能红酒保鲜器等智能科技生活电器创新产品 .

13K164C     

TECHNOLOGIA  JSC               

    

地址：乌克兰

电话：+380675481225

邮箱：a.makhmudova@technologia.com

参展目的：吸引新客户

展品介绍：起泡酒扮装；香槟冒，贴四口。瓶酒包装；

铝塑瓶冒；热缩瓶套。

13H157C

常州市华葡软木制品有限公司

CHANGZHOU HUAPU CORK PRODUCTS CO., LTD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新南村周巷头 182 号

电话：0519-88773612

传真：0519-88770681

邮箱：20040343@qq.com

参展目的：寻找各地区客商，开拓市场

展品介绍：天然软木塞，超微红酒塞，高档洋酒木塞，

高分子酒塞，软木礼品，软木家具

13K171C

高密市瑞鹏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SHANDONG GAOMI RUIPENG OAK BARRE     

地址：山东省高密市醴泉工业园 

电话：0536-2588566/2316009    

传真：0536-2315222            

邮箱：gaomiruipeng@163.com   

参展目的：寻找新客户 和优质的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我公司生产的橡木酒桶集艺术性 . 装饰

性 . 实用性 . 观赏性为一体 . 其风格古朴典雅 . 美观大

方，是葡萄酒厂储存和罐装葡萄酒的首选。另外，橡木

酒桶摆放在家居 . 酒吧 . 餐厅 . 办公室会使您感到一种

贵族的气息，同时也是品质的象征，更是馈赠亲朋好友

之佳品。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牌立足，以质量取胜，

以客户所需为己任”的经营理念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13H158C   

招远市亚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Sichuan West Sunshiine Food Co.LTD    

地址：山东烟台招远市张星镇                   

电话：0535-8340885                   

参展目的：销售产品                                          

展品介绍：XO 盖子

13K167C   

东莞华誉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Brilliant Arts Crafts Co., Ltd                            

地址：东莞风岗镇美湖科技园 D栋

电话：0769-87009395    

传真：0769-87009395    

邮箱：britney@royalcrafts.cn     

参展目的：重点认识各类酒厂，接受各种 OEM 酒类包装

订单                                              

展品介绍：酒杯，酒类标牌，酒类包装，开瓶器等金属

产品

13H170C    

曹县捷程木业有限公司             

CAOXIANJIECHENGMUYEYOUXIANGONGSI  

地址：山东省曹县                   

电话：15865307444                     

邮箱：1457244640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木盒包装

13K159C

深圳市聚益德珠宝有限公司                

Shenzhen JUYIDE jewelry co.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布吉路 1008 号富基帕克
大厦 6层 09 号房
电话：0755-25604199
传真：0755-25604199
邮箱：jianlin@juyide.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级代理商 . 为各级红酒供应商提
供礼品解决方案 (设计 .生产 .包装 )
展品介绍：灌装施华洛世奇水晶元素的酒杯 . 酒具 . 咖
啡杯及采用施华洛世奇元素的礼品套装：各类水晶玻璃
酒杯酒具。

13K168C

高密市新成橡木桶有限公司                

gaomixincheng oak barrel co.ltd  

地址：山东省高密市醴泉工业园盛泉街 2689 号

电话：13953664355

传真：05362327965

邮箱：xinchenggm@126.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生产销售橡木酒桶橡木片及橡木桶成

套生产设备。

13K17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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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启尔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Che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洪湾工业区洪湾路 8号

电话：0756-3375325                    

传真：0756-8935510                    

邮箱：cheer@cheer2004.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及拓展酒商渠道业务 .

展品介绍：启尔专注于葡萄酒酒具定制的服务，是国内

外众多知名品牌酒具合作的首选服务商！我们立志成为

葡萄酒酒具领域最优质的合作伙伴！

13H173C

福尔摩伊控股公司  温州市恒威标牌有限

Wenzhou hengwei sign Co.,Ltd 

地址：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湖兴路 38 号 

电话：0577-64589876

传真：0577-64599177

邮箱：wzhw.888@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与新老客户见面洽谈 

展品介绍：金属酒标牌（铝标牌 . 锡标牌定做）及其他

金属包装件生产加工

13K176C

曹县汇美包装有限公司                               

HANGZHOU SIRIUS WINE Co., Ltd. 

电话：021-84158183                  

参展目的：接待客户，展览产品                                           

展品介绍：各种木制品，木制包材，主要针对红酒木制

包装品。

13H177/13H178C     

广东彩科标签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dong Caike labe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龙溪路蟠龙工业区 C区三栋之一 

电话：020/81515160

传真：020/81518901

邮箱：gzcaike@163.com

参展目的：寻找客户及品牌展示 

展品介绍：CAIKE 拥有强大的设计团队，丰富的生产及

国际物流配送经验是行业标杆。CAIKE 拥有国际全球印

刷生产线多条，配合烫金 .UV. 击凸 . 压纹 . 磨砂 . 防

伪 . 打码等精湛工艺，能让您的葡萄酒在营销上脱颖而

出。

我们选用欧洲及美国品牌的酒标专用材质，在确保与国

际主流品牌在工艺与质量一致的前提下，贴标方式也符

合国际标准，解决您的所有后顾之忧。

我们的优势：服务全球主要产区 . 质量工艺与国际主流

大品牌一致，交货速度快，工艺精湛，性价比高。

13H174C

曹县薛氏木业有限公司            

Cao county Xueshi Wood Industry Co., Ltd.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曹县普连集镇三官庙村                    

电话：0530-3438553    

邮箱：1003189976@qq. com  

参展目的：寻找全国木制包装盒的需求单位。

展品介绍：木制红酒盒，木制白酒盒，酒架，酒桶等木

制品。

13H182C         

中山市卓杰奥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置业路 3号

电话：0760-88770992

传真：0760-88770480

邮箱：karson@vinicolecellar.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高端专业恒温恒湿红酒柜，雪茄柜制造商。

2. 展品介绍文字：“Vinicole” 是法国葡萄酒文化的

代表 . 我们致力于生产高端美观大方的酒柜，我们的产

品远销欧洲 .东南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Vinicole”始终关注世界经典葡萄酒的保护和存储，

始终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葡萄酒文化艺术的熏陶与趋

势，驱使着我们不断创新，持续进步。

13K179C/13K180

广东欧蒂诺电器有限公司                

   

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口工业区华富路 18 号

电话：0757-23611301

传真：0757-2311301

邮箱：gdodino1998@126.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推广发行，相互交流

展品介绍：红酒柜，雪茄柜，冰吧

13K175C

广州铭天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MT Leather Pack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东华工业区华富路十号

电话：020-86458289 

传真：020-86458289

邮箱：2851776955@qq.com

参展目的：为全国酒销售提供精美包装盒 

展品介绍：红酒 . 白酒皮革制品包装盒。可定制材质与

加印 logo

13K183C/13K184C   

佛山市顺德区奥达信电器有限公司               

HOMESUN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新辉路 18 号

之二                 

电话：0757-22259378                   

传真：0757-28393788                   

邮箱：7530993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等省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电子酒柜，压缩机酒柜，电子冰箱，

雪茄柜，留样柜，冰吧！出口世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国内专业的红酒配套供应商！

13H185C   

深圳市尚为酒具有限公司    

SHENZHEN SUNWAY WINE ACCESSORY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社区排榜砖厂工业区

3栋厂房 2楼                    

电话：86+0755-28681600    

传真：86+0755-28680700     

邮箱：sales10@sunway-wine.com  

参展目的：诚交全国各地糖酒商，加大酒具产品的开发

和推广                                               

展品介绍：主要产品是电动开瓶器，气压开瓶器，真空

保鲜酒塞，倒酒器，快速醒酒器等酒具类产品。生产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货期有保障，售后服务好。

13H181C 

祁县东玉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QIXIAN DONGYU GILASSWAER CO;LTD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温曲村工业园区                 

电话：0354-5018588                   

传真：0354-5018688                   

邮箱：ry20110801@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 .江苏 .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人工吹制无铅水晶醒酒器，分酒器，红酒杯，

白酒杯，套装礼盒等。

13H186C     

祁县东玉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QIXIAN DONGYU GILASSWAER CO;LTD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温曲村工业园区                 

电话：0354-5018588                   

传真：0354-5018688                   

邮箱：ry20110801@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 .江苏 .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人工吹制无铅水晶醒酒器，分酒器，红酒杯，

白酒杯，套装礼盒等。

13K187C  

苍南县博袋包装制品厂  

  

地址：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世纪大道 8888 号 4 栋

电话：17357725229            

邮箱：1738728173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为酒类客户提供外包装服务                                               

展品介绍：我们服务的品牌：五粮液 . 泸州老窖 . 古井

贡酒 .西凤酒 .旺仔牛奶 .伊利 .王老吉 .......... 

无纺布袋产品说明：

无纺布袋制作是一种绿色产品，造型美观，价格低廉，

是购物和企业形象广告宣传的最佳产品。采用无纺布袋

制作袋子性能稳定，无毒，无异味，不刺激皮肤，透气

性佳，易保持布面干爽 . 

无纺布袋制作款式：无纺布手提袋，无纺布酒袋，广告袋，

礼品袋等。无纺布袋制作可用于广告.包装.购物袋.展

会等各个领域 .

中山市稳信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WINSON ELECTRICALINDUSTRIALCO,LDT.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大雁工业区雁东二路 

电话：0760-22508685  

传真：0760-22508698  

邮箱：gd_winson@163.com 

参展目的：向全国推广我司生产的系列红酒储藏恒温酒

柜                                               

展品介绍：本公司初建于 2000 年，已通过 ISO9000：

2008 认证 . 并获得广东省名优企业称号……是一家专

业从事高中端的家用商用的恒温很湿的压缩机风冷红酒

柜 . 冰柜 . 冷藏柜 . 茶叶柜 . 制冰机 . 啤酒机等制冷设

备。公司集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售后于一体的制冷设备

制造民营企业。

13H190C   13H193C/13H194C      

中山帝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ZhongShan Deetse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康盛路 31 号厂房四层之一，五层

之一                 

电话：0760-88777375                  

传真：0760-88777375              

邮箱：52398378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总代理                                            

展品介绍：帝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汇集了一批在电冰

箱 .红酒柜制造领域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专业人才，拥有

一支专业化高素质，有激情的管理团队，公司红酒柜制

造设备，如：100型发泡机.抽真空设备.冷媒灌装机.检

漏仪等均有国外成套引进，实现了红酒柜从小容量到大

容量的整体生产能力。出口方面，公司的国际营销与全

球知名制造商 .大型家电连锁及超市建立了广泛的销售

合作关系，产品远销德国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西班

牙 .尼日利亚 .加纳 .乍得 .乌克兰 .中东等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

13K191C     

山西祁县会龙玻璃有限公司             

SHANGXI QI COUNTY HUILONG GLASSWARE 

CO.,LTD              

地址：山西省祁县全善村工业园                   

电话：0354-5246201                    

传真：0354-5246203                    

邮箱：huilong@huilongglass.con                   

参展目的：寻求与各类酒商配套合作，接受定制                                              

展品介绍：主要醒酒器 . 分酒器 . 红酒杯 . 烈酒杯 . 啤

酒杯 .果汁壶 .果汁杯等酒类 .果汁饮料用具。

13K188C     

深圳市深飞翔印刷有限公司           

ShenZhen shenfeixiang print co I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裕丰源工业区 6栋

邮箱：790640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酒类公司印刷合作                   

展品介绍：酒类不干胶标签 .包装盒设计 .生产      

13K195C

佛山市顺德区奥达信电器有限公司           

HOMESUN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新辉路 18 号

之二                 

电话：0757-22259378                   

传真：0757-28393788                   

邮箱：7530993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等省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电子酒柜，压缩机酒柜，电子冰箱，

雪茄柜，留样柜，冰吧！出口世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国内专业的红酒配套供应商！

13H189C 

山西祁县会龙玻璃有限公司                    

SHANGXI QI COUNTY HUILONG GLASSWARE 

CO.,LTD    

地址：山西省祁县全善村工业园                   
电话：0354-5246201                    
传真：0354-5246203                    
邮箱：huilong@huilongglass.con                   
参展目的：寻求与各类酒商配套合作，接受定制                                              
展品介绍：主要醒酒器 . 分酒器 . 红酒杯 . 烈酒杯 . 啤
酒杯 .果汁壶 .果汁杯等酒类 .果汁饮料用具。

13K192C   

广州市胡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sh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三路 19 号 3 栋 2 楼                   

电话：020-34346921                    

传真：020-34346925                    

邮箱：hushi8888@163.com                   

参展目的：寻求酒标客户                                              

展品介绍：我司是标签印刷与解决方案供应商。

13K196C  

佛山市南海区禾意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Heyi Packag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沙步工业区横二路 5 号

之二          

电话：0757-81138989     

传真：0757-81138989   

邮箱：hy@heyibz.com    

参展目的：宣传本公司的设计与产品，吸引更多的客户                                            

展品介绍：各类设计新颖，风格独特，能吸引客户眼球

的酒盒。

13H19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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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百林软木制品有限公司                  

HEBEI BELIN CORK CO.,LTD     

地址：石家庄市高新区恒山街 389 号格力配套产业园内                  

电话：13930411136                      

邮箱：zhangdongxing@benebo.com                   

参展目的：提供葡萄酒的最佳封存方案                                    

展品介绍：为国际葡萄酒企业提供无污染的天然水晶塞 

西班牙 CWINE 系列软木塞及国际前沿的天然软木塞封存

技术

13H198C     

曹县鲁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曹县清菏办事处纪庙村              

电话：17866697766           

传真：0530-3436938                    

邮箱：1075340142@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本身及产品                                              

展品介绍：我司主要生产红白酒类包装产品：酒桶，酒

架，酒盒等各种木制品。

13K202C  

一九五零（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                              

1950 Export-Import Co,.ltd(Beijing)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旧桥路 25 号东亚五环国际 7 号楼

1104 室

电话：010-67069787

传真：010-67069787

邮箱：rcoms1950@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寻找客户资源

展品介绍：手工吹制，无铅水晶材质，产品分为水晶系

列 .灌金系列 .窑变釉系列，以酒具，茶具为主

13K203C  

深圳市盛大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康路 213 号蓝坤大厦 1716                  

电话：0755-82647079                    

传真：0755-82647079                    

邮箱：965680870@qq.com                   

参展目的：设计招商                                    

展品介绍：酒类品牌策划营销，酒类包装设计

13K199C       

永康市聚海工贸有限公司        

MOORTGAT beer gtoup(Asia)Co,Limited                

电话：057987522298        

邮箱：815573058@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推广，产品销售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生产高端红酒，白酒皮盒，承接

定单，定制新款，以及生产其他皮盒包装

13K208C      

潍坊澳科达彩印有限公司                          

Weifang Aucda Color Printing Co., 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 市潍城区工业一街与彩虹路交叉口

西 500 米路北 1071 号                  

电话：0536 -8303138                    

传真：0536 -8303138                    

邮箱：wfakd@126.com                   

参展目的：招需要防伪标签 . 溯源标签 . 红包刮奖标

签 .扫码领

红包瓶盖垫片 .防窜货套标的厂家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 镭射刮层一物一码防伪标签 . 溯

源标签 . 红包刮奖标签 . 扫码领红包瓶盖垫片 . 防窜货

套标及卷标。可提供查询系统。具有 20 年生产经验的

专业标签生产厂家，值得信赖。

13K200C     

重庆健力玻璃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Chongqing Jianli Glassware Co.,Ltd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安礼路 128 号大学科技园 A 座 801

室 

电话：023-68867086  

传真：023-68223898  

邮箱：jianli03@jianliglassware.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外代理及销售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营：玻璃洋酒瓶，玻璃搅拌杯，玻

璃蜡烛罐.蜡烛杯，醒酒器，威士忌杯，饮料杯，糖果盅，

压制红酒杯，烈酒杯，花瓶等系列产品，并配有烤花，

刻花，喷砂等工艺。产品销往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

国家，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本公司的宗旨是“客户至上，质优价廉”。我们真诚的

希望与客户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你们的支持与

惠

13K209C 

重庆健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Jianli glassware             

地址：重庆市合川区清平镇杨柳坝村

电话：023-42418055

传真：023-42413348

邮箱：116462188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外客户。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营：白酒杯 . 分酒器 . 醒酒器，饮

料杯.啤酒杯.雪糕杯.水杯及杂件。公司配有烤花.冷

切 . 冷爆等制作工艺，为国内各大知名酒厂定制生产各

种玻璃分酒器及玻璃杯，合作厂家有：茅台.五粮液.习

酒 .洋河，水井坊 .江小白等。

本公司的宗旨是“客户至上，质优价廉”。我们真诚的

希望与客户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你们的支持。

13K206C/13K207C          

江门市斌亮工艺盒有限公司   

Bin Liang craft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大林工业区 20 号 

电话：0750-3574006  

传真：0750-3574006  

邮箱：273576407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白酒 . 红酒包装皮盒，白酒 . 红酒包装油漆

木盒

13K210C 

寿光市天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Tenki Pack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洛城街道坝下路凡尔赛花园5-2-902                  

电话：0536-5110139                   

传真：0536-5110139                   

邮箱：2412590809@qq.com                   

参展目的：包装用品展示，吸引全国范围内需求客户                                              

展品介绍：红酒白酒类包装盒以及各种工艺品礼盒

13H181C 

广州市友嘉印刷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jia print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业路 87 号                   

电话：020-89771130                   

传真：020-34220300                    

邮箱：gdyoujia@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和公司形象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生产酒盒，糖果等各类包装纸盒，

精装盒，通过精心的设计，精美的印刷图案，精湛的手艺，

可以让您的产品在消费者中眼前一亮，让你的包装比产

品更吸引人，同时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牌的记忆与好感。

友嘉印刷，您身边的包装专家。

13K211C     

温州益藏工艺品有限公司         

yicanggongyi      

地址：温州龙港镇西六街 501 号

电话：0577-64287759

传真：0577-64287769

邮箱：313371919@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推广发行，相互交流

展品介绍：印刷品，纸制品，特殊材料工艺品盒。

13K215C/13K216C

福建武夷兴华实业有限公司  

Fujian Wuyi Xinghua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武夷新区管委会二期三号地块 

电话：0599-5671119 

传真：0599-5815913 

邮箱：xinghuabeer@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IPA、OEM 及精酿定制合作

伙伴。 

展品介绍：福建武夷兴华实业有限公司（兴华啤酒）位

于世界双遗产武夷山南麓，是福建省十二五规划重点企

业，公司占地面积近 500 亩，是年产量 30 万千升的现

代化啤酒生产企业。公司旗下产品使用常年 PH 值 7.3

的武夷山泉酿造。由计算机精确监控恒温发酵，采用先

进的滤酒系统及现代化的无菌灌装流水线，全套生产设

备由动态软件全程控制及调整。优质的生产原料，严谨

的生产工艺，“从源头开始用心”的匠心精神，使我公

司产品在业内独树一帜。

厦门正丰祥贸易有限公司              

XIAMEN RICH HARVEST TRADING CO.,LTD.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78 号 602                

电话：0592-3278475                 

传真：0592-3278475                 

邮箱：vally@richharvest.cn                 

参展目的：推广葡萄酒白兰地台湾白酒，诚招全国经销

商                                             

展品介绍：智利全系列干红葡萄酒产品、法国雅文邑产

区 XO 白兰地、台湾八八坑道高粱酒

7E077T 7H147B

乐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Yue Lang (Tian Ji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

厦 615 室

电话：0335-5308409

邮箱：xingzhengbu@alainbaron.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加盟店。

展品介绍：法国、澳洲、意大利、南非、智利等国原瓶

进口葡萄。

7D057T

深圳市嘉信瑞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xin Rui Wine Co.Ltd.  

地址：会展中心             

电话：27707076                                                   

参展目的：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南部的澳利狮酒庄 AUSTRALIA LION

系列 ；法国的菲尔堡 PHILBOURG 系列；法国的图帝庄

园 CHATEAUDE TUDY 系列；智利中央山                                              

 谷白都沃庄园 EANGONA 系列；法国的木桐大师级

MASTER MOUTON 系列；法国的慕西 DOMAINE DE MUCHI 系

列

7F080T

深圳华星斯坦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佳兆业大都汇 A座 153

电话：400-474-376

邮箱：642930606@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代理品牌 CORNELLANA

展品介绍：智利科尼亚娜 CORNELLANA 全系列葡萄酒（赤

霞珠，佳美娜，格

7G146B

Chin-Africa Impex Pty Ltd              

地址：Sarah's Creek Farm, R60, Ashton, 6715              

电话：+27 21300 1731                               

邮箱：info@chin-africa.com                

参展目的：Promoting and introducing Sarah's

Creek of South African wine for the local consum

ers                                           

展品介绍：Sarah's Creek Wines from SouthAfrica; 

dry red wine and dry white wine, Elegant in 

taste, Playful by Nature

7G149B

贝松酒庄（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Berston Winery(Shanghai)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353 号 2

电话：021-50111932 /50111930 /50111931                      

邮箱：berston@yeah.net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加盟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智利，西班牙，澳洲等多个国家进口

葡萄酒 

7G1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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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雅（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jiuya(Beijing)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土桥村（北京新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7幢 121 号

电话：010-57720016

传真：010-85301335

邮箱：60514746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推广产品，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 西班牙无醇气泡，西班牙干红，智利干红，

干白葡萄酒，苏格拉威士忌，法国白兰地等原瓶进口葡

萄酒 

7-8B014T

上海保拉利丝有限公司  

Shanghai Polarid Wine Trading Company LTD

地址：上海市自贸区富特北路 460 号国际酒类展示交易

中心三楼        

电话：021-58685089  

传真：021-58685090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智利葡萄酒，智利葡萄籽油原瓶进口 

8C033T

上海市浦东新区酒业协会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Alcohlic Drinks 

Associotion              

地址：上海市外高桥自贸区台北西路 168 号        

电话：021-51105235  

传真：021- 58668698     

邮箱：qianfen@itoc.com.cn

参展目的：帮助上海市浦东新区酒类企业走向全国                                     

展品介绍：协会简介宣传单、协会下属会员单位的介绍

和所营产品的介绍宣传单、易拉宝

13K208C      

金华欧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VIVA GLOBAL/OZYARD/VDA/KESSLER-ZINK    

地址：上海松江区莘砖公路 258 号漕河泾开发区棕榈广

场 33 号楼 503-3 室                                

电话：021-37892588                                                                            

邮箱：chenyy@e78910.com                                                                    

参展目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孵化供应链服务平台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法国、智利、意大利、西班牙及

阿根廷等葡萄酒产品，酒厂 1000 万原瓶库存前置，专

注品牌孵化。

7-8C016T

吉林华夏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JILIN HUAXIA WINE CO.,LTD    

地址：吉林省柳河县机场路 88 号        

电话：189434449888  

传真：0435-7228883      

邮箱：40687032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葡萄酒 配制酒  水果酒

8A001T-B

上海西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est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路 865 号 1 栋 3 楼西酊红酒馆        

电话：021-33659345  

传真：021-33659345      

邮箱：www.saywines.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上海西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营西班牙、澳

大利亚、法国等国各种优质干红葡萄酒，甜白葡萄酒，

起泡酒，桃红酒，全部原品原装进口，保证货真价实。

8C033T

上海派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Wine Challenge China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西三路 77

号 10 幢 7 楼 G 室        

电话：+86 21 50308215       

邮箱：IWCC@wrbm. com

参展目的：诚招葡萄酒商报名参加国际葡萄酒品评赛 •

中国                                     

展品介绍：国际葡萄酒品评赛 • 中国 (IWC 中国 )，

源于已在伦敦成功举办 36 年的 International Wine 

Challenge, 由国际知名葡萄酒大师们进行盲品品鉴，

评出各类奖项，是世界上具备公正严谨的葡萄酒大赛之

一。有可靠零售数据显示，IWC 的奖牌贴纸可以帮助提

升销售平均达 24%，且大赛组织方在公关活动上投入巨

大，届时将有至少 40 家相关主流媒体进行报道，生产

商和酒商们在检验自身葡萄酒品质的同时，又提升了销

售和媒体曝光度，参赛可谓一举数得。

8C034T

肇庆市金至尊酒业有限公司        

Zhaoqing Golden Emperor Wine Co.,Ltd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桂城新城六区 1号楼

电话：0758-2692388

传真：0758-2616388

邮箱：goldenemperor968@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加工贴牌客户及产品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佛莱迪珍酿白兰地、雪佛龙白兰地、皇

家金堡金牌XO、嘉丽诗金装XO、英美爵士苏格兰威士忌、

维得乐精酿青梅酒、维得乐精酿橄榄酒等。

8E073T

广州久酿红池酒业有限公司        

AUS-EAST ENTERPRISES CO.,LIMITED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丰路 75 号 C168                  

电话：020-89854215                    

传真：020-82510076                   

邮箱：Vicky hou@jiunianghongchi.com                  

参展目的：招募新的代理                                              

展品介绍：澳洲原装进口红酒 

8E074T

深圳市乐勤贸易有限公司     

L&C  Trading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大道泰然玫瑰轩北座 4

楼 401  

电话：0755-2533 8796         

传真：0755-2533 8100         

邮箱：227647966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进口酒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深圳乐勤自 2006 年成立，12 年来专注于原

瓶原装的进口酒，主营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

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数百款进口酒品，含各类型

红、白、桃红葡萄酒；洋酒；啤酒。 本公司产品均为

现货库存，且保证所售出的每一瓶酒均为正规报关进口，

假一罚万！

8F075T

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东莞市克莱门特贸易有限公司              

DONG GUAN CLEMENT TRADING CO .LTD  

地址：东莞市石碣镇刘屋沙洲沙王路 1号                

电话：0769-81836369             

传真：0769-81836369               

邮箱：majingjun858@sina.com              

参展目的：诚邀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葡萄牙干红葡萄酒、葡萄牙半甜葡萄酒、西

班牙干红葡萄酒、法国干红葡萄酒等进口葡萄酒

8F079T 8F101A

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8E077T

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8E078T

深圳市苏菲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ophie Wines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 2518 号

房

电话：0755-61688288

传真：0755-83952599

邮箱：3049487022@qq.com 

参展目的：发展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展品介绍：苏菲酒业直线采购及销售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智利、葡萄牙八国高品

质葡萄酒，价格公道实惠，保证 100% 原装原瓶进口，

假一罚十，并承担法律及经济责任。苏菲酒业在全国目

前有超过 2000 家经销商，近 80 家直营及加盟店。

8F080T

上海巍影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Majectic Sight Industral Co.,Ltd

地址：上海徐汇区武康路 394 号 

电话：021-34605508 

传真：021-34605508 

邮箱：cc1986124@126.com 

参展目的：推广金色圣殿葡萄酒   

展品介绍：金色圣殿红葡萄酒始于 1996 年，是当时智

利的三大名庄之一，仅有 16 公顷的传奇奇布拉达葡萄

园 ( 位于迈坡谷上区的微气候区域，1996 年以前此款葡

萄曾是智利最昂贵的葡萄之一，只通过拍卖出售 )，平

均 50 年的树龄，产量稀少，优雅，复杂，骨感，绵长

的风格在智利名酒中特立独行，备受酒界推崇。

8F097A

绥芬河市蓝洋经贸有限责任              

Suifenhe Lanyang Economic and Trade 

Co.Ltd 

地址：绥芬河市青云路 7号  

电话：15046784627     

传真：0453-3991966        

邮箱：pt402@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商，推广俄罗斯的好产品               

展品介绍：金沙皇伏特加始创于17实际彼得大帝时期。

精选俄罗斯优质小麦及拉多加冰川湖水酿造。生产过程

4 道蒸馏和 12 个阶段的提纯，采用多级过滤系统（煤沙

过滤器）最后一道工序采用黄金过滤膜。瓶身采用磨砂

饱和玻璃制成，瓶身镶嵌 24 克拉的金包装。银沙皇伏

特加是非常有俄罗斯文化底蕴的一款伏特加，它的瓶身

写有普希金的诗，有 5 款果味伏特加。野兽牌伏特加铝

瓶，环保，冷却速度快，重量轻便携带。

8G102A

上海徜徉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Roves collectively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玉门路 215 号 2 幢 179 室             

电话：400-0909-519                                  

邮箱：690676170@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各地经销商，同行业交流 ，与国外

酒庄合作                                            

展品介绍：上海徜徉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红酒原瓶进

口原酒进口、销售品牌推广等为一体的综合型红酒企业， 

在上海、深圳、青岛都设有进出口贸易公司，海外采购，

进出口贸易，报关清关，仓储物流一体化，在济南拥有

万平米级流转仓与物流一体化，进口系列不仅与法国知

名酒庄勒维思酒庄，波尔维尔酒庄，加拿大艾瑞巴蒂酒

庄等合作，而且还与智利、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酒庄

合作运营中国市场。其中法国现货，以及澳大利亚，西

班牙有机葡萄酒 OEM 在国内市场竞争优势明显。期待与

各品牌运营商，电商，进口商，经销商合作共赢！

8F103A



112 113

深圳市万吉美贸易有限公司                  

SHEN ZHEN WANJIMEI WINE TRA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北北环大道 7043 号青海大厦 17E                   

电话：0755-83465275                                      

邮箱：55454491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湖南、江苏、福建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智利拉宝酒庄 - 位于智利安第斯 - 卡恰布谷

产区的优质葡萄酒生产区，占地面积 185 公顷。自 1991

年创建以来，拉宝酒庄就致力于用传统法国酿造工艺及

智利相结合，酿造有特色的葡萄酒。作为葡萄牙家族瑰

葡的一员，拉宝酒庄现已出口到全球 40 多个国家。全

球销量分布：94% 为出口销售 6% 为智利内销量，出口

国家：美国、巴西、波兰、俄国、英国、丹麦、台湾（中

国）、葡萄牙等。酒庄酒特色，控制产量，单一葡萄园

酿制，从葡萄的种植采摘、酿造到葡萄酒的灌装，皆在

酒庄内完成 

8G104A

珠海市澳维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吉大景园路 15 号                   

电话：0756-8822266                     

传真：0756-8822266                  

邮箱：12268163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区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宝仕德朗豪干红葡萄酒 2014、  宝仕德柏福

乐西拉赤霞珠红葡萄酒、宝仕德传承六世西拉红葡萄酒

2013、宝仕德德宝马尔贝红葡萄酒 2014 

8H135B

西班牙彼尼斯酒庄        

vinesens             

地址：温州南塘 5组 9栋 2401

邮箱：325000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

展品介绍：红葡萄酒、白葡萄酒。

8H148B

贝松酒仓（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rston  Wine  Warehouse(SHANG HAI)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353 号 1

幢 1 层

电话：4007284991                    

邮箱：berston@yeah.net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加盟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智利，西班牙，澳洲等多个国家进口

葡萄酒

8H132B

珠海市澳维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吉大景园路 15 号                   

电话：0756-8822266                     

传真：0756-8822266                  

邮箱：12268163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区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宝仕德朗豪干红葡萄酒 2014、  宝仕德柏福

乐西拉赤霞珠红葡萄酒、宝仕德传承六世西拉红葡萄酒

2013、宝仕德德宝马尔贝红葡萄酒 2014 

 8G134B

平阳顺通贸易有限公司  

PINGYANG SHUNTONG TRADING CO ， LTD

电话：0577-63652011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白葡萄酒等原

瓶原装进口葡萄酒

极致纯净的冰封伏特加，以及以冰封伏特加为基酒配置

的哈勃利口酒与玩酷利口酒

8G145B

青岛帝勋洋酒有限公司 

Dihoon  wine&spirits  Co., Lrd.

地址：青岛是城阳区双元路 185 号      

电话：13256856867        

邮箱：sdl@geevwines.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优秀洋酒代理商                               

展品介绍：极致纯净的冰封伏特加，以及以冰封伏特加

为基酒配置的哈勃利口酒与玩酷利口酒

8G146B

霖渡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LINDO INTERNATIONAL SHANGHAL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合宝路 18 号

电话：021-31037618

邮箱：Peter.LD@foxmai .com

展目的 ：新品亮相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 ：

一、普罗旺斯迷茹堡桃红葡萄酒：全球十佳

欧洲网红酒 /INS 爆款 / 热销全球 45 个国家 / 首次进入

中国市场 / 帕克 92 分。二、阿根廷 CLOP 克洛普酒庄

Decanter97 分经典珍藏未霞珠。

8H147B

上海法堡国际贸易国际        

ShangHai Fao Bao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湘路 225 弄 11 号 1918 室       

电话：15898846278 

传真：82618065     

邮箱：117099329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法国干红，干白，贵腐甜白，甜红，各种洋酒，

加拿大冰酒。

8G149B

上海浞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Zhuoyu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金路 469 号 4 幢 3 层 1419 室  

电话：17755101779  

传真：4008518528   

邮箱：724472179@qq.com 

参展目的：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拉图佰萃系列干红、西班牙有机干红系列

8G150B

浙江东方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Zhejiang Orien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 12 号新东方大厦

电话：0571-87600645

传真：0571-87600206

邮箱：gyl@zjorient.com

参展目的：诚招查理曼大帝及爱慕系列全国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司为浙江省属上市国有企业浙江东方金融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专业从事葡萄酒的

进口及销售业务，并为进口酒类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

提供专业的供应链服务。查理曼大帝系列洋酒为法国原

瓶原装进口，该产品系列文化内涵丰富，瓶型精致，口

感醇厚，性价比高。产品定级体系分高、中、低三个档次，

适应消费人群广泛。

8H151B

金华玛格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                   

电话：0579-82911200                     

邮箱：27286072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营西班牙进口红酒，原产地为西班牙里奥

哈，纳瓦拉，杜埃罗河岸等优质产区。

8H152B

青岛健力仕商贸有限公司  

QINGDAO KENNY'S COMMERCIAL&TRADING CO.LTD

地址：NO.5295 WAREHOUSE OFFICE BUILDING NO.1

BEFORE SHANGHAI ROAD,QINGDAO FREE TRADE ZONE 

SHANDONG PROVINCE,266000

电话：0532-80907338

邮箱：13969856956@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HACIENDA CAMPO ARIQUE

S.L.( 酒厂 )  

佩西精选干红葡萄酒 2008，添帕尼罗，赤霞珠

莱莎家族干红葡萄酒 2012，添帕尼罗

www.campoarique.com/

邯郸市力威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HANDAN YPETON IMPORT & EXPORT Co.,Ltd. 

地址：CTRA.VALLADOLID SORIA KM 273   

09391 CASTRILLO DE LA VEGA     BURGOS ESPAÑA     

电话：400-6890310

邮箱：liweidun@126.com; bodega@linajegarsea.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罗德塔酒庄 BODEGAS LA 

RODETTA S.L.( 酒 厂 ) 贵 族 加 尔 西 酒 庄 BODEGAS Y 

VINEDOS DEL  LINAJE GARSEA,S.L( 酒厂 )  贵族加尔

西葡萄酒 2011; 罗德塔葡萄酒 2014 陈酿 ; 罗德塔葡

萄酒 2011 珍藏 ; 墨佳起泡酒（卡瓦）https：//www.

linajegarsea.com/

12C007T/1 12C007T/4

深圳市中怡供应链有限公司    

CATHAY SUPPLY CHAIN (SHENZHEN)COMPANY 

LIMITE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吉莲大厦 1栋 203

电话：0755-89935833

传真：0591-87504231

邮箱：mango@cathaylink-global.com 

参展目的：推广代理品牌 CORNELLANA

展品介绍：智利科尼亚娜 CORNELLANA 全系列葡萄酒（赤

霞珠，佳美娜，格洛，霞多丽等精品）原瓶原装进口。

8K173B

nombreenhanzi expositor    

nombreinglés del expositor            

地址：la dirección que figure en el formulario

de pagos                   

电话：telefono del importador

邮 箱：email (pon el chino y también el de la 

bodega)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 jiupon el nombre de las 

bodegas según el formulario de inscripción ( 酒

厂 )y luego un copiapega de la casilla “lista de 

producto” del formulario de inscripción. Añade 

la página web de la bodega.

12C007T

上海红魅酒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REDCHARM WINE CO.,LTD

地址：Rm D, 20th Floor, No.8 Chang Yang Rd,

Hongkou District, 200082 Shanghai China

电话：13917346760

邮箱：claireredcharm@gmail.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Covinca ( 酒厂 )  

普拉达干红葡萄酒 2017 年 100% 丹魄 13%；普拉达桃

红葡萄酒 2017 年 100% 歌海娜 13%；普拉达干白葡萄酒 

100% Macabeo 13% 2016; 隆嘉侯爵干红葡萄酒 2017 

100% 单魄 13%；风土老藤歌海娜 2017 年 100% 歌海娜 

14%

www.covinca.es

12C007T/ 2

南京东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ANJING EASTRUST GROUP CO.,LTD.

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洪武路 359 号福鑫大厦 201

电话：025-84513908-8901

邮箱：514532311@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VALDELANA,S.

L.( 酒厂 ) 

西班牙进口维多利亚系列葡萄酒

https：//www.bodegasvaldelana.com/

12C007T/ 3

北京鹰联威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Eagle Alliance International 

Vino Wines.Co,Ltd 

地址： Room 209 Tian Rui Mansion, 1 Fuqian 

Street ,Tianzhu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1312

电话：010-67350990

邮箱： yujie.qu@eaivino.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 Diva Vinos 

( 酒厂 ); Álvaro Domecq S.L( 酒厂 ); Bodegas 

Utielanas( 酒厂 );Bodega San Prudencio; D.O.

5 Hispanobodegas( 酒厂 );NuboriBodegas ( 酒

厂 ).VALDELAMILLO；Campo Alto ；Montefusta 

Crianza ；SP  CONCLAVE  Tinto；Claraval；ORIGIUM 

；NUBORI ；

Villacampa；VENTA LA OSSA（Syrah）；Finca 

Valdemoya；Gormaz  ；LOS 800；1605 Roble；Brandy

Veragua; DUQUE DE VERAGUA ；Solera 1847；TIO 

PEPE

12C007T/5



114 115

广东万酩汇贸易有限公司                  

Guangdong Wanminghui Trade Co.Ltd    

地址：Room 2123 Blog 6 Chenshitiandi No. 68 West 

Hanxing Road F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C.P： 

511400

电话：020-87308022

邮箱：54581723@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Franco

Espanolas( 酒厂 ) 

拉歌特级珍藏干红葡萄 2008：丹魄，马祖洛，格拉西亚

诺

拉歌珍藏干红葡萄酒 2012：丹魄，歌海娜，马祖洛

拉歌佳酿干红葡萄酒 2014：丹魄，歌海娜

拉歌年轻干红葡萄酒 2016：丹魄，歌海娜

拉歌干白葡萄酒 2016 ：维尤拉拉歌桃红葡萄酒 

2017：维尤拉，歌海娜

https：//www.francoespanolas.com/

12C007T/6

SANTA CATALINA  

地址：C/COOPERATIVA, 2, 13240, LA SOLANA, SPAIN

电话：+34 926 632 194

邮箱：SALES@SANTACATALINA.ES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Santa Catalina ( 酒厂 )  

洛丝卡兰 -陈酿干红葡萄酒 2014

洛丝卡兰 -佳酿干红葡萄酒 2015

洛丝卡兰 -丹魄干红葡萄酒 2017

洛丝卡兰 -爱人干白葡萄酒 2017

卡佩恰珑 -干红橡木葡萄酒 2016

卡佩恰珑 -丹魄有机干红葡萄酒 2017

卡佩恰珑 -爱人有机干白葡萄酒 2017

罗比悠 -干红葡萄酒 2017

罗比悠 -白葡萄酒 2017 

www.santacatalina.es 

12C007T/ 9

青田县玛克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Qingtian Macro Import &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Numero 23 Pan Bridge Street, Qingtian,

China

电话：0578-6899889

邮箱：eurocaigou@hotmail.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Palacios Vinos de la Finca, S.L. 

( 酒厂 ),  Viñedos y Bodegas Pablo, S.C. ( 酒厂 ),  

CaizCarrizal, S.L.U.(酒厂).特鲁斯橡木干红葡萄酒，

2017 年。普埃利奥干红葡萄酒，2017 年，。 卡利萨精

选干红葡萄酒，2015 年。

www.qtmacro.com

12C007T/12

泓速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MARQUÉS DE LA CONCORDIA FAMILY OF WINES, S.L.   

地址：Ctra. Elciedo s/n. Cenicero. 26350. La

Rioja, Spain.

电话：+34 687035514

邮箱：jlamas@marquesdelaconcordia.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Marques de la Concordia 

Family of Wines,S.L. (酒厂)  United Wineries S.A. 

( 酒厂 ) 

玛吉斯康科帝亚丹魄 里奥哈 

维嘉干白卢埃达

索瑞塔干红杜罗河

曼尼斯特 CAVA 起泡特级陈酿卡瓦

www.marquesdelaconcordia.com

12C007T/7

逖洛飒（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DE LOZAR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地址：Av. Santo Domingo de la Calzada 40   26200 

Haro, La Rioja

电话：18917006735

邮箱：aruiz@vivancoculturadevino.es;alejandro.

perez@delozar.com   novaruan@delozar.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Carlos

Serres( 酒厂 ), Bodegas Los Tinos ( 酒厂 ),

Bodegas pascual (酒厂).  堡蒂侯天帕尼罗红葡萄酒, 

堡蒂侯维奥娜干白葡萄酒 , 堡蒂侯精选天帕尼罗红葡萄

酒 , 金橡树精选天帕尼罗红葡萄酒 , 阿雷诺丹魄红葡

萄酒 , 圣劳伦佐酒庄干白葡萄酒 , 欧诺马斯蒂卡限量

版次年新珍藏红葡萄酒        www.delozar.com

12C007T/ 8

西班牙博寇帕酒庄  

BODEGAS BOCOPA

地址：Paraje Les Pedreres Auto vía A-31, Km200-

201, 03610 PETRER ALICANTE SPAIN

电话：966 950 489

邮箱：export@bocopa.com, export8@bocopa.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Bocopa( 酒厂 )  

LAUDUM ROBLE 罗马柱

LAUDUM 霞多丽 – 有机葡萄酒

LAUDUM 桃红 – 奢华桃红

www.bocopa.com

12C007T/10

上海万客易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ekee.com Co., Ltd.

地址： Room 405, F4, Building 1, NO.538 Hu Tai 

Branch Road，Zhabei District, ShangHai 200436 

China.

电话：021-62981199

邮箱：zhengyx@winekee.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Vicente Gandía ( 酒厂 )  

1、丽瑞城堡干红葡萄酒

2、桑德拉樱花风味配置酒

3、桑德拉桃红起泡葡萄酒

4、桑德拉白起泡葡萄酒

5、桑德拉莫吉托起泡葡萄配置酒

https：//www.vicentegandia.es/

12C007T/ 11

西班牙人酒庄 D.O.5 

广州喜吧乐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8号 1107 房

ROOM 1107,No.8-PAZHOU AVENUEEAST,GUANGZHOU 

INTERNATIONAL

SOURCING CENTER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CHINA

电话：020-38471813

邮箱：Sharon@do5china.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里奥哈优质原产地法定

产 区（D.O.Ca Rioja） — 华 伦 天 使 酒 庄（Bodegas 

Valdelacierva）； 杜 埃 罗 河 岸 原 产 地 法 定 产 区

（D.O.Ribera del Duero） — 歌 玛 酒 庄（Viñedos 

y Bodegas Gormaz）； 卢 埃 达 原 产 地 法 定 产 区

（D.O.Rueda） — 雅 西 兰 得 酒 庄（Bodegas Garci 

Grande）；蒙桑特产区（D.O.Montsant）—(Celler de 

Capçanes)，瓦伦西亚产区 (Comunitat Valenciana)—

威声酒庄（Bodegas Vicente Gandia）；比埃尔索产

区（D.O.Bierzo)- 比埃尔索庄园（Viña del Bierzo. 

12 Linajes Verdejo，12 Linajes Roble，12 Linajes 

Crianza，12 Linajes Reserva，Anier Vendimia 

Seleccionada，Valdelacierva Crianza，Alfar 

Vendimia Seleccionada，Alfar Reserva Edicion 

Limitada，Cerro Moreno Joven，Cerro Moreno 

Crianza，Cerro Moreno Reserva，Viña Gormaz 

Joven，www.do5china.com

12C007T/13

维尼塔酒业有限公司    

VINITA WINES             

地址：CTRA. NAC. 340 KM.627, 30840 ALHAMA DE 

MURCIA

电话：+34968 111211

邮箱：info@vinitawines.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Marqués de Cáceres(酒厂); 

Premium Fincas( 酒厂 ); Bodegas San Gregorio( 酒

厂 ), Bodegas Santa Cruz de Alpera ( 酒厂 )  

ARMANTES VENDIMIA SELECCIONADA RED 2014 阿曼蒂斯

精酿特选干红葡萄酒。87% 丹魄 13% 歌海娜

MARQUES DE CACERES CR. 2014 卡塞雷斯侯爵橡木桶陈

酿干红葡萄酒 . 85% 丹魄 10% 歌海娜 5% 格拉西亚诺

DIAZ BAYO 8M 2016 迪亚兹 8 月橡木桶干红葡萄酒 . 

100% 丹魄 . 

www.vinitawines.com

12C007T/ 14

福州鹰豪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Bodegas Nodus by M&W

地址：Finca El Renegado s/n. 46315 Caudete de

las Fuentes Valencia SPAIN

电话：962174029

邮箱：almudena@bodegasnodus.com; evama@mln-

wines.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NODUS BY

M&W( 酒厂 ) 

幸福单车 (2017, 博霸 ) 梦想女孩 (2017, 霞多丽莫

斯卡托 ), 千禧干红 (2017, 丹魄 ), 千禧佳酿 (2015,

赤霞珠丹魄 ), 诺都庄园博霸 (2017, 博霸，3.5 € ), 

诺都庄园珍藏 (2012, Merlot, Cabernet Sauvignon 

y Tempranillo), 诺都庄园特级珍藏 (2012, Merlot, 

Cabernet Sauvignon, y tempranillo). 

https：//www.bodegasnodus.es/

天津欧伦堡国际酒业              

Tianjin Aulonbul Trading Co., Ltd. 

地址：CTRA. CIUDAD REAL-PORZUNA (CM-412) KM. 16 

13196 LAS CASAS (CIUDAD REAL)

电话：+86 22 83631189

邮 箱：wuyang196@163.com; teresa@pagodelvicario.

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BODEGAS BHILAR(酒厂),PAGO 

DEL VICARIO(酒厂),SOTO DEL VICARIO(酒厂),BODEGAS 

VERDÚGUEZ(酒厂),CASTILLO DE MONJARDIN(酒厂).www.

pagodelvicario.com

Pago del Vicario 50-50 2014

Pago del Vicario Penta 2015 

Pago del Vicario Talva 2016

Bhilar 2016

Castillo de Monjardin 2017

12C007T/17 12C007T/ 19

深圳市西邦葡萄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enzhen Sibon wine culture media co.ltd             

地址：Shop.1-105,Twelve Oaks Manor 1st,Bulong Rd

,Bantian,Longgang,Shenzhen,Guangdong,China.

电话：+86 13632684330         +86 755 89356804

邮箱：2806636878@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柯维卡 (酒厂 );画眉鸟 (酒

厂 ); 门特桑特 (酒厂 ), 艾米塔之家 ( 酒厂 ) 

1. 宝丽多入门，丹魄。宝丽多佳酿，丹魄，歌海娜

2. 画眉鸟 2017 霞多丽干白，歌海娜桃红

3. 圣布鲁特藏 2015/2016 歌海娜，佳丽酿，西拉

4. 艾米塔之家 2016，蒙特蕾尔

12C007T/15

广州葡盟商贸有限公司    

Algod Spain      

地址：CALLE JUAN II, 7, PRIMERA PLANTA. CP 13001 

CIUDAD REAL (SPAIN)

电话：13422029666/+86 20 84143123/ +34926240203

邮箱：pmsmwine@126.comdariobarco@algod.es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Algod Spain 酒厂 ) 八度

空间丹魄红葡萄酒 2017, 八度空间丹魄陈酿红葡萄酒

2017，八度空间混酿红葡萄酒 2016，维卡里奥门西亚

红葡萄酒 2013，维卡里奥格德约白葡萄酒 2016，维

卡里奥门西亚精选红葡萄酒 2007，高地混酿红葡萄酒

2010，高地黑皮诺红葡萄酒 2007，希帕斯混酿红葡萄酒

2014，布里萨赤霞珠红葡萄酒 2016，希帕斯歌海娜红

葡萄酒 2014，玛诺思白苏黎白葡萄酒 2015， http：//

algod.es/

12C007T/16

巴斯克（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INTERBASQUE SHANGHAI CO, LTD

地址：F18，BUILDING 2, LINGSHAN ROAD, PUDONG

AREA, SHANGHAI, CHINA,200120

电话：86 21 20237196

邮箱：yu_zhang@interbasque.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Viñedos y crianzas del

alto Aragón.S.A( 酒厂 )  , Bodegas Casa Primicia

S.A. ( 酒厂 )  ,Bodegas Fernando Remírez de

Ganuza, S.L. (酒厂)  , QUALITY BEVERAGES,S.C. (酒

厂 )  ,Bodegas Campillo S.A. ( 酒厂 )  

印象佳酿干红 Enate Crianza

印象特别筛选干红 Enate Selección Especial

印象陈酿干红 Enate Reserva

印象西拉西拉干红 2012  Enate Shryra - Sirah 2012

印象赤霞珠 -赤霞珠干红 Enate CB-CB

www.interbasque.com

12C007T/18

波特佳酒业（厦门）有限公司              

Xiamen Bodegas Castejon Co.,Ltd. 

地址：Room 605,No.15 XiangXing Yi Road,Xiangyu

Free Trade Zone,Xiamen,China

电话：0592-5799600

邮箱：757454298@qq.com; violet_lavendermoon@

hotmail.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Lyng( 酒厂 )/Bodegas Ribera de Pelazas( 酒

厂 )/Bodegas Corral( 酒 厂 )/Bodegas Recardo 

Benito( 酒厂 )  

马丁丹魄干红葡萄酒      2016  丹魄   vol 13.5%                              

马丁精选干红葡萄酒      2015  丹魄   vol 13.5%

马丁陈酿干红葡萄酒      2013  丹魄、歌海娜、马仕

罗、格拉西亚诺   vol 13.5%

马丁珍藏干红葡萄酒      2010  丹魄、歌海娜、马仕

罗、格拉西亚诺   vol 14%

阿班达干红葡萄酒        2016  胡安加西亚   vol 

13.5%    

阿丹娜干红葡萄酒        2014  胡安加西亚   vol 

13.5%     

阿班达橡木干红葡萄酒    2015  胡安加西亚   vol 

13.5% 

阿班达陈酿干红葡萄酒    2013  胡安加西亚   vol 

14% 

12C007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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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宾络酒业有限公司                  

FUZHOU BINLUO WINE CO.,LTD   

地址：Rm2,Jin Quan Chun Xiao Building2,No.80,Liu 

Yi Zhong Road,Fuzhou,Fujian,China  350001

电话：0591-88012176

邮箱：0591bl@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艾娜酒厂 (酒厂) 艾娜佳酿、

艾娜珍藏、艾娜路易庄园（限量版）www.herascordon.

com

12C007T/21

深圳市润林酒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RUNLIN WINES - BODEGAS 

MONTALVO WILMOT

地址： Cabo la Nao 4, 28290 Las Rozas de Madrid

电话：0755-86266799

邮箱：javier@montalvowilmot.com; runlinjiuye@163.

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MONTALVO WILMOT 

- LAGASCA 91 AGROINVEST, S.L. ( 酒厂 )  

咖斯达添普兰尼洛西拉红 2017, 咖斯达私家珍藏

2014，MT 咖斯达陈酿 2014，MT 咖斯达特级珍藏 

2012，咖诺斯添普兰尼洛赤霞珠橡木红 2016, 咖诺斯西

拉橡木红 2016, 咖利纳混酿红 2016，咖利纳家族珍藏

赤霞珠 2014, MT 咖维洛珍藏 2012，咖维洛家族珍藏赤

霞珠 2014，纳卡拉添普兰尼洛赤霞珠橡木红 2016，纳

卡拉 108 混酿 2016，德斯迪歌甜型桃红 2017, 德斯迪

歌精选西拉签名版 2016

www.runlin9.com /  www.montalvowilmot.com

12C007T/ 24

天津单宁苑商贸有限公司        

Bodegas San Valero            

地址：CARRETERA NACIONAL 330 KM 450pagos                   

电话：13552260609

邮箱：tanniny@sina.com; bsv@sanvalero.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Bodegas San Valero (酒厂)

帕蒂拉老藤歌海娜干红葡萄酒 2015 年歌海娜 ; 帕蒂拉

佳丽酿干红葡萄酒 2015 年佳丽酿 ;     帕蒂拉歌海娜

干红葡萄酒 2016 年歌海娜 ; 帕蒂拉霞多丽干白葡萄酒 

2015 年霞多丽 ; 帕蒂拉麝香干白葡萄酒 2016 年麝香

www.sanvalero.com

12C007T/26

Grupo Ágora                  

  

地址：C. Ramon Berenguer IV, 05007 Zaragoza

电话：0034 934235434

邮箱：ivan.boudjema@agoragp.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啤酒 Ambar, Moritz http：//www.

agoragrupo.com/

12C007T/22

龙腾堡有机与生物动力酒庄                  

Long Teng Bao Limited  

地址：Units A - C, 25/F., Seabright Plaza, No. 9 

- 23 Shell Street, North Point, Hong Kong.

电话：+8613926100319

邮箱：dominiodepunctum@yahoo.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Dominio de Punctum

S.L.( 酒厂 )  

Finca Fabian 丹魄    2016  新酒 LA MANCHA

Finca Fabian 霞多丽 2016 新酒 LA MANCHA

99 Rosas 丹魄 -梅洛 2016 新酒 LA MANCHA

Viento Aliseo  赤霞珠 - 格拉西亚诺 2015 陈酿 LA 

MANCHA

Uno de Mil 丹魄 -小维多 2014 陈酿 LA MANCHA

Gomez Quevedo 丹魄 -赤霞珠 2017 新酒 LA MANCHA

Dulce Venganza 晚收甜白 2017 / LA MANCHA

Sangria Copla 水果酒 2017 / LA MANCHA

Minaya Unico 赤霞珠 2017 陈酿 LA MANCHA

Minaya Unico 歌海娜 2017 新酒 LA MANCHA

Orissia 歌海娜 2017 新酒 LA MANCHA

www.dominiode punctum.com

12C007T/23

BODEGAS Y PAGOS MATARREDONDA, S.L. 

 

地址：PLAZA MAYOR Nº 22 , PISO 1 .VALLADOLID  

COD POSTAL 47001

电话：647451361

邮箱：comercial@vinolibranza.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Y PAGOS MATARREDONDA, S.L.( 酒厂 ) 

VALDEFAMA 2015 ( 100% tempranillo

JUAN ROJO 2014 (100 % TEMPRANILLO

LIBRANZA 2014 (100% TEMPRANILLO

LIBRANZA 28 MESES 2009 (100% TEMPRANILLO

MELISA BY MATARREDONDA 2017 (100% TEMPRANILLO

BRAVIO 2015 (100% TEMPRANILLO

TEMPLANZA 2014 (100% TEMPRANILLO

CASTA 2014 (100% TEMPRANILLO

PAGO DE SALGADERO 2009 (100% TEMPRANILLO)

WWW.MATARREDONDA.ES

12C007T/25

厦门宸恩贸易有限公司        

XIAMEN CHENEN TRADE CO.,LTD.           

地址：CAMI PEDRA ESTELA 34, 43205 REUS

(TARRAGONA), SPAIN

邮箱：email (pon el chino y también el de la

 bodega)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DE MULLER S.A.( 酒厂 )  

牧乐甜白弥撒酒 2018，白歌海娜、马卡贝奥，弥撒专用

酒

牧乐西拉干红葡萄酒 2017, 西拉，DO

牧乐梅乐干红葡萄酒 2015, 梅乐，DO 

牧乐赤霞珠干红葡萄酒 2016, 赤霞珠，DO

牧乐索丽玛干白葡萄酒 2017，马卡贝奥、慕斯卡托、霞

多丽，DO

牧乐索丽玛干红葡萄酒 2016，赤霞珠、梅乐，DO

牧乐慕斯卡托干白葡萄酒 2017，慕斯卡托，DO

www.demuller.es/

12C007T/27

广州菩萄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 Liu Trading Co., Ltd            

地址：Calle Jiloca,4 Local.28016 Madrid

电话：020-84784919

邮箱：cotopelayo@cotopelayo.com. lgonzalez@

cotopelayo.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VIYUELA( 酒

厂 )/BODEGAS ORAN( 酒厂 )/BODEGAS OCCIDENTE ( 酒

厂 )  VIYUELA BARRICA 2017 . VIYUELA SELECCIÓN 

2013. VIYUELA SELECCIÓN 2016. VIYUELA CRIANZA

2015. VIYUELA RESERVA 2019. VIYUELA ANIVERSARIO

2011/2013. TEMPRANILLO 100%/SEÑORIO DE ORAN 

BLANCO 2017 (PARDINA 100%). SEÑORIO DE ORAN

ROSADO 2017 (TEMPRANILLO 100%)/ CAVA BUCHE 

BRUT (MACABEO&PARELLADA).CAVA BUCHE BRUT NATURE

(MACABEO&PARELLADA). CAVA BUCHE SEMISECO

(MACABEO&PARELLADA). CAVA BUCHE ROSADO 

(GARNACHA)www.prowines.cn

12C007T/28

卡尔切酒庄。安美特酒庄  

ESENCIA WINES CELLARS ,S.L.

地址：CRTA.DEL CARCHE KM 11.5

电话：+34 968 975 942

邮箱：aherreros@esenciadelcarche.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卡尔切酒庄。安美特酒庄 

(ESENCIA WINES CELLARS S.L.)( 酒厂 )  

INFILTRADO：  Vino sin filtrar. Syrah, Monastrell 

y Garnacha

Lunatico： Vino genuino. 100% Monastrell.

Casa ErmitaPetit Verdot ： Unico en el mundo,  

90 Puntos Parker. 100% Petit Verdot

www.esenciadelcarche.com

慷涞（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KANGLAI WINE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金轩路 3号

电话：021-67101090

传真：021-67101090

邮箱：79447433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红葡萄酒、意大利起泡酒、意大利干

白

12C007T/31 12E018T

天津陶瑞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jin TORRESNOVAS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CARRETERA CALAHORRA S/N---31260 LERIN

-ESPAÑA

电话：0086 13652016895

邮箱：ventas@bodegasalconde.com; torresnovas@163.

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VIÑEDOS Y BODEGAS

 ALCONDE S.L.( 酒厂 ) 维纳庄园干红葡萄酒 2015，维

纳庄园陈酿干红葡萄酒，维纳庄园珍藏干红葡萄酒

https：//www.bodegasalconde.com/

12C007T/29

弗恩梅尤酒庄    

BODEGAS FUENMAYOR, S.A.         

地址：Pol. Ind. Buicio, parcelas 5 - 6.  26360  

FUENMAYOR (La Rioja)  SPAIN

电话：0034 941 450935 / 0034 651 809596

邮箱 oscar@bodegasfuenmayor.com; emccalpe@gmail.

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红葡萄酒 BODEGAS FUENMAYOR,

S.A.( 酒厂 ) 

圣诺约奥范德米亚合格原产地命名（DOCA）里奥哈陈酿

酒马格南 2015 年，坦普拉尼罗 / 约奥遗产 2014 年珍

藏酒，加泰罗尼亚法定产区

12C007T/30

法蘭堡國際酒業（香港）有限公司  

FALANBAO INTERNATIONAL WINE LIMITE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立信路 91 号云商

创客 1A 栋 301

电话：133 1399 2000

邮箱：yuxialing2008@163.com

参展目的：开发新客户，诚招代理商，宣传美酒

展品介绍：经营法国白兰地 XO、干邑 XO、英国苏格兰

威士忌及各国葡萄酒的国际供应链业务，独家代理法国

及全球多家著名酒庄

12E016T

重庆渝舟通衢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Chongqing YuzhouTongquImport&Export 

Trading Co., Ltd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庆云路 6 号 IFS 国金中心 T5

栋 1006

电话：023-67897519

邮箱：marco.gong@yuzhouculture.com

参展目的：推广意大利起泡酒，诚招全国招商各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原瓶进口 Franciacorta：在意大利品

类繁多的葡萄酒世界中，Franciacorta 是最受意大利本

土消费者青睐的“传统香槟二次发酵法”酿造的高档起

泡酒。意大利原瓶进口 Prosecco：广受欢迎的意大利国

民起泡酒。意大利干红葡萄酒、意大利干白葡萄酒等原

瓶进口葡萄酒。

12E018T

青岛派格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Qingdao Pentagon Enterprise Co.,Ltd

地址：青岛市南区山东路 10 号 2-401

电话：0532-80795256

传真：0532-80795257

邮箱：info@pentagon-ent.com 

参展目的：和意大利人面对面，品位意酒里的风土人情

展品介绍：派格达根植于意大利南部风景秀美的普利亚

大区，十年来总经理 Perrucci 先生和团队一直致力于

把更多更好的普利亚美酒引进并推广到中国市场，和更

多热爱生活、热爱美酒的朋友共享这片神奇热土的馈

赠！

各种类型意大利葡萄酒 + 特级初榨橄榄油 + 咖啡豆 + 天

然矿泉水，意大利餐桌不可缺少的四宝都可以在这里找

到，欢迎您光临品鉴！

12E018T

意境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Proitaly International Trading 

(Beij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安泰大街 6号院 13 号楼 2单元 202

电话：18301232240

邮箱：proitalywines@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经销代理

展品介绍：意境国际，专业意大利葡萄酒运营服务商 . 

总部基地位于北京，分别在上海，成都，长沙设有分公司. 

公司全部由 85 后年轻成员组建，凭借团队成员十余年

的意大利留学，工作及生活经历，以及对意大利葡萄酒

的高度热情，打造一支专业的意大利葡萄酒运营推广队

伍，服务于意大利各产区精品酒庄。目前合作运营意大

利酒庄超过30家，产区分布在意大利威尼托，皮埃蒙特，

托斯卡纳，马尔凯，翁布里亚，坎帕尼亚，阿布鲁佐，

普利亚，西西里岛等知名产区。

12E01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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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中商贸联合会                  

ConsorzioChinaPromotion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836 号，东峻广场，1-702

电话：020-38364210

传真：020-38364210

邮箱：franco_magnus@163.com

参展目的：携数百款优质意大利葡萄酒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意中商贸联合会成是一家受意大利政府支持

的推广机构，旨在促进意大利中小型酒庄在中国的品牌

建设与市场推广。总部设在意大利都灵，中国办公室设

立在广州。工会框架内与意大利皮埃蒙特和其他大区数

百家酒庄有深度密切合作，协助酒庄在中国市场的贸易

以及推广活动。在中国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多个省市，

拥有大量稳定长期合作的优秀意大利葡萄酒进口商。第

一百届糖酒会，特携优秀进口商：广州意味悠长商贸有

限公司，广州迈纽斯意品贸易有限公司参展，为观众呈

现优质的葡萄酒。

12E018T

上海华饮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SinoDrink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昭化路 518 弄 1-2 号 101 室

电话：021-62267586

邮箱：info@sinodrink.com

参展目的：意大利葡萄酒专家华饮与您共品精品意酒

展品介绍：上海华饮贸易有限公司 SinoDrink 成立于

2008 年，刘强先生（Edward Liu）为创始人和公司董事

长。华饮 SinoDrink 为意大利忠利保险集团 Generali 

S.P.A（全球第二大保险集团）旗下忠利农业集团

Genagricola 在华子公司。

12E018T-2-3

广州市千业贸易有限公司        

QY WINE &SPIRITS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 12 号锦绣华庭 1座 802

电话： 020-34808111 

邮箱：44578734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原瓶进口多国优质葡萄酒，意大利多个产区

不同品种的葡萄酒。有皮埃蒙特、马凯、托斯卡纳、威

尼托、西西里岛、普利亚等。南非的皮诺塔吉，法国干

红等。

12F022T-A-1-21

维多维国际贸易（成都）有限公司                  

Vito Wine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东路 5号 3-2-B

电话：18782950256  

邮箱：287527727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西西里往事甜白葡萄酒、意大利西西

里往事干红葡萄酒、意大利西西里往事干白葡萄酒等原

瓶进口葡萄。

公司主推的品种为“西西里往事”系列有机葡萄酒，此

系列产品均产自公司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葡萄酒庄。

其酒庄实力雄厚、历史悠久。所有的红酒均为原瓶进口，

包装精美。

品一杯西西里葡萄酒，仿佛品味着意大利的千年历史、

文化和传统，领略着一段神话和传说

12E018T 2-1

成都图兰斯商业有限公司 

Chengdu Two Lions Trading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吉庆四路 188 号 IMC 国际广场

1栋 1单元 707 室

电话：028-8332 0830

传真：028-8332 0831

邮箱：tillyzeng@qq.com

参展目的：寻找进口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进口意大利原瓶葡萄酒；意大利 OEM、ODM

葡萄酒定制；意大利酒庄定制游等

12E018T-2-5

成都意达思诺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Itasino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 Ltd.

地址：成都高新区综合大道三段 281 号 8 栋 5 层 517 号

电话：15982078076  

邮箱：chengdu.office@progettoitaliacina.org

参展目的：我司一直以来致力于推广意大利葡萄酒，诚

招经销商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按照从”原产地负责”的核心原则，公司利

用其专业的食品进出口经验，选择并引进欧洲（意大利）

高端品牌食品，尤其是意大利葡萄酒，以开拓国内进口

食品市场。

12E018T-2-6

玛凯思（天津）贸易有限公司        

Marquis (Tianjin) Trading Co.,Ltd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 6262

号

电话：13752575175

传真：022-59867838

邮箱：151855586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各产区优质葡萄酒，产品系列覆盖意

大利名庄到经济型高性价比产品，包含托斯卡纳、威尼

托、特伦蒂诺、阿布鲁佐、普利亚、西西里等产区代表

性品种。

12G029T -1

四川凯润优品酒业有限公司        

Kairun Fine Wines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38 号蜀都中心 1 期 3 号

楼 503 室

电话：028-85266023

传真：028-85266023

邮箱：leiyufei@kairun-wines.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广东、浙江、上海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皮埃蒙特、威尼托、托斯卡纳、西西

里岛、巴斯利卡塔等多个产区具有风土表达的精品原装

酒，以及德国纳厄产区优质雷司令和黑皮诺葡萄酒。 

12G029T-2

广州市莎魅贸易有限公司    

Charme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宝峰南路 18 号旭志摄影创

意产业园二层

电话：020-86845855

邮箱：fpmatera@hotmail.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国内批发商，代理商。

参展介绍：我们拥有意大利普利亚区域专属唯一的葡萄

品种，酿造出独特具有神秘魅力的葡萄酒。我们的葡萄

酒、白兰地等，均为意大利原厂原瓶进口。

12G029T-3

东莞市薏 葡艺萄酒业有限公司  

Dongguan YiPuYiTao Wine Industry 

Co.,Ltd.

地址：东莞市桥头镇石竹山水园听涛阁 61 号外铺

电话： 0769-33807938

邮箱： 13267495515@163. com

参展目的：意大利新品葡萄酒发布， 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各产区本土特色葡萄酒， 如：阿玛

罗尼、阿斯蒂巴贝拉、金粉黛、小野樱桃甜红、蒙特普

恰诺、莫斯卡托甜起泡酒、灰皮诺干白等意大利特有品

种。

爱酒荟有限公司              

Enjoy Wine Group Limited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659 号东祥工业大厦 10/F D 座

电话：852-28960277

传真：852-28960782

邮箱：info@enjoywin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內地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原瓶进口葡萄 , 名牌“73”&“76”

有机干红葡萄酒 , 夺得美国纽约葡萄酒大赛金奖 . 西

班牙品牌“QP”1997 年份 , 内地外资银行大批量入货

送客户 , 性价比超高。

Hello Kitty 吉蒂猫品牌法国桃红香槟镶满 999 粒施华

洛世奇水晶 ,全球限量版只有 1600 瓶。

12G029T-11
12-13B-005T6

昆明高尔特经贸有限公司    

QuartoProducts(Kunming)Co.,Ltd          

地址：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金柳西路俊秀园 26 幢二

单元 101

电话：0817-64322010

传真：0817-64319161

邮箱：tumingxu@quarto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意大利西西里、意大利皮埃蒙特、意大利阿

布鲁佐、意大利弗留利等意大利产区原瓶进口葡萄酒。

12G029T-5

天津美酒达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WARNER FINE WINE CO.,LTD         

地址：天津开发区三大街捷达路怡宁公寓 2-101

电话： 18622577556  

邮箱：24945429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意大利南部产区高性价比葡萄酒全国招

商

展品介绍：重点招商款西西里岛最具潜质葡萄品种神秘

黑珍珠干红葡萄酒意大利著名酒评家 LUCA MARONI 为

2017 年份打出 97 分高分

12G029T-9

高泓 (控股 )有限公司  

GoldWing (Holdings) Limited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海盛路 3 號 TM L 廣場 7 樓

B02 室

电话：(852) 2356 9543

传真：(852) 2356 0148                  

邮箱：ronaldchang@goldwing.com.hk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提升知名度，诚招代理伙伴。

展品介绍：澳大利亚葡萄酒及德国威信手工吹制酒杯

12-13B005T2

愛酒薈有限公司  

Enjoy Wine Group Limited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659 号东祥工业大厦 10/F D 座

电话：852-28960277

传真：852-28960782

邮箱：info@enjoywine.com

参展目的：诚招内地各省区代理商 ,连锁超市直接进口

展品介绍：意大利令人的兴奋的品牌Gemma Di Luna “月

亮宝石”。推出了豪华系列 , 精选的葡萄酒精心打造 , 

将意大利最喜爱的品种从普通提升到非凡 , 从优雅迷人

的酒瓶到精致的葡萄酒 ,将日常体验变成奢华的时刻。

-Pinot Grigio 灰比诺白葡萄酒在意大利德尔威尼提產

區的优质葡萄制成。有白桃和芒果的水果香味 , 热情和

成熟的草莓口感帶柔滑 , 水果单宁均衡。abv：12%. 

-Prosecco DOC 普赛克風摩世界的意大利國民汽泡酒 ,

是一个清爽 , 美味的干型风格 , 突出的花香味 , 酸度和

微妙的甜味平衡完美 , 口感复杂。 abv：10.5%

-Moscato 莫斯卡托起泡酒 , 清爽的泡泡闪闪发光 , 在

皮埃蒙特优质葡萄种植。蜜糖玫瑰花瓣和桃子的甜香再

与清脆的酸度平衡。 abv：7.5%

12-13B005T5

朗曼酒业 (亚洲 )有限公司              

Naturalis World Ltd

地址：中国香港新界荃湾沙咀道 40-50 号丰工业大厦地

下 25B 地铺

电话：852-91917606

传真：852-26619830

邮箱：josely@naturalisworld.com

参展目的：重点向各省区寻找代理商 /分销商

展品介绍：朗曼酒业 ( 亚洲 ) 有限公司专营西班牙多款

优质餐酒食品零售及批发。产地主要来源自西班牙及意

大利等地。款式独特，种类繁多，包括红白酒、玫瑰酒、

甜酒及果味气泡酒等。当中更直接从西班牙酒庄进口，

及精选多种优质婚宴派对酒款。

12-13B-005T7

内蒙古阳光田宇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Chateau Sunshine Mano

地址：内蒙古乌海市渤海湾区人民北路行政楼下  

电话：15247312111                       

邮箱：410476363@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阳光田宇国际酒庄位于内蒙古乌海市，属北

温带干燥型大陆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200 毫米 , 是中国

第一个采用自然重力酿造工艺的酒庄，从上到下不用泵，

让葡萄酒的生产远离“被氧化”的危险，以酿成自然醇

香的优质葡萄酒。中国自然酒践行者——阳光田宇 !

13B025T



120 121

陕西桥畔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Chateau bridge riverside 

地址：陕西省铜川市地址陕西省铜川市新区铁诺北路 1

号    

电话：0919-6618888   0919-6619999                       

参展目的：  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 桥畔酒庄位于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

柱镇，处于桥山山脉文王山南麓，坐落于唐代皇家葡萄

园林遗址 , 毗邻玉华宫风景区 , 是中国乃至世界酿酒葡

萄产区中特性鲜明、不可多得的珍贵产区，是中国西部

四大最佳优生产区之一。公司葡萄示范园从 1999 年开

始建设，现已发展到 2000 余亩，葡萄苗木从法国引进，

主要品种有赤霞珠、梅鹿辄、马瑟兰、西拉、黑比诺、

小维尔多等，公司致力于振兴陕西葡萄酒产业，利用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应用现代工艺

和传统工艺相结合，创中国葡萄酒之精品，发扬中国葡

萄酒文化。

13B026T

河北怀来 • 沙城葡萄酒产区  

Huailai Sha Cheng Wine Region

地址：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    

电话：13780232266                          

参展目的：展示产区酒庄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怀来产区1976年被定为国家葡萄酒原料基地，

主栽酿酒品种有：蛇龙珠、梅洛、西拉、佳美、霞多丽、

白玉霓、雷司令、长相思、琼瑶浆等。葡萄种植面积达

27 万亩，覆盖 16 个乡、150 多个村，葡萄年产量超过

15.6 万吨，本次参展企业有：丰收庄园、怀谷酒业、红

叶庄园、叶浓 • 经典长城、家和酒业、龙泉酒业、马丁

庄园、世纪长城、紫晶庄园

 13B029T

陕西酒庄联盟        

Shanxi Winery Alliance

地址：陕西省         

电话：18189103155                         

参展目的：展示产区酒庄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陕西酒庄联盟由陕西省葡萄果酒企业共同发

起成立，隶属于陕西果业协会葡萄酒分会，主要业务要

业务为葡萄酒果酒酿酒品种种植、引进和研发；葡萄酒

果酒酿酒工艺技术研发、引进、创新和推广；陕西葡萄

酒果酒品牌运营和市场推广等。联盟现有企业成员涵盖

葡萄酒、猕猴桃酒、树莓酒、苹果酒及野生水果酒等品类，

本着紧密合作、共同发展的宗旨，携力搭建陕西葡萄酒

果酒发展平台，为实现陕西葡萄酒果酒的产业复兴作出

贡献。本次参展的企业有：甲邑酒庄、天润酒庄、栖凤

御林、百贤酒庄、桥畔酒庄

13C032T

甘肃紫轩酒业有限公司                  

Zixuan Wine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机场路 5369 号  

电话：0937-6393099     

传真：0937-6393099     

邮箱：gszixuanjiuye@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紫气东来，轩然出彩！紫轩酒业是中国西北

地区最大钢铁企业——酒钢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位

于河西走廊中西结合部、万里长城西端的嘉峪关市。紫

轩酒业目前拥有干型葡萄酒、冰酒、利口酒、葡萄烈酒（白

兰地）等四大系列八十多个品种。打造高品质国际化葡

萄酒品牌，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强大综合实力的中国

葡萄酒企业是企业的发展愿景。

13C027T

甘肃紫轩酒业有限公司                  

Zixuan Wine 

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机场路 5369 号  

电话：0937-6393099     

传真：0937-6393099     

邮箱：gszixuanjiuye@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紫气东来，轩然出彩！紫轩酒业是中国西北

地区最大钢铁企业——酒钢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位

于河西走廊中西结合部、万里长城西端的嘉峪关市。紫

轩酒业目前拥有干型葡萄酒、冰酒、利口酒、葡萄烈酒（白

兰地）等四大系列八十多个品种。打造高品质国际化葡

萄酒品牌，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强大综合实力的中国

葡萄酒企业是企业的发展愿景。

13C028T

河北怀来 • 沙城葡萄酒产区  

Huailai Sha Cheng Wine Region

地址：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    

电话：13780232266                          

参展目的：展示产区酒庄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怀来产区1976年被定为国家葡萄酒原料基地，

主栽酿酒品种有：蛇龙珠、梅洛、西拉、佳美、霞多丽、

白玉霓、雷司令、长相思、琼瑶浆等。葡萄种植面积达

27 万亩，覆盖 16 个乡、150 多个村，葡萄年产量超过

15.6 万吨，本次参展企业有：丰收庄园、怀谷酒业、红

叶庄园、叶浓 • 经典长城、家和酒业、龙泉酒业、马丁

庄园、世纪长城、紫晶庄园

 13B030T

天明民权葡萄酒有限公司  

Tianming Minquan Winery

地址：民权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南华大道 58 号 )  

电话：0370-8585123     

传真：0370-8520111     

邮箱：mqjdgs@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寻找优秀的合伙

人                                

展品介绍：天明民权葡萄酒有限公司是天明集团并购重

组民权牌葡萄酒后成立的企业，企业前身“河南省民权

葡萄酒厂”，始创于 1958，是中国最早成立的葡萄酒企

业之一，是长城葡萄酒品牌的缔造者，是中国早期葡萄

酒文化的教育者，也是中国早期葡萄酒消费的普及者，

“传承荣耀、再创辉煌”是企业新的使命！

13C031T

宁夏贺兰山东麓红寺堡葡萄酒产区        

Hongsipu Wine Region

地址：宁夏省吴忠市红寺堡镇    

电话：0951-5033337                        

参展目的：展示产区酒庄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红寺堡产区位于贺兰山东麓地理标志最南端，

被誉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葡萄酒产区”和“中国葡萄

酒第一镇”，种植面积 12万多亩。主要品种：赤霞珠、

美乐、品丽珠、蛇龙珠、威代尔、霞多丽、黑比诺，代

表酒庄：汇达酒庄、红粉佳荣酒庄、紫尚酒庄、天得酒

庄、宝源大地酒庄、兴宇酒庄、江源酒庄、凯仕丽酒庄、

康龙酒庄、罗山酒庄、罗兰马歌酒庄、鹏胜酒庄、东方

裕兴酒庄、明雨酒庄

13C041T

宁夏贺兰山东麓红寺堡葡萄酒产区        

Hongsipu Wine Region

地址：宁夏省吴忠市红寺堡镇    

电话：0951-5033337                        

参展目的：展示产区酒庄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红寺堡产区位于贺兰山东麓地理标志最南端，

被誉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葡萄酒产区”和“中国葡萄

酒第一镇”，种植面积 12万多亩。主要品种：赤霞珠、

美乐、品丽珠、蛇龙珠、威代尔、霞多丽、黑比诺，代

表酒庄：汇达酒庄、红粉佳荣酒庄、紫尚酒庄、天得酒

庄、宝源大地酒庄、兴宇酒庄、江源酒庄、凯仕丽酒庄、

康龙酒庄、罗山酒庄、罗兰马歌酒庄、鹏胜酒庄、东方

裕兴酒庄、明雨酒庄

13C042T 

新疆丝路葡萄庄园酒业有限公司    

chateau silk road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 17 号阳光花苑 B

座    

电话：0991-8831999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丝路酒庄坐落于新疆天山南麓伊犁河谷，是

中国最西部的葡萄酒产区，酒庄致力于打造成为集酒庄，

历史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精品旅游酒庄，酒庄产品

已在如布鲁塞尔，Decanter 等国际葡萄酒赛事上获奖，

酒庄坚持 " 限量小产区，人工原生态种植，有机葡萄酒

"理念，丝路酒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3D043T

新疆天山北麓葡萄酒产区  

Tianshan Mountain's North Foothill

地址：新疆天山北部地区  

电话：18699474000                        

参展目的：展示产区酒庄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新疆天山北麓产区拥有全年超过 2,800 小时

的日照时间，20 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地势海拔高，干燥

的气候条件，产区通常引天山雪水自流灌溉，土壤以砾

石、沙土壤为主，富含硒元素及钙质，土层深厚，透气

性良好，酸碱度适宜，这些得天独厚的风土特点。主栽

酿酒葡萄品种：赤霞珠、梅洛、西拉、佳美、黑皮诺、

霞多丽、白皮诺、雷司令等。

13D047T

新疆雅思特酒业有限公司    

Xinjiang Yasite wine co., LTD          

地址：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六十一团（园林二连）工业园

区

电话：0999-8333999   

传真：0999-8333999

邮箱：47849115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疆外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雅思特系列葡萄酒均产自新疆伊犁河谷生态

产区，包括：伊骊谷雪影雷司令干白、伊骊谷赤兔赤霞

珠干红、伊骊谷乌骓赤霞珠精酿干红和伊骊谷腾霜威代

尔冰白。伊骊谷系列葡萄酒品系丰富、品质优异、性价

比高，是新疆伊犁河谷产区葡萄酒典型性特征的代表。

13D043T

新疆伊犁河谷葡萄酒产区    

Ili River Valley         

地址：新疆伊犁河谷地区  

电话：13999937505                          

参展目的：展示产区酒庄形象，新品发布，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新疆伊犁河谷产区地处北纬 43° 49′ -

43° 53′度，天山山脉西端、南北天山之间的伊犁河谷，

以“塞外小江南”著称。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年

平均气温为 10.4℃、日照时数 2870 小时，四季分明，

秋冬季节气温下降缓慢，为白葡萄酒和甜型葡萄酒的出

产带来良好条件。酿酒葡萄种植面积为 6.77 万亩，主

要品种为：赤霞珠、霞多丽、雷司令等，伊犁河谷产区

以霍城、伊宁为中心，布局区域特色白葡萄酒和甜型葡

萄酒酒庄集群。本次参展企业有：雅斯特酒业、迪香酒业、

丝路酒庄、伊珠酒庄。

13D044T

新疆芳香庄园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Chateau Aroma

地址：中国新疆和硕 11 区 -01# 芳香庄园    

电话：0991-2300129    

传真：0991-2300490     

邮箱：xjfxkj@sina.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芳香庄园是一家集种植、加工、销售和科研

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高科技企业，2004 年至今，芳香庄

园酒业被列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公司自主

拥有酿酒葡萄种植园 2 万亩，建立了 1 万吨干红葡萄酒

原酒车间、2 千吨干白葡萄原酒车间，日产 2.4 万瓶现

代化全自动成品灌装车间一座，拥有可存放 5600 桶橡

木桶的地下酒窖一座，以及建筑总面积约 6400 平方米

的“新疆第一地下酒窖”，具备仓储瓶装酒 300000 瓶…

芳香庄园，献给世界一瓶好的葡萄酒！

13D048T

中粮长城葡萄酒（宁夏）有限公司  

Chateau Terroir

地址：宁夏永宁县云漠路 1号     

电话：0951-4016999          

传真：                                

邮箱：tianfuwinery@126.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天赋酒庄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主要生

产天赋系列产品，酒庄以“全产业链”生产模式为指

导，“重力酿造、柔性工艺、节能环保、有机安全”为

酿造理念，严格按照 GB/T15037、GB/T 23543 等标准进

行质量和卫生管控，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审核认证。 生产具有宁

夏贺兰山东麓产区代表性以及具有中国甘润平衡典型性

的葡萄酒产品，多数产品荣获柏林、品醇客等多项国际

性大奖，并逐步走向国内外。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贺兰红葡萄酒销售公司  

Ningxia Helan Hong Wine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电话：13995004625

传真：0951-6366619   

邮箱：38128039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宣传中国酒庄葡萄酒大单品——“贺兰

红 ”

展品介绍：“贺兰红”干红葡萄酒，呈现亮丽的深宝石

红色、具蓝色色调、清澈透亮。香气清新优雅，橡木桶

与酒体的融合恰到平衡，醒酒后会有李子、桑葚、紫罗

兰等典型的中国人喜好的香气，同时也有香草、奶油、

牛奶的甜美感。入口圆润，酸度劲爽、单宁细腻而又极

具变化。中等酒体，余味紧致而回甘，可即饮，也可耐

陈年，极其适合搭配各类餐饮习惯，适合各类场合饮用。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贺兰神（宁夏）国际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Ho-Lan Soul (Ningxia） International 

Wineries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 201 省道 87 公里贺兰神十万亩有机

葡萄产业园  

电话：13861168888 

传真：                     

邮箱：director@day-long.net   

参展目的：推介和宣传贺兰神品牌系列葡萄酒，诚招全

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贺兰神（宁夏）国际葡萄酒庄贺兰神品牌及

贺兰君品牌系列有机（干红、干白、桃红）葡萄酒。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鹤泉葡萄酒有限公司 

NINGXIA HEQUAN（hyeu） WINERY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玉泉营农场西大街 18 号                   

电话：0951-8931520                     

传真：0951-8931520                    

邮箱： heyujiuzhuang @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新产品，寻找合作商

展品介绍：鹤泉葡萄酒有限公司自主品牌“贺玉”商标

是第十届宁夏注明商标，同时“贺玉”葡萄酒也被评为

宁夏名牌产品。此次展出产品红宝石赤霞珠 2015、青金

石西拉 2016、桃之妖桃红葡萄酒、枸杞蒸馏酒以及葡萄

蒸馏酒，曾多次获得 wine100 大赛、韩国亚洲大赛、亚

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亚洲 Decanter 大赛、中国优质葡

萄酒挑战赛、RVF、英国 Decanter 大赛等多项大奖。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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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鹤泉葡萄酒有限公司 

NINGXIA HEQUAN（hyeu） WINERY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玉泉营农场西大街 18 号                   

电话：0951-8931520                     

传真：0951-8931520                    

邮箱： heyujiuzhuang @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贺玉”葡萄酒文化及风格，诚招各地

代理商。

展品介绍：鹤泉葡萄酒有限公司自主品牌“贺玉”商标

是第十届宁夏注明商标，同时“贺玉”葡萄酒也被评为

宁夏名牌产品。此次展出产品红宝石赤霞珠 2015、青金

石西拉 2016、桃之妖桃红葡萄酒、枸杞蒸馏酒以及葡萄

蒸馏酒，曾多次获得 wine100 大赛、韩国亚洲大赛、亚

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亚洲 Decanter 大赛、中国优质葡

萄酒挑战赛、RVF、英国 Decanter 大赛等多项大奖。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嘉地酒园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Jade Vineyard Winer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盈科中心 A座 10 层                   

电话：010-58623892        

传真：                     

邮箱：marketing@jade-win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分销商                                              

展品介绍： 1. 嘉地酒园如意红白，品质超群； 2. 嘉

地酒园风信子干红 -Decanter 金奖酒，宁夏 2018 年

Decanter 唯一金奖酒，最具性价比；3. 嘉地酒园副牌

四季干红，完美结合新旧世界风格；4. 嘉地酒园正派

咏叹调干红，赤霞珠葡萄品种最经典的完美表现；5. 

嘉地酒园高端珍藏信使干红，产量稀少，多次在盲品中

胜出世界著名酒庄。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蓝赛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Yinchuan LanSai  Winery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昊苑村 

电话：13995117497  

传真：0951-6886268 

邮箱：lansaijiuzhuang@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北、重庆、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墨诚赤霞珠干红、墨然赤霞珠干红、墨研赤

霞珠干红、赛答赤霞珠干红、盈川红黑比诺干红、赛龙

腾霞多丽干白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类人首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Leirenshou Winery CO.,LTD Ningxia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农场

电话：0951—5193999

传真：0951—5176517

邮箱：leirenshou@15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重点山东、河南、江苏、

浙江、上海等省区。

展品介绍：来自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干红葡萄酒，干

白葡萄酒以及半干型莫斯卡托玫瑰香葡萄酒，加上特意

带来了小瓶（375ml）的干红葡萄酒参展。这几款酒充

分体现了宁夏产区的地域特征。饱满、圆润、平衡、回

味甘甜。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立兰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Lilan Wine Villa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             

电话：18795288999    

传真：0951-3855999                  

邮箱：532102331@qq.com   

参展目的：诚邀全国区域特约经销商                                             

展品介绍：1、览翠红葡萄酒：产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

核心位置，有机种植，年产量 10 万瓶，全新法国橡木

桶 13 个月的陈酿。 全国统一售价：390 元 / 支。

2、览翠白葡萄酒：产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核心位置，

有机种植，年产量3万瓶，全新法国橡木桶8个月的陈酿。 

全国统一售价：260 元 / 支。

3、贺兰石西拉红葡萄酒 ：产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核心

位置，有机种植，年产量 ,4 万瓶，全新法国橡木桶 12

个月的陈酿。 全国统一售价：260 元 / 支。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美御葡萄酒酿造有限公司 

Chateau Mihope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赤霞珠路与振兴路交汇处                   

电话：0951-3803160               

传真：                     

邮箱：yewen.dong@midea.com               

参展目的：寻找经销商                                           

展品介绍：1. 《美贺庄园 2016 开庄珍藏干红葡萄酒》，

由 65% 梅乐及 35% 赤霞珠酿造而成，橡木桶陈酿 14 个

月。品酒笔记：酒体呈清澈的宝石红色，散发出成熟的

蓝莓浆果香草及可可等香气，酒体饱满，单宁紧实有力，

口感平衡。2.《美贺庄园 2017 干白葡萄酒》品酒笔记：

本品呈浅柠檬黄色，果香浓郁复杂，有白色花香、柑橘、

杏仁、梨等香气，酒体饱满，酸度平衡，清新易饮。3.《美

贺庄园 2017 经典干红葡萄酒》橡木桶陈酿 10 个月。品

酒笔记：本品呈深宝石红色，具有丰富的黑樱桃、李子、

香草及黑胡椒的香气，口感强劲、厚重，单宁集中紧致，

酒体平衡。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巴格斯醉美国际酒庄有限公司  

Ning Xia Zuimei International Chateau 

Bacchus

地址：宁夏青铜峡市贺兰山东麓鸽子山                  

电话：0951-6721798                    

传真：0951-6721798                    

邮箱：bgs2001@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开发西南葡萄酒消费市场，以此扩大市

场占有率，提高知名度                                               

展品介绍：宁夏巴格斯醉美国际酒庄位于中国最优质的

葡萄酒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酒庄拥有 3000

亩优质酿酒葡萄种植园，最长树龄已有 19 年，主栽酿

酒葡萄品种有：赤霞珠、蛇龙珠、梅鹿辄和威代尔等，

品种纯正，树体康健。本次参展产品为酒庄正牌系列三

款葡萄酒及酒庄明星产品冰酒，它们将为广大参展商及

葡萄酒消费者带去来自贺兰山东麓产区真正的庄园葡萄

酒的视觉与味蕾之饕餮盛宴。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利思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Li’s  Winery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满城北街 1252 号      

电话：0951-6834999                     

传真：0951-3062298                     

邮箱：38245737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南京、江浙、上海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酒庄坚持以“高性价比、品质优良”为特色，

致力于还原每一款佳酿的真实价值，利思产品品种多样

化，以干红和桃红为主，典藏西拉及半甜 TING 桃红较

为典型。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和誉新秦中国际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C h a t e a u  N e w  Q i n  N i n g x i a  H e y u 

International Winery Co.,Ltd.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 17 号阳光花苑 B

座    

电话：0991-8831999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新品发布，招商                                 

展品介绍：丝路酒庄坐落于新疆天山南麓伊犁河谷，是

中国最西部的葡萄酒产区，酒庄致力于打造成为集酒庄，

历史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精品旅游酒庄，酒庄产品

已在如布鲁塞尔，Decanter 等国际葡萄酒赛事上获奖，

酒庄坚持 " 限量小产区，人工原生态种植，有机葡萄酒

"理念，丝路酒庄——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阳阳国际酒庄股份有限公司  

Ningxia Yangyang International Winery 

CO.LTD

地址：宁夏农垦国营玉泉营农场葡萄小镇东侧

电话：0951-3065555

传真：0951-3071555

邮箱： 416920971@qq.com

参展目的：拓展新客户，使品牌让更多人所了解。

展品介绍：本次参展共三个系列：“中国风”系列，平

均价格在 368元左右，酒体呈宝石红色，口感圆润柔顺，

散发果香，酒香馥郁优雅，酒体丰满。贺牌“喜悦”系列，

平均价格在 118 元左右，酒体香气浓郁、纯正，入口柔

和，口感圆润厚实，具有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典型特征。

贺牌“成功”系列，平均价格 299 元左右，酒体呈现亮

丽的宝石红色，果香优雅，香气突出，单宁细腻，酒体

结构饱满均衡。其中“中国风”系列出口日本，且获得

多项国际奖项。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银川蒲尚葡萄酒有限公司  

Yinchuan PU SHANG Wine Co., Ltd.

地址：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林草试验场 1号井西侧

电话：13469553333    

传真：                     

邮箱：12190975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酒庄特色品种“马瑟兰”品质很好，获得很

多大奖，广受爱好者及专家好评。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米擒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Chateau Miqin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 1496 号 

电话：0951—3877877/13021067280     

传真：                                 

邮箱： 942032966@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诚招湖南、湖北、河南、海南等

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米擒酒庄橡木桶干红葡萄酒、米擒酒庄桃红

葡萄酒、米擒酒庄蓝色领地赤霞珠干红葡萄酒等。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新慧彬葡萄酒庄  

XinHuiBin Winery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农场               

电话：0951-8450214                   

传真：0951-8450214               

邮箱： nxgaoyuan@126.com                 

参展目的：为更好的将尚颂堡品牌推向市场，提升品牌

知名度及美誉度 .诚招江浙沪闽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宁夏新慧彬葡萄酒庄建园于 1997 年，园区

面积 2500 余亩，种植了霞多丽、赤霞珠、品丽珠、黑

比诺、马瑟兰等 10 余个品种，树龄均超过 20 年，为酿

造优质葡萄酒打下了坚实基础。酒庄品牌尚颂堡于 2018

年推向市场，品丽珠及黑比诺一经上市即斩获布鲁塞尔

大奖赛两枚金奖，全线产品收到了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NINGXIA XIXIA KING WINERY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南街农垦大厦 9层

电话：400-161-1919    

传真：0951-3064988     

邮箱：948232166@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展示，品牌推广，市场招商。  

展品介绍：企业产品主要包括玉泉酒庄、国宾酒庄、外

交使节、天赐天麓、西夏神韵及特色产品等六大系列，

产品类型主要以干红、干白为主，并开发了桃红、冰酒、

露酒、白兰地、葡萄烈酒、葡萄汁饮料等特色产品。“西

夏王”牌系列产品质量上乘、风格独特，表现为酒色纯正、

香气宜人、口感圆润，具有宁夏贺兰山东麓原产地的典

型性特点。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酩悦轩尼诗夏桐（宁夏）酒庄有限公司

Domaine Chandon (Ningxia) Moet Hennessy 
Co., 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黄羊滩农场夏桐 1号

电话：0951-5925399

传真：0951-5925397

邮箱：jenny.ren@moethennessy.com

参展目的：推广酩悦轩尼诗旗下高端起泡葡萄酒酒品牌。

展品介绍：夏桐（宁夏）酒庄坐落于贺兰山下，总面积

6300 ㎡，配备国际一流的起泡葡萄酒生产设备，致力于

在中国本土生产高端起泡葡萄酒。葡萄种植面积68公顷，

种有霞多丽和黑比诺两个葡萄品种。这里出产的霞多丽

果香浓郁，口感新鲜，令酒体层次丰富；黑皮诺酸度适宜，

糖度可控，为产品带来悠长的余味。融会本地风土与法

式传承的酿造技艺，最终成就这一别具夏桐风格的优质

起泡葡萄酒。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志辉源石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Ningxia Zhihui Yuanshi Chateau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镇北堡镇          

电话：400-967-6657              

传真：5685891                

邮箱：yschateau@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苏、福建、上海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山之语干红。原产国：中国；产区：宁夏贺

兰山东麓；年份：2014；建议醒酒时间：10 分钟；饮用

搭配建议：选择鸭肉、鹅肉、牛羊肉等搭配食用最佳。 

石黛干红。原产国：中国；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年

份：2017；建议醒酒时间：5 分钟；饮用搭配建议：该

酒温润的口感适合搭配牛肉、羊肉和野味等红色肉类。

石黛干白、桃红。原产国：中国；产区：宁夏贺兰山东麓；

年份：2018；饮用搭配建议：该酒酸甜的口感适合搭配

多种菜肴，如水果沙拉、蛋糕、清蒸鱼等白色肉类。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宁夏贺兰山东麓卓德酒庄有限公司

 CHATEAU DRYAD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 9 号 卓德

酒庄城市展厅            

电话： 0951-5676666          

传真： 4104444            

邮箱： xiewenxuan321@163.com           

参展目的（限 20 字内）： 进行卓德酒庄葡萄酒宣传、

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限 200 字内）：卓德酒庄优选葡萄酒：本品

原料采摘自卓德酒庄进口苗木有机种植葡萄园，在传统

工艺基础上低温发酵，香气馥郁，颜色艳丽，酒体圆润

饱满，更加符合国人饮用习惯，可搭配菜系不同，是餐

酒的最佳选择。  卓德酒庄精选梅鹿辄：采用法国进口

梅鹿辄品种苗木，有机种植法栽培，干冰冷浸渍法酿造

工艺，酒体宝石红色、巧妙的萃取了梅鹿辄特有的桑葚、

李子、车厘子等香气，充分醒酒后会表现出紫罗兰、矿

物味、干草等复杂香气。

13A009T/13A010T/13B011T/13B0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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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蚂蚁洋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Guangxi MAYI Imported Good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地址：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八大街 1 号综合行政大楼 B 座

12 楼   

电话：18377749366                      

邮箱：16438091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批发，零售，加盟以及商超代理商。

展品介绍：泰国米饼、马来西亚豆条、马来西亚吉集咖啡、

法国干红葡萄酒、智利干红葡萄酒原瓶进口葡萄酒。

3A001T/3A002T

澳纽思博（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US-NZ Spir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10 号昆泰大厦 1504

室

电话：010-65991817                             

邮箱：130793822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DEEP SOUTH 新西兰高端冰淇淋来自新西兰南

岛基督城，品牌成立于 1978 年，在新西兰荣获多项高

端冰淇淋金奖。香醇爽滑，奶味十足。适合餐饮和商超

便利零售渠道。Dairyworks 新西兰奶粉是 100% 新西兰

制造生产，奶味醇香，天然无添加。Dairyworks 高品质

天然奶酪系列口味多样，天然无添加，包装设计获得新

西兰金奖。Aqualyte Solution 爱矿力特是一款澳大利

亚原装进口电解质补充饮品。迅速补充流失电解质和体

能。

上海益马昌商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AIKCHEONG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康路 100 号 1601 室                  

电话：021-62900619                

传真：021-52139976                 

邮箱 :shmktg001@yimachang.com                    

参展目的：拓展华中地区市场，诚邀合作经销商

展品介绍：“益昌老街”和“益昌”两大品牌的白咖啡，

精选巴西和哥伦比亚人工采集的“阿拉比卡”和“罗伯

斯塔”咖啡豆以及从荷兰、新西兰进口的优质脱脂奶精

为原料，采用马来西亚的低温烘培等加工工艺生产。益

昌生产的白咖啡饮品，在充分保留优质咖啡豆天然美味

的同时，大量去除了咖啡豆内含的对人体有害的咖啡碱，

去除了传统黑咖啡高温碳烤所产生的焦苦与酸涩味，将

传统咖啡的苦酸味及咖啡因含量降到最低，避免了传统

咖啡饮料对人体的不良刺激，因此更适合东方人饮用。

3B007T

黑龙江喀秋莎之恋食品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Love of Katyusha Food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绥芬河市乌苏里大街远东物流院内 1 号

门市

电话：0453-3991777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俄罗斯 SLAVYANKA 品牌和 AKKOND 阿孔特品

牌糖果：农庄威化，红皮糖系列，酸奶威化，鲜奶威化，

小神奇榛子夹心巧克力，三颗榛子巧克力糖等美味糖果，

手续齐全品质保障。

3B004T

大昌洋行（上海）有限公司

DKSH (Shanghai) Ltd.

邮箱：Irene.lin@dksh.com  

展品介绍：DKSH 是专注于亚洲地区，并处于领先地位的

市场拓展服务公司。我们致力成为可靠的外判服务伙伴，

协助其他公司拓展当前市场或新兴市场业务。因此，我

们提供包罗万有的服务，包括为任何产品组织并执行全

条价值链，当中包括采购、市场分析和研究、市场策划

和销售，以至分销和物流、售后服务等等，一应俱全。

我们以瑞士苏黎世为总部，将瑞士的稳健和专业文化，

以及最优秀的企业管治制度，融合过去 150 年在亚洲不

间断经营的丰富经验。

3A005T-A

深圳市金多多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Amos Food Marketing Co., Ltd.

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保税区桃花路 32 号鑫瑞科科技

大厦 6楼

电话：+86-755-33916888 ex 8116

传真：+86-755-33353060 

邮箱：kevin.ke@amos-sweets.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与品牌展示；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1、阿麦斯 4D 果汁软糖：全球首创 3D 立体

造型 +Delicious 惊喜美味口感，风靡海内外；2、贝欧

宝益生菌软糖系列：10亿活菌，健康添活力，常温储存，

3D 小熊糖体，果香浓郁；3、冰力克薄荷糖：70% 水果

+30% 薄荷，天然更清新，德国纯正水果粉，无糖健康 0

负担，进口高端薄荷糖领导品牌；

3A006T

三嘉乐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参展目的： 让更多客户了解并认识公司产品                        

展品介绍：杰事，纯果汁，泰国进口 / 养养，冬荫功面 

泰国进口 /大哥，花生豆 泰国进口       

素玛哥，果干 / 越南，果冻 / 马来西亚，麦片 / 马来西

亚，饼干 /印尼等；长城火腿猪肉 /国产  菲那  生虾

片 /印尼   玛喜泰  海苔 /泰国              

玛莉安妮  果干 /美国  瑞丹多  卷心酥 /印尼                                 

3B008T

品渥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Pinlive Food Co.,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652 号 10 号楼 308 室  

电话：02151863006   

传真：02151012046  

邮箱：pinlive@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促进产品销售，展示新产品

开拓潜力客户                                               

展品介绍：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995 年组建，1997

年公司设立，连续 23 年专注进口食品品牌运营。始终

秉持"通过世界美食,让大众更 时尚、更健康"的使命,

致力于成为中国备受尊敬的健康食品公司，通过整合全

球优质食品资源 ,全力打造 "原装进口食品 " 的创新品

牌发展战略。品渥公司在国内率先开创进口食品品牌运

营模式 , 通过与全球知名的食品制造企业进行紧密的战

略合作 , 致力于将中国美食品牌与全球生产体系进行嫁

接,将全球的健康美食和时尚生活方式带给中国消费者。  

3A009T

深圳市海合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Haihe Trade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联创科技园二期 20

栋 5 楼北                  

电话：0755-84416166                

传真：0755-28411166                 

邮箱：271306546@qq.com                    

参展目的：开拓更多的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我公司参展商品均为国际一线品牌休闲类零

食，将为合作商家带来高品质的感观体验和一流的对接

服务

   3A014T

3A005T-B

北京中企华业食品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QIHUAYE FOODS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8号院大唐电信 A座 606                   

电话：010-56763918                      

传真：010-56763958                        

邮箱：info@zhongqihuaye.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经销商，怡康元进口食品店加盟                                               

展品介绍：伯爵 始于 1896 年 国际橄榄油大师出口世

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5个国家和地区销量第一，

连续多年西班牙橄榄油出口量第一；获得国际犹太洁食

认证和清真认证

佰尚佳

帕拉西奥 1894 集团，西班牙排名前五的酒庄集团，市

场占有率第一

MC 艾木茜

1、里奥哈 DOCa 优质法定产区，尼尔森数据第一名的产

区

2、飞行酿酒师米歇尔 •罗兰担任酿酒顾问

3、2018全球50大最受推崇的葡萄酒品牌排名第23，《葡

萄酒观察家》2017 世界百大葡萄酒品牌排名第 19

   3B011T/3B012T

上海联豪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Lianhao Food Co.,Ltd

地址：上海联豪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21-67728677                    

传真：021-67728677-8015                    

邮箱：465406042@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新产品，提高公司知名度                                               

展品介绍：展品主要以冷冻牛排为主，另有其他冷冻牛

羊肉制品。我们的牛肉原料大多源自于澳洲、新西兰、

巴西、乌拉圭等不同国家的牧场，我们每一份牛肉产品

都是经过严格的层层把关、检验后才送到客户的手中，

我们希望把这份健康美味带给每一位牛肉爱好者的同

时，也将这份对牛肉的激情与热爱带给大家。

北京市三叶明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APRIL GOURMET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东窑艺术区 002 号     

电话：010-64337404          

传真：010-84579162      

邮箱：symc_psf@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空白区域分销商及各大链锁超市                                        

展品介绍：宝德谷品牌有麦片、牛奶、蜂蜜、酸奶、饼

干等产品，采用 100% 澳大利亚生产的原料精心制作，

我们相信只有无污染的原料才能制作出最健康美味的食

物，并且在制作过程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和人工

材料。 酷波爆米花精心挑选优质玉米粒作为原材料，

不含人工色素，不含麸质，香料和防腐剂，采用纯正葵

花籽油，非转基因食材。

3B015T    3B017T-C/3B017T-D

深圳旧街场白咖啡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Oldtown White Coffee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宾路与南湖路交

汇处北侧深华商业大厦裙楼 510-511                 

电话：0755-25122238                  

传真：0755-25123638                  

邮箱：wendy@otwhitecoffee.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位于马来西亚怡保的旧街场，是马来西亚第

一家传统的白咖啡发源地，并以持久的咖啡香气和香浓

口感闻名，因此，“OLD TOWN”也成了我们独特的品牌

名称。白咖啡中的“白”并非指代咖啡的颜色，而是“纯”

的意思。旧街场白咖啡精选三种上等咖啡豆，独特传统

烘焙方式，每一杯 OLD TOWN 白咖啡都将带给您阿拉比

卡咖啡豆的持久咖啡香气、罗布斯塔豆的甘醇芳香和利

比里卡咖啡豆的齿颊留香，令您回味无穷。让白咖啡的

经典好味完整保留，不苦、不酸、不涩、每一口都浓郁

不减，顺滑不变。

   3A013T

灏腾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Haote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1855 号 702 室                   

电话：021-54326290                  

传真：021-54326290                  

邮箱：sales3@moxiaoxian.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全渠道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莫小仙是咔咔莎品牌下专为年轻人设计的国

民速食品牌，产品线将涵盖自热火锅、酸辣粉、螺蛳粉、

桂林米粉、成都冒菜等传统民间方便速食。推崇时尚、

简约、环保的健康生活方式。通过现代工艺和创意化的

设计，让年轻一代爱上本土速食，爱上轻煮生活，减少

外卖，减少工业垃圾，为环保出一份力。现有产品有：

莫小仙自热系列（重庆麻辣 + 老坛酸汤 + 麻辣牛肉 + 藤

椒鸡）、莫小仙杯装系列（水晶酸辣粉 + 酸辣粉 + 钵钵

鸡 + 什素杯）、莫小仙神蔸蔸系列（莫小仙红油面皮、

酸辣粉）

 3B016T

KEN KEE (M) SDN BHD.

地址 : No.2A & 6, Jalan Semtec 2, Semtec Park, 

43500 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 1700815911                                                            

传真 : 012-7361559                                                                  

邮箱 : info@kenkee.com.my 

参展目的 : Market Ken Kee products, services and 

business by showcase a variety of Ken Kee peanuts 

range for business to engag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Seeking business potential lead to 

expose the brand widely.                             

展品介绍 : Ken Kee produce a variety of quality 

peanuts range

  3B017T-B

嘉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Metcash Asia 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云南南路 118 号凯腾大厦 7楼 7115                   

电话：021-60325151X126                   

传真：021-60323288                    

邮箱：Johnason.li@metcash.com                   

参展目的：重点推广及介绍澳洲红酒，需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澳得瑞奶粉适合 2 周岁以上人群，无任何添

加，高钙、高蛋白、低钠，孕妇、哺乳期妈妈和糖尿病

人都可以饮用 .  康妙可速食及快煮燕麦选用澳大利亚

纯天然燕麦制成，无添加，  康妙可意大利面是用 100%

杜兰小麦制成，营养高，容易消化。

De Bortoli酒庄是澳大利亚4大酒庄之一，有90年历史。

其中贵族一号获得 500 多奖项，曾经作为国礼送给罗马

教皇。 

爱美丽莫斯卡托起泡酒是专为女性设计的酒，气泡充足，

口味清新。 屋中大象、沉默无言 2 个系列罐装红酒是

澳洲 Fourth Wave 酒庄酿造，包装前卫新颖。

   

  3B017T-E



126 127

澳大利亚澳根尼有限公司

AUGANIC AUSTRALIA PTY LTD

地址：69 HANCOCK PLACE(P.O.BOX 112) GINGIN, W.A.6503                 

电话：0752-2771233   

传真：0752-2771802  

邮箱：natasha@yidugroup.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有意向的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澳根尼特级初榨橄榄油原产自拥有独特地中

海气候的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珀斯，坚持“鲜、香、纯、真”

四大品质原则，以国际 HACCP 食品生产体系为指导，4

小时内现采现榨，农场内实现自动灌装，原瓶进口，保

留天然橄榄果香及最佳营养成分，是名副其实的庄园橄

榄油。澳根尼与中国检验检疫食品溯源中心（CIQ）合作，

成为国内首批使用“食品溯源二维码”的企业。“家用

好油”澳根尼特级初榨橄榄油希望将健康好油带给身边

的每位朋友，健康之路，油您做主。

3B017T-H 

上海燕姿堂食品有限公司

PT.ACWI027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 1295 号 906 室    

电话：021-63149075      

邮箱：2798234190@qq.com         

参展目的：燕太太品牌全国招商，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1. 即炖燕窝：性能免泡免洗免挑毛，产地印

度尼西亚，用途养颜滋补，质量上等，价格900-3600元；

2. 碗装即食燕窝：性能开碗即食，产地上海，用途养颜

滋补，质量上等，价格 558-1388 元；3. 即食浓缩燕窝

总统款：性能 99% 浓缩，产地上海，用途养颜滋补，质

量上等，价格 558-1118 元；4. 特级白燕盏 50g：性能

质地纯洁，产地印度尼西亚，用途滋补、送礼首选，质

量极品，价格3900元；5.燕窝阿胶糕：性能补血益气，

产地山东，用途养颜滋补，质量上等，价格 108-338 元。

3B019T-A/3B019T-B

澳大利亚首选有限公司 

Australia’s First Choice Pty Ltd 

                

地址：48 Koornang Rd,Scoresby 3179, Victoria,Aus

tralia                    

电话：0755-66824225                     

传真：0755-66824225                    

邮箱：echo@australiasfirstchoice.com   

参展目的：宣传品牌，推荐公司新品，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展品介绍：澳洲首选公司主营澳大利亚 Ozi Choice 澳

滋选品牌乳制品，产品系列包含：全脂奶粉、脱脂奶粉、

中老年营养奶粉、儿童成长奶粉、系列营养奶片、UHT

常温液体奶等。公司旗下乳品的奶源均来自于澳洲吉普

斯兰地区优质农场，是澳洲最大、最可靠的乳品产区。

该区气候温和、雨量均匀、土壤肥沃，绿茵茵的草场环

境下，生产出一流的乳制品。我们遵循极为严格的卫生、

安全和质量协议，使用现代创新的技术来饲养奶牛、保

护牧场环境。

3B017T-J   

叁壹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1 Jiu（Shang hai）Co Limite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襄阳南路 500 号巴黎时韵 401 室                      

电话：021-63390526                  

传真：021-63390528               

邮箱：yangle@31jiu.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家族企业，不同于普通的

混合果饮公司，宾得宝从 1960 年就开始酿制非酒精高

品质饮料。代代相传。现在其产品已经风靡全球 47 个

国家。宾得宝在保持传统配方精髓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

现除了招牌的宾得宝含气干姜汁饮料，还有百香果，蜜

桃，血橙等一系列水果口味音频。每一款饮料都采用了

酿造的方式，采用真材实料，都采用天然的生姜合糖蜜

经由超过 7天的时间酿造而成。

3B017T-K

苏州森林之巅进出口有限公司 

Suzhou Forestop Import&Export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新南路 888 号儒商公馆 25#-4F  

电话：0512-50357002                  

传真：0512-50357010                  

邮箱：kathleen@forestop.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布鲁克农场由 Pam和 Martin 创立于 1989 年，

坐落于著名的澳大利亚国家森林公园拜伦湾腹地，以盛

产澳洲坚果而闻名。

我们 Brookfarm 的系列产品就产自这个美丽的地方，我

们用自己农场种植的澳洲坚果，制作出了一系列高端坚

果麦片美食，每一款产品都色香味俱全，且营养丰富，

既方便又快捷，既美味又健康，也因此荣获了业界多项

国际奖项。我们将持续投入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并为

坚持一流的品质而继续努力。

3B018T-A

天津宝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JIN BAOBEI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银河大厦 709                  

电话：022-57376136               

传真：022-58376137                

邮箱：58456452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澳洲宝贝全脂奶粉、澳洲宝贝脱脂奶粉、澳

洲宝贝调制乳粉、新西兰全脂奶粉、新西兰脱脂奶粉、

铁罐牛初乳粉、铁罐蜂蜜牛初乳粉、300 克风味奶粉、

比利时液态奶  

3B018T-B 

四川澳新维尔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ichuan aoxin weiershe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8 号 l 联邦财富中心 1

栋 1单元 1002 号

电话：028-85575551                       

传真：028-85079779-606                    

邮箱：136329286@qq.com                    

参展目的：推出新产品；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维尔生奶粉源自澳大利亚天然牧场，彰显“黄

金奶源地”的不凡品质。纯净鲜奶制成，富含蛋白质与钙，

保留天然乳脂。

红柳桉树蜂蜜源自西澳大利亚，含有天然的抗菌和抗氧

化成分，有强烈的杀菌能力和抗衰老作用，被誉为“蜜

中极品”。

戈尔登堡干红葡萄酒产自雅拉河谷著名的五星级酿酒庄

园：HELEN&JOEY-ESTATE-ESTATEGROWN。口感丰厚、醇美，

含有橡木韵味混合四种香料的风味。 

鲍鱼罐头精选澳大利亚上等野生鲍鱼，肉质细腻饱满。

无任何色素，保留鲍鱼天然色泽。

3B018T-C

东莞市启澳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Dongguan Qiao Import&Export Pty Ltd. 

地址：东莞市寮步镇上屯工业区聚园一路二号                 

电话：0769-22785550                  传真：0769-

22785552                  

邮箱：yeejoeyip@live.com                   

参展目的：让中国内地代理商认识产品，寻找一、二线

城市合作商家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红岛特级初榨橄榄油是澳洲 Redisland 

Australia(RLA) 公司的产品，公司拥有自己的橄榄园，

在生产过程中，更是严格把关精益求精。产品采用冷榨

工艺，这样冷榨出来的橄榄油才能具有营养平衡，口味

圆润清新。Yarra Valley Sweets 主要生产果汁糖和软

糖，公司坚持使用澳洲本土原材料，绝无人工色素和人

工香料，100% 纯天然。                                                            

BARNES CASTLEMAINE ROCK 是一家有着 165 年历史的糖

果生产商，这一百多年来他们生产的糖果都坚持使用纯

手工艺制作，他们生产的手工岩石糖在澳洲当地深受大

人和小朋友的青睐。

   

  3B017T-G 

上海瑞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Indofood CBP）

Shanghai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心沙路 2111 号  

电话：021-68663610                   

传真：021-58641319                   

邮箱：xu.jinjing@sresources.com.cn   

参展目的：诚招经销商、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营多捞面的面饼由澳洲进口小麦粉加工而成，

经 3 分钟沸水烹煮后依然 Q 弹有嚼劲，5 个独立包装的

调味料包按需搭配更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要。营

多捞面，吃了还想吃！

东方美佳（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Oriental Meijia (Beijing) Commercial 

and Trad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嘉园益城园 16 号楼 2-0603

电话：010-67589877           

邮箱：60512591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肯迪醒是韩国最大的食品公司希杰（CJ）韩

国株式会社  

旗下的饮料品牌。肯迪醒首创了韩国饮料市场，并通过

5 次品牌革新和强大的市场沟通能力，努力将肯迪醒的

品牌价值传递给消费者。2012 年销售额达到可口可乐的

10% ，已成为韩国解酒饮料代名词。天然草本配方，含

枳椇子、刺梨、 大米胚芽，天然萃取，无副作用。到

目前为止，肯迪醒已经做过三次动物实验，三次临床试

验，并且拥有两个专利。

3B019T-A/3B019T-B

  3B019T-D

PT.SERENA INDOPANGAN INDUSTRI

地址：JL.H.M.ASHARI NO.35 CIBINONG KAB.BOGOR,INDONESIA

电话：18520266748

传真：0757-22369138

邮箱：904959281@qq.com

参展目的：希望可以找到优质的经销商

展品介绍：从 1983 年开始，Serena 公司，已有超过 70

种饼干出口到世界各地，莎蕾娜芝士曲奇饼干采用进口

纯正奶酪制作，给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目前有 4个规格，

63g，100g，454g，908g，奇狐曲奇饼干，360g，莎蕾

娜治芝奶酪饼干，采用进口纯正奶酪制作，在印尼已有

悠久的历史，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3B019T-A/3B019T-B

偲特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SAUDA CO LIMIE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保利天悦 29 栋 3305                  

电话：020-29847030                  

传真：020-29847030                  

邮箱：  info@saudaco.com                    

参展目的： 寻求各省区 (华北区除外 )的省总代理商                                          

展品介绍： 1. 印尼食那酷木薯片是由木薯根直接切片

烘烤而成 ,保留着原有的

木薯纤维 , 入口嚼食能感觉到木薯纤维的韧性 , 口齿留

香回味无穷 . 本产品规 50g*30, 有烧烤味 , 辣味两种口

味 .

有效期 18 个月 . 2. 印尼食那酷木薯圈是由木薯根打成

粉后精制而成 .可以作

为小吃直接享用 , 也可以同拉面之类的粉面和米饭一起

享用 . 本产品规格 30g*40, 有辣味和原味两种口味 . 有

效期 16 个月 .

 3B019T-A/3B019T-B

深圳前海亿贝通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 H E N Z H E N  Q I A N H A I  E B A Y T O W N 

INTERNATIONAL EBUSINESS LTD

地址：深圳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 B座 1901                 

电话：0755-23610033  1589916022                 

传真：0755-23610033             

邮箱：godeverest@126.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进口食品经销商，高端KA、五星酒店、

连锁餐饮、母婴。                                              

展品介绍：新西兰 PIC`S 酱料系列、新西兰纽爱焙饼干

系列、新西兰 STREANLAND 蜂蜜系列 、新西兰 PROPER

薯片系列。 

3B019T-C

大连太山贸易贸易有限公司

Dalian Taishan Trade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保税区宜华大厦 205                 

电话：0411-39248640        

传真：0411-39248642               

邮箱：sejun8614@hanmail.net               

参展目的：宣传韩国南阳乳业旗下咖啡 / 豆奶等一系列

产品                                      

展品介绍：富然池咖啡：精选优质咖啡豆，添加无脂肪

牛奶，糖含量减少 25% 最大限度的保证咖啡原始风味。           

Kookas9:9 层气压提取的意式浓缩咖啡，添加 1A 等级无

脂肪牛奶，多种口味可以选择。

豆奶：采用 GT 工艺，最大限度的保持豆奶的香醇。

3B019T-D

山东新大东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Shindadong Inc.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工友路 80-6 号                   

电话：0631-5283271                  

传真：0631-5283280                  

邮箱：3001110995@qq.com                    

参展目的：利用参展机会，加大新品宣传，扩大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1、啵乐乐海苔，原料出自韩国群山市西部

古群山群岛清净地域养殖场，不添加人工合成物，保持

海苔最天然的原味，使用苏子油、香油、橄榄油营养更

全面，低盐更健康。2、超水果味配制酒系列，现有青

葡萄、葡萄柚、芒果、蓝莓、柚子、香蕉 6 种口味，是

风靡韩国的新兴口味烧酒，低度柔和，果香四溢，是韩

国女士及青年人聚会聚餐的必备酒水。3、新品：拌饭

海苔、矿泉水、鱼肠、酱油。

  3B019T-D

上海晟英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shengyingfood co.,ltd 

地 址 ：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 118 弄 54 号 4 楼                  

电 话 ： 021-36393951                  

传 真 ： 021-36393953                  

邮箱：  2880085072@qq.com                    

参展目的： 推广韩国优质食品，招全国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好品质，大品牌的韩

国食品，很受国内消费者青睐。

  3B019T-D

成都市韩乐购商贸有限公司

Chengdu Han Tesco trading co., Ltd. 

地址：成都市武候区高升桥路 26 号

电话：02887967952

传真：02887967952

邮箱：2434613675@qq.com

参展目的：展出产品的优质特点和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韩国农协蜂蜜柚子茶采用独特的恒温窑藏发

酵工艺，不仅保留了新鲜柚子原有的营养，去除了柚子

本身具有的苦涩味道，还分解掉了一些不利于人体的成

份，由于加入了天然蜂蜜增加了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增加了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其香气宜人，有助宁神静

气，舒缓情绪。办公室环境对于女性白领造成的气色暗

淡与辐射损伤，通过柚子茶可以得到改善。柚子茶可以

用冷、热水直接冲饮，可以加入红茶、绿茶，可以做甜

品的果酱。冲饮之后剩余果肉可以食用，味道清香。

   

  3B019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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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韩源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HANYUAN TRADE CO.,LTD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春阳路 88 号天安数码城 5#804

电话：0532-87752656 

传真：0532-87752775 

邮箱：jf@hanyuan.link 

参展目的：推广韩国优秀商品，提高青岛韩源贸易有限

公司认知度                                               

展品介绍：希杰「CJ」好餐得、白雪。东远两班产品等

等 都是在韩国本土同品类产品中的首屈一指的产品，

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地区积极推广，寻求更多优秀的代理

商和卖场资源合作。

3B019T-D

青岛海地村我家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MY HOME FOOD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                                 

电话：0532-6773-0135                   

传真：0532-6776-0296                   

邮箱：1052026758@qq.com

参展目的：传递韩国美食文化，推广我司新产品。                                               

展品介绍：本次展会海地村将会推出三款新品，海地村

米粉四种口味、

海地村发酵乳小方块四种口味、海地村脆鱼海苔两种口

味同时上市，无论原材料、口 

感、营养价值还是外包装都在市场调查中得到了广大客

户的青睐，我们有信心在此次展

会上旗开得胜。正值海地村 16 周年庆，我司常年热销

品也带着很大的优惠政策回馈感恩新老客户。2019 海地

村期望同广大客户一起乘风破浪共创辉煌。

3B019T-D

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WEIHAI FANGZHENG 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CO.,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 59 号 

电话：0631-5235875                  

传真：0631-5236124                  

邮箱：sp@ficv.cn                   

参展目的：展示韩之炫、帕克大叔、OKF等韩国进口产品，

寻求全国经销商合作

展品介绍：OKF苏打水系列产品，帕克大叔糖果系列产品，

韩之炫海苔系列产品

   

  3B019T-D

青岛全门商贸有限公司

Qingdao All Gate Trade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青岛爱特

物流院内                  

电话：0532-83863081                  

传真：0532-83863283                  

邮箱：lvyujing@qdgoldengate.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产品，寻找国内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要自主进口各种韩国优质产品，主

要有韩国特产的红参产                                                

品，人参酒，韩国特色的海苔产品，柚子茶等各种韩国

人气零食，饮料。我公司进口的三道

华成糖浸红参片选用韩国优质 5 年根人参，经糖浸精心

腌制而成，是一款营养又美味的健康食品。采用 15g 独

立小包装，便于携带和保管，可随时随地享受营养和美

味。

   

  3B019T-D

韩佳裕泰（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东路 101 号  

电话：010-8496-8845                 

邮箱：13911650165@126.com                   

参展目的：新品发布及全国地区招商                                       

展品介绍：1. 韩国忠北地区的忠北烧酒工厂生产，采

用韩国中部地区的地下岩层水，口感柔和，清净清爽，

富含多种矿物质，能缓解宿醉及头痛的问题。清饮烧酒

度数分为三种 16.5 度，17.5 度，20.5 度。适合各种饮

酒人群的各种需求，口感清新，无酒精味道，完全是韩

国烧酒的革新性产品。 2. 韩国高端寿福清酒，身份和

地位的象征。

3B019T-D

宁波康派特贸易有限公司

NINGBO COMPAT TRAD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姚隘路 796 号（9-2）

电话：0574-27660729                 

传真：0574-27611088                 

邮箱：summer@nbskyland.com                  

参展目的：实现传统贸易行业到供应链服务管理平台的

转型发展   

展品介绍：ReadyQ 系列产品隶属韩国全球性医疗保健企

业 HANDOK，单品单平台市场跨境销售已达百万级别，是

一款天然、安全、高效能的优质产品。

ReadyQ 甜美的热带水果味，富有嚼劲的芒果味软糖，简

单可爱的便携包装，随身携带。

作为此款产品的代理商，宁波康派特贸易有限公司将此

款产品跨境贸易转向一般贸易，不仅实现啦进出口贸易

营销体系的现代服务需求，更实现了传统贸易业务的转

型升级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力求在未来更多更好的海外

产品带入国内。

B019T-D  

深圳棒宝贝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BBB China Trade Co..Ltd.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龙东路 26 号米云谷财

富广场 412 房 

电话： 0755-28682820                      

邮箱：  business@bbbchina.com.cn 

参展目的：  寻求国内各个区域的代理商和合作商  

展品介绍：  产品以全球知名卡通 -蜡笔小新为授权的

糖果和饼干两大类；幽默恶搞外加萌萌哒是它的标签；

健康美味依旧是它的标签，这就是深圳棒宝贝公司的产

品特点，定位的是小朋友以及年轻人。各式各样的饼干

和糖果与众不同，款款不一。零售价格以 5-15 元为主。 

3B019T-E

深圳市洋一食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YANGYI FOOD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朗路万国食品城西座 10 楼                   

电话：0755-89891907   

邮箱：pengliufw@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拓展，建立采购经销商渠道                                                 

展品介绍：GPR/ 妈阁饼家 / 绿叶 / 迪乐司 / 哒思 / 可口

面 /等

 3B020T-A

威海品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eihai Pjia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 址 ： 山东省威海市经区乐天世纪城 6-A2112  

电 话 ： 0631-5971726  

传 真 ： 0631-5971720  

参展目的： 推广韩国爱宝乐园品牌食品   

展品介绍： 爱宝乐园主打儿童小零食，主要产品分为 3

大类，海苔、饼干、饮料

   

3B019T-D

馋嘴美食家私人有限公司

Foodie Drools Pte Ltd

地址：1 Raffles Place, #19-61, One Raffles Place 

Tower 2, Singapore 048616                    

电话：+65 92298743                

邮箱：vern@flavoursoftheeast.com

参展目的：希望能与零售商，进口商和经销商会面

展品介绍：馋嘴美食家私人有限公司出生于对各种亚洲

美食的热爱，是一家年轻而富有创意的新加坡休闲食品

公司，专营薯片！在 F.EAST 品牌下，他们推出了以前

闻所未闻的一系列口味，例如世界首创海南鸡饭薯片，

世界首创印度鸡蛋煎饼配咖喱鱼薯片，以及新加坡叻沙

薯片。F.EAST 的独特风味在 2017 年 11 月品牌登场期间

获得了网友们的关注以致爆红与热卖。接着 2018 年 9

月推出新口味 - 印度鸡蛋煎饼配咖喱鱼薯片再次获得人

们的厚爱！

 3B020T-B

SFMA

Singapore Foo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报春路 229 号

电话：021-60908315

传真：021-60908286

邮箱：eddiewong@sfma.org.sg

参展目的：招商，了解中国市场

展品介绍：协会。

金麒麟貿易企業（私人）有限公司

Gold Kili Trading Enterprise (S) Pte Ltd
    

                                                           

地址：9 Woodlands Link Singapore 738723

电话：+65 6854 2775

传真：+65 6854 2558

邮箱：gkexport@qoldkili.com

参展目的：Introduce Singapore own brand instant 

beverages into China's market 

展 品 介 绍：Gold Kili established in 1985. Over 

these past 30 years,the company has grown 

from a simple distribution company to one of 

Singapore’s major Manufacturer. Distributor and 

Exporter. Gold kili range of innovative products 

includes an extensive range of coffee,tea and 

instant beverage products. In Singapore, we are 

best know for our range of Nanyang Traditional 

Coffee products.

Gold Kili strongly believes in delivering 

products that is high in quality, functional and 

flavoursome. Today,our Company exports to over 

30 countries globally.

3B020T-E 3B020T-L

正中平人参燕窝私人有限公司

ZTP Ginseng Birdnest Pte Ltd

地址：28 Tuas Ave 12, Singapore (639043)

电话：+65 6316 1215

传真：+65 6569 7682

邮箱：sales@ztp.com.sg  

参展目的：  Recuiting distributors, OEM in China

展 品 介 绍：ZTP bottled bird's nest is prepared 

by using high quality genuine bird’s nest and 

manufactured under strict quality control. It is 

capped using vapor vacuum sealing, followed by 

sterilizing at high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Contains no stabilizer, preservatives and 

colouring. It is ready to drink and ideal for 

health & beauty seekers. 

3B020T-C

Chia Khim Lee Food Industries Pte Ltd

ZTP Ginseng Birdnest Pte Ltd

地址：119 Defu Lane 10 Singapore 539230

电话：+65b62856488

传真：+65 62847323

邮箱：susan.chong@cklfi.com.sg

参展目的：To recruit distributor to present our 

range of products in the China region.

展品介绍：Established in 1975,China Khim Lee Fod 

Industries is a food and beverage conglomerate 

serving global clientele.  The company is 

firmly established in the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of it products in Singapore more 

than 30 flavours and choices.  The company is 

ISO90011,HACCP,GMP and HALAL certified.  

3B020T-D

全新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All New International Pte. Ltd.

地 址：21 Woodlands Close,#02-17 PRiMZ Bizhub, 

Singapore 737854

电话：+65 69091992                  

邮箱：alicelaisg@gmail.com

参展目的：实现信息交流、增进友谊、共同发展、繁荣 

展品介绍：佳乐椰浆、佳乐椰子水、佳乐椰子汁、泰国

玉叶烘焙粉、摩德饼干、豆金刚、昇富椰子油、椰帝椰蓉、

佳厨香料酱、神奇牌调味料、琉球公主冲饮、虎牌米粉、

百家欢家清用品。

3B020T-G/3B020T-F/3B020T-J/3B020T-H 

协力国际有限公司

Ace Synergy International Pte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长路东城段 120 号 2 栋

207 室                                                               

邮箱： info@acesyn.com                                                           

参 展 目 的：Mainly recruit buyers (anypart of  

China exclude Sourthen Part)                                          

展 品 介 绍：: Snack and Confectionery ( 

Marshmallows, Chocolates, Biscuits, Candy etc)   

We conform that all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real and reliable. The sponsors and 

organizers of the China Food and Drinks Fair 

are not liable for any legal disputes occurred 

aris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exhibitors.

3B020T-K 

ORIENT FOODS PTE LTD

    

                                                           

电 话 ： +65  67466698                 

传 真 ： +65 67466621                

邮箱：   jonathan@orientfoods.com     

 3B020T-M

海士（私人）有限公司

Hai’s  Pte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 233 号潮通大厦 706A（大

中华区总代理及运营中心）

电话：020—86211121    

邮箱：davidchan@hyqtrade.com  

参展目的：招经销商，（KA、餐饮）渠道商

展品介绍：来自新加坡的健康承诺——我们只专注

于制造健康、美味、安全的酱料，海士已创立三十

多年，荣获 ISO2200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认证，Halal 

Certificate 清真认证，Healthier Choice 优质健康产

品认证，TASTY Singapore“美味新加坡”认证。

2017 年荣获“新加坡金字品牌奖”，是荣获该奖项的唯

一调味品生产企业；新加坡本地多家米其林餐厅“指定”

使用酱料；新加坡、马来西亚本地大型卖场均有销售

3B020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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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美有限公司

Health Domain Pte Ltd  

电话：0065 6595 4392               

传真：0065 9029 5475                   

邮箱：edmendkhoo@healthdomain.com.sg 

展品介绍：爱多美是一家本土公司供应全方位的保健产

品如 : 健康食品，中药补品和保健品等一系列优质产品

并提供适合的健康解决方案，帮助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致力于供应高质量和安全健康保健品，以热诚的态

度和专业精神来改善生活习惯和保持身体健康。 

3B020T-R

Pacific Fish Processing Co., Ltd  

               

地址：27/4 Moo.7, Kaoseng - chana Rd., kaoroubchang, 

Muang Songkhla,                     Songkhla 90000 

Thailand.

电话：+66 7430 3999

传真：+66 7430 3900

邮箱：inter_maketing1@pfp-pacific.com

参展目的： expansion in China market.

展 品 介 绍：The company has been distinctively known 

as the country’s leading manufacturer and marketer 

of frozen seafood and processed value-added products 

under the brand PFP/ P COOK/ 品福盘. Our products are 

made under rigid industry standard procedures which 

consistently ensure the entire stage of production 

includ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ordingly, the 

company has been honorably bestowed with “Thailand’s 

Bran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ailand as 

well as the highly-regarded Certification of HACCP, 

ISO 22000, ISO 14001 and TIS 18001. Brand PFP has 

also been approved by Islamic Committee Office of 

Thailand as officially certified as HALAL products 

which have been manufactured and processed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slamic rules and regulations.

3B021T-C

立达私人有限公司

Litat Import & Export Pte Ltd

地址：125 tuas view square 637739

电话：67920555

传真：67910555

邮箱：sales@icecool.com.sg

参展目的：to find new distributors in China  

展 品 介 绍：Coconut Juice, Tropical Juice, 

Carbonated and non-carbonated beverages

   

  3B020T-O

House of Seafood (S) Pte Ltd 

地址：60 Paya Lebar Road #12-31 Paya Lebar Square 

Singapore 409051

电话：+65 6746 9000

传真：+65 6385 7765

邮箱：info@houseofseafood.com.sg

参展目的：我们的愿景是让道地的新加坡味道摆上家家

户户的餐桌    

展品介绍：螃蟹之家成立于 2008 年， 从当年杨厝港的

第一家小店，现已扩展到新加坡，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的

五家分店。 我们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通过自

动售货机提供即食螃蟹的海鲜餐厅。 通过德国创新的

真空包装技术实现了食品保鲜领域的突破，我们的即食

真空包装螃蟹：99% 相似于餐厅品质，每包装内是一整

只斯里兰卡螃蟹，经过权威实验室品质测试认证，无添

加防腐剂，质量保证期为一年，三种口味可选：辣椒，

黑胡椒，咸蛋黄

   

  3B020T-P

味香園食品工業 (私人 ) 有限公司 

MEI HEONG YUEN FOOD INDUSTRIES PTE LTD

地址：261 PANDAN LOOP, SINGAPORE 128436

电话：+65 6779 1156

传真：+65 6779 3562

邮箱：jamesmklee@163.com

参展目的：Brand building and awareness with aim 

to increase distribution. 

展品介绍：Our Farmer Brand peanuts from Indonesia 

are the Roasted Salted and Dried small sized 

peanuts. sauce production. We started our soy 

sauce operation in 2000, Today we have an annual 

processing capacity of over 60,000 metric tonnes 

of soy sauce. Our naturally brewed, are packed 

in bottles for the retail markets while our raw 

soy sauce extract are packed in industrial 200L 

HDPE drums and 22MT liquid flexi-tanks, and are 

sold directly to soy sauce manufacturers in China 

and overseas. Our China operation also import 

products under the FARMER brand for the affluent 

Chinese consumers who have a passion for imported 

goods.  We import high grade soy sauce from 

Malaysia while our roasted peanuts, Fruitplus 

chewy candies and snacks are from Indonesia.

   

 3B020T-Q

J.D.FOOD PRODUCTS CO., LTD

地址：48/52-53 Moo1, Ekkachai Road, Khokkrabue, 

Muang, Samutsakorn, Thailand 74000

电话：+66813739636

传真：+66 34 824 261

邮箱：theerada@jdfthailand.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the new customer and business 

matching

展品介绍：J.D.FOOD PRODUCTS CO., LTD. We’re the 

leader of coconut manufacturer in Thailand.

 

3B021T-A 

T.K.K.CHANTAHBURI FOODS CO., LTD

地 址：32/2 MOO.6, CHANTHABURI-SA KAEO ROAD, 

MAKHAM, MAKHAM, CHANTHABURI 22150

电话：+66661626954

传真：+6628973614

邮箱：SUPATIP.SUNFOOD@GMAIL.COM

参 展 目 的：To expand new market and discover 

efficient customer

展品介绍：We used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s to 

provide our customer with High quality products. 

Our factory located at “Chanthaburi”,eastern 

of Thailand which are plenty of fruits raw 

material. Our mainly product is Dried Mango and 

Durians Monthong freeze dry, from best real 

fruits, signature tropical fruits of Thailand.

3B021T-B

TD Inter-Supplies Co., Ltd.

地址：195 Moo 11, Bangkruai-Sainoi, Bangbuathong, 

Nonthaburi 11110 Thailand

电话：662-990-6400-3

传真：662-990-6404

邮箱：marketing@td-inter.com

参展目的：To expand our range to Chinese market 

展品介绍：Over past 20 years, TDI has presented 

products from Thailand to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he high quality and variety category 

under “X.O”brand. We also are a specialist 

in consolidation that can provide you all high 

quality products from Thailand.

3B021T-D

泰国两合发工厂有限公司（大哥）

MAE-RUAY SNACK FOOD FACTORY  CO.,LTD（KOH-KAE）

地 址：11/1, 11/2 Bangkuntien chaitalay Rd., 

Samaedum, Bangkuntien,Bangkok, Thailand 10150

电话：0959944799/15778055192

邮箱：export@koh-kae.com

参展目的：Finding new distributer

展品介绍：Koh-kae peanut coated, Nelie cookies 

and other relative products

3B021T-E

THAI SPIRIT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地址：17 SUKHUMVIT SOI 1 WATTANA KLONGOEY-NUA 10110 

BKK

电话：+66899246395, +6626554781#501

传真：+662 655 4788

邮箱：CHANISARAC@THAISPIRIT.CO.TH

参展目的：We are looking for distributors 

展品介绍：We are Thai Spirit Industry Co., Ltd. 

A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ready-to-drink 

alcoholic and non-alcoholic beverage in glass 

bottle(275ml.) The company has been operating 

the manufacturing services in Thailand offering 

the services under the company house brand 

as well as OEMs to support both domestic and 

worldwide markets for over 10 years.

   3B021T-F

New Concept Product

地址：156 Ladprao 107 Road, Klongchan, Bangkapi, 

Bangkok 10240, THAILAND

电话：+66(0)2731-1029#6818

邮箱：chonthida.s@ncp.co.th

参 展 目 的：To introduce our product to Chinese 

distributor

展品介绍：The well know ginger tea from Thailand

青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企业

AGITECH BEIJING CO., LTD

地址：北京顺义安泰大街 6号中粮祥云 13- 2- 205

电话： 4000289138

邮箱 ： johnnyfeng@agitech.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Tai Food 泰福到夹心曲奇饼干：甄选热带

水果制成夹心 ，果香浓郁 ，口感松脆，不含

香料及防腐剂。

MulT ea 魔绕茶饮：选取桑叶为主要原料 ，配以生姜、

桑棋、玫瑰、茉莉四种口味， 适合各种人群饮用。

Fairman 费尔曼英式纯手工水果蛋糕：口感 绵 软，

果粒饱满 ，烤制千英国心脏地带的爱文河畔。除了经

典原味之外，更为酒爱好者提供含威士忌的水果蛋糕。

   3B021T-I    3B021T- M

GENRAL BEVERAGE CO., LTD

地址：1011 Supalai Grand Tower 12th fl. Rama 3 Rd. 

Chongnonsi, Yannawa, Bangkok 10120

电话：+662 683 2171 ext. 1206

传真：+662 683 2175

邮箱：mayura.p@generalbeverage.co.th

参 展 目 的：To introduce distributor find sub-

distribustors in China

展 品 介 绍：100% refreshing coconut water from 

Thailand .lnnococo keeps vou hydrated, help 

replenish fluids which result in endurance 

performance. lnnococo is a great way to rehydrate 

after a hard. sweaty workout. INNOCOCO. Fill up 

your moments!

   3B021T-G

Charoen Pokphand Seeds Co., Ltd.

地址：97 Yenchit RD., Thungwatdon,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66)2673-9173

邮箱：apichase@gmail.com

参展目的：Sale value, customer  

展品介绍：CPS founded on Sep,1989 that the business 

has sold fresh fruits, processing fruit, beverage 

and seasoning. There are domestic and overseas 

under CP Fruit and Cocopower brand.

   3B021T-H

 深圳前海历奇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Qianhai cross border

地 址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家具大道

电 话 ：0769-82852521                                    

邮箱：  544167411@qq.com                   

参展目的：   诚邀全国各省、市、县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泰解馋”一个专注正宗泰国果干的零食

品牌，主要生产销售多种榴莲类、龙眼类、芒果类的果

干、蜜饯、糯米饭等正宗泰国零食，“泰解馋”以泰国

应季优质水果为原料，对鲜果的特征，以针对性的工艺

加以加工，全程遵循“不优不要” “不纯不选” “不

佳不做”原则，坚决抵制添加甜味剂和人工色素等添加

剂 一切以自然纯正，健康营养为准则，未来“泰解馋”

还将开发研制更多赋有泰国当地特色的食品，致力成为

全球泰味果干领导品牌 。

  

3B021T-J 

杭州萱吉宝贸易有限公司 

Hangzhou Sunny Jumbo.Trading Co.,ltd

地址：杭州市文一路 5号 7楼                 

电话：0571-88103903                  

传真：0571-88103982                 

邮箱：  hzytl@126.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业内交流，开拓市场                  

展品介绍： 我司一直秉承“创新、合作、感恩、分享”

四大宗旨，专注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美味、健康、营养的

进口美食。                                           

3B021T-K/3B021T-L 

PRO NATURAL FOODS CO., LTD

地址：45/1 MOO 1 , NONGYASAI , NONGYASAI DISTRICT 

, SUPHANBURI

72240 THAILAND

电话：+663 5440 616

传真：+663 5440617

邮箱：Salesl@saraniai.com

参展目的：To promote product in China

展 品 介 绍：We're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canned coconut water and. other tropical fruit 

juices.

3B021T-N

Siam Original Food.,Ltd.

地址：31 Moo 4 Liabklong 10Rd. Buengba, Nongsua, 

Pathumthani 12170

电话：+6629057300

传真：+6629057302

邮箱：sansern@siamoriginalfood.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Distributor

展品介绍：We used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s to 

provide our customer with High quality products.

3B021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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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xim Co.,Ltd

地 址：8/61 Moo.8 Bangprom Talingchan Bangkok 

10170 Thailand

电话：+66873719628

传真：+66-28649110

邮箱：prateep.matta@gmail.com

参展目的：To find distributor in China

展品介绍：Manufacturer and Distributor of Shrimp 

Crisp snack under brand Umai.

 

3B020T-S

V. Thai Food Product Co., Ltd.  

  

             

地 址：221 moo 1 Suksawat rd., Pakklongbangprakod, 

Prasamutjedee, Samutprakarn 10290 Thailand

电话：+66 8161293 to 94

传真：+66 4611114

邮箱：vthai2@v-thaifood.com

参展目的：Seeking customer 

展品介绍：We are lead manufacturer of foodstuffs in 

Thailand. Our products are mainly Authentic Thai 

Food; various kinds of paste/soup/Sauce, Fried 

garlic, Fried Onion, Instant Thai Dessert and 

Beverage.

3B021T-V

泰国仁丹有限公司

THAI JINTAN Co., Ltd.

地址：232 Sathupradit Road Soi 57 Yannawa Bangkok 

Thailand 10120

电话：+6626831562

传真：+6626831561

邮箱：suwachira@thaijintan.com

参 展 目 的：Looking for distribution partner in 

different cities in China 

展品介绍：The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NUDE 

Capsule Sugar Free Mint NUDE Capsule Sugar 

Free Mint is an innovative 4-layer mint candy 

from Japan. The outer layer melts in mouth for 

instant breath freshening. The inner layer can 

be swallowed and will melt in stomach for extra 

freshening.

  3B020T-P

Bio Global Foods Co., Ltd

地址：399/2 Soi Nawamin 111, Buangkhum, Bangkok, 

Thailand

电话：662-508-0181

传真：662-508-1184

邮箱：natpatsorn_j@bioglobal.co.th

参展目的：For our juices to be well know

展品介绍：Great tase, refreshing and you can drink 

it in any season ！

  3B020T-Q

NATURAL FOOD INTERTRADE CO.,LTD

地 址：888/28 MU.7 SUKHUMVIT RD.TUMBOL 

B A N G P O O M A I , A M P H U R  M U A N G , S A M U T H P R A K A R N 

10280,THAILAND.

电话：001 6681 6464957

传真：023232259

邮箱：V.Kompat7@gmail.com

参展目的：LOOKING FOR DISTRIBUTORS

展 品 介 绍：THAI CURRY PASTE,CHILI PASTE,TOM YUM 

PASTE

  3B020T-R

VR FOODS CO., LTD

地 址：39/94 MOO,2, TUMBON BANGKACHOA, AMPHUR 

MUANG, SAMUTSAKORN 74000

电话：+666-3191-3048

邮箱：ADMIN.MKT@THAIAGRI.COM

参展目的：FIND THE NEW MARKET 

展品介绍：1. To find the competent customers as 

brand exclusive.

2. VR Foods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frozen and grocery 

food products.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Samutsakhon, 

Thailand.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the products under VR Foods are all with 

inter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greatly 

appreciated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rkets 

though out the world.

3B020T-T

S.RUAMTHAI CO., LTD

地 址：24/15 M.1, PHRARAM 2RD. BANGNUMCHERD, 

MUANG DIST. SAMUTSAKORN 74000 THAILAND

电话：+6634-813-713

传真：+6634-441-600

邮箱：marketing@thaisquid.com

参 展 目 的：Find out the new customers and open 

new product to sell in China.

展 品 介 绍：S.RUAMTHAI CO., LTD w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50 years ago.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business venture, we focused on dried seafood. 

Many years later after extensive market research, 

we developed and launched a series of seafood 

snacks. This venture was a resounding success 

because of the high quality of our seafood 

products so as result, we starting exporting our 

products across continents to The Unite States 

of America, Canada, Japan, China, Korea and 

Singapore and etc.

3B020T-U

三养社

Samyang corporation 

           

地址：295 Pangyo-ro, Bundang-gu, Seongnam-si, Gyeonggi-

do 13488, Korea

电话：+82 10 4266 3775

传真：+82 2 2157 9057

邮箱：sujin.cheon@samyang.com

参展目的： product promotion and find distributor

展品介绍：'Q.one 醒可安 ' is No1. hangover relief 

in South Korea. This product contains yeast 

extract (with glutachion), the roots of arrowroot, 

curcumin, Hovenia dulcis fruits and vitamin C, 

which effectively break down acetaldehyde(causes 

hangovers). The product’s small size and weight 

make it convenient to carry in pockets and handbags. 

So It is easy to carry and is a necessity when 

drinking. It’s best to take one pack with water 

30 minutes before drinking alcohol. Take another 

pack while or after drinking alcohol to increase 

effectiveness.

3B022T-A

MAHANAIM CO.,LTD. ( 玛哈念（株）).

KIM MI YEON
           

地 址：20Fl,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Korea Bldg, 47 

Chongro, Chongro- gu,Seoul. 

电话：+82-10-5493-7506

传真：+82-2076-8488

邮箱：helen@mhnchina.com

参 展 目 的：Pr o d u c t  p r o m o t i o n  a n d  B u y e r 

excavation    

展品介绍：MAHANAIM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marketing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health care to deliver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the Chinese. MAHANAIM CO.,LTD has been 

providing the best health care solution for Chinese by 

studying the health food market in China for years and 

developing healthy food products.

3B022T-C

21C BABY WORLD

地址：402, MUNHWAWON-RO 55, YUSEONG-GU, DAEJEON, ROK

电话：+82-10-3302-1518

传真：+82-42-489-9934

邮箱：yuwei2000@hanmail.net

参展目的：Find some new buyers 

展品介绍：21C BABYWORLD Co.,LTD , is a worldwide 

distribution company specialized in supplying 

products for infants , children and women.

As a famous supplier, we established a subordinate 

in Shenyang ,China and incorporated with more than 

7000 dealers, and our products are distributed 

to over 16 provinces, 3 direct-controlled 

municipalities and 2 autonomous districts including 

Liaoning, Jilin, Heilongjiang, Hebei, Gansu, 

Shanxi, Shandong, Hubei, Anhui, Yunnan, Guizhou, 

Jiangxi, Jiangsu, Zhejiang, Fujian, Guangdong, 

Beijing, Shanghai, Tianjin, Inner Mongolia,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etc,.

   3B022T-D

东莞罗格氏贸易有限公司

Dong Guan LuoGeShi Trad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卢屋黄沙河东路东尚工业园

一楼 C区  

电话：0769-81085699   

邮箱：2787466605@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搜集行业信息  

展品介绍：1：杨协成柠檬茶饮料，葡萄味绿茶芦荟爽，

绿茶芦荟爽，原产地马来西亚，杨协成集拥有 100 多年

历史，旗下分公司遍布三十多个国家，100 多年来食品

和饮料多元化，杨协成终保持着历代相传的优良品质畅

销全球。

2元朗荣华，港亨，联合出品，主要产品银耳燕窝饮料，

火麻仁植物饮料等，香港条码，原产地中国。

上海农心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NONG SHIM  FOODS  CO. LTD

地 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889 号齐来大厦 12 楼               

电 话 ：  021-67277711                  

传 真 ： 021-67277722                  

参展目的：  招商引资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形

象                                               

展品介绍：

辛拉面，源于韩国传统家常菜，以牛肉和香菇主要

原料，调配出正宗的香辣牛肉汤，独特的辣味深受

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喜爱。辣白菜拉面，体现了韩国

饮食特色，将辣白菜与猪肉一起烹调而制成的鲜美浓

郁正宗韩国辣白菜汤味的方便面，农心鲜虾条以海虾

为原料，独特盐烤工艺制作，无油炸吃不腻，更香脆                                                                         

农 心 洋 葱 圈 富 含 丰 富 食 物 纤 维， 口 感 酥 脆                                                                        

农心白山水源自长白山自然原始林保护区，经火山岩层过滤

净化，味道甘甜矿物质含量均衡，不含杂质口感柔和

3B022T-G

    3B022T-N

石家庄联达兴盛贸易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LIANDA XINGSHENG TRADING 

CO.,LTD

地址：石家庄市育才街 56 号先天下广场九派大厦  

电话：0311-85118880 85118881   

传真：0311-85116161     

邮箱：sales@ldxs.com.cn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搜集行业信息  

展品介绍：1. 尚合兴萌宠曲奇香饼 产地马来西亚是新

加坡尚合兴公司旗下针对年轻人的系列产品，采用萌宠

系列包装，美味并且可爱，包装具有收藏价值。采用东

南亚特色的烘焙工艺制作的休闲零食。 2. 印第安帕巴

卡爆米花  原料美国进口，在中国大陆加工 ，浓浓的

美式印第安风格，针对年轻人的潮流口味的产品，包装

采用特色立式袋装，外加 Cosplay 的加持，收到年轻一

族的追捧。

3B022T-F 

DYSSKOREA CO.,LTD.

地 址：120,Changdong3-gil,Nampo-myeon,Boryoeng-

si,Chungcheongnam-do

电话：+82-10-3867-7623

传真：+82 41 936 6247

邮箱：actonis@daum.net

参 展 目 的：Purpose of marketing and sales of 

seasoning Kim and beverage powde 展 品 介 绍：

The seaweed snacks of DYSSKOREA prepared with 

utmost sincerity contain traditional taste and 

flavor. DYSSKOREA Will produce good product that 

put priority customer's health than product 

that pursue in a short time profit. All the 

products of DYSSKOREA are controlled by HACCP 

standard which is the global production control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are produced sanitarily 

through rigid sanitary system(FSSC22000) using 

cutting-edge facilities.

   3B022T-K

WELLBIOTECH

地 址：152,Allim-ro,chungju-si,chungcheongbuk-do 

Republic of korea

电话：82-10-5101-9430

传真：82-43-851-9430

邮箱：taekey22@hanmail.net

参展目的： Export expansion

展 品 介 绍：Since establishment in 1999, 

Wellbiotech has produced healthy drink and 

sold the products in Korea and exported healthy 

drinks to Japan,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althy drinks, diet drinks and collagen 

drink have been recently released 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people. As national income 

level and living conditions improve,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y drinks and 

foods. 

  3B022T-L

深圳市咕噜小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GoogluTown Electronic 

Commerce Co. LTD

地址：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南湾街道平吉大道9号华熠大厦 

电话：13538259215   

传真：0755-84503395  

邮箱：3281377659@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搜集行业信息  

展品介绍：1.SPIX小苏琪酱油鸡味小拉面产地印度尼西亚 

特点：小拉面色泽金黄、酱油鸡味扑鼻撩人、喀吱喀吱，口

感干脆利落、精选优质小麦粉、木薯粉、植物油等材料。 2.吉

达运动饮料产地马来西亚，添加了维生素B类，以及钠、钾

两种电解质，用于补充汗液中丢失的钠、钾，有助于水在血

管中的停留，使机体得到更充足的水分，平衡新陈代谢，快

速补充能量，快速缓解运动疲劳。 3.麦阿思小熊松脆曲奇

饼干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口感与颜值并存。

    3B022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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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麦片厂有限公司

Federal Oats Mills Sdn. Bhd.

地址：广州市大南路合润广场 1509 室  

电话：020-83299005   

传真：020-83299005

邮箱：976733756@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搜集行业信息  

展品介绍：1. 联邦麦片厂开始于 1960 年，是一个家族

企业。至今，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燕麦制造商。同时也

出口超过 28 个国家。2. 我们最主要的业务在于将燕麦

原料处理制成海乐牌食用麦片。3.我们专注于生产即食，

快熟和大燕麦，而所用的原料是从澳洲进口的优质燕麦。

4. 我们已实施 HACCP 系统，也获得 ISO22000 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的认证。此认证也成为了我们保障食品安全的

基本指南。

 3B022T-T 

义乌易镭电子商务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Yiwu yilei e-commerce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义乌市廿三里街道义东工业园区（义乌市喜得康彩

印包装厂内）              

电话：15958449101     

邮箱：15958449101@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SUNAR 苏娜葵花籽油，欧洲原装进口，真正土

耳其阳光精粹。纯葵花籽油，葵香淡雅自然爽口，优质葵

花只有澄清透明，由于他营养丰富，世界上很多国家人民

都爱食用。 物理压榨 全程物理压榨，保留营养成分，去

除杂质，纯净健康。亚油酸含量高达 68%。亚油酸是人体

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达 68%，富含维生素。

义乌沛洋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Peiyang Import & 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副食品市场三楼二街 16-1 号                   

电话：18657992010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地区代理商、线上、餐饮代理

商                                                 

展品介绍：NFC 果汁（即非复原果汁）可以更好的保留

水果原有的味道和营养，属高品质果汁。越南维纳特

NFC 果汁饮料采用热带水果直接榨汁制作，果汁含量不

低于30%，内含真实果肉，口感醇正。现有芒果、草莓、

粉红番石榴、菠萝、荔枝、橙、苹果、葡萄等口味。规

格为 250ml*24 铝罐。越南维纳特 NFC 果汁饮料原产地

生产，原产地包装，凭借越南低廉的水果价格优势和

NFC 高端工艺，自出口中国以来深受消费者喜爱。

3D049T

3D049T

浙江金士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ZHEJIANG KINGST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LTD .

地址：浙江义乌诚信大道 266 号义乌港 A座 10 楼

电话：13979367299                  

邮箱：yy@kingston.group                   

参展目的：寻找而合作伙伴，推广公司品牌及美誉度                           

展品介绍：西班牙原装进口橄榄油，100% 物理冷榨，酸

值≤0.19 反式脂肪酸含量低；被誉为“液体黄金”与“植

物油皇后”；乌克兰原瓶进口葵花籽油，富含丰富多不

饱和脂肪酸，符合中国式家庭烹饪习惯；蒂勒庄园泰国

茉莉香米；Hom Mali 105 和 RD15 两个品种才冠以“泰

国茉莉香米”称号；俄罗斯进口原装普利亚科夫面粉，

小麦粉麸质多，天然高筋，无添加，无增白剂；                                                                      

白罗斯原装高温灭菌乳，世界顶级黄金奶源（，工厂无

菌包装（24 小时内产奶和包装，防止营养流失），全程

恒温运输，保证牛奶新鲜。

3D049T 

义乌江润恒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义乌五区进口馆一楼五街                

电话：13516923132

邮箱：408932973@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主要经营进口化妆品、日化、食品保健品等。

3D049T 

浙江省建诺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金华义乌市苏福路 185 号               

电话：0579-89943895                 

邮箱：2850821086@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及推广我司进口油品、红酒。                                       

展品介绍：浙江建诺进出口有限公司，是SOYYIGIT \YONCA 

系列油品的中国总代理。旗下两个品牌Ａ ysan 爱太阳及

Yomca 雍家系列油，均为原瓶原装进口，非转基因原料，

一级压榨纯油品，经过严格的海关检测审查程序，进口证

件齐全。爱太阳干红葡萄酒由桑斯穆诺家族酒庄倾心推出

的定制酒 , 每年限酿 20 万瓶。由 80% 丹魄和 20% 赤霞珠

创意混酿而成。酿酒的葡萄植株平均树龄为 35 岁以上。

3D049T

义乌铭悦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mingyue import & export Co., Ltd. 

地址：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 60312 号商位               

电话：0579-81060305

传真：057985554208                 

邮箱：cqastwt@163.com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市场关系网络                                    

展品介绍：优他多风味牛奶 优选买来西亚可可粉，搭配

澳洲牧场新鲜牛奶，高科技冷罐装技术配合全新铝膜袋包

装，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稳定剂，口感香浓丝滑，富含维

他命以及矿物质，是新一代健康饮品。

优他多乳酸牛奶：选用新西兰优质奶源，多种益生菌共生

发酵，不含脂肪，防腐剂，色素等，特别添加钙，锌以及

维生素等。

3D049T

义乌龙行进出口有限公司

Yi Wu Long Xing Importing & Export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 60320 号  

电话： 0579-85968879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寻找合作商，包括线上及线下门

店合作。

展品介绍：产地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纽兰特巴氏低温杀菌

鲜奶，全脂和低脂鲜奶，有效期 15 天。来自天然黄金

有机牧场自然孕育品质好奶源，采用非均质化技术保留

了牛奶中有益健康元素让鲜奶更纯鲜，口感更丰富。来

自新西兰 Mount Riley 瑞利山庄葡萄酒，分为白葡萄和

红葡萄酒。适合成年人群，瑞利山庄白葡萄及红葡萄酒

可搭配不同的中西美食。

3D049T

义乌广沛贸易有限公司

YIWU GUANGPEI TRADING CO.,LTD

地址：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宗泽路 36 号 6 幢 

电话： 0579-85588168   

传真： 0579-85588188   

邮箱：  278327783@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地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 西班牙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西班牙特级

初榨橄榄油，西班牙葡萄酒，乌克兰葵花籽油，西班牙

蜂蜜。

3D049T

义乌市米嘉进出口有限公司

YIWU MEKEA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浙江义乌廿三里拨浪鼓花园 6栋 2单元 206                 

电话： 0579-85276137                

传真： 0579-85629091                  

邮箱：  8482934@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  智利 ESPALDARES DEL MAIPO 酒庄全系葡

萄酒。

精选级：蒙特沙丁 MONTE SANTI，珍藏级南纬度 LATITUD 

SUR，超级珍藏帝梵希 DEVOCION ，限量家族珍藏艾斯

帕拉蒂斯 ESPALDARES ，冰酒乐薇思 , 桃红葡萄酒，汽

泡酒等全系列葡萄酒，庄园种植有佳美娜 Carmenere，

赤霞珠 Cabernet Sauvignon，梅乐 Merlot，长相思

Sauvignon Blanc，西拉 Syrah 等葡萄品种。

3D049T 

杭州原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AKOKO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新座 B座 11 层      

电话：0571-87916939    

邮箱：feiteng@akoko.net      

参展目的：AKOKO 产品推介及经销商与渠道商招募                              

展品介绍：AKOKO 甄选全球优质原料，让用户远离人工

香精、人工防腐剂、泡打粉、膨松剂、起酥油等添加剂，

让老人、孕妇、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AKOKO 产品包括

酥曲奇、坚果曲奇、雪花酥、芝士小脆、牛轧糖、蛋黄

酥等，匠心打造具有差异化优势且自带流量的高品质烘

焙产品。 

尤益嘉（上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Youyijia（Shanghai）Food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 2888 号 1 号楼 2楼

电话：021-58128631

传真：021-58121130

邮箱：consumer@youyijia-sh.com 

参展目的：迈大新品牌全国招商；迈大嫩芽茶香茉莉花

茶，勒尔饮用天然矿泉水，可比可 78 度咖啡饮料等。

展品介绍：钙芝威化饼干、爱时乐夹心棒、可比可咖啡、

迈大进口花茶、矿泉水等。

3D053T  
3E056T 

义乌市泰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义乌市副食品市场三楼二街 28 号                   

电话：0579-081515777                

邮箱：15336917777@163.com                     

参展目的：   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  我们有自己总代理进口的摩尔多瓦米格岱

尔堡红酒 . 泰国桂圆干芒果干 , 乳胶床垫枕头 . 韩国农

协食品饮料 !

3D049T 

义乌乔恩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塔山村双林东路 2号

电话：13967876668 

邮箱：2816804177@qq.com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集聚全球各地进口食品，比如德国，日本花茶，

饼干，牛排、红酒等。

3D049T 

北京元和恒泰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Yuanhe Hengtai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 19 号院铁建广场 C座 2501                   

电话：010-64709816                    

传真：010-64708438                    

邮箱：285160899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广东、江苏、福建，江西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马来西亚维如饼干。6 种不同造型，满足孩

子追新求异的好奇心。享受美味亦能学到知识。东南亚

口味，更贴近亚洲人的味蕾。西班牙 LARSA 创立于 1947

年！可信赖有品质的奶源是我们的优势。非脂乳固体含

量 9 左右。公司生产的高质量 100% 硬质小麦，生产全

程机械化。我们精选土耳其国内不同产区所产的杜兰小

麦，并将他们混合利用，保证我们意大利面上乘的质量。                                                                       

塞浦丽娜果汁百分百纯正，不含任何人工添加剂，纯水

果浓缩精华  。

3D054T   

兰维乐（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Oravida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1158 号 2 号楼 5楼                 

电话：+86 21 62383377                                       

邮箱：sunny.sun@oravida.com                   

参展目的：新渠道开拓，经销商招募                                              

展品介绍：兰维乐“Oravida”是两个词的结合 :“Ora”

是毛利语中的“健康，美好”,“vida”是西班牙语，它

的含义是“生命”。“Oravida”传递了兰维乐希望通过

我们的健康好水，将健康生活带给广大消费者的美好愿

景。兰维乐笃信好水是健康生活的基础。为此，兰维乐

一直不懈努力，远赴毗邻南极大陆的纯净国度新西兰，

只为将健康纯净的优质好水带来中国，让每一位消费者

愉悦饮水，悦享健康生活。

3E055T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uning Convenience Company  

地址：苏宁大道一号                 

电话：025 6699 6699                 

参展目的：打造苏宁小店品牌形象；诚招优质供应商。   

展品介绍：

（1）苏宁小店超级奶站主打产品：各类优质品牌常温奶、

低温奶； 

（2）苏宁小店社区生鲜店主打产品：各类生鲜、水果；                                  

（3）苏宁小店业态融合主打产品：苏宁邮局、苏宁极物、

苏宁有房；                          

（4）其他小店主打产品：苏宁咖啡（含机械臂自主咖

啡区）、烘焙产品（含烘焙教学互动区）；其他常规商品。

3D057T/3D058T/3E059T/3E060T

北京天富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星阔（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Beijing TianFuXing Trade CO.,LTD/

Sinco(Shanghai) Industry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11 号金泰国际大厦 A 座

803/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5 号珠江创意中心 503 室 

电话： 010-61654390/021-62840320                        

邮箱： tianfuxing1@aliyun.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 马来西亚原装进口茱蒂丝饼干，扎根中国

十余年，产品成熟，自带流量，有一定市场认知度，我

司主推产品马来西亚过山车系列薯片 & 蛋糕，来自欧陆

小岛塞浦路斯果满乐乐100%果汁，休闲零食，代餐佳品，

产品线丰富，欢迎洽谈！

3D06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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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海致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Uniworld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 26 号新华联丽港                  

电话：8610-64357122                   

传真：8610-64367022                   

邮箱：import@uitfood.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四海致祥是专业的进口啤酒供应商，在此行

业有长达二十多年的丰富经验，和非常专业和广泛的行

业知识，我们拥有遍布全球的采购渠道，并与其建立起

良好的商业关系。多年来本着“专业、诚信”的经营理念，

获得众多供应商的信赖和支持。目前有比利时圣堡经典

风味白啤；西班牙帕萨娜云顶250毫升易拉环瓶装啤酒；

日本精酿银河高原啤酒；德国科门道夫啤酒和ABK啤酒；

以及荷兰的奥塔斯高度啤酒等。真诚的期待与您的合作。       

 3D062T 

威海华卓进出口有限公司

WEIHAI HUAZHUO IMP.& EXP.CO.,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闽江街西 3号    

电话： 0631-5863809            

传真：  0631-5863806            

邮箱：  15688731622@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中西部地区经销商、代理商及大型终

端渠道                  

展品介绍：九日迷你海苔：采用韩国新鲜的紫菜，无任何

添加，在全国各大卖场均有销售。九日鲜鱼海苔脆片系列：

精选上等原料，口感酥脆、营养丰富。九日味祖夹心打糕

系列：韩国的传统食品，吃起来劲道，味香。九日秋语果

汁饮料系列：源自泰国的非浓缩还原100%纯果汁，无添加。

九日欧巴熊饮料系列：源自马来西亚，果味浓郁，果汁含

量 15%，九日冰祖牛奶碳酸饮料系列：这是一款全新的苏

打水饮料，明星级产品，酸甜可口，回味无穷。

上海美可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Maxmile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 3389 号 2 楼         

电话：021-54096600                    

传真：021-64726863                   

邮箱：cicy816@ted-foods.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作为专营进口食品的经销商，公司目前已汇

集众多世界知名品牌的优质食品：比利时 Guylian（吉

利莲巧克力），德国 Schogentten（美可馨巧克力），

瑞士 Swiss Confisa（瑞可馨巧克力），德国 Rogalds

瑞果（瑞果糖），比利时 Yuppies（黑奇氏巧克力），

比利时 Bruyerre（帛赫巧克力），意大利 La Mole（拉

麦糕点）等  

3F071T/3F072T

辰诺（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verPro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841 号南西创想中心 221

电话：021-32120008 

邮箱： Hr@Jelleybrown.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产品展示，招募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界界乐乳酸菌饮品，是常温类发酵灭菌型乳

酸菌饮品，精选美国杜邦营养与健康菌种，甄选新西兰

进口奶源，不添加防腐剂，无胆固醇，无反式脂肪，不

添加人工甜味剂。Viloe椰子水，美国品牌，原装进口，

0 防腐剂；0 脂肪；0 添加糖；0 胆固醇；低卡路里，

100% 椰子水，非浓缩还原工艺，富含天然电解质，快速

补水

3F075T

3F068T

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ZHENGZHOU INTERNATIONAL HUB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CO.,LTD. 

地址：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港联动大道以西、经北

四路以北                   

电话：0371-55177927                    

传真：0371-56551703                    

邮箱：wangrz@zih718.com                

参展目的：了解国内市场，把握进口商品风向标。                                               

展品介绍：郑欧进口商品依托郑欧班列、现代化集疏网

络和冷链多式联运，对郑欧班列沿线及货源辐射国（德、

法、英、奥地利、比利时、波兰等），东至亚太国家和

地区（日、韩、港澳台等），优质特色商品直采直购，

实现了“以运代贸、以贸促运、运贸一体化”战略。致

力于通过直采直运直营、全程冷链运输，为消费者提供

原装原汁原味的商品。

3E063T

熊椰（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Top Well Coconut (Guangzhou)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北 192 号 506 房自编之一

电话：020-34503451

邮箱：coconut@topwell.co

参展目的：OEM 代工，诚招各地加盟商。

展品介绍：主营椰子水，椰子蛋白水，椰子调味品，椰

子酱油，椰子醋，椰子露，椰子卤等各类椰子制品。

3F067T

深圳前海亿贝通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QIANHAI EBAYTOWN INTERNATIONAL 

EBUSINESSL LTD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大厦 B座 1901

电话：0755-23610033

传真：0755-23610033

邮箱：godeverest@126.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亿贝通集团前身为香港环球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在深圳前海自贸区注册电子商务公司，同时在新西

兰、澳大利亚设立分公司。2018 年在南京设立分公司。主

营业务为品牌管理、供应链服务、全渠道营销以及战略投

资。

业务简介：我们立足新西兰和澳洲优质食品资源，精选具

有历史积淀、口碑良好的食品品牌，为他们打开中国及东

南亚市场提供全程服务。

3E069T

北京天富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Teamfortune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泰大街 9 号院中粮祥云小

镇 8号楼 601                 

电话： 400 650 0108        

传真： 010-80479301-13        

邮箱：zhoujian@rg-th.com        

参展目的：推广比斯奇果屋巧客品牌，全国经销商招商                                         

展品介绍：比斯奇巧客Chocky威化饼采用精选小麦粉烘焙，

口感酥脆，天然牛乳黄油富含各种维生素，配合黄油奶香

醇厚的味道。2018 年在中国实现销量超千万片，长度加起

来相当于北京到曼谷的距离。 比斯奇巧客 Chocky 威化系

列产品还有牛奶，巧克力及各式水果口味产品线丰富，另

外散称规格，上市以来受各地经销商，喜铺和消费者的青

睐。我们为渠道提供理想的产品销售利润空间和服务保障，

积极有效的联合市场推广活动，比斯奇巧客产品已经成为

经销商和零售商的首选进口威化品牌。

3E070T

伊藤园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ITOEN BEVERAGE (SHANGHAIHAI),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118 号 1608 室 

电话：021-52832220 

传真：021-52832575 

邮箱： lu-dawei@itoen.com.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西、江西、云、贵、甘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时尚轻饮，茶中新贵。茶文化正逐步成为年

轻一族热爱的饮料，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伊藤园作为时

尚轻饮的代表，致力于为市场提供更健康的茶饮。伊藤

园原味绿茶、伊藤园浓味绿茶、伊藤园大麦茶、伊藤园

浓味乌龙茶、伊藤园茉莉白茶、伊藤园铁观音、伊藤园

乌龙茶饮料（含膳食纤维）、伊藤园祁门红茶、伊藤园

蜜桃红茶、伊藤园柠檬红茶、伊藤园抹茶原味茶包、伊

藤园抹茶玄米茶包、伊藤园大麦茶包

3E073T 

广州市全都旺食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 Quan Dou Wa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雄峰南大街 38 号 2415 房      

电话：020-87242078   

传真：020-87637902    

邮箱：quandouwang@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火鸡披萨味饼干（中辣）138g、海胆比萨味

饼干 138g、泡菜

披萨味饼干 138g、咸蛋黄麦芽饼 258g、黑糖麦芽饼

258g、咸蛋黄麦芽饼 68g、黑糖麦

芽饼 68g、蔬菜薄饼 240g、蔬菜薄饼 20g*52 包、咸蛋

黄味注心蛋卷 120g、抹茶味注心

蛋卷 120g、豆奶味脆皮蛋卷 90g、抹茶味脆皮蛋卷

90g、豆奶味脆皮蛋卷 280g、日式

米勒小圆饼 150g、番茄沙司苏打饼干 105g、草莓果酱

苏打饼干 105g、甜辣酱苏打饼

干 105g、海胆香薷饼干 248g

大连良运欧宝佳源商贸有限公司 

DALIAN LIANGYUN OUBAO JIAYUAN TRADING 

CO., LTD.  

地址：大连中山丹东街 53 号良运紫阁 2楼                 

电话：0411-84616965                                                        

邮箱：chexiaochi1989@dingtalk.com                                          

参展目的：寻找全国优质经销商客户                            

展品介绍：我司主营优质进口食品，来自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产品全部为原产地直采，手续齐全。我司始终

坚持打造品牌建设。保证产品质量为第一要素。货源真

是可靠。主要类别有：各个产地红酒，印尼虾片，日本

高端餐料，西班牙意大利橄榄油，欧洲进口果汁牛奶，

啤酒，新西兰蜂蜜，泰国冷冻榴莲，休闲零食，日用洗

化产品等。我们始终秉持着选择优质 , 绿色 , 健康 , 环

保的产品理念 . 为我们的顾客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生活

体验 !

3F081T
3G084T

深圳美品鲜商贸有限公司

Shenzhen Mei Pin Fresh Trade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办新园路 11 号三楼 Third 

Floor, No. 11 Xinyuan Road, Henggang Street,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电话：075584572996   

传真：075584572996   

邮箱：13631668031@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区域代理商，团购社区订制代加工   

展品介绍：搭拼派混合坚果杂粮系列产品结合中国特色

坚果果干系列产品与进口坚果系列产品合理搭配，更加

符合中国人健康需求，秉承深圳制造优良品质面向全国

区域经销商招商。                                               

系列产品包括混合坚果，混合坚果礼盒，混合杂粮系列

产品，燕麦混合系列产品，包括冲调即食产品。7 种混

合坚果，六种混合坚果，三色藜麦米，混合杂粮十谷米，

特色坚果干果系列产品。

3E073T

上海澳怡家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Auiga Food CO,.LTD 

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 1988 号（国家会展中心）

A栋办公楼五楼                   

电话： 021-61053108                    

邮箱：  2823278440@qq.com                   

参展目的： 1. 开发新市场 2. 扩大公司知名度和影响力                                              

展品介绍： 土耳其 assu 阿涑冰泉，源自土耳其西格姆

高原，天然矿物 PH 值 7.4-7.9，是适合人体饮用的碱性

水；意大利露娜阿尔卑斯天然水，公司是意大利第二大

矿泉水生产商，品类包含天然水和苏打水，深受年轻群

体喜爱；澳怡家澳洲天然饮用水，细菌过滤至0.01微克，

天然低钠，口感柔滑；波兰艾蒂小分子活性水，源自波

兰西里西亚低地，具有最佳的酸碱平衡度（PH7.7-8.0）

完全适合经常饮用；此外还包含欧洲进口休闲零食，比

如西班牙杜凯特巧克力、梅尔斯蝴蝶酥、西班牙蒙特卡

多酥饼、巧克力曲奇等，品类丰富，口感独特。                                                           

3F076T 

宁波绿贝进出口有限公司

Ningbo Lvbei Imported Do.,Ltd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江南路 666 号宁兴大厦 6楼

电话：0574-87132027

传真：0574-89073392

邮箱：339356033@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招商，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奥地利原装进口绿林贝牛奶 /酸奶

品牌名称：绿林贝

品牌国家：奥地利

3F080T

柏里尼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T KAPAL API GLOBAL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元茂金豪大厦 309 室                   

电话：021-51552600                   

传真：021-52527545               

邮箱：yowan@kapalapi.co.id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火船集团一直致力于印度尼西亚食品和饮料

行业的发展。该集团由七个子公司组成，我们的核心业

务是各自互补，共进发展。该集团旗下包括了咖啡的种

植和生产企业，糖果制造企业，植脂末制造企业，本地

分销公司，咖啡零售和咖啡机生产商。 

3F082T/3B019T-A/3B019T-B

Toy-Mar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东部么地道 75 号南洋中心 2 座 6

楼 602 室   

电话：(852) 2803 7168    

传真：(852) 25178893        

邮箱：molly@toy-mart.com.hk  

参展目的：皮礼士糖以及其他产品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PEZ（皮礼士糖）是 PEZ International GmbH

公司的品牌产品。原产国为匈牙利，保质期 24 个月。

终端零售价为 24.8 元。产品的特性在于，每款糖果盒的

IP形象都是限量版，具有收藏价值。糖果不含色素、乳

糖和香精，健康低卡，口味清新。

皮礼士糖在全球超过 80 个国家售卖，糖果盒年销售量

七千万支，糖片年销售五十亿片。2018 年，Toy-Mart 公

司携手皮礼士，将这款百年欧洲经典糖果带进国内，把

更多的欢乐带给国人。

3G083T

东强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D O N G  Q I A N G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RADING(BEIJING)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东路中水电大厦 715

电话：18911996399    

传真：010-57795047   

邮箱： leon@dongqaingguoji.com

参展目的：向全国各地代理商及各渠道超市采购推荐产

品。     

展品介绍：克恩兹木薯片 150g 系列品牌来自印尼，精

选优质的木薯，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并具有低脂肪、无

反式脂肪、低热量、高纤维，无麸质、无胆固醇，丰富

的膳食纤维，钙、钾含量高而磷低，含有植酸和少量的

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海卓 100%

碳烤椰子水来自泰国古老的工艺，精选优质的青椰子去

皮，经传统工艺碳火烤制而成，不添加任何色素和香料，

无脂肪，营养健康，所有人群均可饮用。布鲁诺蛋糕干

125g 来自越南，精选优质的小麦粉为原料，并含有丰富

的钙和蛋白质，产品松脆，味道醇厚。

3F086T

成都市思味思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成都市环球中心 6-1-2014 

电话：  028-85228666

传真：  028-85219566

邮箱：  luof@sweetrip.com.cn              

参展目的： 品牌宣传，寻找各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  思味思我主要进口欧洲巧克力，糖果，饼

干及休闲零食，寻找各渠道经销商，终端卖场等 

3G08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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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088T

利物浦进出口（深圳）有限公司

LIVERPOOL IMPORT AND EXPORT (SHENZHEN)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海滨社区福民路 12 号知本

大厦 1904-2004，1702-1802

电话：15013518696        

传真：0755-83982671       

邮箱：lwp924@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利物浦进出口（深圳）有限公司位于中国深圳，

为香港独资企业。主营食品进出口业务，有着二十年的食

品经营经验，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利物浦秉承“搜索全

球美味”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于搜索引进全球“安全、健康、

特色”的美味食品。我们公司经营理念“分享”， 与消

费者分享美味，与客户分享利益，与员工分享成长！在不

断的业务拓展中，已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品牌国代，平行进口，专项定制”

三大业务板块。

天津丰裕泰商贸有限公司  微盈（北京）贸

易有限公司

Tianjin FinuteTrading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悠唐国际 B座 1902

电话：010-63622924

邮箱：kangping@finute.com.cn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韩国进口趣莱福品牌 休闲食品 饮料

3F093T-B

3F089T 

深圳伽诚贸易有限公司

JOINFAST TRADING(SHENZHEN) LIMITE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路 10 号硅谷动力电子商务港

1308 室

电话：0755-33071589                             

邮箱：68301400@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新品晃动系列饮料、伦敦 WF 火鸡面，

统一蔬果汁、老品推广 

展品介绍：新品：伦敦 WF 火鸡面系列，劲道的面，搭

配劲辣，一爽到底。晃动可乐，晃出新滋味，我们的期待。

更多新品，尽在展会现场。欢迎到来洽谈品尝。

品牌名称：晃动，妙妙，V 虾时代，鱿小跩，伦敦 WF，

伦敦，奇乐达等。

品牌国家：马来西亚，泰国。

福州禾润嘉进出口有限公司 

FUZHOU HERUN JIA IMPORTS& EXPORTS CO.,LTD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达江路君临天华 C 区 11 号楼

1801 

电话： 0591-83838626-802  

邮箱： 3021810632@qq.com  

参展目的： 全国招商、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 哆哩哆哩轻乳酸风味饮料、水本音益菌多、

水本音全脂牛乳、水本音海盐汽水、水本音乳酸饮料、台

湾大自然牛乳、浣春风手工面、托百福鲜花果酱、全谷坊

水果坚果麦片等原装进口食品。

 3F090T

深圳市五福源商贸有限公司 

Shenzhen Five Places Trade Co.,LTD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储运路 47 号 1-2 层         

电话： 4000808414/0755-28522086   

传真：  0755-28522083    

邮箱：  032@wfychina.cn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  台湾味丹绿力系列果汁、多喝水饮用水、多

喝水气泡水、随缘面、味味 A；台湾森永糖果；泰国哇米

诺豆奶；泰国全月优质葡萄加汽酒系列；哇尔塔系列汽水、

果茶、牛轧糖；日光榖堡拌面、食庄手工关庙面；台湾广

吉茶饮、咖啡饮品；西班牙红葡萄酒；法国墨高拜年干邑；

台湾金门高粱酒系列；

3G091T

西姆（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IMS(tianjin)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华贸中心 404

电话：13212251225

传真：022-66266141

邮箱：2577887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纯净—不含矿物杂质，提供宝宝、孕妇、体弱

者，零负担饮用水；软水—超低硬度水，完美萃取咖啡、

茶和各种饮料的原味；无菌—全程无菌自动化生产；高档—

精美简约的设计适合各种场合使用；便捷—迷你设计方便

携带，节省运输空间，减少排碳量；国际—符合国际标准，

外销中国，中国台湾，日本和新加坡。

3F093T-A

甄优（天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henyou (Tianji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276 号泰达中小企业

园 6栋    

电话：022-59813956          

邮箱：zhenyoufc@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重庆、江苏、浙江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寻找大自然美好物

产、发展原产地生态农业”的经营理念，始终坚持“用

心甄选，健康安全”的产品战略，先后在长白山地区建

立了“甄优绿色木耳基地”、“甄优有机大豆基地”、“甄

优雁鸣湖水稻种植基地”，在黑龙江地区建立了“甄优

五常稻花香水稻种植基地”。产品品类包括：蜂蜜系列、

东北大米系列、木耳系列、蓝莓系列、有机杂粮系列、

野山菌系列、坚果系列等等。  

3F094T

沈阳奥尼斯商贸有限公司

Shenyang Honest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 2号 218                    

电话：024-88905511                                      

邮箱：2465725182@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宣传新品                                             

展品介绍：产品来自韩国、日本、越南进口。品类有冷冻、

冷藏、常温三种类别。产品可以根据需要做自有品牌 

 

3G095T

汕头市华来特商贸有限公司

 Shantou City Hualaite Trad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跃进路 23 号利鸿基中心大厦 3

幢 1509 房                    

电话： 0754-88987919   

传真： 0754-88987913   

邮箱： stwuyihao@163.com   

参展目的：招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哈士宝气泡饮料：是一款含果汁的气泡饮料，

主打嘻哈文化，专为年轻人带来个性及快乐的潮饮，保质

期 15 个月。

富奇虾条：鮮虾含量高达到 10%，香脆好吃。靓香玉米甜

甜圈：酥脆好食，一拆开袋子浓香扑鼻而来， 无法抗拒

的美味，让你吃个不停，保质期 12 个月。靓香玉米棒：

重度玉米味的香浓体验，外层撒粉，卷层量足，口感酥脆，

细选原料，精心烘焙，快乐分享，保质期 12 个月。靓香

玉米咪咪条：精选玉米粉，用现代烘焙工艺生产，香脆可

口，颜色金黄诱人食欲，保质期 12个月。绿宝豆乳饮料：

含植物高蛋白，纯大豆制作，营养丰富，健康美味，保质

期 12 个月。

3G092T

义乌市卓雅商贸有限公司 

YIWU ZhorYa Commercial and Trade Co., Ltd.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四海大道俄罗斯客创园 19 栋

电 话：0579-85533377                邮 箱：

2355776158@zhorya.net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推进全球买全球卖                                        

展品介绍：俄罗斯采购商服务中心——卓雅国际 20 余

年专注中俄贸易，致力中俄服务；以发展义乌为己任，

促进两国政府、企业间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积极招引境

外贸易商、投资商；积极引入相关国家优质产品，推动

进口贸易发展。自有品牌西玛王国蜂蜜来自俄罗斯原生

态地区，营养价值高，保质期长，零添加，香气清淡馥郁，

味道甘甜绵润，入水即溶。 西玛王国葵花籽油，纯天

然绿色食品，经过 7道多重精炼工艺，精选每一颗葵仁，

滴滴纯正，清香营养。

3G096T

山东新大东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Shindadong Inc.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工友路 80-6 号                   

电话：0631-5283271                  

传真：0631-5283280                  

邮箱：3001110995@qq.com                    

参展目的： 宣传企业形象，扩大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 1、啵乐乐海苔，原料出自韩国群山市西部

古群山群岛清净地域养殖场，不添加人工合成物，保持

海苔最天然的原味，使用苏子油、香油、橄榄油营养更

全面，低盐更健康。2、超水果味配制酒系列，现有青葡萄、

葡萄柚、芒果、蓝莓、柚子、香蕉 6 种口味，是风靡韩

国的新兴口味烧酒，低度柔和，果香四溢，是韩国女士

及青年人聚会聚餐的必备酒水。3、新品：拌饭海苔、

矿泉水、鱼肠、酱油

 

威韩购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WEKOREAGO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 17-6 迪尚大厦 17 楼

电话：0631-3671135

邮箱：limengqian@wekoreago.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范围内各区域代理和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本家为韩国得本集团的旗下品牌，得本是韩

国知名企业家、美食家白种元先生创办的全球性餐饮企

业，经过二十余年得本人的创新与经营，已在全球拥有

30 多个餐饮品牌，相继进军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

等海外市场，运营 1400 多家直营 / 加盟店，将正宗的

韩餐传播到世界各地。旗下的本家品牌，依托强大的技

术研发实力和生产工艺优势，推出五大类、百余款快消

食品，正式进入中国。其中包括白种元的本家酱料，餐

用海苔，乌冬面及瓶装咖啡等产品。

3H099T
3H103T

威海诺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Weihai Royal International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环翠路 -157-4 号

电话：0631-5781989 

传真：0631-5781989 

邮箱：royalwh@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韩国及马来西亚的休闲食品，饼干，饮料，

冲调饮料，咖啡，海苔，糖果，巧克力等。自有品牌慈

恩岛，花薇儿。代理品牌好丽友。

3G097T

威海福缘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FUYUANAI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经区青岛中路 132 号时代广场 F 座

3楼

电话：13963171191

传真：0631-5278855

邮箱：2985252872@QQ.com

参展目的：拓展 KA 渠道 个体自营

展品介绍：精选巴基斯坦精梳棉，吸水性超强，手感柔软，

耐用、透气、无静电、抗起球。馈赠亲友首选高档礼品.

3G098T

威海佰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EIHAI BYE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工友路 80-6 号                   

电话：0631-5283271                  

传真：0631-5283280                  

邮箱：3001110995@qq.com                    

参展目的： 宣传企业形象，扩大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 1、啵乐乐海苔，原料出自韩国群山市西部

古群山群岛清净地域养殖场，不添加人工合成物，保持

海苔最天然的原味，使用苏子油、香油、橄榄油营养更

全面，低盐更健康。2、超水果味配制酒系列，现有青葡萄、

葡萄柚、芒果、蓝莓、柚子、香蕉 6 种口味，是风靡韩

国的新兴口味烧酒，低度柔和，果香四溢，是韩国女士

及青年人聚会聚餐的必备酒水。3、新品：拌饭海苔、

矿泉水、鱼肠、酱油

 

3H100T

威海精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WeiHai JingCheng Im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青岛北路 2号 32 楼

电话：0631-5315238

传真：0631-5234124

邮箱：feng@jingchengtrade.com

参展目的：搜集行业信息，宣传企业形象，推广我司产品

展品介绍：威海精诚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底，

产品覆盖家居生活用品的方方面面，其中 80% 面向日本

市场，欧美和内销各 10%。为满足国内消费者对高质量

产品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公司利用在国外的强大信息

和物流网络，根据安全、新颖、实用、时尚的原则，甄

选进口适合中国市场的各类居家生活用品，通过合作商

家向国内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和高实用性的商品群，以

更好满足和服务于国内消费者。

3G101T/3G102T

慧众汇（深圳）管理有限公司 

Wisdommgerge(Shenzhen)Management Co.,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 楼

611 室

电话：0755-26910485

传真：0755-26910485

邮箱：554203683@qq.com

参展目的：宣扬公司形象，寻求合作伙伴，展示公司实力。

展品介绍：

我们的宗旨是：追求天然品质，倡导健康饮食文化。

主要产品：泰国榴莲桂圆、泰国金枕头榴莲冻干、格林

果树果干、榴莲曲奇饼、冻干草莓白巧克力。

3H104T

河南飞川商贸有限公司 

Henan Fei Chuan Trading Co.,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航海东路正商经开广场 2 号

楼 1104 室                  

电话：15838285871     邮箱：feichuan999@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个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Russkoye Drage 露思扁桃系列、Russkoye 

Drage 露思榛子系列、Russkoye Drage 露思花生系列、

Russkoye Drage 露思水果系列

3H10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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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105T/3G106T

润海公司

RUNHAI IMPORT  EXPORT CO.,LT

地址：绥芬河市阜宁镇人民政府办公楼 408 室

电话：18545372787

传真：0453-3938880

邮箱：289824758@qq.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营进口俄罗斯食品，是俄罗斯《别洛

戈里耶》产品的中国总代理商，该工厂是一所历史悠久的

食品厂，食品无任何添加剂，原材料都是采购俄罗斯，保

质期一年，口感适合国内人群，价格非常适合国内各种销

售渠道，正规进口，欢迎各地采购商洽谈代理业务

中安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Zhong An Ya (Beij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东区8号楼 1单元 701室

电话：010-87102706            

传真：010-87102059

邮箱：zay898@163.com                 

网址：http://U100HK.com

参展目的：扩大品牌影响力；维护已有渠道和客户关系；

开发新客户；重点开发成都、重庆、湖北、湖南、贵州

地区的经销商

展品介绍：U100 是中安亚 ( 香港 ) 贸易有限公司耗时 3

年，在 2014 年推出的新生品牌，全系产品近百种，包

括果干、坚果、糖果、饼干等分类。

关于选材：精选优材  取自天然  是大自然对人类健康

的馈赠；关于口感：唇齿间的幸福 味淡而情浓  还原

食物最初的味道；关于品牌：为懂得品味之人而生 极

简亦至上

品牌名称：U100 香港小食；品牌国家：中国香港

3G117T/3G118T/3H119T
3H112T

上海钦舟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Qinzhou Trade Co., Ltd.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 355 号宝华 2505                   

电话：021-26018213                   

传真：021-63532100                  

邮箱：chenj@qinzhoutrade.com.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华东代理商，部分品牌诚招全国代

理商                                              

展品介绍：1. 中原 G7 咖啡 --- 2003 年 G7 咖啡正式面

世，因曾是 G7 会议的指定咖啡，印有 G7 标识，被人们

亲切的称为“G7咖啡”。 2. Lucky- ---60 多年以来，

Lucky 致力于在澳大利亚阳光充足的农业区培育高品质

巴旦木。同时， Lucky 也是一个大型的坚果制造及零售

商，产品线包括各类坚果、种子和果干，以及混合坚果，

满足日益增长的健康零食需求。秉持了澳大利亚质朴的

工匠精神，Lucky 专注于创新，力求带来更多元、更优

化的产 3、 蓝罐 --- 丹麦蓝罐曲奇，丹麦原装进口，送

礼体面过人

3G109T/3G110T

赋任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RC International Trading（ShangHai）

Limited

企业名称：  赋任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简称：打开套娃                              

企业英文名称：FRC International Trading（ShangHai）

Limited

展位：  3G109T, 3G110T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金港路 211 号 1201 室

电话：021-58480392

传真：021-50427375

邮箱：youtte_zeng@dakaitaowa.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进口俄罗斯食品的批发商、商超、

区域代理商等合作客户                                          

展品介绍：各种俄罗斯进口食品，覆盖休闲零食、糖果

巧克力、果汁饮料、伏特加、葡萄酒、啤酒预调酒等各

种酒水饮料。

黑龙江柏沣

Heilongjiang Baifeng 

地址：绥芬河远航路 1号 

电话：0453-3929089                 

邮箱：47530135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白俄罗斯阿斯顿恋人薯片，俄罗斯甜蜜温柔糖

果，俄罗斯厨房大师系列，曲奇饼干，维奇卡即食谷物麦片。

产品均通过国际 ISO 体系认证。

3H111T

斯高迪（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Scanidc Trading Limite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黄陂南路 700 号 A 座二楼室

电话：021-51115905

传真：021-51115907

邮箱： louis.xu@scandicfoodsasia.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来自于北欧的健康食品，包括酒类（啤酒、烈酒、

葡萄酒）、调味品、速食、休食、谷物麦片、芝士、预拌

类等多种产品，秉承着给客户带来健康便捷的生活方式，

我们严格把控原料，在生产过程中极少使用食品添加剂，

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带来高品质、健康、安全的食品。

3G113T/3G114T

蜜雅康（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Mi Yakang(TianJin)Technology CO.,Ltd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锦佳商业中心 12-502                    

电话：022-27253881                   

传真：022-27253881                   

邮箱：zhengyan@miyakang.com.cn                     

参展目的：全国各级经销商、代理商招募                                               

展品介绍：新西兰原装进口麦卢卡蜂蜜、澳大利亚奶粉（主

要为成人奶粉、学生奶粉），内蒙古草原特色风干牛肉干

（区块链项目，天然牧场散养黄牛），塞浦路斯进口果汁，

口感独特，马来西亚、泰国原装进口蜂蜜饮（在家即能调

配好喝健康的饮品）

3H116T

蜜滋兰（苏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MIZLAND(SUZHOU) FOOD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 1368 号东太湖科

技金融城二期三楼

电话：0512-65023882                  

传真：0512-65653308                  

邮箱：278721769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1997 年，新西兰教授 Peter Molan 研究发现

麦卢卡蜂蜜含有一种独特的活性抗菌物质独麦素 UMF，

它不受光照、高温、消化酶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能

够长期保持稳定，并具有强大而独特的抗菌及抗氧化能

力，能杀灭细菌，更好地治疗机体创伤，促进伤口自然

愈合，它的特殊治疗能力甚至超过很多传统的药品，尤

其在对胃肠道的调养方面有极佳表现。值得注意的是，

UMF 独麦素并未在任何其他蜂蜜中被发现。因此，新西

兰麦卢卡蜂蜜，也被喻为新西兰的“国宝”，其珍贵性

是其他蜂蜜无法比拟的。

3H120T 

美国联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United Growth Int’l Inc

地址：上海嘉定区思星路 29 号 

电话：13774661516

邮箱：jay.ugii@rocketmail.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扩大销售区域。                        

展品介绍：Ocean Spray 优鲜沛作为有着 75 年悠久历

史的美国果汁饮料与食品产业巨头，是美国较大的蔓越

莓产品生产商，在整个北美地区拥有超过众多大型种植

园。优鲜沛坚持创新和质量先进战略，研发不同口味及

富含多种营养的果汁，果酱，干果等水果加工食品，在

全球范围内都有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3G121T

美国联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United Growth Int’l Inc

地址：上海嘉定区思星路 29 号 

电话：13774661516

邮箱：jay.ugii@rocketmail.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扩大销售区域。                        

展品介绍：Ocean Spray 优鲜沛作为有着 75 年悠久历

史的美国果汁饮料与食品产业巨头，是美国较大的蔓越

莓产品生产商，在整个北美地区拥有超过众多大型种植

园。优鲜沛坚持创新和质量先进战略，研发不同口味及

富含多种营养的果汁，果酱，干果等水果加工食品，在

全球范围内都有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上海凡瑞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Fanrui Industry CO.,Ltd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 578 号飘鹰世纪大厦 1403

电话：021-56777761

邮箱：fyq@7slive.com

参展目的：向国内外参展商推广我们的产品，开拓渠道。

展品介绍：塞浦路斯进口复合还原果汁，阳光直采，酸

甜可口。源产地法国

的依云矿泉水 ，口感清冽，巴黎矿泉水，口感清爽。

3G125T 3G129T/3G130T

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东街 6号院 5号楼 2楼             

电话：010-84537833                

传真：010-84536130              

邮箱：lzc.1986@163.com            

参展目的：拓展销售渠道，招有能力的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司隶属于国资委，是一家中央直属企业。

拥有中国、欧盟、美国三重有机认证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是市场上性价比最好的有机认证橄榄油。进口希腊、西

班牙、摩洛哥多个国家橄榄油，是国内一家橄榄油原料

加工基地。原瓶原装进口法国酒庄红酒，全部产于法国

波尔多。罗马尼亚进口蜂蜜，波美度高达 43. 马铃薯原

浆醋，单一马铃薯发酵，不添加任何其他成分。纯天然。

3H123T

美国植物油公司

AMERICAN   VEGETABLE   OILS , INC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荔香一街 1号 2号二楼 2A13 房      

电话：13802784422       

邮箱：Van@nativeharvest.cn        

参展目的：北京，上海，广东，青岛 ,湖南，湖北福建 ,

成都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Native Harvest 品牌食用油是 AVO 美国植

物油公司旗下主力高端品牌，全线产品均为纯天然，有

机，非转基因的高端食用油产品。产品全部通过了 Non-

Gmo Project 的检验检测，这意味着 Native Harvest 食

用油都是在严格监管下由非转基因作物制作而成，其品

质与食品安全健康毋庸置疑。让更多的人吃上健康、纯

天然有机非转基因的食用油，成为了 Native Harvest

不懈追求的理念目标，这个理念也一直根植于 Native 

Harvest 每个人的心中，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明天、未

来……

3H124T

北京国瑞沃德商贸有限公司 

GLORY WORLD(BEIJING)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0 号恒空间 351 室                   

电话：010-64366285                                      

邮箱：467893183@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所代理产品，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经营的产品都是欧美优质产品，品牌

在当地都有一定的知名度，都是在国外商超销售很好且

有良好口碑的产品，我们对每一个产品都严格把关，所

有产品都是一般贸易正常进口的产品，我们的产品物美

价廉，产品有效期一般都在到期日三分之一范围之内，

超低的价格给您最优质的服务

内都有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3G126T

上海毓歆商贸公司

United Growth Int’l Inc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众安路 279 号 

电话：13917366089

邮箱：wenjia007@yahoo.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扩大销售区域。                        

展品介绍：Win Soon 品牌 Epoca （益博卡）是美国享

有盛名的活性乳酸菌饮品制造公司之一，1993 年在美国

加州设立生产线，至今已有 20 多年生产和销售发酵型

乳制品的历史。Epoca 从 2017 年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将

益生菌健康理念带给中国消费者。

3H128T

纯粹生活（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JUST LIFE (Beiji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西里 403 号楼 1115 

电话：010-59574179，13501139990   

传真：010-59574179

参展目的：诚招地区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主营产品：欧美地区合东南亚地区的进口食

品及果汁，进口酒水。

3H131T

越南翔达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RITA FOOD AND DRINK CO., LTD 

地址：越南平阳省宜安县神浪工业区 2统一大道 8号

电话：0771 – 2875956  (+84 274 3784788）

传真：+ 84 274 3784 799

邮箱：rita@rita.com.v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寻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Rita Food and Drink Co., Ltd 于 2004 年

在越南平阳省成立，拥有独立生产研发及品控部门，是

越南主要饮料生产商之一。主营产品为东南亚热带果汁，

椰青水，咖啡，植物蛋白饮料，芦荟饮料及功能饮料等。

公司所生产的罐装，无菌包装，PET 瓶等饮料均达到国

际规定及检验标准，同时提供 OEM,ODM 服务，我们致力

于生产安全健康的饮品，目前产品已出口全球 100 多个

国家，深受欢迎。

3H13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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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133T/3G134T 

汇四洋（深圳）商贸有限公司

OCEANS ALL (SHENZHEN) TAR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5 栋

A1309

电话：13423824060

传真：0755-21030162

邮箱：hr@oceansall.com

参展目的：提升品牌知名度，加强产品宣传，开拓市场

展品介绍：汇四洋以中国大陆市场为主要的业务开拓市场。

利用全球商业伙伴的采购网络，从五大洲进口拥有可追溯

供应链的食品，避免中间环节，以最直接的方式将产品销

售给顾客，为中国顾客采买每个国家最优质的商品。以确

保将最好品质的商品呈现给顾客。汇四洋主营产品有：马

来西亚酥饼、槟城白咖啡、槟城白咖喱面、德国啤酒、意

大利饼干、意大利矿泉水、澳洲 / 智利 / 意大利红酒、美

国扬基香氛等。

马来西亚必胜饮料集团

SPRITZER  BH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515 号东照大厦

1305室

电话：020-83717655                    

传真：020-83551168                    

邮箱： pr@spritzer.com.cn                   

参展目的：全国各省市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Spritzer 事必胜饮用天然矿泉水、Sparkling

气泡矿泉水、POP系列果味气泡矿泉水、Tinge 系列果味

矿泉水、BonRica西番莲风味饮料等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矿

泉水及饮料。

每一瓶事必胜饮料都源自拥有丰富天然矿泉水资源的130

万平方米园区内制造和罐装，蕴藏着纯净的地下水源。产

品荣获多项国际奖项，包括国际顶级尝味评鉴组织（iTQi）

颁发的2018年水晶美味奖章。

3G141T/3G142T 3G137T/3G138T

欧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U-DEAN FOODS FACTORY CO.,LTD.

地址：台湾彰化县埤头工业区兴工路 20 号                  

电话：+886-4-8922111-226     

传真：+886-4-8922111                  

邮箱：929773153@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欧典产品，重点针对华东、华南、华中

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歐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是將近 30

年的專業飲料製造廠，至今已獲得 BRC、SA8000 社會責

任認證、ISO22000 及 HACCP 食品衛生管理認證；外銷總

代理超過 70 個國家遍佈五大洲。歐典生物科技以專業

的技術提供優質的飲品，產品類別有各種果蔬汁、咖啡、

茶飲料、蘆薈汁、果奶、機能性飲料、營養飲品和養生

飲品 (如黑木耳飲 / 晶耳燕窩等 )。

双流综合保税区众友东方供应链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地址：四川成都双流区公兴街道货运大道 868 号物流大厦

610                  

电话：18228081162

邮箱：17379874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摩尔多瓦 , 以色列 , 阿塞拜疆的优质葡萄

酒及饮料                                               

展品介绍：来自摩尔多瓦 , 以色列 , 阿塞拜疆的优质葡萄

酒及饮料，众友东方致力于将小众精品的商品带给大众。

 3H135T

广州绿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SOURCE(GUANGZHOU)CO.,LTD.

地址：广州番禺万达广场 B2 栋 2713

电话：020-34769739 

传真：020-39951329 

邮箱：zouyunlei@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英国学生牛奶（香蕉牛奶，草莓牛奶，巧克力

牛奶，全脂牛奶，低脂牛奶）、奥地利风味酸奶、土耳其

100% 果汁、泰国奇亚籽豆奶。

3H136T 

泰恒瑞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瑞龙城市广场2-2211                 

电话：13502110302     15510951966                  

传真：022-66873729                   

邮箱：jialiu890@hotmail.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诚招国内各地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作为拉脱维亚在中国唯一经销商，我们带来了

其在拉脱维亚国内生产的果汁，果汁饮料和天然饮用水等

产品。并保证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符合

国内产品质量检验检疫标准。我们还带来了俄罗斯产的各

样小零食，比如，巧克力、泡芙、燕麦片、坚果等、琳琅

满目，以供顾客参考预定。

3H139T

泰米罗（中山）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兴港南路 16 号银丰国际大厦

720 室

电话：0760-88639876

邮箱：51981715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1、中山长命水咸蜜世家（1997 年）的咸蜜。

该产品专注古法酿蜜，蜂产品蜜源；来自原始森林。2、

日本原装进口的 UCC 咖啡，悠诗诗 (UCC) 咖啡是以定点精

心培养、种植的咖啡豆为原料，由日本 UCC 上岛咖啡株式

会社生产、销售的世界著名品牌咖啡。是全球知名速溶咖

啡前5名。3、中国的乳酸菌饮料-优他多，选用优质奶源，

纯 72 小时发酵，不添加人工甜味剂，着色素等添加剂，

不含胆固醇和反式脂肪酸，更适合中国人的肠道。

3H140T

天津泛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FINECHEM SCIENCE&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天津市塘沽区自贸试验区滨海华贸中心3905 

电话：022-25310052  

传真：022-25310105   

邮箱：jxmybgs@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中国境内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加拿大 Aromahex 罗曼滋秋麒麟蜂蜜、蓝莓蜂

蜜、三叶草蜂蜜、荞麦蜂蜜。加拿大魁北克省自然蜂场，

POLYHEX GROUP INC生产出品，波美度43度的精纯蜂蜜，

目前推出四种：秋麒麟、三叶草、蓝莓、荞麦。包装为

250克、500克两种，单瓶礼盒包装，500克双瓶礼盒包装，

250克四瓶礼盒包装。液体蜂蜜，可冲水服用及做调味料

食用。有效期三年，生产日期一般为2018年 08月、2018

年 11月。

3H143T

珈答国际有限公司

KARTA INTERNATIONAL

地 址：19, JALAN TPP 1/1A,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3)80611199

传真：+6(03)80603899

邮箱： export@karta.com.my

参展目的：诚招中国省经销商与区域批发商

展品介绍：KARTA 天然椰子水 , 由 100% 椰子水制成 , 将

原有的坚果味和天然滋益利乐装封存 , 而且完全不添加

任何防腐剂与零添加色素 .Karta 天然椰子水是一种超

级的保健运动饮品 . 椰子水饱含天然的电解质和矿物

质 , 有利人体补充水分。Karta 天然椰子水荣获 2016 年

马来西亚最佳品牌奖。

3H144T

澳門商橋物流供應鏈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MACAU MECHANTS BRIDGE LOGISTICS SUPPLY CHAIN 

SERVICE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258 號建興龍大廈 19Q

电话：+853 283528367

展品介绍：主營：進口奧蘭娜系列紅酒批發零售

我司代理的產品包括以下幾個系列產品（已經獲得澳門

和中國大陸的代理權），奧蘭娜系列：

奧蘭娜酒莊創建于 1973 年，酒莊建筑群的外觀成“Y”

字形，擁有 111 個陸角形圓頂，巧妙的利用了自然光線

創造出一種奇特而和諧的光感藝術效果，讓人不禁嘖嘖

稱贊。因此酒莊也補譽為“里奧哈的城堡”奧蘭娜酒

莊在 2011 年最佳葡萄酒旅游（Besr Of Wine Tourism 

2011）中補評為“最值得旅游的酒莊”。

歡樂舞台有限公司

CRAZY HAPPY SHOW COMPANY LIMITED

地址：澳門嘉樂庇總督馬路 744-762 號地下 KL 座

电话：+853 66321888/15920798839 

展品介绍：主  營：澳洲澳仕達酒莊捧富品牌紅酒批發

零售

澳仕達酒莊位於澳大利亞南澳省阿德萊德市東北部，陽

光雨水充足，土壤沒有污染，是種植葡萄的天堂。葡萄

園由林肯家族 19 世紀末建立，經過百年的精心經營，

釀造出具有南澳特色的系列優質葡萄酒。酒莊捧富系列

葡萄酒的釀造、儲存、罐裝全部在澳大利亞完成，每批

次出口均有澳大利亞葡萄酒出口協會（AWBC）的檢驗和

批准文件，可提供澳大利亞政府頒發的産地證和出口自

由銷售證明。

3K147T
3H150T

利華貿易

LI HUA TRADING

地址：澳門工匠巷 11-A 號明生大廈地下 FA 座

电话：+853 63860960

展品介绍：主  營：食品生產商、進口食品批發零售

是一間澳門人全資企業，公司以澳門品牌，澳門生産的

産品為主，也有進口一些特色食品。公司自主品牌有（澳

葡麥香，華厦第一家），品牌産品已銷往 50 個多個地

區及國家，包括（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國家。現在公司不斷擴大經營，于 2018 年初在廣東省

廉江市投資開設工廠，自主生産，廠場具有現代化設傋，

採用無菌生産。

3H145T

新恒隆貿易有限公司

SAN HANG LONG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地址：澳門大頭針園 S/N，灝景峰抱月閣 19 樓 A

电话：+853 28365223  / 13809680581

展品介绍：主營：進口紅酒、食品批發零售 . 是一間 15

年歷史的公司，主要從事紅酒、洋酒、食品、百貨、健

康食品等品類的批發零售業務。主要市場是澳門、香港

和中國內地。公司擁有專業的國際貿易團隊以及豐富的

營銷經驗，所進口的產品均具備國際品質標準，及相關

證書。

3H146T

澳門巴帝羅貿易行

BATILO TRADING MACAU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258 號建興龍大廈 19Q

电话：+853 68266316 / 15363771337

展品介绍：主營：進口西班牙紅酒、橄欖油批發零售

1）保羅 LAUREANOVINUS.LDA，此酒莊釀酒師為葡萄牙著

名釀酒師PAULO勞雷亞諾的自有酒莊，約有3-4個系列。

2）CASALDA 雙雄 - 公司 AGRICOLA LTD；此酒莊為特如

tejo地區的精品酒莊，家族酒莊，已經有三代人傳承了。

3）500YEARS 橄欖油，取之西班牙國家自然保護區，上

萬年的枯枝敗葉形成的腐殖土經千年橄欖古樹孕育出的

橄欖油富含奇特的營養成分。每壹滴都是 500 至千年以

上樹齡橄欖樹的原始精粹，是世界範圍內無添加劑、最

純凈的初榨橄欖油，被譽爲“營養之王”、“液體黃金”。

屬于西班牙國家十分稀缺的珍貴資源。

3K148T

泡泡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PAO PAO CULTURE E CRIATIVA LDA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258 號建興龍大廈 19Q

电话：+853 63771337 / 15363771337

展品介绍：主營：進口食品、澳洲蜂巢蜜、兒童洗護用

品批發零售

（1）嬰兒 2 合 1 清浩沐浴露 BABY CLEANSING GAL 2 

IN 1, 為嬰兒洗浴的理想選擇 ,100% 不刺激眼睛 , 有良

好的清潔國 , 使肌柔軟。（2）嬰兒清潔潤膚露 BABY 

NO-RINSE CLEANSING LOTION, 特別針對孩子的獨特而

細膩的皮膚。（3）嬰兒尿疹軟膏 OINTMENT FOR BABY 

BOTTOM, 針對尿布區域的發炎或紅腫使用有效緩解發炎

現象。（4）澳洲塔斯馬尼亞蜂巢蜜，最大限度的保留

蜂巢蜜的營養成分，又完全保留了蜂巢蜜的自然植物精

華和野生活力。

3H149T

車厘哥夫餅店

CHE LEI CO FU PENG TIM

地址：澳門祐漢新村第四街祐成工業大廈第一期一樓 A

电话：+853 28825122

展品介绍：主營：手工製作扭結糖、餅食、蛋捲等食品

車厘哥夫餅店是同時擁有澳門製造和澳門品牌兩大資質

企業 R 車厘哥夫食品（澳門）有限公司的直營店。正牌

車厘哥夫創始人于 90 年從香港到澳門，創立了車厘哥

夫餅店。當時淩萬義師傅在香港一間俄羅斯特色的餅店

內工作，看到一種俄羅斯式糖果很暢銷，淩師傅細心研

究，幾經辛苦終于將這種北歐甜品改良成適合所有東南

亞人的口味。。目前淩師傅的紐結糖更向中國市場進軍，

幷在珠海市開設分公司。

3K151T

澳門保源春國際酒業有限公司

COPANAHIA DE INTERNACIONAL DE VINHO 

BO YUEN DE MACAU,LIMITADA

地址：澳門聖德倫街 479 號皇朝廣場地下 AH 座

电话：+853 62083587 / 0756-8893344 / 18926901690

展品介绍：主營：幸九酒生産批發零售。

《幸九酒》始于南宋，爲柳家祖傳的制酒秘方。長期飲

用《幸九》，皮膚回復彈性，减少皺紋，提高血清GH濃度，

充滿活力，加速新陳代謝，减少脂肪集聚，降低壞膽固醇，

軟化心腦血管，補精身體，通脉活血，改善血液微循環，

强化五臟六腑，活化腦部功能，使人容光煥發，精力旺盛，

增加骨密度，促進頭髮、指甲生長，因身體老化及環境

污染所引發的都市病可得到預防及改善

3K152T



144 145

上海顺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021-63293626      

传真：021-63230096      

邮箱：shunjing2018@163.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商，携手共创双赢模式！                 

展品介绍：公司目前经营的产品有：乌克兰歌朗娜糕点（酥

脆可口，甜而不腻，齿夹留香，集结酥脆软为一体，让你

吃了还想吃！），马来西亚糖果（品种多，有软糖，硬糖，

玩具糖等，原料优质，包装新颖，好吃又好玩！）、澳洲

巧克力豆（口味独特，纯水果坚果夹心，好吃停不下来！）。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优质海外生产厂家和供

应商加入了顺景国际贸易这个进口休闲食品的大家庭。

铂德（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Boulder (Shenzhen) Technologies, Inc.

地址：南山留仙洞科创路与茶光路交汇处万科云创B座

电话：15889324069

传真：15889324069

邮箱：mick.liu@bouldercigs.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1. 铂德电子烟及烟油。铂德烟油由铂德自主

研发生产，口味醇正，是戒烟、替烟的首选；2.幸福活

力玛珈黄精牡蛎人参压片糖果:由铂德国际和耶鲁大学医

学院联合开发，以海洋生物为原料，辅以独特的天然食材

配方的男性食品。

3K159T3K156T

美拉莉（昆山）进出口有限公司

wevalley import & export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新南路 888 号       

电话：0512-50357010         

邮箱：lynn@forestop.com       

参展目的：实现品牌推广，拓展销售渠道；诚招各区域代

理商；                                      

展品介绍：维之谷即食型混合麦片，产自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阿贡火山谷。产品配料新颖，口感独特。 东巴厘腰果

系列产品，产自巴厘岛阿贡火山谷，原材当地采摘，品质

优良。

3H153T

南京得隆行食品有限公司

NanJing TTS Food co.,Ltd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 268 号 1 幢 1416 室                 

电话：13268814189        

邮箱：2118681446@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经销商，共赢发展，共创佳绩                                              

展品介绍：本次参展产品，主要为恬恬思品牌旗下的包括

糖果，膨化，糕点，饼干等几大系列产品。恬恬思品牌在

选品上，选择与国内外先进优秀的厂家合作，选取口感独

特美味的创新型产品、选用最上乘的原料，严格质量监控，

用心制造出消费者放心的产品。推出“绿色，健康，美味、

创新”的零食产品概念，卓越的品质不仅备受消费者欢迎，

而且得到代理商以及经销商的的高度评价，商场持续扩大。   

3H154T

广州卡如泽贸易有限公司

NGUANGZHOU KARRUZ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潭村路 348 号 1404 房

电话：020-86342515

传真：020-86342515

邮箱： btkaren@mail.ru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超市渠道经销商 

展品介绍：1、”麦满杯”麦片选用俄罗斯卡卢什州燕麦，

经过反复的压磨去壳及橄榄油低温烘烤，添加科学配比的

果干，以天然果糖代替传统糖浆。产品采用便携杯装，混

合搭配多种燕麦片、果仁和水果，是家庭和办公室常备食

品之选。

2、“JOYCO 婕好思”熊猫牛奶巧克力采用天然可可作为原

料，味道香浓，质感细滑。外层糖衣丰富口感，消除一般

巧克力粘口油腻的感觉。纯白色圆豆的产品外观搭配可爱

熊猫造型的包装，外观 Q萌可爱，具有较高的产品辨识度。

3K155T

上海莫瑟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MSL International Trade（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思创大厦 4号楼 26B

电话：021-61270928

邮箱：albern_fang@hot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Lipo，则是来自越南的面包干品牌，其酥脆的

口感和醇正的味道，深受各年龄阶段消费者的欢迎；木薯

片，是一款全新的笑脸薯片，好吃又好玩。作为进口商，

我司拥有稳定的货源，成熟的物流，以及完善的销售团队，

期待与您展开合作。

3H157T

上海食之妙商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Yaummy Eating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1080 号 9 号楼 1 层                  

电话：021-65898115                    

传真：021-65898115                     

邮箱：juhatang@prosper-sh.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经销代理商，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澳洲沃尔沃斯系列（麦片，松饼粉，谷物棒，糖果，

水饮等），印尼营多捞面，菲律宾香蕉片，泰国太妃糖，

澳洲 Slingshots 利口酒，日本休闲零食等进口食品。

3H158T

广州百圣熙食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ISHENGXI FOODS CO.LTD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泰康路111号泰富中心3001室

电话：86-20-83220653

邮箱：info@bsxfoods.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泰国法乐比水果软糖-富含 40%果汁，不添加

防腐剂！泰国泰拓快熟粥、意面-革命性的创新，随时随

地倒入热水3-5分钟即可享用美味！英国可可摩州豌豆蛋

白饮料-天然椰子水、椰子奶融合热带水果的口感，添加

的豌豆蛋白更含有人体所需氨基酸！意大利丽米柠檬汁-

意大利进口，每200ml柠檬汁等于1KG西西里新鲜柠檬，

100% 天然！德国德维利沙拉酱 -德国进口，无麸质、无

添加防腐剂、无色素，5种口味总有一款适合你！

3K160T

CIRUELAS CHILE A.G.

PRUNES CHILE ASSOCIATION

地址: NICOLAS PALACIOS 231, SANTA CRUZ, CHILES

电话 : 56 223245422   

邮箱 : ciruelaschile@gmail.com  

参 展 目 的 : Enhace the export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ed producers of Ciruelas Chile AG company 

for its chilean natural condition dehydrated prunes.

展品介绍: Prunes trade association of Chile´s sixth 

región with 1.700 hectares planted that represents 

the 30% of the national production of D´Agen prunes.

3H161T

青岛益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Yihua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 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春城路 620 号    

电 话 ：0532-55731500          

传 真 ：0532-55731338          

邮 箱 : amy@rocheuses.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各地优秀代理商                           

展品介绍：加拿大洛奇士天然泉水 : 低钠，高锶，母婴

软水，不含双酚 A，天然弱碱性。巴西科琳娜啤酒：麦

芽浓度 10.93° P，酒色棕黄，微量泡沫，醉酒后也不

会引起头痛，在 2017 年荣获由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

风味 Superior Taste Award 顶级美味大奖。巴西瓜拉

纳饮料：瓜拉纳有改善行为情绪和信心作用，可以减少

因血小板聚集而引起的中风，降低肥胖，瓜拉纳是能够

补充皮肤能量的一种功能化妆品，对皮肤斑点，皱纹能

够起良好修复功效。 赛吧精制啤酒：酒香扑鼻，味道

醇厚，口感饱满，层次感较强。

3H162T

上海妙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 Hai Meri Way Tran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 100 号 A 座 1204 室                  

电话：021-62337512                  

邮箱：will.wu@meriway-usa.com                  

参展目的：寻找省会城市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1） Barnier/ 芭黎棒棒糖来自法国，超过

130 年的历史，销售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天然

口味无人工添加。适合精品超市、便利店、咖啡厅、烘

培店等渠道销售。2）Milch Haus / 妙荷丝比利时常温

风味酸乳由比利时百年国企出品，常温保存 12 个月，

200ml独立包装，原装进口。适合线上及高端超市销售。

山东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Shandong Searun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石岭路 39 号名汇国际 2 号

楼 2608 室。                   

电话：0532-86026818                    

传真：0532-86660821                    

邮箱：info@searun-cn.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代理商等客户。                                            

展品介绍：西米利亚特级初榨橄榄油，该产品为意大

利原瓶原装进口，新鲜油橄榄果实物理压榨；产品等

级：特级初榨橄榄油； 品质保证，游离脂肪酸含量

≤ 0.5g/100g；保质期 2年；

3H165T/3H166T 
 3H169T/3H170T 

奈森有限公司

Natessen GmbH

地址：Birnbaumsmühle 65, 15234 Frankfurt (Oder)  

电话：0411-39551075      

传真：0411-39551075      

邮箱：frank@denovo-m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 各种渠道的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Alphabet 润喉糖是德国老字号 --- 索丹博士

公司生产的无糖天然润喉糖品牌。产品传承百年润喉糖

生产工艺技术，获得德国 Bio 有机食品认证。产品的特

点是无糖、低热量。所有的原料均萃取欧洲天然植物精

华，保留植物的核心活性成分和天然清香，使用植物汁

液代替色素和白砂糖，其特殊配方不会引起蛀牙和肥胖，

同时清除口腔异味。目前有四种口味，分别是：接骨木

花味、混合莓果味、姜橘味和强力薄荷味。

 3K163T 

屹乐（珠海）商贸有限公司

ILS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 1889 号 18 栋 324              

电话：07696969160               

邮箱：camille.wu@ilsante.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主营美心、欧美及日本的网红零食 新品爆

款以及经久不衰的产品，如 健达、费列罗、瑞士莲、

德国威化 Knopper、三得利乳酸菌、 固力果、 长崎蛋

糕、 平野米勒小圆饼等。 所有产品均为一手货源，国

外工厂直接发货。 价格优势，日期新鲜，单证齐全，

正品行货！ 更多商品信息欢迎垂询公司网站：www.

ilsante.com 微信：ILS-Lucky   祝商祺                                   

屹乐（珠海）商贸有限公司。

3K164T

潍坊宜联佳经贸有限公司 

Weifang Yilianjia Economic and Trade Co., 

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东风东街 4899 号金融广场 9座

电话：400-000-7650                       

传真：0536-8663355

邮箱：wfwcsdw@126.com                  

网址：http://www.ruidemaipu.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瑞德迈普天然冰川水，是加拿大原装进口产

品，水源地坐落于加拿大温哥华海拔近 5000 米的落基

山脉。这里孕育了瑞德迈普零毒害、零污染、低钠、低

矿等特性，凭借其优越的纯度和口感成为世界同类高端

水的佼佼者。冰湖野米生长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天

然湖泊。它的蛋白质、微量元素、膳食纤维比大米高得

多，是难得的珍稀食材。被称为“谷物中的鱼子酱”。

它具有营养价值高、低糖、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等特点。

存储几年都不发霉 ,不长虫。

3K167T

易纳购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INAGORA TECHNOLOGY (BEIJ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诚盈中心 1 号楼 10 层 1004、1005、

1006 单元

电话：13858176147 

邮箱：shenzhenxing@inagora.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区域豌豆公主品牌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獭祭品牌日本清酒：1、清酒中的贵族，高端清

酒 2、日本首相招待其他国家元首的国宴用酒 3、日本米其

林餐厅的专用酒；产品特点：1、纯米酿造2、精米步和（二

割三分、三割九分、50）3、手工酿造与现代化结合，辅以

实时数据监控

3K168T 

南通三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ante 

地址：南通市崇川区紫琅 30 号狼山工园 10 号楼 3 楼西

侧                  

电话：0513-80206616                  

传真：0513-85509771                        

邮箱：336918147@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拓展、开发采购经销商渠道、行业交流                    

展品介绍：1. 欧洲 sante 麦片系列多样，可以零嘴干吃

及搭配牛奶冲泡，除了保证机体的能量供应，更注重营

养元素搭配。2.Seeo 燕麦生长在接近极昼的夏天，夏天

午夜阳光的哺育着芬兰燕麦，千湖之国的纯净水源滋养

着芬兰燕麦。颗粒大而饱满的芬兰燕麦也以优秀的品质

回报着大自然的馈赠。3.Reeva 选用的小麦粉出自澳大

利亚小麦种植区，充足的日照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孕

育了澳洲小麦纯净的品质。制作出来面条麦香纯正浓郁，

色泽自然柔和，口感十分劲道爽滑。

 3K171T/3K172T

上海思诺索拉贸易有限公司

EXIOM FOOD S.L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 185 号圣御大厦 302B                   

电话：18058580715                 

邮箱：jian.sun@exiomgroup.com.cn                  

参展目的：经销商渠道拓展，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1. 蓓琳娜 PDO 特级初榨橄榄油来自西班牙巴

埃娜法定产区，每一瓶都拥有原产地保护认证，每一瓶

上的原产地保护标志上都拥有自己唯一的数字编号，通

过数字编号都可追溯到原产地。2.PDO 认证代表着橄榄

油高品质的认证，西班牙橄榄油产量中大约只有 30% 的

橄榄油能获得此认证。3. 蓓琳娜特级初榨橄榄油的酸度

≤ 0.3%，国际标准≤ 0.8%，越低的酸度代表着更佳的

口感，更高的品质以及来自更新鲜的橄榄果压榨而成的

橄榄油。

3H17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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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辉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JV Vitamark-Ukraine LLC

地址 : 22,  Visokiy lane, Odessa city, Ukraine

电话 : + 380482344043、+ 380482344043

邮箱 : e.danilyuk@vitmark.com 

参展目的: To fide new clients- distributors and retailers 

for Chinese Sales Office

展品介绍 : Vitmark-Ukraine 维特玛克 - 乌克兰非酒精类

饮品、果汁产品及儿童营养品领域的领军企业。Vitmark-

Ukraine 维特玛克 - 乌克兰已经有 20 年的历史，该企业

在成立初期收购了原国内最大的“国营婴幼儿营养品加工

厂”( 有着 90 多年生产经营的加工厂）。有企业所属的原

料种植基地，在敖德萨州和文尼查州建有的两个果汁加工

工厂。

活出国际贸易 (深圳 )有限公司

Into life Trading (Shenzhen) Co. 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电子科技大厦C座 37楼 F1室              

电话：0755-83287832(深圳 )，852-69063833(手机 )

传真：852-23570741                   

邮箱：helenwong@into-life.cn                      

参展目的：诚招华南及华中地区红白酒代理商及经销商

展 品 介 绍：1.Cantina Sant' Evasio Moscato D'Asti 

2017, Italy/ 圣伊瓦西奥酒庄“莫斯卡托”甜白葡萄

酒 (意大利 )2.Pounamu special selection Sau. Blanc 

2017, New Zealand)/绿翠石 精选白苏维翁白葡萄酒 (新

西兰 )3.Rusden Good Shepherd Malbec 2017, Southern 

Australia/ 鲁斯登酒庄 “出色牧人”红葡萄酒 ( 澳

大利亚南澳州 )4.Ulithorne "FAMILIA" Shiraz 2016, 

Australia/ 优乐颂酒庄 “法米利亚”红葡萄酒 (澳大

利亚麦克拉伦谷)5.Pierre Mignon Grande Reserve Brut 

NV, France/米隆家族特级珍藏香槟 (法国香槟区)

3H181T/3H182T  3H177T

上海加贝商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JiaBei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曹杨路 619 号近铁云中心 10 楼 D 座                  

电话：021-52581781                    

邮箱：xianghe6116@163.com                 

参展目的：产品宣传和代理招商                                              

展品介绍：加拿大芥花籽油是加拿大种植者采用传统的育

种技术，去除了油菜植物中的不良成分（芥酸和硫代葡

萄糖苷）培育而成，双低油菜籽经过压榨提炼可以得到

芥花籽油，为了与普通菜籽油进行区分这种新的油品被                                               

命 名 为 -Canola, 即（Canda 加 拿 大）O(Oil 油 )L(Low)

a(acid 酸 ) ，卡诺贝特芥花籽油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

产自加拿大黄金产区，非转基因，无化学添加，油烟点高，

是一款适合煎炸和炒菜的健康食用油！

3H174T  

广州莱切贸易有限公司 

ChinaWay Guangzhou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141 号之一 1101 房                

电话：020-362972664               

传真：020-362972664               

邮箱：lavin@chinawayltd.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食品及饮料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多款进口波兰伏特加、配制酒、起泡酒！风味

独特，口感细腻 ，多种口味，冷藏后味道更佳！  

3K175T 

杭州康可进出口有限公司 

HANGZHOU CONCORD IMP. & EXP. CO.,LTD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 445 号物产国际大厦 21J                   

电话：0571-85282116                    

传真：0571-85282076                    

邮箱：michael@hz-kk.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百年传承，古法压榨德国布兰德勒原装进口各

种优质健康食用油：核桃油、亚麻籽油、南瓜籽油、葡萄

籽油、小麦胚芽油、牛油果油、红花籽油、开心果油、芥

花油（菜籽油）等。

3K176T

青岛尚客优品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Shangkeyoupin Trade Co., LTD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双元路 20 号蓝海港湾 3-2-903 室 

电话：0532-87934301       

传真：0532-87934301       

邮箱：18669808945@163.com 

参展目的： 推广产品品牌，招商西南、西北、华中等省

市级代理。展品介绍：欧洲进口自然如斯（Naturalis）

果汁系列及其节假日礼盒，( 包括 lL 利乐纸盒装 / 精品

250ml 玻璃瓶装 / 大瓶 1L 高档玻璃瓶装 )，自然如斯韩式

米饼，韩小梅海苔及其他休闲零食类。

3H178T

 金辉煌供应链

Guangdong Gemflavor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620 号瑞安创逸 T1 栋

1309                 

电话：020-85279207      

邮箱：hellahela@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介绍产品                                             

展品介绍：金辉煌腊味 – 不含瘦肉精，不加人造肉，不

加淀粉，不加色素，不含香精；金辉煌粽子 - 泰国香糯，

名贵食材，炒制工序，蛤蒌添香；金辉煌月饼 - 曲奇饼皮，

莲蓉正宗，鲜打蛋黄，铜锅炮制。“有食神”系列腊肠、

月饼 - 将心比心，用工匠精神制作每一款腊肠，每一枚

月饼，是对传统食品品质的坚持，也是给予消费者美好的

享受与祝福。“一屋包包“”包点：黄金分割皮馅比例，

打破传统外皮升级，冰淇淋级冷冻技术，精细品质巧制馅

料。

3K179T

广西越芽庄贸易有限公司

Into life Trading (Shenzhen) Co. Ltd.   

地址：广西南宁            

电话：17600575177                

邮箱：55385180@qq.com                    

参展目的：招聘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越南咖啡 越南腰果 越南榴莲饼 水果干系列

3K184T

沈阳茂世泰成商贸有限公司

Shenyang Mosty Trade Co.,Ltd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二路6-7号 2门

电话：024-31694337 

传真：024-31694337 

邮箱：328108674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椴树蜜比一般蜂蜜更能补血、润肺、止咳消渴、促

进细胞再生，增加食欲和止痛等多种疗效，是蜂蜜中难得的佳

品。麻花头蜜又称蓟蜜，是不可多得的药用蜂蜜，其作用除黑

眼圈、抗辐射、护肝明目、健脾养胃等功效，尤其对于易焦虑、

压力大、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的工作一族，以及肝脏受损，

肝脏功能衰弱，肠胃炎症人士有极好的保健作用。蜂蜜浓缩了

天然麻花头的全部精华，是加班、熬夜、压力大人士的健康首选。

3H185T

天津市恒谷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二纬路 1号 201 室

电话：022-24991092                 

传真：022-24993364                  

邮箱：office@tjnakatani.com                   

参展目的：开拓新的销售通路，推广梅乃宿、白鹿产品                                            

展品介绍：1、梅乃宿柚子酒：每 720ml 中参入大量的

日本产的柚子果汁，融合了梅乃宿的日本酒。2、蜜柑

酒：大量使用日本蜜柑，充滿水潤果汁感的果實酒，微

甜爽口的酸味，冰鎮或是加入冰塊飲用都非常美味。3、

白鹿 黑松白鹿特别本酿造山田锦：使用兵库县产山田

锦酒米，和日本的西宫“宫水”，在以丹波杜氏酿酒师

代代相传的“白鹿传承蒸米工艺”来精心酿制出的别特

本酿造酒。4、黑松 纯米 糯米四段酿：在清酒传统酿

造中既有的“初、仲、留”三段酿制工艺的基础上，通

过增加第四段添加糯米来调整口感的酿酒技法。

3H186T

上海帛诺商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buono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中德路225号1号楼106-107室                                                                                 

电话：400-9057909                   

邮箱：buonotrade@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专注于以欧洲，中国境外其他地域优质

乳制品，及各类食品采购代理和营销代理。本公司美妙

可来自西班牙，采用优质奶源做成常温酸奶，味道纯正，

含有多种益生菌和乳酸菌，特添加维他命A、D和液体钙，

促进肠道消化，改善肠道环境。本公司牧琴牛奶来自意

大利托斯卡纳牧场，牛奶是超高温灭菌乳，完全锁住牛

奶原有的营养，而且只能优质的奶源才可以进行超高温

杀菌。

企业名称：凱利達（澳門）發展有限公司 

K&D (MACAU)DEVELOPMENT LTD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258 號建興龍大廈 19Q

电话：+853 28352836

展品介绍：主  營：進口食品、西班牙紅酒批發零售

公司成立 10 多年來，一直從事商品貿易、商務禮品設

計與製作、媒體廣告服務的業務。服務品質在客戶群中

受到好評。

在商品貿易方面，公司一直代理馬來西亞猫山王急凍榴

蓮、UC 袋裝咖啡和美國紐崔芮沃保健品及其他品牌的紅

酒、食品。

3H189T 3K193T

诺霸乐事株式会社

NOVAREX CO., LTD

地址：首尔市瑞草区瑞草大路 78 路 509 层

电话：+86 15944287231  +82 10-5120-8868

传真：+82 02-587-0021

邮箱：zhangheyuan@novarex.co.kr

参 展 目 的： 宣 传 产 品， 提 高 我 司 在 中 国 的 知 名

度。 

展品介绍：我司是韩国销售额第一的一般食品保健食品

制造业。主要是参展一些我们在韩国制造的果冻，软糖

代餐粉等一些一般食品与保健食品。希望中国的消费者

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提高我司在中国的知名度。

3K187T

杭州必进商贸有限公司

Hangzhou BiJin Trad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华丰路 2号 10 幢 320 室 

电话：0571-86470021 

传真：0571-86470021 

邮箱：hzbjsm@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法国爱登森林牛奶（全脂 + 脱脂）、奥地利

纽爵牛奶（全脂 + 脱脂）、马来西亚纳茨饮料等；所有

参展产品保质期均是12个月，牛奶也分低中高端三种，

根据客户需求可以不同选择。我司牛奶供应链强大，每

月到货稳定，皆是原装进口奶，品质有保障，价格有竞

争力。

3K188T

宁夏懿带优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Ningxia Belt Youlu Import and Export Trading 

Company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西羊市105号 

电话：13276823336  

邮箱：497433661@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派拉得藏红花冰糖是精选伊朗顶级活性藏红花与

单晶糖熬制，且冰糖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常吃

冰糖可以起到化痰止咳的功效，配合藏红花药性，具有活血

凉血、清热解毒、化瘀化滞。椰枣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称

为沙漠面包，椰枣富含天然果糖及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其

营养成分很多，含有矿物质，如镁、铁、磷、胡萝卜素、维

生素c、维生素b1，b2等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椰枣表皮

的白色粉物为天然糖衣，可食用。椰枣果肉味甜，营养丰富，

可作粮食和果品食用，是纯天然的营养佳品！

3K191T

东莞市爱客发贸易有限公司

ICFA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电话：13713804195                

传真：0769-81666499               

邮箱：82585134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ETTME经典奶茶结合了冲泡茶与纽西兰乳源，加

上台湾奶茶的工艺与独特配方，创超出独一无二的奶茶滋味，

不含防腐剂，色素。ETTME经典奶茶强调浓郁的乳香，使用

纽西兰乳粉，不惨杂任何奶精原料，用茶叶冲泡，而非茶粉

或现成萃取液。

3K192T

澳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A Q U A V I N T A G E  M A C A U  T E C H N O L O G Y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258 號建興龍大廈 19Q

电话：+853 28352836

展品介绍：主  營：西班牙紅酒批發零售

我司代理的產品包括以下幾個系列產品（已經獲得澳

門和中國大陸的代理權），山谷小屋酒莊（Bodegos y 

Vinedod Casa del Valle) 位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亞 -

拉曼恰（Castilla La Mancha) 葡萄酒產區，現隸屬

于奧拉希酒莊（Grupo Bodegas Olana) 旗下。長相思

（Sauvignon Blanc), 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

梅洛（Merlot) 等。從葡萄種植到葡萄酒釀造酒莊都采

用先進的管理系統全程嚴格地監控，酒莊出產的葡萄酒

中有部份酒款曾多次在世界各地的葡萄酒大賽中獲得獎

項。

3K194T

绥芬河市俄易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suifenhe Eyitong import and export 

co.LTD

地址：绥芬河市伊戈尔商城 2楼 B7-1 厅

电话：0453-6956456

邮箱：15532270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省区

代理商。

展品介绍：俄罗斯小刺猬饼干 30 多种口味、天使巧克

力 20 多种款式和口味、小蜜蜂软糖 10 多种口味、库班

大豆油、葵花油、梅尔列塔牛轧糖系列 、巧克力乐园

蛋卷榛仁糖系列等。

3K19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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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红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dong Red Mud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柳青河街道南京路东段柳青河

农贸市场 1号楼 A座 504 室                  

电话：0539-6376693                 

传真：0539-6376693                 

邮箱：597310234@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棒仕橄榄油代理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Pons棒仕特级初榨橄榄油，

葡萄籽油，

Pons 棒仕婴童特级初榨橄榄油，法国，西班牙原瓶原装进

口干红葡萄酒

小城故事国际有限公司

CADIN LTD. 

地址：新北市泰山区泰林路2段 522巷 14号 11楼        

电话：18677640886               

邮箱：562192727@qq.com                  

参展目的：寻求经销商、代理商、产品推广、渠道铺货                                              

展品介绍：本公司生产产品：鲍鱼卷、墨鱼卷、海参卷、彩蛋

卷，纯手工制作不添加防腐剂，适合酒店餐饮、商超、生鲜渠

道批发，开袋即食、真材实料、口感鲜、香、脆，老少皆宜，

不管是正餐还是创新小零食，皆适宜。

3K208T3K202T

深圳市欣宇荣商贸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YURONG TRADING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储运路 46 号 4 栋 2 楼                  

电话：0755-21677525                  

传真：0755-21677525                  

邮箱：55402571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                                              

展品介绍：D-Jack 膨化食品源自于马来西亚奇甜食品有限

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87 年，有着近三十年的丰富食品

生产经验，还获得了马来西亚沙巴州政府颁发的当地制造

商最高级别的优秀工业奖。而怒食鸟系列是该品牌在全球

市场产品中最畅销的。论包装该系列拥有寓意着吉祥如意

四款包装，论做工我们承诺片片口感一致，论口感我们包

装片片香脆，绝不口干。

3K197T

东莞市健达贸易有限公司

DongguanJiandaTradeCo.,Ltd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光明路 2号永利达科技园一栋一楼      

电话：0769-23176406                   

传真：0769-22658520                   

邮箱：139886697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阮香婆紫菜肉松蛋卷、阮香婆花生脆糖、阮香

婆猪肉粒、 阮香婆肉脯、阮香婆猪肉脯、阮香婆山楂汉堡、

阮香婆日式话梅、阮香婆盐津陈皮丝、阮香婆葡萄干、阮

香婆九制香草榄、阮香婆陈皮丹、阮香婆无花果、阮香婆

沙琪玛、阮香婆鸡蛋卷、阮香婆杏仁饼、阮香婆鸡仔饼、

阮香婆核桃酥、雍雪冰糖燕窝、雍雪红枣燕窝、雍雪金丝

燕窝。

3K199T/3K200T

上海日清油脂有限公司

SHANGHAI NISSHIN OIL & FATS LTD.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388 号 1607A 室   

电话：021-64456777*833   

传真：021-64668175     

邮箱：wangql@sh.nisshin-oillio.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区代理商，区域不限。                                        

展品介绍：                                          

1、日本原装进口食用油：红花籽油、葡萄籽油、芝麻油、

芥花籽油、食用调和油

2、中高端国产食用油：高油酸葵花籽油

日清奥利友集团成立于 1907 年，是日本食用油和加工油

脂的龙头企业。

上海日清油脂是日清奥利友集团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是

日清食用油在中国的独家官方进口商，能够保证产品品质

与稳定供货。

3K201T

北京特菲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Tefeeo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王四营脆村南西区一层 A010           

电话：13051960658          

传真：010-81608614                   

邮箱：132592893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黑龙江、河南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特菲奥玉米片是公司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生产，

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使产品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在其

存在的 20 多年中，产品铺满了印尼的大小超市，赢得了

大众消费者的信任和喜爱。

我们公司允许在每个生产阶段控制高质量标准。我们认真

选择供应商，只使用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中经过严格测试

的高品质原料。

3K204T

广西越芽庄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南宁            

电话：17600575177                

邮箱：55385180@qq.com                    

参展目的：招聘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越南咖啡 越南腰果 越南榴莲饼 水果干系列

3K206T

天津味之源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Weizhiyu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与凌宾路交口西南侧奥城商业

广场18-1-1615                  

电话：18526295570                     

邮箱：583477540@qq.com                   

参展目的（限 20字内）：诚招全国各区域合作商，实现 Word 

food to China                                               

展品介绍（限200字内）：土耳其梅苏果汁，安卡拉意面，派

迷饼干蛋糕，又及意面酱，泰国奇亚籽，马来西亚虾片，大果

粒，韩国打糕条，越南瓦夫 ，德国啤酒 等产品 

3-4A001T 

米咖（上海）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MIC(SHANGHAI)FOOD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620号         

电话：021-54501033       

传真：021-54501033       

邮箱：jing.cao@gmfood.es     

参展目的（限20字内）：诚招中国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限200字内）：西班牙原装进口葡萄酒，西班牙原

装进口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休闲食品，西班牙原装进口火

腿等。

3-4A002

天津味之源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Weizhiyu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与凌宾路交口西南侧奥

城商业广场 18-1-1615                  

电话：18526295570                     

邮箱：583477540@qq.com                   

参展目的（限 20 字内）：诚招全国各区域合作商，实

现 Word food to China                                               

展品介绍（限200字内）：土耳其梅苏果汁，安卡拉意面，

派迷饼干蛋糕，又及意面酱，泰国奇亚籽，马来西亚虾片，

大果粒，韩国打糕条，越南瓦夫 ，德国啤酒等产品 

过增加第四段添加糯米来调整口感的酿酒技法。

3-4B003T-A 

潍坊新博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EIFANG SUNFLOWER INTERNATIONAL TRADE INC.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新华路5608号  

电话：0536-8184616   

传真：0536-8591982   

邮箱：kai.t@foxmail.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介，诚招全国省市级代理   

展品介绍：格鲁吉亚天然冷压榨无添加有机纯果蔬汁等原瓶

进口健康食品 

深圳诺尔信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Promiser trad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布吉路天乐大厦 1903  

电话：0755-23613030    

邮箱：info@promiser.cn 或者 lisa@promiser.cn  

参展目的：招经销商、批发等等                          

展品介绍：丽鹊儿拥有自己的研发部门、生产部门和销

售部门，先进的生产技术保证了在生产过程中不破坏产

品中的自然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对生产过程的严格监

控以及先进的数字监控设备，确保了丽鹊儿产品的质量，

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其产品已销往世界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PlanTree（保罗森）泡腾片，正是由德国丽鹊儿，

经过十几个月的潜心研发和测试研制而成。保罗森泡腾

片是针对亚洲人口感和营养配比而研发的一款产品，该

产品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检验检疫局的审核。等等

3-4A005T-1   3-4A006T-1

浙江佐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Zhe Jiang Zuo Qiao import&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888 号                 

电话：18458313857 

3-4B003T-B1 

桑哆仕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SANGDUOSH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虹口区塘沽路 309 号                  

电话：18621585542                    

邮箱：sangduoshi.lia@hotmail.com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招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注经营意大利原装进口高端食品产

业！限公司旗下独家代理意大利四家公司品牌（FICINI、

FRESKO、MY WISH、LA BUONA TISANERIA、MAURIZIO 

RUSSO、TERRA SICILIAE ). 咖啡豆、咖啡胶囊、速溶热

巧、冰沙、冰奶油冰淇淋预拌粉、固体饮料、花草茶、

酒心巧克力、BABA’蛋糕、糖果、蜂蜜、坚果调味酱等等。

3-4B003T-B2

中山福礼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安兆街10号四楼

电话:0760-88633316

传真:0760-886333116

邮箱:2281216444

参展目的（限200字内）:诚招全国代理商及海内外合作商

展品介绍:澳门福礼食品、澳门渔港海产是根据澳门传统工

艺制作，产品使用澳门条码及LOGO是具有澳门特色的食品

3-4A005T-5

新疆北方箭达贸易有限公司

XINJIANG BEIFANGJIANDA TRADE CO.LTD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光明路59号时代广场A座

电话：0991-8531798

传真：0991-2859320

邮箱：115140554@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格鲁吉亚葡萄酒及文化，东欧健康产品。

展品介绍：特色亲民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口感纯正品质恒定。

健康的东欧特色健康产品：纯天然的俄罗斯蜂蜜、西伯利亚

的沙棘汁和沙棘油。面向全国招代理商和经销商。

3-4A005T-6

绥芬河市润龙进出口有限公司

Suifenhe Runlong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办公楼二楼219-8室                  

电话：0453-3958299        

传真：0453-3958299        

邮箱：1134319994@qq.com   

参展目的：全国内诚招代理商、经销商及线上平台合作商  

展品介绍：马来西亚原装进口GOLDEN EAGLE与LUBOV品牌咖

啡

3-4A006T-3   

绥芬河市润龙进出口有限公司

Suifenhe Runlong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绥芬河综合保税区管

委会办公楼二楼 219-8 室                  

电话：0453-3958299        

传真：0453-3958299        

邮箱：1134319994@qq.com   

参展目的：全国内诚招代理商、经销商及线上平台合作

商  

展品介绍：马来西亚原装进口 GOLDEN EAGLE 与 LUBOV

品牌咖啡

3-4A006T-3

澳大利亚健康食品出口平台  

VICFARM 

地址：8 YARRA STREET, HAWTHORN VIC 3122 MELBOURNE 

AUSTRALIA                    

电话：+61 421 699 579                   

邮箱：JOYCE.MENG@VICFARM.NET.AU                   

参展目的：展示澳洲健康食品，寻找国内实力经销商                                            

展品介绍：维农汇总公司在墨尔本，产品包括：乳制品

（包括奶粉）、蜂蜜、食用油、功能食品、休闲食品、

饮料、面粉等中国市场需要的澳洲健康食品。其他农产

品，如羊毛被、植物产品等。目前入驻维农汇的澳洲厂

家，包括著名上市公司Freedom Food 等。我们将分阶段，

逐步为你丰富产品。

3-4A006T-4   



150 151

上海高登芙食品有限公司

Golden Food International(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古北路 1699 号 601 室             

电话：021-64781531       

邮箱：mandy.ye@goldenfoodinternational.com 

参展目的： 招全国各地的代理商                 

展 品 介 绍： 上 海 高 登 芙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是 GF 

International Holdings Pte., Ltd ( Singapore ) 下属

中国分公司（上海。）。主要从事于把东南亚一带最具当

地特色的美味休闲零食引入中国市场，进行持续性本土化

经营。公司现已引入的产品包括：“WAH 哇”品牌下的木

薯薯片、薯条、虾球等系列化印尼特产食品，以及“Ztars

芝塔士”品牌的芝士威化产品。未来 GF 公司还将不断引

进其它多种不同品类的异国休闲零食，例如糖果、巧克力、

咖啡、奶茶、干果等等，我们希望能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更

多更缤纷炫丽的美味选择。

云南康福茶业有限公司

Yunnan kang fu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7号滇创季官产业园2楼  

电话：400-088-9158             

传真：     

邮箱：3395018626@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渠道招商           

展品介绍：精选生态优质的普洱茶为原料，通过传统自然酿造

工艺二次发酵，精华自然产出，发酵周期长达180天以上，将

普洱茶和醋的功效完美结合，富含茶多酚、儿茶素、酵素、膳

食纤维、有机酸及多种益生菌，营养丰富、口感独特，清理肠

胃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力。无添加防腐剂、色素、香味精、

甜味剂，通过绿色食品认证，是一款自然生态、保健的健康饮品。

3—4B009T3-4A007T-5/3-4A007T-6  

天津鼎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苏、湖北、四川等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Prima 品牌系列果汁是 KEAN 倾力为亚洲消费者

打造的一款产品，KEAN 果汁企业 1949 年成立于塞浦路斯

立马索尔，迄今已经 60 余年历史，产品秉承 KEAN 一贯的

传统，精选上好原料制成。消费者可以通过 PRIMA 品尝到

来自于地中海新鲜水果的味道，产品中丰富的维生素含量

能满足人体全天的需求，100% 果汁，不添加蔗糖让您尽享

健康美味

3-4A007T-1

南京琦安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anjing Chiant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西祠街区 18 栋 202 室 

电话：025-58505305 

邮箱：15905172611@163.com 

参展目的：进口零食产品，诚招全国各省市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代理欧洲、亚洲进口饼干、脆片等零食产品，

诚征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健康美味

3-4A007T-2 

美之源（深圳） 生态食品有限公司

Meizhiyuan(Shenzhen) Ecological Food 

Co., 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李朗国际珠宝产业园 A41003                   

电话：0755-84505896                    

邮箱：636927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FUNPOPS 快乐冰沙，美国原装进口水果冰沙，

畅销美国80年，纯水果提取液，植物果糖，与纯净水的结合。

成分天然，久冻不结块，冻好后一直是冰沙状态，是国内

首款纯水果便携式冰沙。最出彩的特点：FUN POPS 快乐冰

沙冻好的冰沙，跟各种高度酒可以调制鸡尾酒。果香与酒

香完美结合。是 DIY 鸡尾酒的最佳搭配。主要销售渠道：

KA 商超，BC 超市，便利连锁店，餐饮酒吧 KTV.   

3-4A007T-3,/3-4A007T-4  

青岛禾瑞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QINGDAO HE RUI TU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杭州路 9号 6号楼                

电话：13708988730                

邮箱：44379872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合作                                          

展品介绍：欧洲进口糙米棒，糙米饼，玉米脆片，欧洲进

口果汁，欧洲进口巧克力，欧洲进口饼干，欧洲进口矿泉水，

价格亲民，利润空间大，品牌价值高 

3-4A008T-3/3-4A008T-4 

广州市广喆田食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angZheTian Food Co.Ltd

地址：广州市广喆田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20-81411650

传真：020-81532922

邮箱：1277359733@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各大城市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马来西亚果冻、马来西亚果汁可吸果冻、马来

西亚薯片、台湾果冻、台湾曲奇饼、泰国紫菜、越南饼干、

越南蛋糕、西班牙巧克力 & 水果糖。雅米熊猫和熊猫先生

是广州市广喆田食品有公司的自主品牌，专营各类进口休

闲食品。产品包装以熊猫的 IP 形象为设计素材，以童心

童趣的设计理念，深受各年龄层消费群体的喜爱，产品包

含果冻、紫菜、饼干、蛋糕、糖巧、膨化等进口休闲食品。

3-4A008T-6

北京明大天润商贸有限公司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展示产品，寻求合作

3-4B010T/3-4C012T

中山市南头镇秋果食品饮料厂

地址：中山市南头镇滘心村益耕路（中山火力发电厂北面）

电话：4000125056

传真：0371-55003366

邮箱：60961611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经销商，打造行业新爆品

展品介绍：

中山市秋果食品饮料厂是一家专业从事生榨饮料、鲜榨果汁饮

料、维生素能量饮料、生产、销售和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秋果生榨椰子汁，更新鲜、口感更天然；不加香精，保持纯正

口味；不添加防腐剂，安全又健康。公司成立以来经过秋果家

人的共同努力，产品已遍布河南、广东、湖南、湖北、江苏、

浙江、河北等地区、成为倍受消费者欢迎的健康趋势饮料。

3-4C011T

广东好食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good food multi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晓翠路以东环市北路以北“创

鸿国际”第五幢 A梯 2303 号

电话：0663-8205566

传真：0663-8205866

邮箱：715546128@qq.com

参展目的：推广“ddung 冬己”&“好食多”品牌

展品介绍：“ddung 冬己”&“好食多”品牌休闲食品，

奉行“天然、健康、好吃、营养、特色”的经营理念，

在立足科技发扬本土传统优良美食的基础上，筛选并研

发符合东亚人饮食习惯的国际化产品，把世界各地的美

食带给中国的消费者。力争让每一位消费者都体会到非

一般的感觉！

3-4B013T

巧妈妈食品有限公司

CLEVERMAMA FOOD CO.,LTD.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东石井林工业区          

传真：0595-85789491                    

电话：0595-85750992                    

邮箱：99542654@qq.com                   

参展目的：打造中国高端布丁甜品领导品牌      

展品介绍：巧妈妈布丁，坚持采用86℃保鲜灭菌制作工艺，

坚持每一罐加入25KG新西兰奶粉，坚持采用日本大洋研究

所联研配方，让口感更纯正、营养更丰富，绵密醇厚、奶香

浓郁的味蕾感受，传递着爱、时尚、小资情调和宠爱自己的

愉悦体验，巧妈妈布丁，每一口都是微笑。

黄老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UANGLAOWU,FOOD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峰汇中心一号楼 703

电话：010-85678735

传真：0832-8625205

邮箱：3437998835@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招商

展品介绍：黄老五花生酥，酥脆化渣不粘牙，无防腐剂

和添加剂，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三百年历史；新

品牌“焙芬奇”专注烘焙 35 年，台湾匠心 展 示、

宣传新品、与经销商洽谈、合作

3-4C016T  4B004T

巧妈妈食品有限公司

CLEVERMAMA FOOD CO.,LTD.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东石井林工业区          

传真：0595-85789491                    

电话：0595-85750992                    

邮箱：99542654@qq.com                   

参展目的：打造中国高端布丁甜品领导品牌      

展品介绍：巧妈妈布丁，坚持采用 86℃保鲜灭菌制作工

艺，坚持每一罐加入 25KG 新西兰奶粉，坚持采用日本

大洋研究所联研配方，让口感更纯正、营养更丰富，绵

密醇厚、奶香浓郁的味蕾感受，传递着爱、时尚、小资

情调和宠爱自己的愉悦体验，巧妈妈布丁，每一口都是

微笑。

3-4B014T

青岛格林玛特商贸有限公司

QINGDAO GREEN MARKET TRAD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京口路 47 号百通大厦 505

室       

电话：0532-68077346     

传真：0532-68077346      

邮箱：lxqsally@163.com                    

参展目的：打造北美第一平台 期待与国内更多品牌合

作                                             

展品介绍：参展的为我司代理品牌，如下：1、香飘飘 2、

蘭芳園 3、王老吉 4、生和堂 5、卫龙 6、康师傅 7、

椰树椰汁 8、鹃城牌 9、五丰黎红 10、鱼泉 11、稻香村 

12、甘源   13、北冰洋  

3-4C015T

延边州雅客长白甘泉有限公司

地址：生产公司：延边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红丰村 ( 营

销中心：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罗山街道社店工业区清安

路 7号雅客食品有限公司 ) 

电话：0595-82029176/ 手机：19959979901

传真： 

邮箱：hyljs@yakefood.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延边州雅客长白甘泉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成立，是雅客集团全资子公司，由雅客集团

历时三年酝酿、规划、组织，水源地位于世界三大水源

地之一、素有“中国矿泉水之乡”之称的吉林省延边州

安图县。当今矿泉水市场，优质水源地已经成为所有企

业竞争的新焦点，也成为企业重要品牌推广诉求点。如

今的快消品市场，消费升级已是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更天然更健康的饮品。雅客集团

洞察行业机会，创建“雅客长白甘泉”。

4A001T/4A002T

陕西巅蜂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BEE TOP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长安路 1 号会展国际大厦

2705

电话：029-85564194

传真：029-85564194    

邮箱：836574483@qq.com 

参展目的：提高产品知名度，开拓产品全国销售市场。

展品介绍：巅蜂 • 蜂蜜水采用了分离式设计，将蜂蜜与

水分开存储，规避了传统饮品为保鲜而使用添加剂的问

题，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崇尚养生、健康的消费理念，

真正做到了从原料无添加到饮用纯天然。巅蜂 • 蜂蜜

水在保证蜜饮新鲜口感的同时，达到环节上无添加，久

放不变质。

4B003T

山东一品堂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05357296308（手机：13371368889）

地址：山东省莱阳市（梨乡）

传真：05357296308  

邮箱：2838603998@qq.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东一品堂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

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公司产品线已经发展成为以高端产

品“一枝笔”保健莱阳梨为主的几大品类，十多个种类

的产品，其主打产品“一枝笔”保健莱阳梨汁是经国家

卫生部批准的唯一的“健”字号保健食品，具有清咽润喉，

不怕火的保健功能。公司从台湾、瑞士利乐公司等引进

国外先进饮料生产线 4 条。公司先后通过了 IS09002 国

际质量体系认证及产品认证、HACCP 认证，拥有资产 3.1

亿元，在职员工 340 人，其中技术管理人员 50 多人。

4A005T/4A006T/ 4B007T/4B008T

椰树集团海南椰汁饮料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支华路 41 号

电话： 0898-66514474（手机 13687589456）

传真：

邮箱：717846588@qq.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245罐椰、310罐椰、245苗椰升、椰合意盖、

330利乐钻、500利乐钻、1.25椰汁、火山岩矿泉水（370ml

和5L）、菊花茶（245ml*4*6和1L）、麦香豆奶（245ml）、

荔枝爽（245ml）、椰子水（330ml）。

4A009T/4A01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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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珍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Kunming gemmy food co.LTD 

地址：昆明茨坝矿机厂内  

电话：0871-96588  

传真：0871-64110287  

邮箱：j.zhou@gemmy.com.cn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 ,新品展示 ,渠道发展    

展品介绍：珍茗山泉来自云南高原雪山 ;云水典范 . 钻石

品质 , 透明瓶盖 ,100% 食品级材质 , 全新光滑质感 , 流线

型瓶型,全镭射瓶贴,雪山型底座,环保包装,全新升级. 

珍茗山泉四大天然水源均历经数百年渗透、过滤和沉淀，

蕴含丰富的偏硅酸、钙、镁、钾等有益元素，口感清冽甘

甜。一直坚持水源地建厂和灌装的理念，结合其行业领先

罐装系统，保证每一瓶珍茗山泉的质量和食品安全，致力

于将最优质的天然水经过最小限度的处理，最大程度的保

留水中有益元素，确保每一瓶水的纯正口感.珍茗山泉“泡

茶特别香”。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Hubei Shendan Healthy Food Co.,Ltd.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一路177号  

电话：15387076528  

传真：027--87398088  

邮箱：1205222514@qq.com   

参展目的：了解行情、促进交流、品牌宣传及招商。

展品介绍：神丹公司是以蛋制品加工为主，融蛋禽饲养、饲料

加工一体的企业。年加工蛋品10万吨，饲料36万吨。产品有

皮蛋、咸蛋、保洁鸡蛋、茶叶蛋、蛋黄、水煮蛋、温泉蛋等。

通过了ISO22000、ISO9001管理体系认证、GAP认证；牵头起草《皮

蛋》国家标准。产品畅销全国市场及各大网上商城，是家乐福、

沃尔玛、麦德龙“全国最佳供应商”，肯德基、麦当劳蛋品供

应商，出口到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国际市场。招商电话：027-81613356

4C027T  4C023T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luhua group

地址：天府新区福州路 88号；金牛区人民北路 2段 9号；

成都市成华区嘉陵江路 8号 

电话：0535-7282323       

传真：0535-7282323       

邮箱：sunjianliang@luhua.cn 

参展目的：发展鲁花食用油、调味品、米面三大系列产品

渠道经销商。

展品介绍：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

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集团公司现拥有员工两

万余人，下设 37 个生产基地，横跨食用油、调味品、米

面及蔬菜加工等多个行业。食用油年生产能力 150 万吨，

调味品年生产能力30万吨。主要产品有各类优质食用油，

特级酱油，香醋，大米， “FD 食品”等。  

4B011T/4B012T 

深圳和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塘岭路 1 号金骐智谷大厦

1701 室

电话：0755-83632100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招商

展品介绍：和鲜食品 专注于“0 添加”健康食品的生产 

和制造，旗下涵盖零添加健康食品、零添加果汁饮料、零

添加调味品三大系列产品。主要针对大健康、大容量、餐

饮消费市场，市场年需求量超六万亿元，市场前景广阔。

4C019T/4C020T

广州斧王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道 6 号 A 栋                

电话：15002029988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面对全国招商、宣传产品           

展品介绍：星期三的猫深挖年轻群体心里需求。提出咖啡

产品 

4B021T

郑州太阳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engzhou sun valley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郑州 •新郑市梨镇工业区双周路北侧                   

电话：0371-58686816      

传真：0371-58686816       

邮箱：3570031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县代理商。

展品介绍：卜体-葡萄糖补水液、艾菌客-奶啤、每日益菌-

乳酸菌饮品。

4C024T

内蒙古正北食品有限公司

drmabor

地址：包头市东河区南门外 21 号

电话：4006607890

传真：0472-4124036

邮箱：132642596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商超、批发市场和电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纯净方糖系列、无糖方糖系列、老姜黑糖方糖

系列、 葡萄糖方糖系列 、解酒方糖系列、红糖方糖系列、

餐桌调味糖系列（拉链式自立袋）

4B026T

上海谷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GOONA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399弄 56号 701室

电话：021-64260039

传真：021-64260038

邮箱：18850225398@163.com 

参展目的： 渠道拓展，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单身粮系列，谷耐牛乳饮品系列  

4C031T

礼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lifang Trade(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虹路683弄 3号 203A                   

电话：021-52272395                    

传真：021-34672360                    

邮箱：chenyuying.1215@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诚招省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母公司宏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台湾上市股票公

司，是拥有 40多年历史的巧克力以及烘培食品制作厂商，秉

持（诚信.创新.品质.服务）经营理念，旗下拥有（77）.（礼

坊）两大品牌。（77）品牌主力商品有；77蜜兰诺.77新贵派.77

乳加 .77We Made 牛奶饼等。（礼坊）品牌以精致的伴手礼为

设计理念，优质的礼盒设计风格，是您婚庆.节庆 .访亲 .商

务拜访的最佳伴手礼。 

4C033T

麦隆咖啡销售有限公司 

Mellower Coffee Sales 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绍虹路 99 号 601 室  

电话：021-63330970     

传真：021-63330972    

邮箱：ayo.yuan@mellowercoffee.com   

参展目的：宣传品牌和产品，促进交流，增加业务收益   

展品介绍：精品即饮咖啡系列，严选咖啡种植国单一产

地豆，原豆萃取精制，随时随地开启精品咖啡生活。麦

隆冻干即溶咖啡系列，精选哥伦比亚咖啡豆，采用先进

的冷冻干燥工艺，打造高品质即溶咖啡。麦隆挂耳咖啡

系列，以多国庄园产地咖啡豆，充分发挥麦隆烘焙技术

优势，带来犹如现磨咖啡般的优质风味体验。

麦隆咖啡，只为一杯好咖啡。

4C034T 

广东好心情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Guangdong Wonderful Foods Group Corp.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民营科技园金环路5号                    

电话：0754-82531333-198                    

传真：0754-88947952                   

邮箱：Smrt3@szonline.net                 

参展目的：为了扩大市场，开展更多的客户                                          

展品介绍：广东好心情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

主要从事糖果生产及国内外销售，我们是美国迪士尼中国区

的授权商。产品有棒棒糖、糖玩、牛奶糖、薄荷糖等等系列。

质量和信用是我们的座右铭。 

天津冠芳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TIANJIN GUAN FANG COLA BEVERAGE CO 

.LTD.

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泉州北路 118 号                  

电话：022-22124662                   

传真：022-22124662                  

邮箱：Nicole,yu@163.com                   

参展目的：提高我司山楂树下产品在全国经销商中的知

名度并达成合作。                                              

展品介绍：山楂树下系列产品充分展现了“鲜”“浓”“ 

无添加”

的产品特性，以及山楂药食同源的独特属性，山楂树下

品牌更是已经成为山楂品类领导者。

4C037T
4C041T/4C042T/4D043T/4D044T 

扬生（南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阳市南召县台湾华扬龙生科技                   

电话：4006687739                    

传真：

邮箱：henglikang@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 诚招全国优秀代理商 经销商                                               

展品介绍：华扬龙生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引进台湾的蔬

果酦酵菌种及技术，以传统的酦酵方式进行蔬果酦酵，

不同的蔬果原料所需的酦酵时间不尽相同，最长酦酵时

间需要 720 天。充分地将蔬菜、水果、蕈菇，中草药等

四大类共一百多种原料酦酵成为蔬果酦酵食品，并且同

时含有活性益生菌 1，000，000cfu/ml, 这就是优质纯

天然的恒利康酵素，恒利康酵素，养生、更养心。

4D035T

上海域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Land  base 

地址：上海黄埔区马当路 388 号 SOHO     

电话：58408782—826                    

传真：53865273                    

邮箱：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 . 云南 . 贵州 . 湖北等地 省

区代表经销商                                              

展品介绍：比利时谱乐之花，新西兰旋乐，比利时花露，

瑞士巧克力与爱，工作狂人 ，越南可滋。       

4D036T

甘肃甘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ansu Gannong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远达威•斯特大厦             

电话：09318733093           

传真：

邮箱：GYSGlanzhou@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有实力的饮料代理商、平台商                                               

展品介绍：甘肃甘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沙棘为原料

的深加工企业，原料优选甘肃子午岭及河西走廊一带沙棘果，

种植超过30万亩政府合作沙棘原生态基地，建立最优质的

原产地沙棘原料供应体系。公司荣誉出品“然萃”品牌“多

喝沙棘”系列沙棘果汁饮料，原浆全部出自庆阳华池工厂，

全过程无菌冷灌装，产出优质果汁产品，第三方检验合格；

目前饮料系列有320mlPET、300ml玻璃、1L利乐钻、5L无菌

袋装，在全国诚招优质代理商、平台合作商。

4C038T 

海口盛香食品有限公司   

HAIKOU SHEGNXIANG FOOD CO.,LTD  

地址：海南海口秀英扶贫开发区富康路6号           

电话：0898-68642858                           

传真：0898-68642858                           

邮箱：38538266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浙沪、重庆、四川、湖南等省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公司引进了2000多万元的椰子汁生产线，通过

研发并成功生产系列产品“椰贺”牌生榨果肉椰子汁、核桃

椰子汁、冰糖椰子汁、加钙椰子汁、无糖椰子汁、泰式鲜榨

椰子汁和“椰厨宝”牌浓椰浆、高浓度椰浆，以上产品以其

独特的工艺，选用新鲜肥厚椰肉通过30多道工序压榨而成，

保留原生态的口感和营养，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4D039T/4D040T 

云南乖乖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古城社区居委会

五组           

电话：0877-2087158            

传真：0877-2086168                 

邮箱：38597239@ynggsp.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 

4C045T

上海升诚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ShengCheng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418 号 A 座 305 室           

电话：021-64036633          

传真：021-64433733          

邮箱：tyf@fourseassh.ci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及零售商          

展品介绍：四洲饼干、四洲糖果、四洲甘栗、四洲方便面、

四洲膨化、四洲饮料、四洲蛋糕、四洲紫菜、四洲鱼肉肠、

进口日本礼盒等。 

4C04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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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

Guangxi Luobawang Food Co.,Ltd 

地址：广西柳州市福馨路六号楼四层

电话：0772-2106212

传真：0772-2106212

邮箱：chenli@lbwfood.cn 

参展目的：招商，扩大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月，

位于柳州市福馨路 12 号六号楼，占地面积 12000 多平方

米。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朝着以发展生产“工业化、标准化”

为目标，目前已经具备一条从产品研发、原料采购、生产

加工、严格杀菌、产品化验再到仓储打包、物流配送完备

的标准科学化生产作业流程。公司坚持传统工艺熬制、利

用现代化设备生产，保持螺蛳汤的原汁原味，是对柳州

传统螺蛳粉的良好继承，也是螺霸王企业发展的社会责

任！ 

辽宁山山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Liaoning33 u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  

地址：辽宁省本溪高新技术开发区神农大街18号                

电话：024-45615410             

传真： 

邮箱：45886534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份经销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坐落于美阳的深林城市本溪，拥有国内规模最

大、最集中、规格最高的绿色生态榛子生产基地19000亩，生

产的缘子有机生态、颗粒饱满、营养丰富。公司非常重视新产

品口味的研发，紧盯国际市场主流时尚口味，以极其丰富的产

品口味应战千篇一律的坚果市场，被餐为中国调味坚果品类的

开创者，目前公司已开发出的产品有：调味腰果 18种，调味

榛仁12种以及多种其他流行坚果深受消费者喜爱。  

4E063T 4E051T

西安虎标茶果土产食品有限公司

Xi'an Tiger Mark Tea ,Fruit & Food 

Product CO.,Ltd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2 号海佳云顶 A 座

1203                   

电话：029-88313171                  

传真：029-88332990           

邮箱：1964146552@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新产品发布，诚招全国各渠道招商 。                                              

展品介绍：香港虎标行总部 ( 又称企业支持中心，

Business Support Center) 设于香港，在中国大陆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均设有办事处。虎标行致力于谷

物、荞麦、坚果、茶叶、代用茶、咖啡、水果、蔬菜、食

用菌等健康产品的研发、加工、进出口、咨询服务。虎标

行对经典的审慎选择和对时尚的独到理解，构成了虎标品

牌的特质，荣获“香港贴心企业”、“香港优质商号”、“消

费者信得过单位”等各项殊荣，也因此得到海内外华人的

推崇，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虎标，虎标成为全球华人首选品

牌。

4D047T

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

Guangxi Luobawang Food Co.,Ltd

地址：广西柳州市福馨路六号楼四层

电话：0772-2106212

传真：0772-2106212

邮箱：chenli@lbwfood.cn 

参展目的：招商，扩大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月，

位于柳州市福馨路 12 号六号楼，占地面积 12000 多平方

米。公司自成立以来就朝着以发展生产“工业化、标准化”

为目标，目前已经具备一条从产品研发、原料采购、生产

加工、严格杀菌、产品化验再到仓储打包、物流配送完备

的标准科学化生产作业流程。公司坚持传统工艺熬制、利

用现代化设备生产，保持螺蛳汤的原汁原味，是对柳州

传统螺蛳粉的良好继承，也是螺霸王企业发展的社会责

任！ 

4D049T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TIANJIN FOOD GROUP CO., LTD.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 96 号

电话：022-23331623

传真：022-23331623

邮箱： spjtwyh@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天津食品集团形象，推广天食优质产品。

展品介绍： 天津食品集团拥有王朝葡萄酒、海河乳制品、

利达粮油制品、利民调料制品、迎宾肉制品、桂顺斋清真

食品、起士林西点巧克力、山海关豆制品、黄庄洼稻米制品、

家爱格鸡蛋制品等多个系列的优质农产品、食品。欢迎全

国广大经销商客户光临天津展区天津食品集团展位共商合

作。

4D057T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

SUMGOTEA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41 号

电话：0592-2663398

传真：0592-2663397

邮箱：3136704416@qq.com 

参展目的：公司品牌推广，诚招加盟商。

展品介绍：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是一家集茶叶连锁经营、进出口、电子商务、生产、加工、

研发、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业集团，经营领域涉及茶叶、

茶具、茶生活用品、茶软饮、茶庄园旅游等。全面解决消

费者自饮、送礼、商务接待等各种与茶生活有关的需求；

以“传统、情怀、特色”为主题，创新研发六大茶系上千

款产品；与知名茶企强强联合，甄选全球好茶，不断延伸

产品的深度和广度，以“好茶 +”的形式，为天下茶友提

供独具特色与价值的健康好茶 !

4D061T

江苏挺卫实业有限公司

JIANG SU TEAMWELLS INTERNATIONAL CORP 

地址：太仓市双凤镇新湖管理区广州西路301号 

电话：0512- 53983670 

传真：0512 53983683  

邮箱：603630526@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品牌，诚招全国各地代理      

展品介绍：茶类饮料、 功能性饮料、复合果蔬汁饮料、发酵

果蔬汁饮料、水果饮料、碳酸饮料，复合蛋白饮料。植物蛋白

饮料、含乳饮料等

4F068T

中钜铖（北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Zhongjucheng(Beijing)  Culture Corporatio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河南街卓明大厦405-406

电话：010-87951433

传真：010-87951433

邮箱：zzkay3653@sina.com

参展目的：形象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冒个气"系列爆米花，"冒个气"系列果汁汽水，

“优得”系列爆米花

4E069T

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lian Xinyulong Marine Organisms Seed 

industry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 4号

电话：15911189565

传真：0411-39015211

邮箱：379078977@qq.com 

参展目的：增加品牌影响力，全国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部分所获荣誉：养殖有机认证、加工有机认证、

中国辽参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大连海参地理标志产品认

证、国际 SGS 安全检测认证、国际 SGS 食品安全溯源体

系认证、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认证、国家海洋牧场、

农业部健康水产品示范区、ISO9001、ISO14001、HACCP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黄金卵辽参、鲜食即食辽参、臻品

干辽参、速发干辽参、浓缩即食辽参、美味即食辽参、

单冻即食辽参、定制干参、盐渍辽参。

4F071T

杭州盛水荷花科技有限公司 

Hang zhou Sheng shui Lotus TechnologyCo. 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路7号未来科创园

B座420室                  

电话：15248297799                   

传真：

邮箱：sshh97799@163.com                    

参展目的：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吻多多口香水（水蜜桃味、荔枝味、桂花味、醒

醒吧、老烟枪）

界首市福纪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0558-4889999    

传真：0588-4885599    

邮箱：87360516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巧克力卡通棒棒糖  

4F076T 4F079T

山东初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chuyinshengwukejiyouxiangnogn

si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源盛路 8号  

 

电话：0535-6919080

传真：0535-6919080

邮箱：shandongchuying@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范围省区代理商，信息发布与

交流， 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高端

4E074T 

贵州桃李春风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Guizhou Taolichunfeng Food and Drinks 

Co.,Ltd

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灯塔工业园区九龙大道 1号

电话：0856-5202288/18798770386           

传真：0856-5235566                       

邮箱：wjm4320@126.com                    

参展目的：推广、展示公司绿色健康休闲食品 

展品介绍：桃李春风绿芙农休闲食品，果蔬脆片系列，

采用纯天然绿色果蔬（香菇、南瓜、秋葵、紫薯等食材），

真空低温油炸，保留食材最原始的味道，不添加防腐剂，

营养丰富，健康食品。 

4E073T/4F075T  

内蒙古蒙清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Inner Mongolia MengQing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阿拉坦大街金桥电子商务产

业园3楼  

电话：0471-5600560   

传真：0471-6596445    

邮箱：1026643516@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新品“吃粗来”燕麦泡食面；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产品特点：（1）燕麦和荞麦按照特定比例混合

的纯粗粮面，不添加小麦粉；（2）非油炸健康食品；（3）

7分钟开水泡食；（4）低GI值；（5）特制美味酱包；（6）

正餐主食的最优选择，更适用于减肥人群，糖尿病人群；（7）

口味丰富，分别有西北招牌拌面、豚骨高汤汤面、鲜鸡上汤

汤面和黑鸭拌面，满足不同的口味需求。 

4E077T

天津市山海关饮料有限公司 

Tianjin Shanhaiguan Beverage Co., Ltd. 

地址：天津市空港经济区西十五道 

电话：15022681502 

传真：022-27836777  

邮箱：126947230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山海关桔汁汽水、山海关橙汁汽水、山海关核桃

露，山海关汽水始建于1902年，2010年“山海关”品牌被

国家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桔汁汽水产品特点：果汁型

含汽饮料，独特的配方，保留了鲜果的口味和较高的营养成

分，含汽充足冰镇后饮用口感更加。 

4E078T

河南道地怀姜食品有限公司  

Henan Daodi Haijiang Food Company Limited 

地址：博爱县柏山镇 308 省道与广兴路交叉口西 300 米

路北 

电话：0391-8685556  

传真：0391-8685556 

邮箱：909058916@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怀姜产品，寻求国内外代理商加盟合作 

展品介绍：道地食品公司是怀姜产品的龙头企业，公司

与河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合作开发研制出了膏、丹、

丸、饮、粉五大系列 20 余种产品。道地怀姜系列产品

采用富硒怀姜为主要原料，服用后会对人体产生驱寒祛

湿、预防感冒、缓解咳嗽、改善睡眠、暖宫助孕、解酒

护肝、养颜补气、调解痛经等作用，除高血糖、高血压、

怀孕早期等人群和夜晚不宜食用外，其他人群均可在早、

午饮用，尤其对女性宫寒痛经和手脚冰凉更有明显作用。

4F080T  

临沂市沂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  

地址：0539-6986965                   

电话：0539-6211005                    

传真：

邮箱：85779819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饮用天然矿泉水 

4F08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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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台贸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FUJIAN TAIWAN TYADE IMP.&EXP.CO.,LTD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鳖峰路 184-186 号桂园怡景二

期 3号楼 2 层 54 单元

电话：0591-87667870        

传真：0591-87667975        

邮箱：slwine@163.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台贸饮料系列，皓之味食品系列，小鲜人调味

品系列

福建中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ZHONG-TANINTERNATIONAL CORP   

地址：平潭县澳前镇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壹号楼壹层F2  

电话：0591-86162666 

传真：0591-86162668      

邮箱：2907825607@QQ.COM  

参展目的：树立、维护公司形象，开发市场和寻找新客户，介

绍新产品，物色代理商、批发商和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魚松、黑糖、飲料、餅乾、方塊酥、鳳梨酥、醬油

等

4G092T  4F-089T

河北君邦乳业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13730003388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展示、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植物蛋白，复合蛋白，果汁饮料，风味饮料，

茶饮料，植物饮料、强化维生素饮料 

4F086T

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HENAN SMT FOOD CO .,LTD

地址：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食品馆

电话：18339152003

传真：

邮箱：simeiteqihuabu@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代理商。

展品介绍：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5 年 , 是

一家专业生产销售方便面、饮料、挂面的中外合资企业。

现有固定资产 2.2 亿元人民币，员工 4000 余名，其中大

中专以上学历员工 1000 余名；截止 2014 年年产方便面 20

亿包，产销量已跨入国内同行业五强和河南两强之列。拥

有方便面事业部，下设河南焦作、河南周口、湖南郴州、

陕西宝鸡、吉林长春五大方便面生产基地及面粉公司、调

味料分公司、纸箱分公司，挂面事业部，饮品事业部。

主要特色产品：魔鬼辣面  精选印度魔鬼椒；思圆酸辣粉；

思圆酸菜鱼粉；思圆酸菜鱼面

4G087T

湖北益美珍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BEI YIMEI ZHENGUO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振兴路东                

电话：0724-7426588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酵真轻素者果汁  酵真康普茶  

4G088T  

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

Jilin Province Changchun Haoyue 

Islamic Meat Co.,Ltd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皓月大路 11111 号

电话：0431-87951245        

传真：

邮箱：hyssxmz@126.com      

参展目的：皓月小咖牛休閒系列、酱滷系列、牛肉酱系列、

清真牛肉肠系列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皓月熟食产品，发挥肉牛屠宰主业的原料、渠

道及品牌优势，採用国际先进熟食製造设备与加工工艺，

美味营养，畅销全国。主打产品皓月小咖牛休閒食品系列，

真空独立小包装，口味多元化，包含手撕风乾牛肉、手斯

牛肉乾、牛板筋等，优质部位肉手工修筋，自然风乾；以

酱牛腱、滷牛肚为代表的酱滷肉製品系列，整肉切割，老

汤滷製，味道醇香；高低温肠类系列，天家牛肉、牛筋、

软骨等带来丰富口感；牛肉酱系列，大粒牛肉入酱，风味

浓厚。

4F090T

宏金富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HONG JJIN FU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台灣彰化縣社頭鄉協和村山腳路四段 139 號 1 樓

电话：+886-4-8712345

传真：+886-4-8724407

邮箱：jyi_chin_168@yahoo.com.tw

参展目的：招商、推廣

展品介绍：自創品牌、專業代工、飲料、休閒食品、酒類、

泡麵…等。   

4G091T

海南北纬十八度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Hainan North Latitude 18 Food 

Processing Co.，Ltd.    

地址：东方市新龙镇海榆西线新村段西侧北纬十八度工业园2

号厂区 

电话：021-61060196  

传真：021-61060198 

邮箱：liuyj@bw18.com.cn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火龙果、火龙果汁、火龙果浆

4F093T

青岛亲爱的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Dear Brand Management of Qingdao Co. Ltd.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王沙路嗨个鲜食品产业园                   

电话：400-688-1599                

传真：0532-55579337                    

邮箱：39271009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嗨个鲜，爆汁小海鲜，青岛即食海鲜品牌——生产

销售锁鲜盒、海鲜串、散称海鲜等数十种产品。

我们相信，安全、健康与美味可以兼得。嗨个鲜，年轻就要尝鲜。

4F094T

诸城市天福食品有限公司 

Zhucheng tianfu foods co., 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辛兴镇驻地  

电话：0536-6527000         

传真：0536-6521886         

邮箱：tianfushin99@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花生果、脱油花生、瓜子、快乐豆等，炒货食品。  

4G095T 

河南太行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太行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擴大推廣本公司產品                                            

展品介绍：精緻肉製加工品 

4G096T

宁夏福兆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Ningxia Fuzhaoyua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银川经开区金凤工业园六盘山中路北侧

电话：0951-5951666

传真：0951-5951666

邮箱：375046233@qq.com

参展目的：合作共赢，促进产业发展，提升宁夏枸杞品牌

展品介绍：企业一贯坚持“好枸杞要从源头抓起”。在宁夏

中宁县、中卫市地区建成绿色枸杞示范种植基地3000亩，

为万齐产品提供了强有力的原料保障。集团北山枸杞种植基

地位于黄河之滨、沙坡之畔、北纬37.5°，得天独厚的地

理条件赋予了这里清新、湿润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形成了

独特的区域性气候，天然的黄土掺拌沙粒，造就了有机肥营

养土壤，促进枸杞健康茁壮生长，并成就了高品质的枸杞果

实，深受全国消费者青睐。

宁夏盐池正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Ningxia Yanchi Zhengyuan Agriculture Co., Ltd.

地址：宁夏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镇雅居苑北门平克电子

电话：0953-6533777

传真：0953-6533777

邮箱：nxzyny@163.com 

参展目的： 为盐池滩羊肉做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盐池滩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特产，中

国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盐池县得天独

厚的天然地理环境，培养了滩羊独特的质量，其肉质细

嫩、无膻味、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是国内外肉羊

质量最好的一种。所产二毛裘皮毛色洁白，光泽悦目，

花穗美观，毛皮轻便，毛股长而坚实，根部柔软，不毡结，

能够纵横倒置，是裘皮中的上品、宁夏的“五宝”之一，

盐池“三宝”之首，享誉世界。盐池滩羊，三上国宴。

4H100C-2
4H103C

四川私家菜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Sichuan private Vegetable Farm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区创新中心 B2-10 

电话：13628117878

传真：0816-6333668

邮箱：2885786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合作商

展品介绍：四川私家菜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筹建于 2008

年，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科创型生态农业开发公司。

旗下有多个经济实体。公司集农产品科技开发、生态种

植、养殖、农户协议、渠道配送、实体店铺经营和网络

营销同步与特色定制于一体。我们的技术团队来源于四

川农大，能为客户提供最佳食材。我们团队能提供生鲜

产品从农家菜园到您厨房不超过 12 小时的免费配送服

务！粮食产品有：私家香米、私家发芽米、多蕊米（儿

童米）、糙米、私家石磨全麦面粉、私家石磨面粉、石

磨玉米馒头粉等 22 款。

4G097C

宁夏杞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ngxia Qinian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田园巷如意苑 3 号楼 3 单元 102-1

室

电话：18101277995

传真：0955-7068881

邮箱：18101277995@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产品，扩大公司销路。

展品介绍：宁夏枸杞类产品

4G097C

西吉县勇兴三粉加工有限公司 

Yongxing Potato Industry

地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工业园区

电话：0954-3909789

传真： 0954-3909789

邮箱：2574482544@qq.com

参展目的：寻找代理商，发展新客，提升企业的知名度。 

展品介绍：马铃薯方便粉丝：

最好的粉丝是马铃薯粉丝，煮时不易烂，口感最为腻滑，类

似细面条状，方便粉丝食用方式是开水冲泡3-5分钟，调味

方式是直接加入配置好的料包、开水泡好后即可食用，食用

场所为旅途或任何地方，口味多样，味道酸爽，细腻，方便

卫生，是大众所喜爱的产品。勇兴三粉：本产品以马铃薯淀

粉“火石寨国家地质公园”地下矿泉水为原料。采用国内先

进、全自动。封闭性水晶三粉生产线，产品具有色泽自然。

4G101C

宁夏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Ningxia Hou Shengji food Co. Ltd.

地址：银川德胜工业园区新胜西路1号

电话：0951-8989158

传真：0951-8080299

邮箱：001@houshengji.com.cn

参展目的： 品牌宣传、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厚生记”蚕豆休闲食品精选宁夏六盘山阴湿区

域的优质蚕豆，保留了其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将多道

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精心制作而成，其味道

醇香、适口，色泽诱人，嚼之酥脆，令齿颊留香、回味悠长。

“厚生记”蚕豆休闲食品分原味、酱汁牛肉味、海苔味、烘

烤味等口味，适合不同口感的人群，老少皆宜。 

4G102C

宁夏杞浓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QiNongGouQi.

地址：宁夏银川市经开区金凤工业园 B区 44 号 

电话：0951-5073581

传真：5073581

邮箱：1126901830@qq.com 

参展目的：为了推广公司产品，寻找合作伙伴，扩大平

台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业务：枸杞干果、枸杞果糕、红酒、、

冻干果蔬片生产加工销售，枸杞芽茶、八宝茶等分装销

售。  

4H104C-1

宁夏五朵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ingxia 5duomei food  Co.,Ltd.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新昌西路紫金花 B座 18 楼

电话：0951-5095364

传真：1951-5095364

邮箱：895005304@qq.com

参展目的：健康、天然、安全、均衡饮食

展品介绍：五朵梅公司自主研发面包粉系列、饭粗好系

列、杂粮粥系列及滑燕麦系列产品。饭粗好系列产品不

浸泡、不预煮、与米同熟。滑燕麦米营养价值丰富、口

感细腻，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群食用。五朵梅杂粮

面包粉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让家庭面包更营养、健康。

五朵梅公司借助西北地区农业环境的优势，种植、加工

的小杂粮健康、天然、营养价值丰富。

  

4H104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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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美之脆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工业园区 B区 B3 幢厂房     

电话：18930189599   

传真：

邮箱：51748544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云南美之脆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无公害果蔬深

加工的专业实体，公司引进具有 21 世纪新技术水平的真

空冷冻干燥 (FD) 液态化生产线，采用国际领先水平的内

置式捕集器 , 使用氨满液循环，使捕集器温度保持恒定 ,

交替负压蒸汽融冰技术，可以边生产边融冰 , 使生产保持

连续 ;PLC 加压控制，使生产控制程序化，操作精确简单

方便，产品质量稳定。公司主要经营冻干食品生产、销售，

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邯郸市复兴鸿翔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东邢台村村西

电话：0310-4010991

邮箱：xnjl@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湖南、湖北、甘肃、两广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酱卤产品：产地河北邯郸   适合餐饮流通渠道；

五香扒鸡：形色兼优、五香脱骨、肉嫩味纯、鲜奇滋补；五香

牛肉：传统秘制配方，肉质细腻，回味无穷；五香猪蹄：老卤

慢炖，香糯软烂，正宗卤味；酱板鸭：色泽深红，皮肉酥香，

酱香浓郁，滋味悠长；速冻产品：产地河南濮阳   适合餐饮

流通渠道。鱼豆腐：爽滑鲜嫩，口感鲜香。亲亲肠：飘香四溢，

口感爽脆。台湾烤肠系统：弹牙柔嫩，色泽自然，香飘四溢。

4H111C/4H112C4H108C 

启东金和食品有限公司  

QIDONG JINHE FOODS CO., LTD.

地址：苏省启东市汇龙工业园区

电话：13584657666

传真：0513-83222929

邮箱：yaoluhua@foxmail.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公司销售海苔产品，寿司海苔、休闲海苔等。

4G105C

大连金百味食品有限公司   

DALIAN JINBAIWEI FOOD CO,.LTD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工业园区                   

电话：0411-86316068                   

传真：0411-86316099                   

邮箱：jinbaiwei@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区域代理商 , 洽谈合作 .                                               

展品介绍：（1）金百味海鲜粥系列 : 精选原料 , 采用地

道的红谷小米 , 大连海参、鲍鱼、渤海海域鲜虾，杂粮与

海鲜相结合，米粥粘稠浓郁。科学搭配，营养均衡。（2）

金百味酱香鸡爪：产品吮指留香，自然可口是餐桌、休闲、

旅游必备的佳品。（3）金百味自热小火锅：“1.5 人量多

一点刚好。”牛油锅底，严选辣椒花椒等十几种调料、香

料精心调制而成。没有时间的约束，随时随地，方便快捷。

（4）面制品：保鲜湿面，不添加防腐剂，精选小麦，劲

道爽滑。可炒，可汤可拌。

4G106C 

广西百桂堂食品有限公司  

Guangxi Baiguitang Food Co., Ltd. 

地址：广西贵港市覃塘区国道 209 线 k3128 至 3129 处西

侧                   

电话：0771-5600308                    

传真：0771-5644073                   

邮箱：xiaoyang9630@163.com                  

参展目的：进行公司产品宣传，与同行业厂家交流。                                             

展品介绍：广西绿色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利产品，纳

米膜法除杂技术，富硒甘蔗头榨原汁，低温快速浓缩精制，

天然纯净健康营养。

4H107C 

湖北孝感国光麻糖米酒有限公司

地址：孝感市孝南区卧龙乡复兴村澴川路特 9号  

电话：15007298999  

传真：

邮箱：gguoguangmijiu@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孝感佬米酒 

4G109C

青岛金叶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KINGER FOOD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工业园昌和路西端                   

电话：0532-82497003                  

传真：0532-82497003                  

邮箱：kingerfood2008@163.com                 

参展目的：增加国内客户数量，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青岛金叶食品有限公司专业于红薯产品、果蔬

脆片休闲产品及脱水蔬菜加工，原料大部分来自山东优质

蔬菜原料基地，红薯产品可即食可作为甜点辅料，果蔬脆

片是老幼皆宜的健康休闲食品，脱水蔬菜可作为美味健康

的食品调味品用于菜肴及粥汤中。所有公司产品严格按照

国内国际生产标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产品畅销国内外

市场。  

4G110C

伊春伊蜜蜂业有限公司

Yichun Yimi Bee industry Co., Ltd  

地址：黑龙江伊春生态经济开发区小微企业创业园B区 4栋                   

电话：0458-3982789                   

传真：

邮箱：cailina1230@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增加品牌宣传度                                             

展品介绍：我公司的产品来源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冬季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污染少，产品品质和口感好、产品品类丰富。

4G113C

江苏恒惠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新沂市经济开发区天津路66号                  

电话：0516-88923860                  

传真：0516-88865400                   

邮箱：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主要产品：五谷养生系列产品。糖浆系列产品 

4G114C

四川汇鑫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天鹅湖22栋 2-605                

电话：13674321568               

传真： 08175512055                

邮箱：2233275541@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我公司产品，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 猪肉麻辣干、猪肉五香干、鸭肉干。

4H116C

佰佶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Pakijoy Electronic Commerce(bei jing)Co.,Ltd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怡乐中路龙湖花盛香醍 301 号楼               

电话： 010-57430862                

传真：010-57430865              

邮箱：1309543432@qq.com              

参展目的： 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佰佶（bai ji）作为一家新生代休闲零食产

品公司，致力于把“轻加工，还原天然好滋味”作为企

业使命，在持续挖掘中国本土及全球各原产地食材的过

程中，不断尝试新加工技艺，减少人为干预，杜绝任何

添加剂，全力保持食品的天然味道及营养，旗下重磅推

出的【每日坚果】【坚果水果混合烤燕麦片】凭借一个

足以信赖、足够美味、足够安心的健康选择。 

4H115C

贵州大山小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巧马镇 

电话：17585119265        

传真： 

邮箱：dashanxiaonong@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渠道代理商，OEM需求合作商。 

展品介绍：代餐粉销售

中泽油橄榄庄园 

ZHONGZE OLIVE ESTATE

地址：四川省西昌市西溪乡北河水库油橄榄基地

电话：0834-3228960       

传真：0834-3228960       

邮箱：79490992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中泽油橄榄庄园系列产品，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特级初榨橄榄油，橄榄油系列日化品：橄榄

油产品来自国家级油橄榄良种基地，无工业污染的庄园

级种植基地。采用庄园级橄榄油，第一道冷榨而成；纯

手工采摘，避免物理损伤；6 小时新鲜压榨；为中国人

定制，适合国人口感；适合冷热烹饪，直接饮用。日化

品采用优质特级初榨橄榄油进行精炼提取而成，保留橄

榄油原始状态。富含与皮肤亲和力极佳的角鲨烯和人体

必需的脂肪酸，能有效保护肌肤弹性和润泽，享受最温

和的橄榄油，让肌肤享受真正的天然滋润。

4G121C 4G126C

四川龙帮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温州路 84 号                  

电话：028-61488424                    

传真：

邮箱：3538589066@qq.com                   

参展目的：对外宣传展示公司产品，招经销商共同发展                                             

展品介绍：风干牛肉，手撕牛肉，牛肉粒，灯影牛肉，

牛肉罐头                                                

等系列产品

4G117C/G118C   

青岛明月海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科教二路中国海藻科技馆                 

电话：0532-86612725                  

传真：

邮箱：xhr@bmsg.con                   

参展目的：宣传海洋健康产品，诚招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清幽乐植物饮品：一 、专注海藻 50 年，优

质褐藻原料（采用南极天然褐藻）专业海藻生物科技，

甄享科技健康。二 、岩藻多糖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1、岩

藻多糖成分中，硫酸基作为海藻类构成粘液的成分，拥

有抗菌活性的作用。2、幽门螺旋杆菌为了付着在胃黏

膜上需要识别粘多糖蛋白，岩藻多糖的主要成分是硫酸

化多糖。三、褐藻植物饮品，全家共享海藻作为自古以

来药食同源的珍品，厉代名医对其推崇有加。

4H119C 

广西中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Guangxi China pomelo Food Group Co., Ltd. 

地址：广西玉林市容县经济开发区峤山路 

电话：13878836191 

传真：0775-5115526  

邮箱：jinkangoil@163.com  

参展目的：高效推广企业产品，提高知名度，让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在展会这个平台上求得突破 。

展品介绍：展品主要有沙田柚子茶、沙田柚饮料、沙田柚果

脯、沙田柚饼类系列产品，公司产品主要原料为容县沙田柚

鲜果，通过在沙田柚鲜果果皮、果肉综合利用转型增值上下

大功夫，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研发出生物酶

除苦技术，成功去除沙田柚的苦涩，同时又保留了沙田柚独

特的风味和口感，产品共获得了五项国家专利发明，一项科

技成果奖。

4G124C

山西小牛娃食品有限公司

shanxi Little Cowser Food co,Ltd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开栅镇开栅村

电话：15303588533

传真：0358-3094482

邮箱：762788355@qq.com

参展目的： 展示公司优质产品，拓展产品营销视野。 

展品介绍：山西小牛娃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文水

县开栅镇。公司成立于2016年 10月。总投资5200万。山

西小牛娃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功能食品、农产品加工、研

发、生产、销售为主体的民营企业。是山西省吕梁市2017

年重点项目。吕梁市特色农业转型项目。主要产品：全系列

包装沙棘饮料，各类果蔬汁，碳酸果味饮料，果汁复合饮料，

沙棘等特色曲奇，饼干。

4G125C

上海博纵食品有限公司 

BOSSDOM FOODS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泉路 1000 号井亭大厦 A 座 803

室           

电话：021-34689830                    

传真：

邮箱：business@bossdom.net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优秀合作伙伴共创佳绩                                              

展品介绍：上海博纵食品有限公司（Bossdom foods）

是一家销售高端食品饮料的综合商社，具有近 20 年营

销推广经验，致力于销售迎合市场新趋势发展的各类创

新型食品及饮料。本公司代理的岩町系列明咖透明咖啡、

明缇透明奶茶是具有差异化的黑科技饮品；渔禾岛系列

海苔具有全产业链紫菜加工优势，“苔脆了”、“苔有

料”系列新品上市风味独树一帜；公司自有品牌天山纯

境天然苏打水秉承专注于天然、执着于纯净的品牌理念，

使用天然水作为水源，独创加工工艺，气泡绵密至纯，

行业领先。

4H127C

文水县和冠亨肉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保贤村、                   

电话：0358-3444666                    

传真：

邮箱：hghrygs@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生牛肉：高档部位分割牛肉，肥牛一号、肥

牛二号、肥牛三号、肥牛四号、卤汁熟牛肉、高档礼盒

系列、餐桌系列、休闲便食系列、

4H1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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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梨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Liduobao Biotectchnolocy Co Ltd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砀山经济开发区滨湖西路 188 号

电话：17600297188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寻求新客户                              

展品介绍：梨“生食可清六腑之热， 熟食可滋五脏之阴” 

，其生津润肺、止咳化痰的功效在多本医药古籍中均有记

载。梨花猫梨膏原料均采自梨多宝自有 3000 亩可追溯砀

山酥梨种植基地，是全国首家同时拥有中国和欧盟有机认

证的“双有机”酥梨种植基地。梨花猫坚持纯梨果压榨熬

制，每瓶梨膏的原料只有梨。深加工基地占地 100 亩，拥

有国家食药监局颁发的 SC 生产许可证，通过十万级净化

GNP 车间认证，专业研发的先进梨膏生产线拥有 24 道科学

工艺，保证滴滴梨膏都有止咳润肺的功效。

文登聚源食品有限公司

Wendeng Juyuen Fcod Co. 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天润路812号

电话：0631-8688478

传真：0631-8688478

邮箱：755747351@qq.com

参展目的：拓展至道、宾化品牌、诚招代班   

展品介绍：日式调理裙带、韩式泡菜、手斯带鱼、秘制小黄鱼、

鲜香贝唇、鲜辣贝唇，芥末海螺片，麻辣海鲜系列《包括麻辣

鱿鱼、麻辣钉螺、麻辣鱿鱼丝、麻辣海参。麻辣海瓜子，麻辣

鱿鱼圈、麻辣蟹钳、麻辣海带、麻辣扇贝、麻辣龙虾尾、麻辣

北极甜虾，麻辣海螺片、麻辣玉珠，麻致蛤肉、麻辣鲍鱼、麻

辣鱿鱼耳，麻辣芙蓉虾、麻辣章鱼哥、麻辣鸟贝。麻辣吮指虾等)。

4H140C4G134C

河北小淘气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冀新东路 1113 号      

电话：13831825546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 

展 品 介 绍： 抖 音 王 子 鱼 仔 面   抖 音 王 子 面 包 脆                                                

抖音王子山药脆片 

4G129C/4G130C

广汉巧诺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北外乡新源村十二社     

电话：0838-5285705    

传真：

邮箱：2397903651@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巧克力饼干采用可可琳纳优级巧克力，印度尼

西亚 AAK 油脂，精选优质燕麦片，搭配起来香脆可口、不

甜不腻。

4H131C

万兴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Wanin Industries Pte Ltd 

地址：58 Senoko Road Singapore 758122 

电话：+65 3157 1688     

传真：+65 6259 8558     

邮箱：enquiries@pereocean.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区代理商 /经销商   

展品介绍：碳酸饮料、乳酸菌味饮料、运动饮料、气泡水

4H132C

德州禾势兄弟食品有限公司

Dezhou Heshi Brothers Food Co., Ltd.

地址：山东德州夏津县

电话：0534-3316888

传真：0534-3316888

邮箱：644359520@.com

参展目的：诚招加盟商

展品介绍：1、果蔬脆片，2、干制食用菌制品，3、风味

水产制品，4、速冻果蔬制品。

4G133C

星宇食品（烟台）有限公司

SUNSTAR FOOD(YANTAI)CO.,LTD.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刘家沟工业园振兴路 23 号                  

电话：0535-3548666-8898                   

传真：0535-3548000                 

邮箱：wangjin0118@163.comm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寻找国内经销商                                        

展品介绍：主要展示果肉果冻，软包装果冻，软包装饮料，

功能性性果冻饮料，干果制品，软包装罐头食品等。

4H135C 

万兴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Wanin Industries Pte Ltd 

地址：58 Senoko Road Singapore 758122 

电话：+65 3157 1688     

传真：+65 6259 8558     

邮箱：enquiries@pereocean.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区代理商 /经销商   

展品介绍：碳酸饮料、乳酸菌味饮料、运动饮料、气泡水 

4H136C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BEIJING KAIDA HENGYE AGRICULTURAL 

TECHNOL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久安路38号                   

电话：010-60332885                   

传真：010-60332885                   

邮箱：13381399973@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果蔬脆片、绿色、健康、时尚的休闲小零食

4G142C 

文登聚源食品有限公司

Wendeng Juyuen Fcod Co. Ltd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天润路812号

电话：0631-8688478

传真：0631-8688478

邮箱：755747351@qq.com

参展目的：拓展至道、宾化品牌、诚招代班   

展品介绍：日式调理裙带、韩式泡菜、手斯带鱼、秘制小黄鱼、

鲜香贝唇、鲜辣贝唇，芥末海螺片，麻辣海鲜系列《包括麻辣

鱿鱼、麻辣钉螺、麻辣鱿鱼丝、麻辣海参。麻辣海瓜子，麻辣

鱿鱼圈、麻辣蟹钳、麻辣海带、麻辣扇贝、麻辣龙虾尾、麻辣

北极甜虾，麻辣海螺片、麻辣玉珠，麻致蛤肉、麻辣鲍鱼、麻

辣鱿鱼耳，麻辣芙蓉虾、麻辣章鱼哥、麻辣鸟贝。麻辣吮指虾等)。

4HI44C

上海康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Brighthealthy Co.,Ltd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58 号太和广场 8 号楼 2006

室       

电话：17746815639                    

传真：

邮箱：3003584919@qq.com                   

参展目的：找经销商                                               

展品介绍：西班牙原瓶原装进口特级出招橄榄油 

4H145C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胜江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

地址：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山河农垦场直零委二十一栋1-2

号                   

电话：0456-7805700                    

传真：0456-7805700                   

邮箱：920776447@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诚招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紫苏油的亚麻酸含量达到67%，是陆地上的深海

鱼油，可以抗过敏、保肝护肝、降脂降压、益智健脑、抗衰老、

抗癌。山珍产品是北大荒的特色食品，口感好，味道鲜美 

北大荒黑土薯业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386 号九三大厦

6楼                   

电话：0451-82308566                    

传真：

邮箱：89692297@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土豆泥、营养粥、淀粉、粉条、宽粉   

4K148C 4K151C

山东博华高效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Bohua High-efficien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cienc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   

电话：0543-2876302       

传真：0543-2510518-551   

邮箱：876293628@qq.com   

参展目的：招募高端饮品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香妃海棠酵素及系列酵素饮品，甄选珍贵原

材料并添加药食同源食材，采用植物乳杆菌和副干酪乳

杆菌复合发酵技术，采用低温发酵技术，严格管控温度，

最大限度保留有益活菌。 

4H146C

重庆良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BeLiCate  Good Chef

地址：重庆市 渝北区 空港工业园茂林路 2号

电话 :02367833539

传真

邮箱：198562663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展和加盟商

产品介绍：良厨火锅红油、良厨火锅底料、良厨酸菜鱼

底料、良厨水煮鱼底料、良厨麻辣鱼底料、良厨番茄底

料等各种火锅和中餐调料。

4KI47C

昆明后谷咖啡销售有限公司

Kunming HOGOOD Coffee co., ltd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799号滇池大厦9楼

电话：15987175483

传真：0871-65397777

邮箱：85754801@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 来自中国咖啡行业唯一的全产业链咖啡企业-

后谷。除普通的速溶咖啡，还供应冷冻干燥技术制成的冻干

咖啡以及核桃粉，核桃粉含有多种有益物质，是未来饮品行

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之一。

 

4H149C

绥芬河市俄麦诺食品有限公司

Suifenhe City, emainuo Food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润庭嘉园B区2层02号

电话：15636394477         

传真：

邮箱：1172285686@qq.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绥芬河市俄麦诺食品有限公司由俄麦诺总经理白

雷先生于2014年创立，位于黑龙江省闻名遐迩的对俄贸易

百年口岸——绥芬河市，俄麦诺食品是国内专注于俄式食品

生产的企业。旗下品牌：俄麦诺、玛俪娅、玛丽亚爱的味道

系列俄式提拉米苏、果仁列巴、月饼、巧克力糖果等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商超卖场和蛋糕连锁机构。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内俄罗斯食品生产企

业中的佼佼者，也成为众多商家抢购的对象。（网址：www.

emn88.cn）

4H150C

云南娜帕蒂卡实业有限公司

Yunnan Napattiga Industry Co. Ltd.

地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北部八号路孙家竜（二手车

交易市场旁）

电话：4008033002

传真：4008033002

邮箱：napattiga_yunnan@163.com

参展目的：拓展市场，建立采购经销商渠道，行业交流

展品介绍：1. 泰国高钙奶片：奶片原料采用新西兰天然

牧场零污染奶源，含钙量达 15%，无任何添加，富含高

含量维他命，适合全家老小食用。2. 泰国燕麦片：精选

泰国顶级椰子和麦片为主要原料，搭配优质燕麦，无添

加，口感香醇，开袋即食，方便快速，降脂减肥，营养

健康。

 

4K152C

全马天天食品生产有限公司

Massos Food Industries Sdn Bhd

地 址：No.29, Perindustrian BS9, Jalan BS9/10, Taman 

Bukit Serdang,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12-213 2050

传真：+603-9080 3487

邮箱：Massos.info@gmail.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肉骨茶即煮酱料 , 干肉骨茶即煮酱料 , 卤

肉酱 , 海南鸡饭即煮酱料 , 咖喱鸡即煮酱料 , 仁当即

煮酱料 , 咖喱叻沙即煮酱料 , 梹城虾面即煮酱料 , 多

用途参巴 , 爆炒参巴酱 , 咖喱鱼即煮酱料 , 泰式东炎

即煮酱料 , 东炎火锅即煮酱料 , 亚三海鲜即煮酱料 , 

蜜汁义烧即煮酱料 , 妈蜜即煮酱料 , 香脆虾米辣椒 ,

甘香香脆虾米辣椒 , 浓缩金桔蜜糖 , 浓缩青柠蜜糖 .

4H15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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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權

TD Binary (M) Sdn Bhd   

地 址：809,Block A,Lobby A,Kelana Centre Point, 

Jalan SS7/19,47301 Petaling jaya,Selangor 

电话：0122519702                    

传真：

邮箱：adelynn@tdbinary.com                   

参展目的：宣传马来西亚产品                                              

展品介绍：马来西亚保健品  

注恩食品有限公司 

Grace Food Co., Ltd.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應安路86號 12樓                  

电话：886-7-6519167                  

传真：886-7-6528315                   

邮箱：hungyiservice@gmail.com                 

参展目的：招商、推廣商品                                             

展品介绍：海苔脆片、飲品、魚鬆、糖果、餅乾等休閒食品  

4H169C-4H170C  4H158C

马来西亚龙标燕窝有限公司   

DRAGON BRAND BIRDNEST SDN BH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芙蓉旗岭大街 8 号（中国工厂

地址）

电话：020-86984030                   

传真：020-86984050                    

邮箱：1040396051@qq.com

参展目的：承接全国各地即食燕窝贴牌加工

展品介绍：广州龙标心燕食品有限公司位于交通便利的广

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是总公司马来西亚龙标燕窝有限公司

于 2003 年在中国广州设立的旗下公司，公司拥有马来西

亚优质的燕窝原料、食品生产标准化厂房、先进生产设备

和管理技术团队，专业 OEM、ODM 即食鲜炖燕窝、即食燕

窝罐头、即食燕窝饮品及专业生产与销售“心燕”牌燕窝

系列产品。欢迎中外客商前来洽谈。

4H154C

冠鸿生科技  

guanhongsheng

地址：烟台市高新区创新路 25 号

电话：0535-6757986

传真：0535-6757986

邮箱：547562847@qq.com

参展目的：招商，了解行业信息。

展品介绍：谷海 188 全营养餐方便杂粮粥，营养奶昔，藻

油 DHA 蛋白粉，南极磷虾油凝胶糖果，159 谷物营养餐。

4K155C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日美食品厂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亭厦工业区日美食品厂    

电话： 0768-6613582                  

传真： 0768-6613582                  

邮箱：342722684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品牌，把优质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展品介绍：优之唯品清口含片富含维生素 C 清新口气 水

果清爽口味   

4H157C

佳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stime Global Sdn Bhd   

地 址：Seria 88 Business Centre. No 37-IF, Jalan 

Setia Perdana U13/BE, Seksyen U13,Setia Alam, 

40170 Shah Alam,Selangor DE 

电话：0127126811      

传真：

邮箱：adelynn@tdbinary.com                   

参展目的：宣传马来西亚产品，寻找中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椰子产品 ,燕窝 ,东革阿里

4K159C

上海左岛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林东路 799 弄 10 号 1 层 A125 室                  

电话：021-31300579                    

传真：

邮箱：1181428466@qq.com                   

参展目的：空白市场招商                                                

展品介绍：固体奶茶，液体水果茶，糖果，柠檬膏      

4K160C

上海跃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Gen Internationl Trading(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3856 弄中环大厦 2 号 830

室 

电话：52995612

传真：52995612

邮箱：3319550979@qq.com

参展目的： 推广公司新产品——Gen 哆啦 A梦饮用天然

展品介绍： 我司是一家新成立的贸易公司，目前主要经

营哆啦 A 梦饮用水，想通过此次展会，诚招全国各地的经

销商以及代理。

4H162C

黑彩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EBONY SPLENDOR INTERNATIONAL CO., LTD.

地址：23942新北市莺歌区二甲路33-15号

电话：+886-2-2670-7766     

传真：+886-2-2677-6238     

邮箱：pong.lin9@msa.hinet.net 

参展目的：推广台湾在地产品，提昇台湾产品曝光度             

展品介绍：黑彩国际企业有限公司，位于台湾彩绘陶瓷重镇莺

歌区，主持人白鸿英老师从事彩绘陶艺术数十年，其作品想玉

国际，近年更将鎏金技术配以中国古老手绘陶艺，辅以釉药，

大胆用色，并以摄氏1280度高温烧成作品。 

4H171C-4H172C  

惠州品味食品有限公司

Huizhou savour food co., ltd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中星湖滨城

电话：13287441155          

传真：0510-87943676        

邮箱：702126912@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以物实，开拓，创新得精神跻身

于本行业中，感谢新老客户，前来品尝签约 

4H173C 

和龙市金达莱村民族食品有限公司

Helong Jindalai Village National Food Co.Ltd

地址：吉林省和龙市西城镇金达莱民族村

电话：13894313730          

传真：0433-4857559

邮箱：235392858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和龙市金达莱村民族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兰江缘”

品牌系列米酒与“玛哒迈”品牌系列米酒是朝鲜族民族特色。

4H174C 

博昇贸易有限公司  

H.K CORPORTION 

地址：台湾高雄市前镇区新光路 1号 21 楼之 3                  

电话：13058587704                   

传真：13058587704

邮箱：hiroshi8888@hkcorp.com.tw                  

参展目的：诚徵代理商                                              

展品介绍：拉麵、清酒、水果罐头、健康食品 

4K175C/4K176C

台灣成懋食品有限公司

CHENG MAO FOOD CO., LTD

展位：4K179C

地址：彰化县员林市惠明街19巷45号

电话：13829985229

传真：13829985229

邮箱：2085781677@qq.com

参展目的： 招商，招代理

展品介绍：“八八坑道”视台湾白酒市场主要领导品牌之一，

是最能代表台湾风情及精緻文化底蕴的超值窖藏白酒

鴻裕國際企業社

HUNG WU INTERNATIONAL CO.

地址：宜蘭市思源里嵐峰路三段 462 巷 13 號四樓                  

电话：15375457737                  

传真：15375457737 

邮箱：723223765@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推廣商品                                             

展品介绍：高梁酒、五谷粉、鳳梨酥等休閒食品

  

4K179C 4H182C

统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OP GREATS BIOTECH CO., LTD

地址：台湾省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 279 巷 2 弄 53.55 号

电话：886-6-2322699        

传真：886-6-2329900        

邮箱：2655325503@qq.com    

参展目的：发扬公司产业、招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为历史悠久之酵素、牛樟芝及多种功

能性营养保健食品的专业厂，由研发、 发酵酿造生产

(GMP 国际级医疗车间 )，大陆国内两岸进口报批手续完

备，一条龙 服务完整程序的製造厂。

生产剂型有粉末、颗粒、片剂、膜衣、胶囊填充、浓缩

提取饮剂、口服液生产酿造发酵原料，是目前台湾单一

车间流水线最多样，GMP 国际认错最多项目，品质认证

最完整的集团企业。

4H177C

主璿整合行销有限公司璿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Chushiuan Integrated Marketing Co., Ltd. 

地址：台中市南屯区环中路三段 1388-8 号 2F

电话：+886423828848 

传真：+886423821687 

邮箱： tommy102137@yahoo.com.tw 

参展目的： 传播企业文化，发展企业机遇，寻找合作

伙伴。

展品介绍：「老妈拌面」秉持回归食材原味精神，每项

产品采用天然食材制造，坚持不添加人工香料，为支持

本土农产品，使用在地好食材不断研发独创口味，以做

出「食物级食品」为品牌的核心价值，日晒关庙面 Q 

弹快熟不软烂的特性，搭配精制酱包，只要 4 分钟就

能享受即食的美味。我们以让华人市场都吃得到地道中

华美食为愿景，让一碗简单的拌面，吃出美味、吃的健康，

吃得到家乡的味道。

4H178C

脆玉禪國際生活館 

EMERALD - DHYANA INTERNATIONAL LIVING CO.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仁愛路315號                   

电话：18965259722                   

传真：886-4-8962626

邮箱：1654805120@qq.com                   

参展目的：推廣產品，尋找經銷商                                               

展品介绍：

茶葉、茶點、柴燒茶具、鐵壺、咖啡 

4K180C 

勤馥實業有限公司（茗窖茶莊） 

Caoly (Tea)Ind. Co., Ltd.  

地址：１０４４７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289 號 6F-14

电话：02-25677456 

传真：02-25815472 

邮箱：caoly.tea@gmail.com

参展目的（限 20 字内）：新品上市發表  招經銷商 

展品介绍（限 200 字内）：產品簡介手採高海拔 1300 公尺

以上高山烏龍，自然無污 染，寧靜中散發出宜人的茶香，

每年的春分秋冬時節，當茶樹發新芽時，正是採收的好時機， 

精選一蕊兩葉之頭等級茶葉，全程以手工細膩的手藝賦予高

山茶之製茶工藝，細緻的分野葦 凋炒青、揉捻揀枝、焙火，

集盡一甲子的畢生精華，只為屈就一泡好茶，輕鬆分享頭等

級的 好茶，無品茶師的推薦，你依然是茗茶最佳評鑑師。

4H181C

軒旺食品有限公司

SHIUAN WANG FOOD CO., LTD.

地址：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 81 之 3 號               

电话：07-6519167  

传真：07-6528315

邮箱：hungyiservice@gmail.com

参展目的：推廣產品、尋找經銷商、採購商                                              

展品介绍：海苔脆片、魚鬆、餅乾、芝麻醬等休閒食品

4K183C

宏業集開發有限公司 

HONGYE SET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豐東路 168 巷 49 號 1 樓                  

电话：186-5922-0755                  

传真：886-4-25151946

邮箱：1265768585@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推廣商品                                             

展品介绍：黃金薑精油、白柚參、海苔脆片、鳳梨酥等

休閒食品  

4K1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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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宏有限公司

DEYIHO INTERNATIONAL SDN BHD  

地 址：C-10-1， BLOCK C, JALAN TANJUGN KERAMAT 

26/36， CENTREPOINT BUSINESS PARK, SEKSYEN 26， 

40400 SHAHA ALAM,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3-5192 1920      

传真：+603-5101 9100                    

邮箱：dyh.coffee@gmail.com                   

参展目的：招代理                                               

展品介绍：白咖啡提高你的身体表现。 一天需要喝一杯

白咖啡咖啡有助提升工做表现可以提高 11-12％。 咖啡因

会增加你血液中的肾上腺素水平。 肾上腺素是您身体的

“战斗或飞行”激素，可帮助您提升专注力。

娘家食品有限公司 

LEONG KA FOOD SAUCE SDN SHD

地址：NO 2,JALAN PERMATA 8/KS9,TAMAN PERINDUSTRIAN AIR 

HITAM,41200 KL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23-4107712        

传真：60124107712 

邮箱：leongkafoodsauce@gmail.com 

参展目的：娘家酱料，易煮省食，让您从此爱入厨房。           

展品介绍：投入于饮食文化有25年 的娘家食品有限公司的创

始人陈志富以其丰富得经验创办了娘加酱料品牌。在精挑细选

香料及独特研製的配方中，易煮省时的娘家酱料物必让您品尝

到色香味俱全的料理，满足食客们的味蕾。娘加酱料对您许下

承诺：只要您有新鲜食材，条味的工作就由我们来为您效劳。

肯定让您回味无穷。在未来饮食文化全球化的普及下，您家食

品有限公司诚邀客户共襄盛举，参与发开拓市场，让娘家酱料

走向国际市场。

4K191C 4K188C

YCL 國際貿易 (馬來西亞 )有限公司  

YCL GLOBAL RESOURCES SDN BHD 

地 址：LOT 830, JALAN AWAM, KUALA AMPANG, 68000 

AMPANG, MALAYSIA .         

电话：+603-4251 2932      

传真：+603-42512932     

邮箱：ycl_yanxinwang@outlook.com 参展目的：開發中國

市場，招商與進行技術交流       

展品介绍：馬來西亞的熱帶氣候及長年多雨造就了完整的

雨林生態系統，也給了金絲燕最佳自然燕生態環境，給予

金絲燕一個健康的生活空間。采集完燕窩後，加工方面我

司也有自家燕工廠，且堅持採用古法手工挑毛，針對不同

品項燕窩進行各自的挑毛程序，無化學飄白無刷膠也不碎，

完全最大限度保留燕窩天然品項。最後進行質量抽檢與檢

測，確保每一盞燕窩的成分不含亞硝酸鹽、霉菌、重金屬

等皆達至安全指標。

 4H185C

鼎丰有限公司  

Succes CK Global Sdn Bhd   

地 址：39,Lorong Tangling Indah 1,Taman Tangling 

Indah,14100 Simpang Ampat,Penag.

电话：+6016-7739958/+60164142958

传真：04-5023083           

邮箱：succesck@gmail.com   

参展目的：传播企业文化，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现代人缺少的不单是“营养”更是能量

小种子 大能量 为健康 代一餐 ~ 快乐穀粮 ~

是经由营养专家团队精心搭配出的营养齐全，香醇美味的

代餐，採用营养互补的概念，达到七大营养均衡补给。超

过 35 种活性食材种类，由甜菊叶为天然代糖。无任何食

物添加剂，色素，香精，精炼白糖，基因改造。照顾从幼

儿到年长者，孕妇，三高者，糖尿病患者，几乎每个追求

健康的人的需要。

4H186C

馬可達行銷有限公司   

MAKATAS MARKETING (M) SDN BHD   

地 址：NO 4,JLN TPP 6/13,TMN PERINDUSTRIAN 

PUCHONG,SEKSYEN 6,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3-80624348      

传真：+603-80624351     

邮箱：expost@makatas.com                 

参展目的：推廣本公司的產品到中國市場，尤其是四川省。       

展品介绍：本公司的產品以馬來西亞產的榴槤為主，有冷

凍榴槤果肉以及冷凍榴槤果泥。品種有貓山王和 D24 榴槤   

4K187C

都赖水果有限公司 

Dulai Fruits Enterprise Sdn Bhd  

地址：47-2, Jalan 9/62A, Bandar Menjalara, 52200, 

Kuala Lumpur            

电话：+6010-957 5512    

传真：+603-6276 6337         

邮箱：Rainc.dulaifruits@gmail.com       

参展目的：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产品，开拓市场                                        

展品介绍：我们的产品源自于马来西亚彭亨州劳务区，榴

莲成熟自动跌落后，先在低温 15 度的空调间经过约 3 个

小时让鲜果内部水份蒸发，让果肉干燥后才剥壳将果肉

取出输往无菌室进行氮气速冻之后称重包装。贴膜包装

（SkinPack）为目前最先进包装技术，将包装内空气百分

百完全抽出，此方式不会因果肉与内存空气长期接触而翻

白变质，由于包装膜紧贴果肉表面呈 3D 形态，此包装在

国内也称作“3D 皮肤贴膜包装”。

4H189C

宏扬食品（马）有限公司 

GAYA MAWAR (M) SDN BHD  

展位：4H190C

地址：122, JALAN TASEK TIMUR, TAMAN TASEK INDRA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电话：6055487068

传真：6055486770 

邮箱：gayamawar811@gmail.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1. Ibumie 益福方便面 - 马来西亚方便面领导

品牌；多达 12 种口味，让消费者不出国门也能尝到特色

南洋面食。2. Lingham’s 淋金辣椒酱 - 马来西亚百年老

品牌；采用全天然原料制成，无添加防腐剂及人造色素；

无辣不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的辣椒酱。3. Way 味娘惹

风味酱料 " 向中国消费者推介马来西亚特色及高品质产

品

4H190C

GOOD STRONG HEALTHCARE (M) SDN BHD 

GOOD STRONG HEALTHCARE (M) SDN BHD

地 址：NO.3,LORONG 1,JALAN KASTURI 1/7, TAMAN KASTURI 

75050 SEMABOK MELAKA

电话：06-3373495           

传真：06-3371872           

邮箱：sinsingexp@gmail.com      

参展目的：把我们的产品迈向国际                             

展品介绍：马来西亚，马六甲拥有 50年历史的新生咖啡推出

世界首创，读一无二的马六甲黑白咖啡，它是以马来西亚传统

黑咖啡配搭现代白咖啡调製而成，读家配方使其数发出天然的

传统黑咖啡香味又尽显白咖啡爽滑芳香的特色，完美搭配，双

重享受，饮后齿颊留香，爽神舒心，肯定让您回味无穷。

4K192C

汕头市加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Shantou  Jiali Foo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鸿珠厂房

电话：0754-88853705

传真：0754-88693136

邮箱：2355913663@qq.com

参展目的： 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加企业竞争力。

展品介绍：广东省汕头市加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规模较

大的食品生产企业，目前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配套。

主要经营生产冰皮月饼系列、雪莓娘皮系列、水晶团系列，服

务于食品企业餐厅及冷饮行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是国内各

驰名品牌定点OEM企业。

4K193C/4K194C

爱加食品有限公司  

AIJIA FOODS COMPANY, LTD. 

地址：桃园市龙潭区中丰路 533 巷 146 弄 67 号

电话：03-4090595           

传真：03-4095995           

邮箱：Aijia680328@gmail.com         

参展目的：推广台湾优良食品                                 

展品介绍：对于巧克力的製程执着且专言开发，不断

精进为得是使产品品质与卫生安全更上一层楼。荣获

HACCP 食品安全认证经营理念「品质与安全」是对消费

者得保证及承诺「真心服务消费者」为信念。

4K201C 

內蒙古童和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內蒙古察右前旗移民區二區2055號廠房                  

电话：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招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有機亞麻籽油、亞麻花生油、亞麻玉米油 

四川天府龙芽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Tianfu Longya Co., Ltd.

地址：成都 • 高新区 • 府城大道西段 505 号 • 仁和春天

国际广场 A栋 1906                         

电话：18683797666           

传真：028-65785178          

邮箱：zdp@tfbudtea.com      

参展目的：“天府龙芽”地标品牌推广 川茶品牌“天

府龙芽”招商 

展品介绍：“天府龙芽”是四川省茶叶大区域品牌、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原材料均采自海拔 1000-1300 米的

高山云雾茶园，全程手工精选，每斤茶叶需要 5w-6w 颗

芽头，所有茶芽匀整一致，干净无杂。绿茶嫩栗香持久，

汤色清澈明亮，滋味鲜爽回甘，饮之如沐春风，回味绵长；

红茶条索紧秀，金毫满披，色泽均匀，香气鲜嫩甜香浓

郁持久，汤色红明亮，滋味鲜醇甜润。宛如冬天里的一

抹阳光，暖人心扉。

4K205C

5A001T 

陪您食品有限公司  

BENNI FOOD CO., LTD 

地址：台南市仁德区土库一街 83 号

电话：06-2050564           

传真：06-2639392           

邮箱：winni0811@gmail.com     

参展目的：品牌代理，商品经销，OEM，ODM                     

展品介绍：零食界疗癒系的第一创意“敲雪球饼乾”；

双倍层次双倍脆酥的“京条酥饼”；台湾原生种健康加

倍“红藜小波麵” 

4K202C

展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CHAN YUN DEVELOP CO., LTD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63 號 10 樓                  

电话：15555762569                  

传真：886-936669766

邮箱：675092004@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推廣商品                                             

展品介绍：柚子参，牛肉干，鲍鱼卷

4K203C

台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TAI TING FOODS CO., LTD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國泰街 99 號 6F                    

电话：+886-3-4363858                    

传真：+886-3-4363878                  

邮 箱：taiting001@gmail.com / taiting006@gmail.

com                    

参展目的：尋找中國地區的食品代理商 / 經銷商 / 進口

商                                                 

展品介绍：台挺食品之產品皆為台灣本地製造，產品皆

有 HACCP 認證和 SGS 報告，產品品質優良美味可口，產

品以健康為取向。台灣茶葉皆為 100% 台灣本地生產，

綠茶粉無添加色素或添加物，100% 天然，活性極高，可

比擬健康食品。果凍無添加防腐劑和色素，由 100% 果

汁和果粒製造而成。方塊酥少糖少塩，純素食者可用。

脆餅為台灣傳統零食小吃，是喝下午茶時的好良伴。

4K204C

政益食品有限公司  

JENYIFOOD CO.,LTD  

地址：屏东县林边乡成功路 122 号

电话：08-8752229           

传真：08-8751556           

邮箱：jenyifood@yahoo.com.tw 

参展目的：找代理合作厂商                                   

展品介绍：台湾四面环海，鱼类资源非常的丰富，鱼类

具丰富营养价值，鱼类的蛋白质含量约 15~24%，所以鱼

肉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这些蛋白质吸收率很高，

约有87~98%都会被人体吸收。台湾政益食品有限公司，

以产地直送将新鲜原料製作各式水产加工食品，不断的

研发新产品，採用各地的特色食材，融合加工技术，将

鱼乾製成各地的特色口味，并将台湾东港特产于鱼鬆、

樱花虾等也研发製成健康的休閒食品。是值得您细细品

尝的好滋味。

4K206C

日铨贸易有限公司

AN JAY TRADING CO.,LTD 

地址：台湾新北市八里区中华路一段 309 巷 19-7 号

电话：886-2-26106567        

传真：886-2-26106365        

邮箱：anjay.food@msa.hinet.net       

参展目的：推广台湾优良食品                                 

展品介绍：网罗世界各地优良食材製成各种美味的零嘴，

如梅香无花果、巧克力杏乾、水晶棒棒糖，并经销各类

热门台湾食品，如调味坚果、牛轧糖、南枣核桃糕、八

仙果、海苔脆片、竹香花生、坚果酥饼、梅酒、凤梨酥。

4K207C/4K208C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8号中粮广场A座11层

电话：18601129468

传真：

邮箱：hebq@hq.cofcoko.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简称中可饮料），

是中国区唯一一家中方控股的可口可乐装瓶集团。中可

饮料的经营区域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内蒙、甘

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湖南、贵州、吉林、黑

龙江、辽宁、山西、陕西、四川、重庆 19个区域市场，

覆盖全国 81% 的国土面积和 51% 的人口。主要业务是在

经营区域内生产、配送、推广和销售可口可乐公司产品

和中国品牌产品，向消费者提供包括汽水、果汁、果奶、

水、功能水、咖啡、即饮茶、功能性饮料等 8 大品类 17

个品牌的产品。

5A003T/5A004T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Liziyuan  food  co.,Ltd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李子园工业园

电话：0579-82889133

传真：

邮箱：119217142@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李子园新产品、面向全国范围招商

展品介绍：风味奶系列（225ml、450ml）、PET瓶系列、PP

易撕膜系列、爱克林包系列、利乐包系列、乳酸菌系列、

煮系列

5B00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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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聚八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兴中街 111 号                  

电话：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让更多酷爱餐饮的精英伙伴实现创业梦想                                           

展品介绍：让签签飞小郡肝串串香，无签道，荷塘兄弟，

爱饭，嘎嘎鸭脑壳，万杰老灶火锅，自家渔塘，师徒情人

民食堂，爱饭海鲜，楠柏湾，熊猫天下，东升渔府等众多

品牌现开启全国火热招商加盟。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5C017T 

Sunsides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中粮广场B座 8层 我买网

电话：010-57574637

传真：010-85001872

邮箱：qiaohaixian@cofco.com

参展目的：树立品牌形象，增强产品曝光 

展品介绍：Sunsides 上质，一个中粮品牌，英文 SUNSIDES，

由 sun和 sides组合而成，取意于“向阳面”，寓意阳光，健

康和蓬勃的生机。中文“上质”，为英文 SUNSIDES 的音译，

取意于“上等之选”。

5C017T5C014T 

中国茶叶有限公司 

China Tea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10-11F 

电话：4008101810  

传真：4008101810  

邮箱：linquan@cofco.com  

参展目的：提升品牌影响力，探索跨界经营模式，拓展市

场份额。    

展品介绍：中国茶叶是中粮集团十八个专业化公司之一和

集团重点打造的十二条粮油食品产业链之一。中国茶叶以

“国饮中茶”为品牌主张，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以茶叶为

主的产品及相关服务。以“中茶牌”为核心品牌，海堤、

蝴蝶、百年木仓、猴王为主要产品品牌的品牌架构。海堤

为乌龙茶品牌、蝴蝶为白茶和花茶品牌、百年木仓为黑茶

品牌、猴王为花茶品牌。公司经营的茶产品包括红茶、乌

龙茶、花茶、白茶、六堡茶、普洱、黑茶、茶饮料等全品

类茶产品。

5A007T/5A008T/5B009T/5B010T

郑州动康食品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中牟县姚家镇工业园区电话 :  0371- 

56529036 传真 :  0371- 56529036

邮箱：ysj0213@126.com

参展目的 ( 限 20 字内 )：重点诚招江苏、浙江、安徽等省

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 (限 200 字内 )：生榨杨梅汁、 蓝莓汁 ;苹果醋

饮料果计饮料 ;葡萄糖饮料

5B012T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Newhope  Dairy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 376 号                  

电话：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展现企业战略方针、品牌形象，寻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新希望乳业立足于西南，在华东、华中、华北

深度步局，构建以“鲜战略” 为核心价值的城市型乳企

联合舰队。现旗下有 35 家控股子公司、13 个主要乳制品

加工厂，11 个自有牧场。公司始终坚持有可控奶源战略，

在云南大理、石林、杭州千岛湖、四川洪雅、四川大凉山

等地自建生态牧场，发展科学养殖及绿色循环经济，把牧

场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让每一滴牛奶都充满阳光、空气、

水和人心的味道。

5B013T

北京同仁堂饮料有限公司

Beijing Tong Ren Tang Beverages Ltd.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居庸关四桥二层小楼 

电话：010-65268052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同仁堂饮料公司依托同仁堂历史悠久的中医药

文化，遵循“药食同源、食补先行”的中医药理念，研发

生产安全、健康、高品质的养生饮品。旗下酸梅汤、人参汤、

金银花露、菊花茶、红糖老姜汤等产品都是从中国最正宗

原产地采集的最优质品种，其中的大多数原材料既是药材

也是食材，保证每一种原材料都能发挥出功效。真正的自

然健康，让您喝的安心又放心。

5B015T

四川三匠苦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五科西三路西物慧鼎 306 室

电话：18280412877

传真：028-87315116

邮箱：642094734@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苦荞茶，苦荞酒，苦荞食品，苦荞制品

5B016T

哈尔滨森果乐食品有限公司

Harbin Sunfruit Food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杉杉路77号

电话：0451-88556666

传真：

邮箱：50232861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1、松美仁松仁乳：松仁乳第一品牌，轻养一生，

就选森果乐松仁乳，东北野生松子带你开启健康生活；2、蓝

小妹蓝莓果汁饮品，蓝莓汁第一质量品牌，百闻不如一见。真

材实料只做好蓝莓，喝的到的品质，尝的出的优益，用眼过度，

常喝蓝小妹。

5C018T

阿尔卑斯饮品有限公司

ALPS  Beverage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 41号刊             

电话：4006557838               

传真：86-411-81233333转 824                   

邮箱：zhaoketong@alpenwater.com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全国渠道精准寻求客户合作                                             

展品介绍：阿尔卑斯商标持有人为阿尔卑斯饮品有限公司。公

司致力于开发生产高品质的饮用水及饮品，是ALP'S ITALIAS.

R.L (意大利阿尔卑斯有限公司)授权许可在中国区域内生产

并销售阿尔卑斯品牌饮品的公司，是阿尔卑斯品牌在国内的营

销、进出口业务及纳税机构，负责阿尔卑斯品牌在中国内地、

香港、澳门等地的销售及品牌推广活动。公司主营中高端天然

饮用水(意大利原装进口“ALPS天然矿泉水”、国产“阿尔卑

斯饮用天然矿泉水”、“阿尔卑斯天然苏打水”)及健康饮品。 

斯天然苏打水”)及健康饮品。 

5B019T/5B020T

广西金嗓子保健品有限公司 

G u a n g x i  G o l d e n  T h r o a t  H e a l t h 

Protection Co.Ltd

地址：广西柳州市跃进路 28 号         

电话：0772-2825718             

传真：0772-2821456         

邮箱：jinsangz@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产品、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金嗓子喉宝（无糖系列）  含片特别使用高

纯度的国家新资源食品 -- 异麦芽酮糖醇为主要原来，

完全不含蔗糖。异麦芽酮糖醇是一种优良的双歧杆菌增

殖因子，利于儿童青少年成长，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热

量低，安全性高对人体无毒副作用。                                       

5C021T

陕西花田酒业有限公司 

Shanxi Huatian Rice Wine Co.Ltd

地址：西安市莲湖区西华门 1号凯爱大厦 B座 20810 室    

电话：029-87364256    

传真：无                

邮箱：446138482@qq.com                   

参展目的：展示花田巷子品牌及产品，寻求更多的商业

合作                                               

展品介绍：花田巷子米酒的灵感源于古都长安的桂花稠

酒，与酿造经验丰富的西安瑰宝酒业等全国优秀酒厂协

力研发，在传统基础上采用现代的固态原酿、混曲发酵

手法，撇取最上层清汁，纯净芬芳，清甜可口。花田巷

子米酒的保质期为 18 个月。

5C032T

新疆昆仑绿源农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Xinjiang  Kunlun  Lvyuan Agricultural 

Science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地址：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    

电话：18982931313    

传真：

邮箱：75881555@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展现企业产品     

展品介绍：冻干驴奶粉、干果、冻干水果片、兔肉、鹅肉、

驴肉       

5C024T

北京爱诗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aishidi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 9号楼 M座 808 室

电话：010-84839921 

传真：无               

邮箱：suspo@isdg.cn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招商。

展品介绍：SUSPO 速跑运动饮料（500ml）是 iSDG 旗下

的一款功能性运动饮料，以“爱运动 爱速跑”为口号，

主打“增肌、燃脂、倍能”的产品理念，特别添加了能

提高肌肉力量和爆发力的 HMB- 钙，有助于运动后恢复

体力的牛磺酸，以及多种 B 族维生素等，适合健身增肌

人士日常服用、运动期间补充，可帮助加快脂肪含量下

降，减轻运动损伤，增益运动成效。 

5C022T

南京甘汁园糖业有限公司 

GZY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开发区地秀路 766 号    

电话：025-84950381     

传真：025-52380108    

邮箱：lisp@gzyfood.com     

参展目的：展示实力，宣传企业，新品介绍，拓展招商     

展品介绍：甘汁园糖业创立于 1987 年，是中国最大的

功能使用糖研发生产企业，江苏省重点民营企业。公司

以推广健康营养食用糖为己任，按目标消费人群细分先

后研发并拥有姜汁红糖、阿娇红糖、四语黑糖、梨汁冰糖、

菊花冰糖、双碳白糖、净炼方糖、木糖醇、月月女人姜

汤、姜茶、果蔬洗盐、淀粉、纯碱、小苏打等上百种单品，

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甘汁园品牌在 2015 年被国家商

标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5B023T

安徽天下水坊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长丰双凤开发区凤霞路 42 号                  

电话：0551-66189660                    

传真：

邮箱：864524079@qq.com                   

参展目的：新品招商、展示形象、收集行业信息、学习

观摩                                             

展品介绍：荣事达水工业，烧脑实验室历经 6 年，通

过无可复制的生产技术专利萃取天然稀缺海藻质能量

DHA，DHA 俗称“脑黄金”也被称为“智力之源”并提取

符合神经酸 PS（磷脂酰丝氨酸），磷脂酰丝氨酸是国家

体育总局国家队才够的必备运动营养品，烧脑实验室将

脑黄金 DHA 与记忆因子 PS 强强联合，利用领先发酵提

取离心技术生产出年轻潮流的海洋蓝色能量液体，并将

包装瓶型通过趣味医学风， 原创的设计风格将产品逼

格完美呈现   

5D030T

成都市荣怡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三段 64 号锦泰公

寓 A座 1202 号           

电话：028-84304900  

传真：028-84360069  

邮箱：rycehuabu@163.com  

参展目的：公司与产品形象拓展，达到招商目的                                     

展品介绍：成都市荣怡食品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

行业领先的健康食品企业”，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方

便健康生活”，以行业领先的标准要求自己，竭诚满足

不同年龄层消费者的健康需求，成就消费者享受美味、

享受健康的高品优质生活。目前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

冲调食品和休闲食品，公司将不断锐意进取，努力丰富

产品线。

5C031T

水水鹦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Watermango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莲花街总部企业基地 80 号

楼 7-9 层                

电话：4001356658                  

传真：

邮箱：276392223@qq.com                    

参展目的：区域招商，品牌展示                                            

展品介绍：水润去燥复合果汁龙头企业，《战狼》  《流

浪地球》官方指定果汁品牌，采用芒果、牛油果、百香果、

椰子、山竹五中水果   

5D033T/5D034T

以岭健康城科技有限公司  

YiLing Health Center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天山大街 238 号     

电话：83816666-6227     

传真：

邮箱：lixiaodong@yiling.cn

参展目的：以岭大健康产品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以岭大健康产品主要包括（连花清菲、健儿

饼干、人参饼干、土元鸡蛋、醇甘宝、福喜多、连花牙膏、

以岭阿胶糕、纤乐代餐粉等） 

5C03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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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隆顺榕发展制药有限公司

tianjing longshunrong development 

pharmaceutical co.,ltd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雁门路 21 号                    

电话：4008886639，8008189668       

传真：

邮箱：longfazhan@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我公司的产品、扩大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展示的是隆顺榕酸梅汤、梨汤。我

们产品的原料都是通过精挑细选，从各大知名产地采购而

来的。饮品酸酸甜甜，开胃解腻，是餐桌上的理想选择。

淮南市晟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淮南市高新区(山南新区)智造园区内

电话：18063007849

传真：0554-5222216

邮箱：12400443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产品有：淮南牛肉汤、酸辣粉、手擀面、

纯净水、盐汽水、苏打水。

5D047T-1

5E041T

广州康瑞澜沧古茶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陆居路 2号 1301-1307 房                  

电话：020-81801060                    

传真：020-81800995                   

邮箱：1125559@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陈年老茶，普洱 

5D036T-2

威海南波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0631-5387657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品牌形象宣传、展示新品、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无花果酒、无话果食品、无花果饮料、无花果

茶叶、无花果含片、保健品、海产品                                                                    

5E038T

黑龙江秋林格瓦斯饮料销售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Qiulin Gwas Beverage 

Sales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南工业新城东兴路 151 号                   

电话：0451-86815662                   

传真：0451-86815662                   

邮箱：ql@qlkbac.net                   

参展目的：企业产品推介                                          

展品介绍：面包纯发酵，常喝消化好的秋林格瓦斯，是一

款具有一千年历史的俄罗斯民族饮料，秋林格瓦斯是中国

最早（1900 年）、最正宗的格瓦斯饮品，除此之外，另有

两款最新展品同时进行推介，分别是：针对 18-25 岁年轻

群体的，喝小米好身体 --谷汽（小米）发酵产品及初中、

小学孩子群体更受欢迎的品牌合作产品爱 TA 就一起泡泡

茶的趣多多 •泡泡茶 (含汽果茶 ) !口味独特，口感丰富，

喝果茶就选趣多多！

5D039T/5D040T

河南浩明饮品有限公司 

地址：

电话：18603897156       

传真：

邮箱：1871105137@qq.com 

参展目的：交流经验，推广宣传自身产品、扩大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生产：苏打水、功能饮料、果汁、碳酸

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八宝粥等系列产品，公司能准确把握市

场，不断推陈出新，品质是我们的追求。   

5E042T 

上海东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T TOHKI FOOD GROUP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四路501号                  

电话：021-39982053                  

传真：021-39982088                    

邮箱：:mengjiao.1i@tohkin.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湖南、湖北、华中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懒人福音”魅力厨房方便粥系列，开袋即食，一

不添加：日加满功能性饮料，随时随地补充能量：金格勒有机

油品，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多国冇机认证：萨科森之门进

口葡萄酒，法式浪漫，触手山得；川式调味品朝天香系列

5D043T/5D044T/5E045T/5E046T 

安徽平牧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潘集经济开发区平牧食品工业园

电话：0554-4334078  18439621469

传真：0554-4334078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1、散称饼干（酥性饼干、 韧性饼干）2、我公司

生产在饼干是经过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独家豆麸的发酵配方制

成。公司研发的大豆膳食纤维饼干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豆麸

饼干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大豆异黄胴，以及人体必需的多种

氨基酸，对心脑血管、消化道疾病、糖尿病和肥胖症有较好的

的预防效果。

5D047T-2

淮南市碗碗香豆业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卧龙山路

电话：0554-5738038

传真：0544-5676551

邮箱：wanwanxiang@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区代理商

产品介绍：公司主营刘香牌休闲豆干，公司是中国豆制品企业

50强

5D047T-3

安徽芈八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mibazi Foo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工业园区

电话：0554-410-1919

传真：0554-499-9098

邮箱：1538386505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 加盟商 / 网络

营销 /视频营销中心

展品介绍：讲好一头牛、一碗汤与一座城的故事，原汁

原味，其它地区无法自制。公司主营产品有：淮南牛肉汤、

时苗牛肉、牛肉豆腐、牛肉大救驾等产品。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淮南牛肉汤、时苗牛肉、古贡大救驾获得

安徽旅游商品金奖，是淮南旅游局《淮南礼物》标志食品，

安徽省旅游商品“五进”工程示范项目。

5D047T-5

哈尔滨秋林里道斯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哈尔滨群力第五大道与丽江路交口，汇智金融 A

座                  

电话：4006661900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

5F050T

安徽八公山豆制品有限公司  

Anhui Bagongshan Bean Products Co. Ltd.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八公山乡豆腐村

电话：0554-4103456

传真：0554-4103245

邮箱：bgsqdy@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产品有：腐乳、豆干、豆酱、粉皮、

粉条、腐皮、腐竹、千张、煎饼、煎卷等产品。

5E048T-3

淮南白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Profile of Huainan Bestland Enterprise 

Group Co., Ltd.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经济开发区

电话：0554 一 2662668

传真：0554 一 2662668

联系人 :余龙梅

邮箱：8562315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始创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白蓝集团，迄今已

拥有 20 多年的食品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专业经验。经

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白蓝集团已成长为一个集出口速

冻蔬菜、豆薯制品和速冻面米制品的生产、加工、储存、

营销与技术研究为一体的综合现代农业企业集团。近年

来，白蓝集团以淮南牛肉汤方便食品和出口冷冻蔬菜为

两大发展主体，。白蓝集团现拥有 11000 亩出口蔬菜种

植基地，可带动 10000 户农户和 25 万亩以山芋、毛豆

为主的订单农业。

5E048T-1

淮南市忠辉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毛集经济开发区文成大道西路

电话：0554-8262555

全国服务热线：4008-602-555

邮箱：312260699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淮南市焦岗湖忠辉食品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

水产品、农副产品加工的省级旅游商品生产示范企业，

主要产品有“焦岗湖”牌咸鸭蛋、神仙豆、嘿散徽蛋、

蒋家小酱、三子麻油、焦岗湖大闸蟹、老渔民富贵鸭、

吉祥雁、富贵鱼、老渔民板鸭、焦岗湖三珍野味、焦岗

湖梦之鱼休闲鱼制品系列等。

5E048T-2

安徽君临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工业新区三期标准化厂房

电话：0554-3300001

邮箱：13855400000@139.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拥有 " 一大碗 "、" 满桶香 "" 纯粉天下

""君临小厨"品牌。主要生产牛肉汤系列、羊肉汤系列、

酸辣粉系列、麻辣烫系列、方便面系列、红薯粉丝、马

铃薯粉丝、豆制品、调味品等绿色天然无污染加工食品。

多项发明专利和外观专利正在申请中。安徽君临食品有

限公司是淮南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公司现有厂房面

积 10000 平方 , 职工 100 余人。一条 15 吨自动化水晶

粉丝生产线，三条先进的包装生产线。专门设有研发部、

质检部，可确保食品的安全。

5E048T-4

海南素言健康饮品有限公司 

SU  YAN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棕阁公寓 B栋 9B                  

电话：0989-68705007                  

传真：

邮箱：744037984@qq.com                  

参展目的：推广素言宝象国果醋饮品，进行全国招商 .                                               

展品介绍：素言百香果果醋饮品；原果园浆，源自海南.    

5E049T

山西好乐佳食品有限公司

heloja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航运大厦 15 层    

电话：400-1100-898   

传真：

邮箱：1169716661@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得到宣传、促进成交、增加业务效益                           

展品介绍：冻干食品是真空冷冻干燥食品的简称，也称

FD 食品。 由于冻干这一特殊处理过程，因而可以最大

限度地保持原新鲜食品的色香味及营养成分、外观形状

等；我们共有四款产品将亮相糖酒会。分别为冻干轻脂

水果脆、冻干轻脂果蔬脆、冻干坚果能量脆、手泡果汁 

5E051T/5E052T

贵州龙缘盛豆业有限公司

Long Yuan Sheng Bean-product Co. Ltd.

地    址：贵州省龙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

销售热线：0854-5638005

公司网站：http://www.lysdy.cn/

微信公众号：gzfxdy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目前拥有国内一流豆制品的生产线6条，

设计生产能力为日处理大豆原料 20 吨，现有员工 120

余人，其中管理人员：15 人（研究生：3 人；本科生：

5 人；大专生：10 人；外聘教授级专家 4 人），同时为

产品申请注册了“芳馨豆园”“磨豆豆”“苗岭风”“苗

岭秀”四个商标。我公司目前是省内规模最大、产品最

齐全、销售网络最健全、品牌影响力最强的豆制品专业

生产、销售企业。

5E055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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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兆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G A N S U  Z H A O F E N G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DEVELOPMENT CO . LTD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徽县伏镇工业园区

电话：0939—7592959

全国服务热线：4006832682

邮箱：84907805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生产鲜干腐竹、豆皮、豆包、连续豆

皮等豆制品。通过 HACCP 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已成功办

理出口资质。公司产品接受 OEM，大型集团公司下游原材

料采购。可根据需求订制。

河南好阳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村

电话：13253955397

联系人：兰肖雄

参展目的：重点品牌拓展，建立采购经销商渠道，行业交流。

展品介绍：各种规格的腐竹

公司全面致力于黑豆豆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新增数十条

高规格豆制品生产线，其目的是为了在豆制品行业鱼龙混杂演

化愈加严重、行业秩序混乱的大背景下，增强品牌影响力，不

断提高对新老客户的服务品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使我们的

客户在市场上保持持久竞争力和绝对优势，从而巩固各位代理

商的利润空间，持久共赢。

5E056T-4

5E056T-1

内黄县亿佳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亿佳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3072-7955311

传真：3072-7955311

邮箱：45858625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品牌拓展，建立采购经销商渠道，行业交流。

展品介绍：各种规格的长、短圆条腐竹、扁条腐竹、腐竹段、

豆腐皮、鲜腐竹、鲜油皮。烤麸干、豆美丝、豆皮、豆排、

豆扣、豆棍、等豆制品。

5E055T-2

江西良家小品实业有限公司 

Jiangxi LiangJiaXiaoPin Industrial Co.,Ltd.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桥南工业园南区（绿源食品内）

电话：0796-2222426

传真：0796-2222186

邮箱：ljxp0796@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产品有：豆制品（豆腐乳）、酱腌菜、

笋制品、口味堂辣椒酱系列等蔬菜罐头以及肉类熟食罐头

等产品。江西良家小品实业有限公司为江西省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公司旗下有两大品牌—“良家小品”、“口

味堂”，其中“良家小品”为江西省著名商标。

5E055T-3/A

黑龙江省龙海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455-81306106

传真：0455—8136106

邮箱：727325843@qq.com

参展目的：

黑龙江大豆交易中心 宣传推广龙江、海伦高品质大豆，

打造全新龙江大豆交易平台。

展品介绍：大豆、豆粉等豆制品。

5E055T—4

新余市华乐食品有限公司

Xinyu Huale Food Co., Ltd.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生物医药食品产业园彩虹

路 1189 号

电话：0790-6861018

传真：0790-6861020

邮箱：49556903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产品有：腐竹、豆腐皮、豆干、千张、

豆腐、油泡等豆制品。新余市华乐食品是农业产业化市级

龙头企业。

5E056T-2

红河口口香豆制品有限公司

Red River Mouth Sweet Bean Products 

Co., Ltd.

地址：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热电汽循环利用产业园

电话：18187338777

传真：0873-7137007

邮箱：100598400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豆制品生产、销售，豆类、蔬菜、

水果种植及销售；公司秉承“传承百年 健康美食”的理念，

生产“益香龙”和“滇南口口香”品牌的豆腐皮、云丝、

豆结、火锅豆皮、腐竹和保鲜皮，并于 2017 年 4 月中国

( 武汉 ) 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备展览会上荣获“优秀产

品奖”，2017 年 10 月成功进入沃尔玛超市，2018 年 1 月

通过FSSC22000食品安全认证体系证书。2期建有5个厂房，

预计 11 月开厂！

5E056T-3

山东大卫生态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Shandong Dawei ecological food industry 

Co., Ltd.

地址：山东省微山县付村街道大卫食品工业园

电话：0537-8588886

传真：0537-5031501

邮箱：sddwfood@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区代理商、宣传儒风大卫“千年孔孟乡、

自然中国味”的口号

展品介绍：干腐竹（青豆腐竹、黑豆腐竹、黄豆腐竹）鲜腐竹

（青豆鲜腐竹、黑豆鲜腐竹、黄豆鲜腐竹）鲜油皮（青豆鲜油

皮、黑豆鲜油皮、黄豆鲜油皮）腐竹段、油皮丝等

5F057T-1/5F057T-3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TRAMY GREEN FOOD (GROUP)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灶工业园区宣春路201号

电话：021-58032096

传真：021-58032096

邮箱：xgd62@163.com

参展目的：拓展优质豆制品市场，弘扬中国饮食文化，提升企

业影响力

展品介绍：作为全国领先的豆制品大型企业，清美集团在 20

年的创业过程中屡获殊荣，先后被国家相关部门授予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全国主食

加工业示范企业，中国驰名商标等称号。本次清美参展产品包

括清美休闲食品套装，清美卤制品套装，清美利乐豆浆、清美

糕点套装等产品，凭借优质美味的产品，诚意十足的服务，清

美希望给本次展会带来更多亮点，达成企业和客户的双赢结果。

5F057T-2

浙江老爸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石塘镇上马工业区北沙路9号

电话：0576-86788888 （手机：13819746788）

传真：0576-86131893

邮箱：37248935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浙江老爸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新千年曙光的首

照地——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是一家集豆干品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民营企业。公司创办

于 1994 年，目前公司的主导产品为调味豆腐干，产品

风味有卤味、卤辣味、五香味、肉汁味、素食味、海鲜味、

牛肉味、麻辣味。南北相适，老少皆宜。“老爸豆腐干”

以选材地道、配方科学、口味独特、营养美味而深受广

大消费者青睐，在市场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5F057T-4

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Jincaidi Food Co., Ltd.

地址：当涂县经济开发区隆昌南路 9号

电话：0555-2752766

传真：0555-2752766

邮箱：36154258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吃产品有：茶干、豆腐干、香干、

豆制品、豆浆、面条、粮油、肉制品酱腌菜、酱等产品。

金菜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其生产的茶干、酱腌菜是国家 A级绿色食品。

5E059T-1

连云港日丰钙镁有限公司 

LIANYUNGANG RIFENG CALCIUM&MAGNESIUM 

CO.,LTD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26 号

电话：0518-83065333

传真：0518-83065388

邮箱：lygrf@lygrf.com

参展目的：诚招大豆生粉、休闲豆干预拌粉、浓缩豆浆、

豆酸奶等饮品全国经销商及生产企业

展品介绍：

我公司主要是提供环保工艺豆浆、豆腐、豆酸奶，无渣、

无水、全组分产品及智能设备+原辅料+解决方案。其中：

大豆生粉：可以做全豆豆腐、豆酸奶；休闲豆腐预拌粉：

可以快速做出富含膳食纤维的豆干，没有环保压力，比

传统工艺产出多 6 倍。豆乳、豆乳酸菌饮料、豆酸奶口

味极佳

5F058T-2

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

PANJIN SOONG TAI FONG FOOD CO.,LTD.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高升经济区盘锦宋大房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427-6710521  

传真：0427-6577575

邮箱：panjinsdf@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品牌拓展，建立采购经销商渠道，行业交流。

展品介绍：豆制品系列：香辣豆丝、孜然豆干、熏豆卷、

素鸡。野山核桃肉食系列产品：野山核桃炖猪蹄、野山核

桃酱凤爪、台式小烤肠等。休闲食品系列：炭火烤肠、精

武枣肠等。传统卤味食品系列：熏猪蹄、雪原熏鸡、酱牛

肉、芳香鸡、熏鸡爪、酱鸡胗、珍馐四宝等。灌制品系列：

红肠、早餐肠、金丝卷、松仁小肚、皮蛋肠、西式切片等。

速食菜系列：红烧肉、黄焖牛肉、鲅鱼豆、四喜丸子、炖

锅系列等。礼盒产品等。

5F058T-1/A

杭州仁义豆腐皮厂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东坞山村

电话：0571-63418767

邮箱：13706512888@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加工，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速冻食品。

杭州仁义豆腐皮厂主要生产各类豆腐皮，以及豆腐皮深加

工产品。

5F058T-1\B

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温特莱中心 B座 709 

电话：010-59334211

全国服务热线：13910583906

邮箱：jingzhang195@creditease.cn

参展目的：获取中小企业客户融资需求，将资金送到德

才兼备、诚实守信的人手中。

展品介绍：纯信用，无需抵押担保。以发票数据为核心，

结合互联网大数据作为授信依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贵、

融资难的问题，以应收账款为主体的融资产品。

基于供货商与大中型商超、餐饮等多行业零售企业的贸

易情况，为供货商提供的短期融资的产品。

5F058T-3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XiamenYinXiangBeanProductsCo.,Ltd.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美禾六路 99 号银祥集团食品

工业园

电话：0592-7399789

传真：0592-3571999

邮箱：39379355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银祥黄金腐皮卷精选东北非转基因大豆；只

提取原浆前三层豆皮用于油炸成型；生产全程无添加任

何色素、防腐剂，确保安全、放心；率先引进豆皮加工、

油炸成型到包装的整套先进全自动生产线，具备产业化

规模化优势。规格：130g  贮存条件：常温保质期：6个月。

银祥鲜腐竹精选东北非转基因大豆，提取头道原浆豆膜，

采用急速冷冻工艺，保留鲜腐竹中新鲜的水分、营养和

弹滑，无论是涮火锅、烧菜都是营养健康的佳品。

5F058T-4

宜宾市南溪区郭大良心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罗龙工业集中区

电话 : 0831-3395777

邮箱 : 7193464@qq.com

参展目的：川内起到宣传推广作用；重点合作省外代理

商。

展品介绍：採铃 ® 郭大良心 ® 豆腐干，源自豆腐干的摇

篮“南溪”，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南溪豆腐干”之

一，其制作方法采用传统手工制作，2007 年获得四川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同时，作为“四川老字号”产品，

因其制作精细、色泽诱人，绵扎细腻，富有嚼劲，口味

丰富多样而畅销省内外，被评为优秀旅游商品，是人们

旅游休闲的不二之选。

5E059T-2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ZUMING BEAN PRODUCTS CO.,LTD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77 号

Ad d :  F / N o . 7 7  J i a n g L i n g  R o a d , B i n j i a n g 

District,Hangzhou

电话：0571-86688788 传真：0571-87005309

Tell: 0571-86688788  Fax: 0571-87005309

联系人：李国平      电话：13967103158

展品介绍：祖名休闲豆制品、植物蛋白饮品、发酵性豆

制品腐乳。企业介绍：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杭

州市滨江区，从 1994 年创立，位于杭州市滨江区，是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国大型豆制品生产企业。

已经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全国农产品加工示

范企业。2016年成为G20杭州峰会豆制品食材供应企业，

同年登陆新三板成功上市。另外，祖名公司还是国家和

国际豆制品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祖名公司很早就

对外郑重承诺：坚持做绿色食品，所有产品不添加防腐

剂，绝不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添加剂。

5E059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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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DELISIFOODCO.,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得利斯工业园           

电话：0536-6339561       

传真：

邮箱：delisishichangbu@126.com        

参展目的：在国内代表性专业展会上展示产品和品牌形象。                                               

展品介绍：低温、发酵、酱卤系列产品；熟食制品（速冻、

猪肉、牛肉）； 冷鲜肉系列（猪肉、牛肉）；调味品系

列产品。   

青铜峡市明珠圆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Qingtongxiamingzhuyuan.food.co.ltd  

地址：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嘉宝区 

电话：0953-3055661       

传真：0953-3724550        

邮箱：649238032@qq.com 

参展目的：促进产品销售，扩大企业知名度，展示新产品，联

系新客户。

展品介绍：老苗月饼、糕点采用优质原料、传统工艺，精制而

成，具有传统风味，品种多样，色泽鲜亮，口感甚佳，老少皆

宜，是绿色、营养、健康的美味佳品，产品具有 60多年的传

统历史文化，多年来深爱消费者青睐。果酱系列产品选用宁夏

当地优质水果原料精制而成；果肉明显可见，酸甜适口。公司

新开发的山泉水老豆腐、豆干系列产品，利用当地山泉水、优

质黄豆、先进的工艺加工而成，形成了老豆腐、嫩豆腐、豆干

等系列产品，营养价值高，口感好，它还具有养生保健的作用，

深受消费者欢迎。 

5F068T5F063T

四川徽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huiji Food Co.,LTD

地址：成都市金牛高科技产业园（天回镇）兴川路 929 号

电话：028-66679888

邮箱：huijifood@huijifood.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好巴食豆干：采用非转基因优质大豆，共享五

粮液酒厂优质水源，生产过程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休闲食

品四大电商品牌同时选中我司代工，是好品质最好的背书。

徽记瓜子：徽记瓜子，好吃不上火，干净不脏手，久吃味

更香有你一面：手工日晒拌面，先煮后拌。米通：精选五谷、

传统气流膨化，粗粮细搭，解馋抗饿

5F060T

五常市乔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WU CHANG CITY QIAO FU DA YUAN 

AGRICULTURE CO.,LIMTED 

地址：黑龙江省五常市杜家镇半截河子村（金福现代农业

产业园）                   

电话：0451-51085430  17758883997

传真：

邮箱：2058937646@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品牌招商                                     

展品介绍：“乔府大院”品牌诞生于 2005 年，它代表着

一种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一种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乔

府大院系列五常大米选用优质稻花香 2 号稻种，自然环境

下生长，无污染，森林活水灌溉，高标准种植，推出优质

的稻米、稻米油、杂粮、粥米、五谷粉五大品类百余个单品。

品牌曾荣获“首届中国国际大米节指定用米”、“中国十

大好吃米饭”、“全国粳稻米产业大会金奖”、“黑龙江

绿色产品十佳品牌”、“黑龙江省著名商标”、“黑龙江

名牌产品”等多项殊荣。

5F061T

新疆雪山果园食品有限公司

Xinjiang Xueshan Orchard Food Co., Ltd.

地址：新疆昌吉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高新农业产业园 

电话：16699230180   

传真：

邮箱：14977002@QQ.CM                   

参展目的：推广新疆雪山果园、西域之恋及新疆名优特系

列产品                                                

展品介绍：以“绿色.健康.有机”为生产理念将“天然.绿

色，健康 .营养”的新疆特产带给全国人  

5G062T  

临沧庆丰核桃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Lincang Qingfeng Walnut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成都市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电话：0883-4220981      

传真：0883-4220981   

邮箱：2180937389@qq.com     

参展目的：通过展会宣传公司形象、促进产品的销售、展

示新产品。 

展品介绍：核桃乳系列产品精选深山老树核桃，原生优质

核桃磨浆，具有改善记忆力、延缓衰老、润肠通便、降低

心脏疾病、三高等功效；临沧浆果浆富含钙、磷、铁、维

生素 B1、B2、人体必需的 8 中氨基酸、脂肪酸等多种营养

元素，0 香精、0 砂糖、0 防腐剂，是糖尿病患者最好的脂

肪补充来源。 

5F064T

浙江太牛贸易有限公司

Zhejiang Tai Niu Trade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 788 号海越大厦 23 楼    

电话：0571-58088081     

传真：0571-58088081   

邮箱：156806229@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展示品牌，扩大品牌影响力       

展品介绍：泰牛维生素饮料，椰雅牌泰式鲜榨椰汁     

5G065T/5G066T  

典发食品（苏州）有限公司

NOVEL FOOD(SU ZHOU)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吴江汾湖高新区文昌路西侧

电话：0512-81550606

传真：0512-81550608

邮箱：chihshenglee@deanfa.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典发食品作为冷冻行业知名企业，拥有知名品牌“千

页”豆腐，以其优良的品质享誉餐饮界。秉持“创新求变，品

质第一”的经营理念，不断开发创新，先后推出非冷冻类休闲

小吃「蒸爱呷」及「典发豆浆」系列产品。「蒸爱呷」素肉、

素肠、素肉排3个品项 8种口味，以大豆蛋白为主要原料，实

现“素的内在，肉的口感”。「典发豆浆」严选非转基因大豆，

不加添加剂。豆香浓郁、多种口味缤纷好味道。

5G070T

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

Sichuan TieQiLiShi Industrial Co.,Ltd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216号喜年广场45F                   

电话：02886660260                    

传真：02886662660                    

邮箱：ppb@tqlsgroup.com                   

参展目的：形象展示、产品推介、寻求合作                                               

展品介绍：依托四川铁骑力士集团猪、鸡、鸭三条全产业链精

加工生产的系列产品：包含高品质生鲜（猪、鸡、鸭产品）、

佐餐熟食、肉灌食品、罐头食品、休闲食品、预调食品、腌腊

食品、高品质白酒等产品。

5G071T

新泰大兵黄砂板糖食品有限公司

Xintai Dabinghuang Herbal Candy 

Co.,Ltd 

地址：山东省新泰市青云街道果园村桥东路南200米                    

电话：0538-7888722                    

传真：

邮箱：203730615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大兵黄老北京砂板糖，是中国传统手工润喉糖，

已逾百年历史，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配方已获国

家发明专利，精选药食同源草本植物，采用非物质文化遗

产技艺，纯手工熬制，无添加剂、防腐剂、着色剂，清凉

润喉，爽口沁心，用后咽喉舒畅，保持口气清新。  

5G072T

焦作市云台山泉水厂

yuntaishanquan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七贤镇

电话：0391-7827887

邮箱：6539923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东仓云台山泉：源自世界地质公园焦作云台

山山泉，长寿之乡水源，具有丰富的天然矿物质，弱碱

性富硒小分子特性水，风味甘鲜，口感清爽。 找回水

的能量，重塑人水关系。拓瀑苏打水：汲取天然优质水

源，历经层层淬炼，接近人体最原始状态的 PH 值水。

清新柠檬味，一口入喉，清凉舒爽；醇香桃味，口感香

甜；清爽醇意原味，满满 soda 味，满足您对水的挑剔。

乐能乐葡萄糖补水液：护肝养胃新概念，快速补充人体

能量。平衡、运动、能量。适合所有消费群体。

5H080A 

包头市恒威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Baotou Heng Wei food processing Co., 

Ltd. 

地址：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南海子村工业开发园区  

电话：13876394460          

邮箱：497329930@qq.com              

参展目的：扩大宣传、 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1、干巴条：干而不硬，久嚼松软；2、风干条：

产于内蒙古，风味独特、草原味道。   

5G077A 

诸城市浩天药业有限公司

Zhucheng Haotian Pharm CO .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辛兴镇驻地  

电话：0536-3649788    

传真：0536-3649788    

邮箱：lin@zcht.cc    

参展目的：为了让厂商及大众认识到甜菊糖的天然、健康

以及可持续发展  

展品介绍：甜菊糖( stevia)是一种从甜叶菊叶片中提取

出来的纯天然、高甜度、低热值甜味剂，其甜度是蔗糖的

200-300倍，热值仅为蔗糖的1/300,外观为白色结晶性粉

末。甜菊糖无毒副作用、无致癌物、食用安全，经常食用

可预防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心脏病、龋齿等病症，

是一种可替代蔗糖非常理想的甜味剂。甜菊糖可广泛应用

于食品、饮料、医药、日用化工、酿酒、化牧品等行业。

被国际上誉为“世界第三糖源”。

5H074A

山东润露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Runlu Food Co.,Ltd   

地址：

电话：0530-2951299       

传真：

邮箱：runlu201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标榜糖系列  华夏孔府糖 花茶系列 阿胶糕。

5G075A  

深圳市伊都食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YIDU FOOD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民主丰民路民主西部工业

园二期 B栋                 

电话：0755-27447012                   

传真：0755-27447011                  

邮箱：vidu@vidufood.com.cn                

参展目的：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寻找合作客户，交流行

业和产业信息                                         

展品介绍：本次活动参展产品为我司的热销产品，伊都

兰州风味拉面 伊都刀削面 伊都骨肉汤拉面 伊都特制

五人份拉面  伊都鲜拉面等，是广大连锁超市和市场餐

饮客户的首选品牌     

5H078A 

黑龙江省海圣饮品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Haisheng Beverage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 国道东侧平安街南                 

电话：0456-6588888                  

传真：0456-6818888                  

邮箱：20297912@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及产品宣传                                              

展品介绍：优质水源——源自全球七大火山带之一（五

大连池——二克山——科洛火山带），在地下 300 米深

的火山岩层潜流孕育壹万余年，并吸纳其天然精华呈天

然弱碱性。苏打水中含有偏硅酸、钾、钠、锶、钙、镁

等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能增强细胞活性、

调节人体酸碱平衡、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堪称“稀世珍

水”“健康水”、“长寿水”、“肝脏水”“黄金水”。

长期饮用，有益身体健康。 不含气体、水质细腻柔滑、

口感清甜圆润。

5G079A

伊春中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Yichun Zhongmeng Food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翠峦区曙光办翠东街                   

电话：0458-3702222        

邮箱：278617253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1997 年挪威科学家首次公布了松籽中有一种

不饱和脂肪酸，它与地球上所有植物当中的不饱和脂肪

酸不同，只存在于松籽油中，不仅能够降低胆固醇(TC)、

甘油三酯 (TG)，升高高密度脂蛋白 (HDL)，而且还能抑

制、消除其他不饱和脂肪酸对机体的不利影响。同时，

目前最新研究表明，它还具有抗炎、解热、镇痛，对抗

各种真菌、病毒感染，促进中老年人排泄功能等作用。

它被专家誉为洗血因子。

5G081A 

四川三圣宫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Sanshenggong Food Co. Ltd

地址：四川省达州市农产品加工集中区（通川区魏兴镇）

电话：13440040033   

邮箱：1493028480@qq.com 

参展目的：以企业品牌及产品进行推广，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加工而成的食品，将

三十多味香辛料中的水溶性和脂溶性香味成分进行有效

提取，赋予了产品更加独特和丰富的香味，构建出中草

药香、咸鲜回甜、麻辣劲爽的三个口味层次感，造就了“三

圣宫 ® 七星椒 ”系列产品越细嚼慢咽越出味道，咽入

腹中，唇齿留香、余味袅袅、吞津咋舌、顾盼无穷的口

味特点。现有八大系列30余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尤其是酱料（下饭菜）系列及卤料系列，更受消费者的

青睐。

5H0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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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县信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博爱县宏昌街道办事处鸿基中心广场 A 座

606 号                     

电话：13716764483                     

传真：010-87513325                    

邮箱：34287961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成都、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怀道居产品均采用地道温县垆土山药为原材料，

严格把控质量关，山药有养胃健脾，滋阴美颜，补肾气的

功效，温县垆土山药适用于任何人群，任何体质，包括老人，

儿童，孕妈和其他特殊人群，产品线生产罐装，盒装及便

携装，满足不同需求。

江苏小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Xiaocao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太湖路39号                 

电话：0515-69931717           

传真：

邮箱：106003131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有商超渠道的优先审核。                                             

展品介绍：OHLAF 创立于 2016 年。OHLAF 秉持着“Every Bite 

Matters”的理念，

以原生（Original）、健康（Healthy）、热爱（Love）、活力（Alive）、

清新（Fresh）作为品牌的性格与价值观。OHLAF品牌诞生于线

上，通过一年多时间的经营，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产生的

较高的美誉度，并逐步在寺库网，小红书，ENJOY，下厨房，

火球买手等众多合作平台的品牌背书下开始在 2018年逐步进

入线下精品超市。OHLAF公司致力于在三到五年成长为谷物麦

片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国货品牌。

5H092A5G089A

黑龙江省黑土庄园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兰西县经济开发区绥兰路 2号          

电话：0455-5678988       

邮箱：1004812469@qq.com            

参展目的：促进同行业交流学习                                             

展品介绍：哈北小镇有机杂粮产自世界三大黑土之一的黑

龙江寒地黑土呼兰河流域，这里有冬寒夏炎的气候特点，

一年就一季庄稼。相对洁净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以哈北小

镇品牌有机杂粮为代表的特色产品。   

5G083A

天津中发蜂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zhongfafengye

地址：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广阔道 2号                 

电话：022-82662599                  

传真：022-29232599                  

邮箱：1005602681@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宣传产品，树立品牌形象                                         

展品介绍：“冬酿”只做天然成熟蜜！内服或外用蜂蜜，

能有效改善身体的营养状况，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增强皮

肤的活力和抗菌力，减少色素沉着，防止皮肤干燥，使肌

肤柔软，洁白，细腻，并可减少皱纹和防治粉刺等皮肤疾患。

食用蜂蜜还可改善便秘，促进肠道毒素的排出，养颜除了

食物营养成分的很好吸收，还有一个关键是排毒。蜂蜜还

对缓解疲劳症状有显著效果，是首选的食养食疗佳品。 

5H084A

陕西事农果品有限公司

shinong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世纪大道中

段清华科技园 B区 1号

电话：029-33662722

传真：029-33662722

邮箱：13193369520@163.com

参展目的：果密码系列新产品推荐、招商，公司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果密码系列产品是事农公司主推的休闲食品类

新品，主要包含雪枣系列、坚果系列、果干系列产品、每

款产品都选自世界最优适生区，严格执行高于国标的企业

标准，遵循 HACCP 管理体系、FDA 质量体系规范，将优生

区最天然、最健康的食品送到消费者的身边。事农，遵循

新鲜、健康、价值、惊喜的企业理念，将吃的幸福带给千

家万户。

 

5G085A/5G087A

东阿县御膳堂阿胶制品有限公司

Donge yushan hall donkey-hide gelatin 

products co., ltd. 

地址：东阿县桐城街道办事处郑于村南 1000 米                  

电话：0635-3268567                   

传真：0635-3268567                 

邮箱：746491912@qq.com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 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御膳堂阿胶为正宗东阿特产阿胶系列产品补气

养血，美容养颜    

5H090A

福建闻名食品有限公司

Fujian wenming Foods Co.,Ltd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后山村宅山 37 号                   

电话：0591-22810605                    

传真：0591-22810065                    

邮箱：w3540666@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1、福泽海蜇丝（香辣味、海鲜味、麻辣味）、

组合装海蜇丝、即食海蜇丝；2、福泽海蜇头（香辣味、

海鲜味、台湾风味）；3、福泽风味小菜（油焖金菇、爽

口斗鱼粉）；4、福泽爆炒海蜇头；涮海蜇头；雪玉片；5、

樱花草魔芋椰子冻、南瓜冻、银耳冻；6、福泽海蜇头系

列礼盒。

5G091A

湖北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Bei Fuxing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湖北省汉川市沉湖镇福星街18号

电话：027-88010588

传真：027-83617566

邮箱：fuxingbiotech@vip.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范围内的省区、市县代理商。                

展品介绍：（1）福智星脑力士DHA海藻油营养粉12杯礼盒装、

20杯礼盒装、12条盒家庭装；福智星脑力士 DHA海藻油营养

粉增强型高档礼盒装；（2）用途：补充DHA，改善记忆，保护

视力；（3）工艺：天然微藻，物理提取；（4）生产者：湖北

福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G093A

佳木斯市佳天德颐实业有限公司

Jia Tian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友谊路毕升街188号  

电话：13585595086               

传真：

邮箱：fulinlin1017@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省市代理，经销商。                                      

展品介绍：“疯狂精酿啤酒公司”是疯狂家族酿酒集团控股的

一家独具特色的俄罗斯啤酒精酿公司。酿造工艺、水平和良知，

以及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供应商最好的原材料让我们每一品

类产品都能够获得无以伦比的品质和独特的味道。专为挑剔和

个性的群体而创造。其主要系列有：疯狂家族纯手工精酿啤酒

系列，疯狂家族德米多夫精酿啤酒系列， 疯狂家族塔吉尔系列。

5G095A

吉林省德伟米业有限公司

Jilin Province Dewei Cereals Industry 

Co.,Ltd.

地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雅达虹工业集中区  

电话：0438-3113335                  

传真：

邮箱：107352013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范围内的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德伟有机杂粮种植基地位于松花江、嫩江、第

二松花江三江交汇处的冲击平原，地处北纬45度世界粮

食生产黄金地带, 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人体

所需的各种维生素等，营养丰富，是老少皆宜的粮食佳品。

5H096A
5H110C 

乌干达咖啡发展局

Uganda coffee. Development authority   

地址：

电话：010-84591273                   

传真：010-84591273                     

邮箱：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湖南、贵州等省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乌干达烘焙咖啡、速溶咖啡、挂耳咖啡、乌

干达工艺品。                                               

5H105C

河南兰鹏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                

电话：13838045259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统一方便面、啤酒   

5K099C 

扬州天成食品有限公司

YANGZHOU TIANCHENG FOODS CO.,LT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鲁垛工业集中区

电话：0514-88883688

传真：0514-88883688

邮箱：987859641@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宣传，推广 

展品介绍：桂花糖藕，香糯可口

5H101C

上海旺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VanJak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1728弄 2号楼502E

电话：55803701

传真：021-55803701

邮箱：13818721130@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产品，招募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泰国风味的休闲食品

5K104C

古丈亲亲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Guzhang QinQi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湖南长沙天心区摩天一号二座 940-947                  

电话：0731-84898277                    

传真：0731-84898277                   

邮箱：1695355781@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提升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古丈亲亲是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古丈县的重

点扶持企业，古丈亲亲从落户古丈县的那一刻起，就把

扶贫作为企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丈县政府、中

金集团和湖南省茶业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古丈亲亲在黑

茶的研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依托强大的原料、

发酵工艺和对当下中国无糖茶饮市场的精准把握，开发

出了一款全新的无糖黑茶饮料“益小乐”。 “益小乐”

所选取的茶原料都是无污染，无农残的有机原料，非常

适合当下及未来健康的新生活方式。                                                                                                                        

5H106C  

西安冯金平炒货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Xian FengJinping Fried Food Co.,Ltd 

地址：西安市鱼斗路工业区 1号

电话：029-85900762

传真：029-85900983

邮箱：5046538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 . 河南 . 河北 . 湖南 . 湖北等

省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经营：内蒙精选干炒葵花子，多

味脱皮葵花子，焦糖味葵花子，山核桃味葵花子，五香

味葵花子，蜜汁味葵花子，山东精选花生果，原味花生

果，卤味花生果，蒜香花生果，五香花生米，油炸花生米，

果味花生米，麻辣花生米，琥珀花生米，香辣花生米 等。

                                                                                                    

5K107C/5K108C

青岛百龄麦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Prima Foods Company Limited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铁橛山路 1828 号                   

电话：0532-88187835                    

传真：0532-88185075                    

邮箱：lhf@qdprima.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拥有严格的

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22000:2005 及 HACCP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三项国际认

证。自 2003 年 6 月份成立至今专业生产保鲜湿面，产

品远销欧盟、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深受消费者喜爱。公司生产的乌冬面、拉面和宽心面采

用进口小麦磨制的面粉，口感爽滑、韧性大，常温保存

10 个月，运输便捷，适合商超、便利店、餐饮、批发市

场等区域经营销售。

5K111C 

上海新成格林尔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Xincheng Greenearth Food Co.,Ltd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华洲路 120 号                

电话：02133789680                   

传真：02133789680                 

邮箱：121524023@qq.com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  ，提高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上海新成格林尔食品有限公司(GreenEarth)。

根据日本 , 美国等客商要求，从 2002 年开始研制、开

发水果类产品，我们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专门生产各

种天然的水果冰淇淋 , 创造了华贵的水果冷冻甜品，在

各种水果自然成熟期采摘，经精心加工，保持其天然的

产品风味，完成艺术与天然的结合，让你爱不释口，被

国内外消费者誉为“地球上时尚和天然的冰淇淋”。产

品远销美国、欧盟、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生

产能力各种水果冰淇淋 5000 万个。

5K112C

黄老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UANGLAOWU,FOOD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峰汇中心一号楼 703

电话：010-85678735

传真：0832-8625205

邮箱：3437998835@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招商

展品介绍：黄老五花生酥，酥脆化渣不粘牙，无防腐剂

和添加剂，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三百年历史；新

品牌“焙芬奇”专注烘焙 35 年，台湾匠心 展示、宣传

新品、与经销商洽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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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县秀林食品加工厂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江安镇黄泥村黄泥坝组    

电话：13086541626    

传真：

邮箱：lisp@gzyfood.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竹筒肉、竹叶糕、米酒、竹筒腊肉、竹筒牦牛肉、

肉黄粑

黑龙江润之源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ORIGINAL SPRING Drinking natural water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44号贯通大厦B4031   

电话：010-84518450      

传真：

邮箱：281157513@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洽谈经销商                                            

展品介绍：黑龙江五大连池饮用天然苏打水350ml*24（252元

/箱）、380ml*24（260 元 /箱）、500ml*24（275 元 /箱）、

1.25L*6（138元 /箱）

 

5K124C5K119C

北京农特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Beijing nongte organic food co.,LTD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25 号 11 号楼

103 单元 2层 230      

电话：010-50917165                    

传真：010-50917165                   

邮箱：bjnongte@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商及 OEM 客户                                               

展品介绍：亦秋鲜品系列五常大米 狍小鲜系列五常大米 

龙凤河系列五常大米 

5H113C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调味品厂 

地址：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象山村                   

电话：0594-7795207                

传真：0594-7712555                

邮箱：

参展目的：销售                                          

展品介绍：食品添加剂  

5K115C

大连嗑客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da lian ke ke food group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5号馆                   

电话：18900953527                    

传真：0411-84105309                   

邮箱：1262422182@qq.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嗑客桶装瓜子 150 克，原料出自内蒙产地，生

产过程中，经过产地筛选，机器筛选，风选，色选，人工

挑拣，比重机六道筛选。独家秘制配方，机械化标准，质

量稳定。包装采用环保设计，干净，卫生。每桶内配备湿巾，

给每一位用户更好的体验。研发团队不断创新，研发出海

味瓜子，全国首创。强有力的研发团队，保证产品线的丰富。 

5H117C/5H118C

四川龙帮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Longbang Food Co., Ltd.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江安镇黄泥村黄泥坝组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温州路 84 号       

电话：028-61482484     15801917039        

传真：

邮箱：3538589066@qq.com                   

参展目的：对外宣传展示公司产品，招经销商共同发展                                          

展品介绍：风干牛肉、手撕牛肉、牛肉粒、灯影牛肉、牛

肉罐头等系列产品

5K120C 

迁西县栗海食品有限公司

LiHai

地址：迁西县经济开发区中区

电话：0315-5876000

传真：0315-5399276

邮箱：tsltzl@163.com

参展目的：地域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推向全国（食品饮料） 

展品介绍：迁西县栗海食品有限公司位于迁西县栗乡工业

产业聚集区中区，占地 30 亩，注册资本 2133 万元。2016

年企业资产总额预计达到 2853 万元 , 是一家板栗收购、

仓储、深加工为一体的生产企业，现已开发出迁西板栗系

列、低温脱水果蔬系列、果蔬汁饮品系列、红薯类系列等

深受大家喜爱的产品。

5H121C/5H125C

山东银香大地乳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市                

电话：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被大家誉为白色血液. 

5H126C

荣成市副食品有限公司

RONGCHENG SUBSIDIARY ROOD CO.,LTD  

地址：山东省荣成市龙河北路88 号                

电话：0631-7601099                    

传真：0631-7601088                    

邮箱：fspnxf@126.com                   

参展目的：打开产品销路，提高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坚果炒货食品，休闲小食品，花生及花生食品

5H129C

云南德科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Yunnan deke Bioengincering Co.Ltd

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 3-1#地块 1-6层 3-1#

厂房 

电话：0871-68329199      

传真：0871-68319779

邮箱：705283384@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经销商，贴牌加工

展品介绍：云南德科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美国.德科特国际

集团公司在技术、管理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一家专门

从事特殊营养食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和推广的高新技

术企业，着力于开发云南植物宝库中德纯天然特殊营养保健食

品.如松花粉、鲜花含片、鲜花饮品、三七、虫草、普洱茶、

蜂产品等。

5H130C

厦门屋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  Eaves  Biotech  Co.,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72号海西工业设计中心一期

112     

电话：0592-2081936                    

传真：0592-2081936               

邮箱：wang kuro@163.com                  

参展目的：燕窝饮品类，碗装燕窝招募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各类花味，果味燕窝饮品，碗装即食燕窝产品，

燕窝原材料，瓶装即食燕窝等。

5K131C

正蓝旗长虹乳制品厂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电话：0479-4222014

传真：0479-4222562

邮箱：46650920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华东、华南、新疆、京津地区代理。

展品介绍：内蒙古大草原特色乳制品奶酥皮、奶力滋、

奶条、奶片、奶贝、奶酥、奶茶、乳清酸奶糖、蒙古力士。

本单位产品选用内蒙古大草原优质奶源为原料，在保持

传统奶制品的风格下，经过现代化设备加工而成。内蒙

古乳制品在伊利乳业、蒙牛乳业的带动下，已经在中国

处于销量、产量领先地区。

5H137C

桂林米粉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桂林市七星区毅峰南路 3号                   

电话：0773-5848855                   

传真：

邮箱：hdy@mf813.onaliyun.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常温保存 180 天零添加纯米鲜米粉、卤菜牛

肉粉老坛酸菜粉。 

5H134C

五常市馨达米业有限公司

地址：五常市小山子镇八一村                   

电话：0451-55838888                    

传真：0451-55838888                    

邮箱：1245742691@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 销售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的宗旨是“顾客至上，信誉第一品质品牌

诚信创新”。我公司在总经理徐宏伟精心带领下，经过几

年的努力，企业规模逐渐扩大，现在企业已经发展为自己

独家的馨达绿色品牌系列产品《馨达牌》《XHWMY牌》《老

翁育稻》。该系列产品通过了权威部门认证，并授予专利

证书，同时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评为《绿色食品》《黑

龙江名牌农产品》。馨达牌系列产品被北京市恒通认证有

限公司认证为有机产品并授予有机产品证书。

5K132C

易高文（香港）有限公司

Ikoman (Hong Kong) Limited 

地址：香港，九龙，观塘，成业街19-21号，成业工业大

厦5楼 22室      

电话：+852-21531236       

传真：+852-21531219       

邮箱：1208rsu@gmail.com           

参展目的：我们希望以“香醇怡保”这个品牌开拓中国市

场                          

展品介绍：“香醇怡保” 源自马来西亚。起初只供应马

来西亚餐饮市场。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不用外出，便能随时随地品尝到星级餐

厅的饮品食品质素，从而发展零售独立包装。品牌更不断

硏发新产品，满足顾客对食品及饮料的不同需求，推出了

多个产品系列包括“白咖啡”、“马来拉茶”、“健与美”

健康饮料，“吃得好”方便食品等。所有产品均在马来西

亚生产及进口。并获得世界级品质认证，为追求享受优质

生活的您提供安全，味美，多款式的口味选择。

5H133C

日照市凌云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日照市上海路 629 号（上海路中段）                  

电话：06333602298                    

传真：06333602298                   

邮箱：71471974@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北区北京天津河南山东等代理商                                              

展品介绍：新西兰云海湾天然泉水——水源取自世界四

大水源地之一新西兰丰盛湾，是南阿尔卑斯山脉雪山融

水慢慢渗透，深藏地下 200 多米，水龄千年，口感清甜

顺滑，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矿物质；新西兰乐美干红葡萄

酒、长相思干白葡萄酒保留了果汁的甘甜原味，酒香清

新醇享，入口柔顺，香味持久；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因独

特的抗菌及抗氧化性对肠胃具有明细疗效而闻名于世 

。

5K135C

绵阳市安州区阿霸李食品有限公司 

mianyangabalifood.ltd

地址：绵阳市安州区雎水镇东林村                   

电话：18780268977                

传真：0816-4676068                  

邮箱：sscabispa163.com                

参展目的：希望能引进更多的客户                                               

展品介绍：我们的产品为肉制食品，有卷海苔 . 香辣

味 . 原味 . 鳕鱼脆等各种口味的肉纸 . 筷子肉干的休闲

食品 . 

 5K136C

内蒙古蒙旺达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察右前旗平地泉镇花村

电话：15848068898

传真：无

邮箱：29157243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范围内的省区、市县代理商，

向全国推广内蒙古特产

展品介绍：超干牛小片风干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营

养价值高，携带方便；内蒙古大草原优质牛肉制作，结

合蒙古传统工艺与现代化生产设备；

十年专注风干牛肉，打造优秀草原品牌。

5H138C

伊犁雪莲乳业有限公司

Yi Li Xuelian

地址：新疆伊宁县城南开发区          

电话：4008655639         

邮箱：48688168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范围代理商、贴牌代加工

展品介绍：依巴特系列骆驼奶粉，产地：新疆伊犁，

生产商：伊犁雪莲乳业有限公司有效期：一年。企业是

集畜牧养殖，乳制品研发，生产经营于一体的专业乳制

品企业。现面向全国诚招省市级代理商、大包商。 

5K1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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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类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leilei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闸殷路 890 号 204-4 室                   

电话：400-691-3989,15376638110                   

传真：

邮箱：75865165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江西、湖北、浙江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妙妙星乳酸菌、畅益乳酸菌、君乐舒乳酸菌、

悠乐舒乳酸菌、妙妙星酵素乳饮料、类雷甜牛奶、类雷老

酸奶乳饮  

圣元食品惠州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临沂兰山区万阅城                  

电话：15553923121                  

传真：

邮箱：2521888568@QQ.com                 

参展目的：各省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乳酸菌饮品、含乳饮品 、风味饮品、牛奶饮品。

 

5K150C 5K146C

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

JI LIN Province Tumenjiang Pharmacy 

Co.,Ltd. 

地址：吉林省图们市凉水镇           

电话：18643376082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一二线城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维他产品果味饮料，  功能维生素饮料

5K140C

本溪桓仁五女山利地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桓仁镇前进街     

电话：024-31823790                     

传真：

邮箱：97070045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鲜之味”橡子系列、“鲜之味”辣白菜系列、

“鲜之味”木耳酱蘑菇酱系列、“鲜之味”酱菜系列 “鲜

之味”酸辣粉。

5H141C 

烟台悦泰食品有限公司 

The Yuetai Food of Yantai Co.Ltd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楚玉路 161 号    

电话：0535-6831399          

传真：0535-6738777           

邮箱：ytfood77@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加盟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干海参、即食海参、即食鲍鱼、海米、干贝等

海珍品。五香熏鲅鱼、五香黄花鱼、五香鲳鱼、五香鳗鱼、

红烧带鱼等熏鱼系列。

5H142C

湖南省苗山妹食品有限公司 

The Yuetai Food of Yantai Co.Ltd

地址：湖南省湘乡市湘乡经济开发区振湘路 9号                  

电话：18684923618                   

传真：

邮箱：252277534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湘西泡菜：酸甜萝卜、酸甜仔姜、酱香萝卜皮，

酱卤肉：麻辣牛肉、酱香猪蹄  

5K143C 

深圳市欧美乐食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OMELE FOOD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锦龙一路深长岗科技园 C 栋

301 

电话：0755-85209558 

传真：0755-85209558 

邮箱：1850649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深圳市欧美乐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广东省特区

深圳市坪山区深长岗科技园，成立于 2013 年 06月 13日，

专注压片糖果生产、国内及进口糖果巧克力分装业务。工

厂拥有进出口权并通过FSSC22000国际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国产品远销欧美等多个国家。目前，公司旗下拥有自主注

册商标如 “DACOOLA”“达口乐””美乐堂””乖孩子”

等品牌。Dacoola/ 达口乐志在给消费者提供高端健康的糖

果，无糖薄荷糖是我们的第一个系列的产品，我们希望在

无糖薄荷糖领域能在 10 年时间内做到行业领先地位。  

 

5K147C

内蒙古胖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Pangnong AST.Co., Ltd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萌业园区                  

电话：13910130286                    

传真：

邮箱：2416446225@qq.com                   

参展目的：全国空白区域招商                                            

展品介绍：胖农原味葵花籽、原味南瓜子、有机枸杞、面

粉等优质农产品    

  

5K148C/5K149C 

海口全家福休闲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Haikou family portrait leisure food 

trade limited company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路榆海小区1栋 806室  

电话：0898-66511361                  

传真：0898-66511360                  

邮箱：2080079969@qq.com              

参展目的：扩大宣传、 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1、肉片：产于内蒙古，肉质鲜美、健康天然；2、

肉脯：产于靖江，口感香浓；回味无穷；3、干巴条：产于内

蒙古，干而不硬，久嚼松软；4、风干条：产于内蒙古，风味

独特、草原味道。

 

5K151C/5K152C 

温州三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Sante Foo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兴朝路25号                 

电话：0577-86373755                   

传真：0577-86373755           

邮箱：819487797@qq.com                

参展目的：展览 招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研发、销售、生产方便代餐食品，专业

为客户设计、研发和代工生产各类方便代餐食品，产品包括：

坚果水果藕粉羹、魔芋代餐粥、五谷羹、芝麻糊、红豆薏米粉、

水果麦片、大麦清汁羹、姜茶等。 

5K153C 

格马瑟（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静安区北京西路                  

电话：021-52037523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土耳其无花果 土耳其杏干 土耳其榛子仁  土耳其

开心果   

5K154C

上海丰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S h a n g h a i  F e n g y i  S u p p l y  C h a i n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773号 510                    

电话：021-61480180                    

传真：021-61480184                   

邮箱：trade6.sha@fengyucorp.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广东，广西，四川等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巴西特里温福有机马黛茶；马黛茶与咖啡、茶

（红茶、绿茶等）并称“世界三大茶”，其营养成分丰富，

功效多，因为南美人称其为“仙草”，并认为是“上帝赐

予的礼物”                                     

5K155C 

陕西海升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SHAANXI HAISHEN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航天基地神舟三路 356 号

电话：029-89696067

传真：029-89696079

邮箱：bingzhi.li@chinahaisheng.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海升集团成立于 1996 年，2002 年被评为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05 年，“中国海升果

汁控股有限公司”以红筹形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挂

牌上市，股票代码 0359，同时也是陕西首家在香港主板

市场上市的企业； 2012 年起，集团确立打造中国果蔬

领域高端品牌战略，致力于全产业链融合的发展模式，

业务涉及果蔬育苗、现代化种植、果品仓储物流、生鲜

销售、果蔬多元化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农业观光旅游等，

已经成功蜕变为一家品牌化运营的大型现代农业集团。

5-6B007T/5-6B008T

香港乐鸿贸易有限公司

Hong Kong Lehong Trading Co., Ltd.

地址：香港油尖旺区尖沙咀么地道 71 号                

电话：13984125469                 

传真：86-852-28965891                

邮箱：1789615772@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华北，华中市场，扩大宣传。                                           

展品介绍：进口新西兰麦片 

5K160C 

北京二商摩奇中红食品有限公司

Beijing Ershang Moqi Zhonghong Food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南皋村 233 号    

电话：010-64361129    

传真：010-64361129       

邮箱：510650325@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加盟                       

展品介绍：北京二商摩奇中红食品有限公司隶属于北京首

农食品集团，是食品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主要经营饮料

生产，肉类贸易和面食产品加工销售，年销售额约2亿元。

摩奇饮料始于 1984年，于 2018年 1月复活，2月 5日，

不到3小时，首批10000箱24万盒摩奇桃汁饮料一抢而空，

目前有桃汁，橘汁，酸梅汤，柠檬茶四款饮料。无任何防

腐剂，不添加阿斯巴甜，不添加色素，公司拥有专业的管

理、研发、营销、产品质量检测团队，确保每一件产品的

安全优质。

                               

5K156C

江苏维多益生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昆仑开发区金梧路198号    

传真：0519-87295868     

                               

5K157C/5K158C/5K159C 

宁夏自治区林业厅展团

地址：宁夏自治区银川市        

电话：

传真：

邮箱：220907566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宁夏林业产业发展成果，农林产品市场

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我厅下属事业单位宁夏枸杞产业发展中心和

宁夏林权产业发展与服务中心组织相关林业生产单位企

业参展，推介宁夏特色林业产品：1、枸杞产品及枸杞

深加工产品，2、生态有机苹果，有机灰枣，有机蜂蜜 

等产品 3、林业技术推广    

5-6A001T/5-6A002T 

宜宾凉露酒业有限公司

地址：人民南路四段 45 号                 

电话：028-85265762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郑和下西洋，华人吃燕窝，华人爱燕窝饮，

每一口都有燕窝。华人爱通过创新工艺，制成可便捷食

用的燕窝饮品，开创了即饮燕窝新品类。华人爱打破了

传统燕窝饮的口感，经典茶咖味，半盏燕窝酸，迎合时

下年轻人口味，让更多华人享受到食补佳品。                                                 

火露凉茶，是凉露酒业打造的一款冒泡泡的充气凉茶，

酸酸甜甜青柠味，清清爽爽真好喝。火露凉茶采用西式

工艺，凉感更强！含有植物凉素，能明显减轻辣椒过度

刺激引起的身体难受，吃辣更配

5-6A005T/5-6A006T 

青岛可蓝矿泉水有限公司

Qingdao Kelan mineral water co.,ltd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王沙路 1469 号                                         

电话：0532-87988111                

传真：0532-87988222                  

邮箱：kelanxiaoshuo@126.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市场拓展、经销商招募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生产、销售中高端可蓝矿泉水、可

蓝山泉水、可蓝泡茶水、可蓝高盖水、刺猬泉、盖美宝、

爱罗科苏打水、白花蛇舌草水、黑山苏打水、飞鱼柠檬

盐汽水等系列产品。

5-6C009T/5-6C010T/5-6C011T/5-6C012T

北京元气森林饮料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号致真大厦 3层 301 号

电话：18730093698

传真：

邮箱：yangxintong@yuanqisenlin.com

参展目的：

展品介绍：元気森林专注于“无糖”，目前共有 12 款

饮品上市，旗下产品主打 0 糖 0 脂肪。满足口味需求的

同时，不为人体增加负担。

5-6B013T/5-6B014T/5-6C015T/5-6C01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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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8号中粮广场 B座 8层

电话：13811368318

传真：8610-85001872

邮箱：mengqiaoling@cofco.com

展品介绍：悠采是中粮集团全产业链下的高品质粮油食

品品牌。悠采全面贯彻“7C全产业链品质提升管理体系”,

以追求完美的执着态度 , 严格把关从种子到厨房的全过

程 , 只为能让消费者享用到更安全放心、更高品质的产

品。悠采规范建立各产品全产业链作业管理体系制度 ,

通过对全产业链7大关键过程:选种、种植、采收、储运、

加工、包装、服务的全面把控 , 实施全产业链过程质量

控制 , 实现每一份产品质量可追溯。7C 成就每一份悠采

产品三大优势 :安全、健康、美昧。

6A001T

上海利拉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Lila Food Co., Ltd.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建贡路 69 号 8 幢

电话：021-57363588

传真：021-67361313

邮箱：1131226355@qq.com

展品介绍：上海利拉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金

秋的十月，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的千年古镇—枫泾。

２０１２年利拉食品潜心研发了焦糖系列产品，该产品

采用进口设备、国外先进工艺及配方，其独特浓郁的焦

糖香味，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追捧，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

目前上海利拉食品拥有 ISO22000、HACCP、FSSC、BRC

四体系认证，全进口设备线 5条，其他生产设备线 6条，

长期聘请国内、外食品技术专家进行指导，不断优化软、

硬件的含金量！

悦活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13810108526

邮箱：liuyunhao@cofco.com

6B005T 6A008T

中粮海优（北京）有限公司 -时怡事业部 

地址：北京

电话：18500696000

传真：010-85001889

邮箱：guoyanshuang@cofco.com

展品介绍：时怡事业部隶属于中粮海优，是我买网四大

自有品牌之一。品牌产品线众多，包含：时怡、安荟堂、

博纳罗、科学坚果会、百嘉莱、爱丽甜焙等，孕育了什

锦果仁、每日坚果等明星产品，以及热销进口海苔、饼干、

菌菇、红酒等各类潮流产品。时怡在全球范围内严选优

质原料，甄选当季新鲜食材，用传统工艺加工，少添加

甚至零添加，呈现健康本味，周转快，日期新鲜，供应

商选择要求严苛，采购和生产过程全程监控，中粮体系

严格质量检验。带给消费者全方位“新鲜”的美好安和

高品质休闲零食。

6B002T

杭州九阳豆业有限公司

HangZhou joyoung soymilk company limited 

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银海街 760 号

电话：400-0030-899                     

邮箱：jytj@joyoung.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各区市县级经销商及餐饮合

作商

展品介绍：杭州九阳豆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针对财政食堂和高端餐厅推出了“健康食堂及餐厅标

配——九阳商用豆浆机” ；针对快捷餐饮推出了“好

机 + 好料 = 好豆浆”的精磨豆浆解决方案；针对潮流时

尚消费推出了即饮豆浆九阳豆浆“磨豆匠” 。好豆浆，

九阳做 ! 九阳豆业是好豆浆解决方案的专家。杭州九阳

豆业有限公司拥有东北非转基因优质大豆种植基地和大

豆深加工基地，打造了九阳豆浆全产品链优势平台。

6A003T/6A004T

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tsons Food and Beverage Co Ltd

地址：中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路 38 号

电话：4008660028

传真：4008660028

邮箱：nch@asw.gz.hutch.net

参展目的：屈臣氏梵净灵水隆重上市暨招商发布

展品介绍：屈臣氏是历史悠久的饮品制造商。屈臣氏集

团于 1995 年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厂成立广州屈臣

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包括

蒸馏制法的屈臣氏饮用水、苏打汽水调酒系列、沙示汽

水、菓汁先生冷冻果汁、新奇士果汁及汽水等系列产品。

2019 年产自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的天然矿泉水 -- 屈臣

氏梵净灵水隆重上市。

6B006T 

中粮工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tsons Food and Beverage Co Ltd

地址：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号

电话：13911894676

传真：010-85629273

邮箱：lianlian@cofco.com

展品介绍：中粮工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中粮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前身是中粮集团的罐

头处。中粮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罐头出口商，拥

有梅林、天坛、红梅、象山、水仙花、珠江桥等一批国

内外著名罐头商标，产品远销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全球市场享有美誉。近年来，凭借品牌优势，加强与国

内肉类、鱼类、果蔬类等优秀罐头加工企业紧密合作，

为国内外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和高品质的罐头食品

6A007T

俞文清燕窝饮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城北工业园区   

电话：18070293233                       

邮箱：309161672@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市场开拓，寻找忠实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俞文清燕窝水，选用马来西亚燕窝，国内首

款含有燕窝的燕窝水，饮料行业燕窝水品类的开创者。

俞文清燕窝水以水和燕窝为主原料，配方清洁，无色素、

不含防腐剂、甜味剂等，还原传统炖煮燕窝的象牙色泽

及天然唾液酸香气，入口清新柔滑，沁人心脾，采用德

国 GEA 生产灌装设备，达到口感优质、工艺先进、饮用

安全的三重品质标准；是一款专为享受生活、热爱生活

的都市白领人群打造的时尚健康饮品。2017 年面市，热

销上海，4秒卖出 1瓶。

6B009T

广东林老弟食品有限公司、海南蒙椰商贸有限公司  

GUANG DONG LINLAODI FOOD CO.LTD

地址：广东潮汕市潮安区东冈镇工业园区                 

电话：0768-658999                    

传真：0768-6584189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椰子水、椰子汁、果汁饮料

6B010T

重庆饭巢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渝北区新南路 166 号龙湖 MOCO 4 栋 2005 

电话：023-67700369       

传真：023-67878808       

邮箱：fanchaosp@163.com    

参展目的：全国代理招商          

展品介绍：饭巢火锅底料系列、饭巢川菜调料系列、麻

辣邻居火锅底料系列。

6B013T/6C014T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BRIGHT DAIRY & FOOD CO.,LTD.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大陆国际 501

电话：028-61988088

传真：028-61988088

邮箱：zhangzonglan3@brightdairy.com

参展目的：推广光明产品，诚招各地优质省区代理商                                                

光明乳业业务渊源始于1911年，拥有 100多年的历史，

逐步确立以牧业、乳制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

务，是中国领先的高端乳品引领者。

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乳品研究院、乳品加工设备以及先

进的乳品加工。主营产品包括新鲜牛奶、新鲜酸奶、乳

酸菌饮品、常温牛奶、常温酸奶、奶粉、婴儿奶粉、奶酪、

黄油等多个品类。常温品牌包括莫斯利安、优 +、植物

活力等系列产品。莫斯利安品牌是中国常温酸奶首创品

牌。

  6AO11T/6B012T

乐陵市德润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Leling Derun Health Food Co.,ltd

地址：山东省乐陵市挺进西路 79 号

电话：05346889663

传真：05346889668

邮箱：llsdrsp@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京津冀、东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要产品有红枣高端健康产品、枣清汁、浓

缩枣汁、浓缩果蔬汁、阿胶蜜枣、免洗枣、糕点馅料等

系列产品，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干枣蜜饯、多品种浓缩

果蔬汁、原浆、NFC 原汁、200-500 毫升玻璃瓶果汁饮

料热灌装、20-50 毫升玻璃瓶口服液、糕点馅料等生产

线数条，其中多品种浓缩果蔬汁生产线为亚洲领先，采

用真空浸提、冷打浆（充氮护色）与枣汁澄清技术，日

处理干枣 40 吨（或山楂 60 吨、草莓和桑葚 200 吨），

日产多品种浓缩果蔬汁 20 吨，原浆和原汁 160 吨，其

透光率、色值、浊度等质量指标全部符合标准。

孟州市粒汁健饮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                   

电话：18695928502                    

传真：0391-8577788                    

邮箱：289055241@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扩大公司知名度                                              

展品介绍：果汁饮料 

   6C017T   6C021T 

安徽致养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AHHUI ZHIYANG FOOD CO., LTD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经济开发区

电话：0553-7528999

传真：0553-7528999

邮箱：143693114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的代理商

展品介绍：甄养有机系列产品，有机产品与欧盟标准双

认证，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高品质，高端饮品，美好生活，

甄养创造。

 6B015T

安徽致养食品有限公司

AHHUI ZHIYANG FOOD CO., LTD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经济开发区 

电话：17730308881           

邮箱：39448810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甄养有机系列产品，有机产品与欧盟标准双

认证，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高品质、高端饮品，美好生活•

甄养创造。

6B016T 

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真食品分公司

DONG LAI SHU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特佳中心二层

电话：010-64365690

传真：010-62365690

邮箱：mj23-kb24@163.com

展品介绍：东来顺起源于北京，创建于 1903 年（清·光

绪 29 年），由丁德山先生创始。从享誉京城的清真餐

饮老字号到国人家喻户晓的餐饮品牌，东来顺历经百年

发展，是北方火锅文化的代表。

6C018T

湖北酷我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Kuwo dairy indutry Co.,Ltd

地址：湖北省公安县青吉工业园兴业路湖北酷我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

电话：400-0716-186

参展目的：“酷我”品牌展示、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酷我营养多儿童成长型乳饮品，新西兰进口

奶源，专利奶嘴设计包装，采用透明无异味的食品级液

体硅胶材质 ，避免了传统饮料使用吸管对口腔的伤害风

险，提高了儿童饮用的体验感和安全性。这一设计目前

已获得一项外观专利（专利号：ZL201430418245.7），

两项新型实用专利（专利号：ZL201420633830.3、

ZL201120317775.3）。产品自上市来以来，从产品开发、

包装设计、渠道定位进行全方位策划，打通渠道利润端、

终端动销端、家长购买端、儿童消费端等各链条环节，

开辟儿童饮品新蓝海！

6B019T/6B0020T

蒙牛友芝友乳业（湖北）有限公司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坚果多多复合蛋白饮品、中老年高钙无糖复

合蛋白饮品、爱茵斯坦酸奶饮品、动力 W12 维生素能量

饮料、水果奶昔酸奶饮品、芝士分子酸奶饮品。 

 6C022T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ANYUAN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瀛昌街 8号                   

电话：010-56306666                                       

参展目的：企业品牌展示与传播                                             

展品介绍：三元旗下奶粉、常温奶、低温奶等产品

6B023T

四川华星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HUAXING YU QUAN INDUSTRIAL 

LIMITED BY SHARE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新希望大厦 2202    

电话：028-65339266                             

邮箱：wujinggang@emyuquan.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宣传，全国渠道经销商招商        

展品介绍：峨眉钰泉投资五亿，打造全长 30 公里的零

接触输水管道，直采峨眉山 1652 米地下热矿泉之水，

确保水源零污染，采用国际领先工艺设备，引水、水处理、

吹灌旋、贴标、装箱、码垛均全程自动化，从而打磨出

优质的天然淡矿泉，溶解性总固体含量 80-200mg/L，钠

离子含量1-10mg/L，硬度39-100mg/L，满足淡矿、低钠、

软水三重严苛条件，完美打造天然淡矿泉新品类，入口

细腻柔软回味甘甜，不仅适宜各类消费者长期饮用，更

是孕、婴、老、病等敏感人群放心饮水的不二之选。 

6C024T



182 183

贵州宏财刺力营销有限责任公司

Guizhou hongcaicili marketing Co. LTD 

地址：贵州省盘州市胜境大道宏财投资大厦 18 楼

电话：4000046666

传真：0858-3839406

邮箱：clw@pzclw.com

参展目的：提高公司知名度，扩大招商范围。

展品介绍：刺力王是采用本地特色水果——刺梨打造的

果汁饮料，其采用高温瞬时杀菌、脱气处理技术和无添

加剂果汁制造工艺打造而成的一款营养健康、老少咸宜、

口感卓越的经典果汁饮品。刺力王品牌旗下还有十余款

刺梨延伸产品：刺梨果脯、刺梨含片、刺梨口服液及刺

梨面膜等，旨在将维 C 之王——刺梨的高营养价值通过

丰富多样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也会继续秉承只使用优

良制作工艺和优质原材料的品牌宗旨，将刺力王铸造成

为全国刺梨系列品牌。

6D025T/6C026T

山东德道源食品有限公司

Shangdong Dedaoyuan Food Co.,ltd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东风东路东首                  

电话：0537-8224505                   

传真：0537-8231009                   

邮箱：wshj505@163.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省、市、县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中国荷都、鲁南明珠微山湖，水域面积 1266

平方公里，连片 20 万亩荷花蔚为壮观，以微山湖野生

莲藕、荷叶为原材料的莲藕汁和荷叶冰茶及山药汁、山

药红枣汁、莲藕汁饮料、山楂汁等德道源系列产品。

重庆飞亚实业有限公司

Chongqing Feiya Industry Co..Ltd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红星东路 485 号                                     

参展目的：品牌。产品形象展示。客户招商。                                          

展品介绍：展品有味精，鸡精及复合调味品料三大系列，

并为连锁餐饮机构和单品行业提供“定制化菜品解决方

案”服务。飞马系列味精。三峡土鸡精多次荣获国际国

内质量评比奖金，销往全国及港 . 澳地区和部分东南亚

国家，是全国用户满意产品。中国食品行业诚信企业放

心食品。中国产品质量协会重点保护产品。重庆市高新

技术产品，飞马食品被认定为重庆老字号，飞马商标是

中国驰名商标。重庆市著名商标，养士多和三峡商标是

重庆市著名商标。

6D030T 6D037T/6E038T

佳木斯市哈尔香食品有限公司

HAERXIANG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四合村                 

电话：13946417678                  

邮箱：56809936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提高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哈尔香”“林道斯”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

肠系列、金丝肉卷、酱熏肘、肉枣、羊蹄、豆干、酱鸭

等

6C027T/6C028T

山东胜水锶源矿泉水有限公司

shandong shengshui stontium source 

minerai water Co.Ltd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高楼乡永北村                  

电话：0537-6550622                 

传真：0537-8388717                  

邮箱：aqdy1208@163.com  ysmkjsk@163.com                  

参展目的：胜水锶源公司产品推介宣传、招商引资                                             

展品介绍：山东胜水锶源矿泉水有限公司的水源自发

现 6 年以来，水量稳定保持 120m³/h，经国土资源部南

京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山东药品食品检验中心等多

家专业机构检测化验，水中含有世界罕见多种矿物质及

微量元素，其中锶的含量 14.8--18mg/l，锂含量 0.43-

-0.69mg/l，偏硅酸 24.8--25.5mg/l，溶解性总固体

1404--1927mg/l，碳酸氢根含量 847--947mg/l，钾含量

31.8--35.5mg/l，钙镁比例为 2.5：1 黄金比例；经中

国地质科学研究所检测，原水水龄 2.69 万年。公司主

要产品为瓶装天然泉水、纯净水、天然苏打水等；企业

今后将秉承“多元开发、综合利用”的思路，在富锶弱

碱矿泉水、锶锂等复合矿泉水，理疗矿泉水、矿泉水浓

缩液、锶水温泉、康养等项目全面开发。

6D029T

吕梁野山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Lvliang yeshanpo food Company Limited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开栅镇开栅村 

电话：0358-3084482   

传真：0358-3084482   

邮箱：40218213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产品有沙棘原料、沙棘汁饮料、沙

棘果罐头、沙棘果皮粉、沙棘籽、沙棘籽油，其中沙棘

原浆获得了中国和欧盟的双有机认证。

6C031T

成都川江滋香餐饮餐饮有限公司

Chengdu Chuanjiang Zixiang Catering 

Co., Ltd..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一品天下大街 999 号

电话：028-86631287                     

邮箱：94620578@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招商加盟

展品介绍：火锅品牌、火锅食材、火锅底料等相关

6C032T

北京尚珍食品有限公司

BeijingShangzhen Food CO,.LTD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姚辛庄村村委会东 500 米                   

电话：010-65972325                  

传真：010-65972321                   

邮箱：cpxysz@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尚珍每日坚果系列，每日早餐系列，尚珍坚

果类，尚珍蜜饯系列，啃少爷冻干系列，尚珍山药脆片等。

6D033T/6D034T

安徽养生天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YangShengTianXia biologicai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经济开发区张良路                 

电话：0558-65231999                                         

邮箱：ystx@zgystx.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养生天下酵素饮品精选多种名贵水果和多种

名贵药食同源选材，360天传统古法发酵，不添加防腐剂，

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的健康酵素饮品

6D036T

黔西南古方红糖有限责任公司

Southwest Guizhou Ancient Red Sugar Co., Ltd..

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坪东办轻工

业园区  

电话：0859-3380123    18653486657                        

邮箱：1779416426@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渠道招商                                              

展品介绍：古方在业内首创女性量化用糖概念（6 块小

方块），依托连环锅专利工艺，在完全不使用现代化学

助剂的前提下，天然凝结甘蔗体内的多元温补成分，温

暖呵护女性的特殊时期。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6D039T/6D040T 

湖南连年有鱼进出口有限公司

Fish Forever Group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花综合保税区 5楼 504                    

电话：0731-86889113                     

传真：0731-86889113                     

邮箱：51157635@qq.com                    

参展目的：推介企业和产品，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波士顿龙虾、帝王蟹、雪蟹、三文鱼、黄道蟹、

翡翠螺等进口高端海产品，分为活鲜、冰鲜、常温调味

海产品、冷冻调味海产品、海产品萃取物调料等 5 大品

类，几十个品种。

 6E041T/6E042T

广东乐虎食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LEHU GOOD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基一路 10 号

电话：0757-22252067

传真：0757-22252067

邮箱：165409756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⑴品名：“大虎装”维生素运动饮料；“港他”

柠檬茶；“百岁山”豆浆 ；“巴荔” 苏打水 （2）产地：

广 东省中山市；(3) 保质期：常温下 12 个月；

呼伦贝尔合适佳食品有限公司

HuLunBuir HIBESTFOODco.,LTD

地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经济开发区创业大街

8号                  

电话：0470-2315865                    

传真：0470-2315869                  

邮箱：3532710597@qq.com                  

参展目的：借助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展现宣传我们的

产品，通过此次交易会，对我们的产品起到宣传推广的

作用。                                              

展品介绍：呼伦贝尔市在 2018 年 7 月被中国轻工业联

合会授予“芥花油之都称号，呼伦贝尔合适佳食品有限

公司作为芥花油产业的龙头企业，其”主产品“苍茫谣”

芥花油，是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与中国农科院共同培育研

发，精选生长于绿色种植基地的非转基因双低油菜籽作

为专用原料，采用全自动化物理压榨生产工艺精制而成，

生产过程绿色无污染、无任何添加剂，具有好生态、好

原料、好工艺、好品质、好营养的特点，能充分满足高

端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健康需求。

  6E055T/6E056T/6F057T/6F058T  6F063T

上海成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S ＆ C Intei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1717 号嘉杰大厦 1710 室

电话：02165756690

邮箱：lina.ma@foodpathway.com

参展目的：进口食品面向全国招商，源头直采，风险可

控

展品介绍：60 多个国家的食品源头直采，包括但不限于

（西班牙火腿、橄榄油、东南亚休闲零食、牛奶、饮料、

果干、坚果）等产品。让您轻松实现利润倍增 !多、准、

块、省的服务优势为客户搭建一站式海外贸易品台。

 6E049T/6F050T

广州郝菜肴食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City Haocaiyao Food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凤凰大道北路 68 号之一

电话：020-86866660

传真：86860657

邮箱：76904084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区经销商、宣传品牌

展品介绍：商超、套餐、盖浇、炒饭、面类、粥类、汤类、

配菜、成品盒饭等各式餐品

 6E051T/6E052T

吃初美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at Chumei Biotechnology Beij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北庄村

电话：4006170686

邮箱：1435929515@qq.com

参展目的：饮品行业新品面试主要诚招西南地区，华南，

华东代理。

展品介绍：乳清蛋白粉固体饮料，功能性乳清蛋白固体

饮料。

 6F053T

天津源物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联东 U谷 147 号               

电话：15510888887                                   

邮箱：865108877@qq.com                  

参展目的：提高品牌知名度，诚招各个省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一类：谷物代餐粉，低温烘焙、精心搭配、

口感香醇、老少皆宜。二类：水果、坚果混合燕麦片，

饱腹营养，香脆美味。三类：即食阿胶糕，便携即食，

受女性青睐。四类：谷物餐饮粉，分红枣枸杞、红豆薏

米、紫薯山药、玉米南瓜四款，日常食养，齿颊留香。 

五类：冻干燕窝银耳羹，30 秒冲泡一杯，方便营养健康

美味。六类：混合杂粮面粉，内含粗粮纤维，均衡营养，

天然很健康。

 6F061T

山东井粮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鲁山国家森林公园境

内                

电话：0553-4466999                                     

邮箱：sdjl16@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井粮流米系列 井粮食品不是传统的食品企

业，而是一家以科技，研发 互联网整合营销平台的特

殊营养膳食企业。井粮流米由井粮食品于 2016 年研发

创造。是一款新型的营养谷物米稀；我们倡导的好食品

不仅指口味，而是在严格要求食品安全基础之上，把品

质健康 ，天然纯净的大山礼物分享给每一位追求高品

质生活的人

6G062T-B

天水长城果汁集团有限公司

Rianshui Great Wall Frujt Juice Group Co.,Ltd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下曲湾高新技术工业园                  

电话：0938-2696068                  

传真：0938-2696789                 

邮箱：75416731@qq.com                 

参展目的：推介展示产品，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精选“花牛”苹果作为原料，经过“选取，

压榨，吸附，超滤，瞬时高温灭菌等”先进工艺制成的

陇上花牛苹果汁，色泽金黄，口感清爽甘甜，最大程度

保持了花牛苹果的营养和风味。

6F064T

厦门台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薹灣康諾）

Xiamen Tonald Biotech Co.,Ltd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悦华路 215 号综合楼四楼 H单元  

电话：0592-5095908      

传真：0592-5095908      

邮箱：50470262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级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康诺一号石斛花片 缓解宿醉 应酬后更轻

松！来自台湾的生物科技智慧结晶，采用四种核心配伍：

石斛花 浓缩芝麻粉 蛹虫草 猴头菇作为配方基础。再

采用双重小分子技术，1，以微生物发酵分解技术将核

心成份代谢酶解细切，增加吸收率以及代谢出特殊小分

子蛋白酶。2，再以细胞破壁技术及临界萃取技术增加

吸收再次提升吸收率 

6G06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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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千米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Qianmi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新华汇 A1 栋千

米网

电话 :400-108-1000

邮箱 :wangxuejiao@qianmi.com

参展目的 :全国范围内诚招地区软件代理商

展品介绍 : 云小店：面向实体小店的增收提效新零售方

案

产品优势：会员管理、数据互通、智慧库存、多样收银、

智能硬件、人脸收银、自主售货机

云分销：面向多层分销客户的 B2B 系统

产品优势：客户关系管理、多角色经营面板、负能供应链、

全面移动办公 连锁 O2O 新零售混合连锁一体化解决方

案

产品优势：商业智能，加盟直营统一门店管理：代运营、

代管理 +自主运营

云采购：免费的云端采购系统 

产品优势：商品采购、订单同步、渠道拓展、团队管理

6G065T

舟谱数据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软件大道 109 号雨花客厅 4栋                

电话：025-82211808                   

传真：025-82211808                 

邮箱：258225413@qq.com                

参展目的：获取舟谱云管家 、店管家、周谱云仓的客

户                                          

展品介绍：周谱云管家经销商全业务流程管理系统，舟

谱店管家电商小程序，舟谱统仓统配技术解决方案，舟

普 B2B 商城解决方案，舟普数据化管理平台

四川小甘妈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xiaoganmashipinyouxiangongsi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2 号环球中

心 N5 801

电话：028-65278783

传真：028-65278783

邮箱：1060893156@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带动自贡产品走向世界

展品介绍：小甘妈冷吃系列是四川自贡著名的特色传统

美食，在川菜分类上属于小河帮菜系，迄今已有百余年

历史，具有麻、辣、鲜、香等特点，是“百味之祖，川

味之魂”，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作为一个有巨大市场发

展潜力的产品，小甘妈冷吃系列主营冷吃兔、冷吃牛肉、

馋味鸭舌、百味兔头，绵香兔腿等主打产品，同时也在

不断的进行自主创新各类菜品及适合不同地域人群的口

味，本产品老少皆宜、携带方便、易于储藏、开袋即食。

6G069T 6G072T-B

艳猫农业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Yanmao Agriculture Technology(Dalian)

Co.,Ltd.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新星园 40-4                    

电话：400-678-3435                  

传真：041186428866                

邮箱：yyb621@126.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各大城市粮油专业经销商，品牌商                                                

展品介绍：黑龙江五常产区、吉林产区、辽宁盘锦、丹

东等优质水稻主产区的小包装大米产品、内蒙巴彦淖尔

产区的小包装河套面粉、山东地区的小包装胶东面粉、

葵花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等食用油以及东北优

质主产区的各种杂粮产品。

6F067T

广州快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uaipi Info-tech Co.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商业广场 11 栋 13 层             

电话：020-80923476                   

邮箱：marketing@kp99.cn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吸引批发零售行业客户                                             

展品介绍：快批科技，致力于为传统批发商户提供移动

互联网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有快批APP、小程序和开单器。

快批 APP 可以帮助批发商管理人、货、款，库存和账目

一目了然；小程序可帮助批发商远程卖货，帮助商品推

广；开单器可迅速完成智能条码识别，再也不用手开单、

再也不怕记错价。快批——让批发零售更轻松！

6F068T

珠海金语进出口有限公司

Zhuhai Top Savor Imports and Exports Co.,ltd 

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 -6973

电话：400-0808-537                              

邮箱：293229076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金语品牌创立于 2008 年，是一个主打文信

理念的食品品牌，更是一家具备研发、制造、分销和出

口的综合型制造公司。历经 11 年稳健发展，金语公司

已发展成为食品行业最专业的食品制造厂商之一，产品

涵盖糕点、果冻、糖果和膨化食品等等众多零食类别。

6G071

如神（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R O S H E N  ( S H A N G H A I )  F O O D S T U F F 

CORPORATION

地址：上海长宁区定西路 1232 第四幢 618 室

电话：18521384175

传真：021-32210069

邮箱： roshen.cn@outlook.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乌克兰糖果，巧克力，饼干

6G072T-A

枫华谷业（大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MAPLE GRAIN (DALIAN)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 158 号 24 层 M 号               

电话：0411-82520268               

传真：0411-82520268              

邮箱：jennv@grainharvesr.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重庆、贵州等省城代理商                                         

展品介绍：荷兰薏米、加拿大野米、加拿大脱壳燕麦米、

藜麦大米、赤小豆、绿豆

6G073C

成都市新锦裕食品厂

地址：成都市邛崃市桑园镇大林村 3组                                    

邮箱：35814209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锦德裕糍粑。鸳鸯糍粑。红糖糍粑。金胖娃

糍粑：外酥内嫩，口感极佳，秉承传统，手工制作；保

证零添加，在成都地区享有品味传统，火锅伴侣等美称。

6G074C

邹平县迪乐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邹平县孙镇工业园  

电话：13854381588    13561554789 

传真：0543-4661199  

邮箱：34687300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快销行业、酒店代理商，诚

招县区域代理。

展品介绍：我公司生产的葡萄醋、葡萄酵素、葡萄醋饮

品等葡萄系列产品都经过发酵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纯天

然保健饮料，葡萄含有丰富的葡萄多酚，如原花青素、

单宁等，营养价值很高，是水果中含复合铁元素最多的

水果，是贫血患者的营养食品。常食葡萄对神经衰弱者

和过度疲劳者均有益处。经常饮用有降压降脂、软化血

管等作用。

 6H076C

福建省论功夫茶业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云霄县莆美镇高洋区

电话：0769-87860556

传真：0769-87090080

邮箱：13959231@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宣传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销售高端岩茶、红茶及普洱等茶

类及包装产品

烟台东润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莱阳市凤凰路 1号                  

电话：05357311888                  

传真：05357311088                  

邮箱：1509129601@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企业产品，扩大知名度                                              

展品介绍：果蔬脆片 速冻食品 冷冻披萨 

  6H084C 6G089C

黑龙江臻品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通河经济开发区  

电话：4001669586                                   

邮箱：262676963@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重点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臻品生物科技公司是一家来自黑龙江通河的

企业，当地盛产大果榛子，榛子具有“坚果之王”称号，

营养丰富，有很高的综合利用价值。臻品公司利用当地

的原料优势进行生产加工了众多产品如：榛子原料、榛

子油（食用植物油）、榛子坚果等。产品定位中高端人群，

以“原生态”、“安全健康”为主题，引领健康食品产

业概念，专注于营养型、功能型食品研发，补充人体所

需营养，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健康的食品，服务高贵品质

的生活。

6G077C

乌鲁木齐大漠青歌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昆明路 158 号野马国际 B座 2401 室    

电话：0991-3675789 3662678                          

邮箱：12437009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经营新疆特产类农产品，雪菊、

精河枸杞、和田玫瑰花茶、黑果枸杞等。我公司产品包

装精美，设计大方美观，适合自用及礼品伴手礼。 

6H080C

郑州福润德食品有限公司

ZHENGZHOU FRIENDFOOD CO.,LTD

地址：郑州市惠济区绿环路与丰川街交叉口西南角 3楼

电话：0371-55690660

邮箱：1614967923@qq.com

参展目的：方便食品、固体饮料产品的系列的 OEM 代加

工

展品介绍：郑州福润德食品有限公司依托中医传统理念

结合现代营养学进行组方配伍，同时深度研究与现代技

术的融合，致力于大健康产业的创新。公司拥有自动化

罐装生产线、十万级净化内包生产线、造粒生产线，可

提供颗粒状、粉末状及块状固体饮料和方便食品。依托

客户意向，结合研发和业务团队经验，对于原料、包装、

运输等各环节有效把控，为客户提供符合微商、电商、

会销、实体商超等不同销售渠道的 OEM 个性化产品， 

欢迎您来考察指导、洽商合作！

6G085C

生源（天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Sunshine (Tianjin) Produce Limited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微电子工业园区微七路 18

号    

电话：022 83790867       

传真：022-23885599       

邮箱：ebd_sales@sunshineproduce.com.cn                

参展目的：生源可提供的服务：籽仁，坚果，果干类的

原料销售，OEM 贴牌代工、微生物杀菌。

展品介绍：生源可提供的服务：籽仁，坚果，果干类的

原料销售，OEM 贴牌代工、微生物杀菌。籽仁类：   南

瓜籽仁、葵仁、西瓜籽仁、芝麻、松子仁、亚麻籽、花

生碎、燕麦片等。进口坚果类：腰果仁、扁桃仁、核桃

仁、榛子仁、开心果、巴西松子、扁桃仁片、碧根果、

碧根果仁、夏威夷果、核桃等。果干类：蔓越莓、红提

干、红 \绿葡萄干、蓝莓、黑加仑、枸杞、骏枣、灰枣、

枣加核桃、芒果干、西梅等。

6H087C

北京中联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lian tian Ti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寿比胡同 6 号荣禄家

祠                   

电话：4006121616                   

邮箱：zhangjunlong@wvto.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相公寨山茶油，含不饱和脂肪酸量 90%左右，

长期使用能有效改善心血管疾病、降低胆固醇、抑制甘

油三脂的升高。相公寨湘黄鸡，是在湖南百万油茶林中

散养的土鸡，是真正的跑山鸡，散养 8个月长大，无油、

肉紧、不柴、汤鲜，1979 年被外经贸部唯一评委“名贵

项鸡”的土鸡。

 6G090C

江苏九如食品有限公司

JIANGSU JIURU FOODS CO.,LTD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施庄工业园区 88 号   

电话：13815529853、0515-68220667 

传真：0515-68220667      

邮箱：shenlei1986sl@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芝麻麻油、蔓越莓、话梅丁、橙皮丁、巧克力、

核桃花生、桂花口味散称阜宁大糕、云片糕。阿胶玫瑰、

核桃、黑糖话梅、鲜果丁口味阜宁大糕、云片糕中高端

礼盒。接受各式云片糕定制代工、贴牌代工。

6H0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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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市能民米业有限公司

Wuchang Nengmin Rice Industry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五常市背荫河镇兰旗村                  

电话：13304512714                        

邮箱：nengminmiye@163.com  

参展目的：让全国人民吃上地道的五常米                                       

展品介绍：五常市能民米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进出口

权，集农业科研、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

代化生产型企业。旗下三处水稻基地，160 多个单品，

遍布黑、吉、辽，内蒙、河北、天津、江苏、浙江、广

州等地。公司主营产品为大米、杂粮等农副产品，产品

分别获得了五常地标认证、绿色食品认证、非转基因食

品认证。公司本着诚信经营，品质第一的原则，水稻种

植过程全程质量监控，保证了从种植源头到餐桌的食品

安全。

6H092C

深圳市华峰食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Huafeng Food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安良社区安业路 4号                   

电话：0755-28648570                    

传真：0755-28648570                    

邮箱：m1501287840@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港式风味多种口味香脆鱼皮（休闲即食）

潍坊多岛海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青州                  

电话：15689191888                     

传真：0536-3530065                    

邮箱：939153929@qq.com                  

参展目的：寻求合作伙伴，品牌加盟商                                               

展品介绍：锜霖渔场深海海产食品    

6H095C 6H100C

唐山珍珠甘栗食品有限公司

TANGSHAN ZHENZHU CHESTNUT·FOOD CO.,LTD

地址：河北省遵化市文化北路 195 号                   

电话：0315-6637902                   

传真：0315-6638080                  

邮箱：zzglfood@vip.163.com                  

参展目的：扩展国内外业务，寻求新客户，拜访老客户                                              

展品介绍：板栗产品原料甄选于河北燕山深处，风味独

特，肉质细腻，富含蛋白质、低聚糖、膳食纤维及钙、铁、

锌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经过先进的含气调理工艺，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着色剂，高温高压杀菌，将板栗制

成味道更加香甜糯，保存期限达 12 个月的健康时尚休

闲食品。工厂经过了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认可的 HACCP 管

理体系、ISO22000 管理体系和 BRC 管理体系。产品还通

过了中国有机，日本有机，美国有机，欧盟有机，清真

认证。

6G093T

蕲春县天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蕲春县李时珍医药工业园区大道                   

电话：13439936160                   

传真：0713-7239178                   

邮箱：374667223@qq.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传统麦芽糖 

6G094C

玉溪丫眯绿色休闲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玉溪江川区九溪镇大营社区                 

电话：0871-68231175                

传真：0871-68231175                 

邮箱：409242258@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宣传产品                                        

展品介绍：云腿月饼：秉承绿色、健康的食品理念，继

承并发扬传统滇式月饼制作工艺，选用优质食材，全程

无菌制作，皮馅、肥瘦完美无比例，口味纯粹、传统；

鲜花饼：自有鲜花谷，保障原材料无污染、无农残，采

摘含露绽放的花朵，零度真空保存，让每一瓣花瓣新鲜

如初，传统工艺和国际一流设备结合，醇厚、香甜、醉

云南。爆浆软糖系列：胶原蛋白包裹果汁的新型软糖，

把云南特色产品和新型技术结合。

6H096C

郑州一村食品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东方南路                  

电话：0371-67827733                                       

邮箱：504806803@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糕点预拌粉，耐烤面包酱

6G097C/6G098C

呼和浩特市马背情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章盖村       

电话：17519911235                         

邮箱：343973999@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荐产品                                              

展品介绍：内制品酱卤加工生产

6G102C/6G101C

黄老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 218 号峰汇中心 1-703                

电话：0832-8625208                                    

邮箱：3437998835@qq.com                 

参展目的：新品展示，招商，树立形象                                        

展品介绍：米花酥、曲奇、花生酥、坚果酥    

6H099C

东莞市宝象食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Baoxiang Food Co.,Ltd.

 

地址：东莞市万江区蚬涌社区企石围小海口商铺第 9 栋

首层商铺及二层厂房

电话：0769-22416577

传真：0769-22424321

邮箱：hujingselina@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东莞市宝象食品有限公司由金仙峰集团于

2011 年投资成立。公司引入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专

业人员，是一家集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企业。

我们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严格按国

家规范及行业标准操作，为您提供健康、安全、优质的

各类产品。

6H103C

四川万凤粮油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南华镇西江北路顺西路 9号                  

电话：0838-7137123                   

传真：0838-7137123                   

邮箱：zjhudan@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中江机制挂面、中江手工挂面、面粉、大米

6G106C

潍坊大顺食品有限公司

WeifangDashunFoodstuffsCO.,LTD

地址：山东省安丘市新安街道汶水北路 150 号

电话：0536-4933668

传真：0536-4933866

邮箱：Vf-china@dashunfood.com

参展目的：推广真空低温油炸水果蔬菜脆片

展品介绍：果蔬脆片是水果脆片和蔬菜脆片的统称，根

据国家轻工行业标准QB2076-95的权威定义，是以水果、

蔬菜为主要原料，经真空油炸脱水等工艺生产的各类水

果、蔬菜脆片。在负压条件下，水分沸点的降低，提高

了水分蒸发的速度。 并由于温度的降低，使干燥过程

中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产品的颜色、营养、味道，果蔬脆

严格区别于薯片等膨化食品， 在不久的将来将是薯片

等膨化食品的替代品。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食用，解

决了新鲜蔬菜不能长久保存或不利携带不利既食的问

题。果蔬脆片产品非油炸、天然、绿色、营养、方便等

方面的产品特性，决定了该类产品代表休闲食品的消费

趋势。

 6H104C

爱尚（青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Aishang(Qingda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青岛市莱西市大连路         

电话：0532-58975757                                       

邮箱：5399620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空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有：“益可滋”系列玻

璃瓶果味发酵酸奶，复合乳酸菌果汁及苹果胶原饮品，

“益可滋猴小囧”添加果肉乳酸菌系列,“爱尚田园牧场”

系列牧场奶，等十余个自有品牌。公司乳品系列产品奶

源选用高品质的新西兰奶源，原料配方优中选优，坚持

有视觉冲击力的包装吸引消费者的眼睛，营养美味的产

品质量抓住消费者的心灵的理念，本司所有产品包装设

计新颖，质量稳定，让您深深体会到，“爱尚人用心做

让您放心的安全食品”的企业目标    

上海梅高创意咨询有限公司

Shanghai Meikao Creative Consult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266 号恒隆广场一期 55

层                  

电话：021 － 62101166    

传真：021 － 62109906    

邮箱：sawyer.xu@meikao.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向品牌方及经销商展示我们的业

务及能力                                              

展品介绍：《四维生态论》是梅高 30 多年在消费品领

域经验的总结，教会企业科学的分析所处现状，进而判

断什么新产品，新领域或新品牌方向该做，什么不该做

的方法  

 6G109C/6G110C  6H116C

莱阳市沁知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qinzhiyuan

地址：山东省莱阳市旌阳路 82 号

电话：15106588222

传真：0535-7213515

邮箱：3360220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沁知园传承四百年古法熬膏技艺，用好梨熬

好膏，独创九炼九滤熬制工艺，二十斤梨熬一斤膏，无

添加、无沉淀、无杂质，膏体醇厚，入口绵滑，保质期2年，

沁知园慈梨膏熬制技艺被列为烟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项目。沁知园以慈梨膏为载体传播莱阳梨慈孝文化

及养生文化，慈梨膏不但润肺止咳，对呼吸道慢性病有

神奇的疗效，而且对流感、急性呼吸道炎症也有很好的

预防作用。可一年四季食用，老少皆宜。

 6H107C

艾美科健株式会社

Amicogen,Inc.

地址：韩国庆尚南道晋州市晋城面东部路 1259 号 64                 

电话：0537-3261-828                 

传真：0537-3261-821                 

邮箱：zxh2016@sdamk.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推广解酒酶产品，招聘代理及提供

OEM/ODM 服务。                        

展品介绍：采用韩国专利技术生产，纯天然谷物发酵而

来，可有效分解酒精，降低肝损伤保护肝脏。

6H112C

云南天方食品有限公司

YUNAN TIANFANG FOOD CO.,LTD.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纳古镇                   

电话：0871-64590929                  

传真：0871-64590930                 

邮箱：893686023@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募代理商                                              

展品介绍：马老表“9分钟云南过桥米线”和“4分钟

鲜卷粉”系列产品由云南天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产地

位于著名“手工业之乡”——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纳古

镇，产品均以纯大米为原料，采用“蒸熟烘干”工艺制

作，非油炸。马老表系列产品以“选材严格、工艺讲究、

口感美味”的特点著称，口感顺滑，味道鲜美。产品分

为袋装和桶装两种规格，保质期限一年，携带方便，沸

水冲泡即可食用，满足现代消费者“高品质、快节奏” 

的消费需求。

6G113C/6G114C

大连艺堂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中长村  

电话：0411—87218191                     

邮箱：yitangsp@126.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扩大市场占有率   

展品介绍：糕点

6H115C

湖北盐业集团福绿源食用菌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地址：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水都大道 99 号

电话：0719-5230728

邮箱：17416424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香菇、魔芋、杏鲍菇开袋即食的小食品，香菇、

黑木耳干货。

6G117C

河南润泽源食品有限公司

Henan  runzeyuan food.co.LTD.                       

地址：河南省武陟县城工业路                 

电话：0391-7275777                   

传真：0391-7275777                  

邮箱：rzysp@163.com                 

参展目的：招市、县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要产品有润泽源系列苏打水包括原味苏打

水、柠檬苏打、蜜桃苏打、蓝莓苏打、黑加仑苏打，果

汁果味系列有山楂红枣果汁饮料、柠檬果味饮料等；保

健营养系列有麻辣女兵维生素能量饮料和水蜜桃汁饮料

等，旗下品牌有：润泽源、麻辣女兵、润泽源名人、叭

叭爽、益尼 C等。

6H1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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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珍膳食品有限公司 

Yunnan Zhenfen Food Co., Ltd 

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阿拉乡小麻苴居民小组

传真：0871-63393167 

邮箱：1091142295@qq.com

参展目的：推荐赞膳火腿、火腿馅料  招聘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赞膳火腿，腊五花肉，只选用宣威农家五谷

杂粮自养黑猪的精修后腿及后腹肉，于立秋后高海拔

（2000 米）以上无污染环境腌制。赞膳火腿形似琵琶，

只大骨小，皮薄肉厚肥瘦适中；五花肉肥瘦层叠。切开

断面，香气浓郁，色泽鲜艳，瘦肉呈鲜红色或玫瑰色，

肥肉呈乳白色，骨头略显桃红，似血气尚在滋润。其品

质优良，是云南火腿、腊肉的上乘佳品。鲜、酥、脆、嫩、

香，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弹性滋嫩，油而不腻，香味

浓郁，咸香回甜著称于世，被消费者视为名馈赠亲朋好

友的珍贵礼品。赞膳火腿面点馅料、赞膳火腿糕点馅料

是根据云南名厨及火腿月饼大家秘方，精选云南白糖苏

子等配料调制生产。现流行产品是：糖腿小笼包，火腿

月饼，火腿酥火腿面包。

6H121C

青海康元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

ZHEN BLACK WOLFBERRY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 8号楼      

电话：0971-2724333                    

传真：0971-2724333                     

邮箱：qhkygmn@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青海康元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种植、研发、销售青海绿色资源——黑果枸杞的专业

公司，我公司自主研发开创了康元臻杞 AIO 体系，在黑

果枸杞精深加工、萃取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带动了

整个行业的持续有效发展。

澳乐维他（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Enervite Health Supplements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2435 弄 21 号

电话：021-33500536

传真：021-33500536

邮箱：marketing4@enervite.com.cn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经销商和代理商，宣传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澳乐乳 Oz Good Dairy 奶粉所采用的鲜奶，

来自于澳洲 Gippsland 吉普斯兰牧场。牧场坐落于南纬

38 度的黄金奶源地，是世界三大“黄金牧场” 之一，

有着 8 亩地养 1 头牛的广阔空旷。清澈而纯净的雪河之

水滋养着这片肥沃的黑土地，生长出优质的天然牧草，

营养丰富、鲜嫩多汁。温和湿润的气候，与天际相连的

草原，让这里成为牛羊的天堂，为澳乐乳提供了最优质

的奶源。

6H126C 6H129C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蓝逸食品有限公司

LanYi High Land Food CO.,Ltd.

地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炉城镇折多村  

电话：18780058589                   

邮箱：18780058589@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蓝逸品牌冰淇淋、蓝逸藏式咸味奶茶、蓝逸

藏式甜味奶茶、V蓝逸牦牛奶乳清饮料、蓝逸新品饮料等。

6H122C

叶县福来达食品有限公司

Yexian Favourite Food Co.Ltd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邓李乡丁杨村 

电话：18637557365  

传真：0375-8663651     

邮箱：394368737@qq.com     

参展目的：开拓全国市场，诚招各地米面商行和代理商                           

展品介绍：鲜榨果蔬蝴蝶面，鲜榨果蔬蔬菜面，鲜榨果

蔬彩色面，幼儿辅食，彩色果蔬螺丝面，彩色果蔬海螺

面 

6H125C

西藏天麦力健康品有限公司

TIBETAN TIBARLEY HEALTH PRODUCTS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80 号马哥孛罗大厦 1101 

电话：18509310500   13466591980  

邮箱：lxp1020@qzh.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烘焙、面粉等原料代理商  

展品介绍：奇正青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西

藏青稞产业协会会长单位”，拥有10万亩青稞种植基地、

9 万吨青稞原料加工能力、29 项青稞加工专利技术、取

得 ISO 质量体系认证、美国欧盟中国有机认证等权威认

证。奇正青稞原料全部选用西藏青稞，所有产品青稞含

量不低于 50%，历经十年发展，成功开发多款，包括：

青稞米、有机青稞米、青稞面粉、青稞混合粉（面包、

馒头、油条）、青稞挂面、青稞休闲食品（青稞麦珍、

青稞翠脆）等系列产品。

6K127C

苏州绿香源食品有限公司

Suzhou Luxiangyuan Food Co., Ltd.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新北西路油化路 1号

电话：0512-53223582

传真：0512-53223567

邮箱：54417324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比利时进口亚麻籽油，橄榄油，茶油，调和

油，芝麻油，稻米油。

6K128C

欧葆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

Foodszo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华光路 300 弄 10 号 301 室

电话：18601698457

传真：18601698457

邮箱：chenyi.shen@foodszone.net

参展目的：推广来自欧洲最专业的水果加工制品

展品介绍：果粒果酱、风味糖浆、镜面果胶、调味品

6H134C/6K135C

乌苏高泉天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新疆农七师一二四团   

电话：0992-8961856    13809927136    

传真：0992-8961168        

邮箱：238866905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全脂奶粉    全脂加糖奶粉  全脂骆驼奶粉  

奶茶粉（咸味）  奶茶粉（甜味）

6K136C

日照盛康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RIZHAO SHENGKANG CEREALS AND OILS 

PROCESSING AND TRADING CO.,LTD 

地址：日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一路 57 号                

电话：0633-2216789                   

传真：0633-2223666                 

邮箱：yuanhaiqi@jufenggroup.cn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形象，展示公司品牌，促进产品销

售                                         

展品介绍：花生酱、花生原酱、烤花生半粒 / 整粒、烤

花生切碎 /花生粉等

6H137C

陕西香和饮品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 28 号                 

电话：029-88444012                 

邮箱：1043172535@qq.com            

参展目的：伊兰香老白家及穆茗源酸梅汤产品的推广及

招商                                        

展品介绍：一款遵从古方但又大胆创新、独特配方、受

众广泛、四季皆宜的清真酸梅汤植物饮料 

唐山本物食品有限公司

Tangshan Benwu Food Co.Ltd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东荒峪镇

电话：0315-5766926      

邮箱：tsbwfood@163.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收零售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要生产销售迁西板栗及板栗仁产品，口感

香甜软糯，易保存，产品质优价美，供货日本、沃尔玛

及全国各地，产品老少适宜，营养美味。 

  6K140C 6H145C

宁夏中宁县春杞枸杞科技有限公司

NINGXIA ZHONGNING CHUNQI WOLFBERRY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宁夏中宁县新水农副产品加工创新园区                 

电话：0955-5039255                

传真：0955-5039251                  

邮箱：191417373@qq.com                

参展目的：“杞帝乐”系列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经营： “杞帝乐”枸杞产品、甘

草片、红枣、八宝茶、葡萄干、枸杞芽茶及其农副产品，

枸杞汁、枸杞酒等农副产品 

   6H138C

北京安责信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 13 号 12 号楼 5层 5020 室             

电话：010-67126801             

邮箱：motoonly@126.com               

参展目的：招商，宣传公司品牌，与同行交流合作                                         

展品介绍：“亮健容天”品牌始创于 2003 年，是一家

拥有 100 多家门店的大型餐饮连锁集团，是国内羊蝎子

行业的领导品牌与典范。“进口食材、坚持八月龄羔羊

肉、十八味传承配方、十二道工序秘制”， “亮健容天”

以羊蝎子火锅品类为核心产品，凭借餐饮人的专业态度

以及历经16年的羊肉美食生产经验的积累，匠心打磨“老

北京羊蝎子”系列、“福羊甄品”高档礼盒、休闲食品“羊

肉干”以及预制菜“红酒焖羊肉”等。

   6K139C 

日照盛康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RIZHAO SHENGKANG CEREALS AND OILS 

PROCESSING AND TRADING CO.,LTD 

地址：日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一路 57 号                

电话：0633-2216789                   

传真：0633-2223666                 

邮箱：yuanhaiqi@jufenggroup.cn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形象，展示公司品牌，促进产品销

售                                         

展品介绍：花生酱、花生原酱、烤花生半粒 / 整粒、烤

花生切碎 /花生

 6H141C

安徽斛生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hushengji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黑石渡社区钓鱼台                   

电话：0551-65613533                    

传真：0551-65613533                    

邮箱：xupeng@hushengji.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安徽斛生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始于2012年，

专注霍山米斛育种项目及全产业研发，是集种源培育、

示范种植、生产加工、品牌营销为一体的现代化健康养

生公司。目前，斛生记拥有高端滋补品“斛生记霍山米

斛”与生活方式及石斛衍生品“斛来”，以安徽为中心，

辐射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杭州、南京、成都、西安、

宁夏、深圳 10 座城市。

  6H142C

大连天雄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长海县小长山乡房身村                 

电话：15840201688                 

邮箱：1096215616                

参展目的：招商  招代理商  电商                                        

展品介绍：干海参  石斛  干海产品  牛肉干系列

  6K144C

湖北银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翰林路 9号                   

电话：18120542999                   

传真：0728--6402022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展示企业形象，让更多消费者喝

上健康饮品                                               

展品介绍：银冠凉茶，清热消暑，生津解渴，后请润雅，

银耳豆奶，银耳大豆为主的原材料精制而成。三皮罐凉

茶，由湖北海棠，金银花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清凉可

口

6K147C

盘锦丰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Panjin Fengrui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辽宁省盘锦盘山县高升镇边东村

电话：400-0427-017

传真：5926000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促进品牌零售业

务。

展品介绍：水飞蓟籽油，是从药食两用的草本植物水飞

蓟中提取，其中含有的水飞蓟黄酮类物质，具有保肝护

肝促进肝排毒的功效，被油博会认证为“特种健康食用

油”，是食疗养生烹饪的新型油品。“今品御禾”品牌

是由专业水飞蓟提取物生产企业倾力打造的高端品牌，

旗下产品水飞蓟籽油分为家庭装、精品装和礼盒装，规

格分为 500m、1000ml、1250ml、2L, 价格从 108 元 -309

元不等。公司提供企业联合品牌开发设计，以及高端礼

品定制。

 6K14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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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美思创药业有限公司

Hubei Meisi Chu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地址：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公安）产业园

电话：0716-5016399

传真：0716-5250742

邮箱：237804036@qq.com

参展目的：了解市场，拓展公司业务，询找意向客户

展品介绍：功能饮料系列：金银花露植物饮料（钙铁锌）

浓缩金银花露植物饮料、夏槡菊凉茶植物饮料、冰糖雪

梨露饮料、蓝莓汁饮料。

果汁饮料系列：奇宝葡萄味饮料、奇宝苹果味饮料、奇

宝橙子味饮料、奇宝香蕉味饮料、奇宝芒果味饮料、奇

宝草莓味饮料、奇宝黑加仑味饮料。

固体饮料系列：猴菇固体饮料、香菇固体饮料、黑木耳

固体饮料、茯苓固体饮料、灰树花固体饮料、枸杞固体

饮料、红糖姜茶固体饮料、益生菌固体饮料。

6H149C

北京铖小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Beijing ChengXiaoCheng E- commerce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五里桥                 

电话：15699980602                                      

邮箱：57042397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浙江、四川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定位“潮牌卤味”：打打麻将 ~卤味尖儿货，

调性洒脱前卫，专为追求新鲜事物，通过刺激和小放纵

来“减压”的年轻人群打造。品牌形象新潮脱俗，既饱

含冲击力又接地气，形成大俗大雅的独特反差魅力，品

牌面世以来深受外在挑剔、内心张扬善变的年轻人所追

捧。 极强的性价比：产品价格适中、口感口味不输一

线大品牌，视觉呈现带来的耳目一新和调性传达等多方

面综合体验有充分的理由区隔、超越相关竞品。

终端视觉极其显著：产品包装打破市场上以幼稚的卡通

风格为主的平淡形象，真正体现了“潮牌卤味”的调性，

视觉上大胆采用几何拼贴手法，形成品牌独树一帜的自

有风格。形象活脱、新潮、逼格高、辨识率极强，在终

端陈列上占据明显优势，无论排面大小，对同类产品都

有极强的冲击效果。

龙口市广开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黄城汽车站北一公里                  

电话：13280973377                    

传真：0535-8529771                   

邮箱：25822541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香辣酥（油炸辣椒花生仁）采用上好

的辣椒及山东大花生，经过天然的处理精制而成，可直

接食用，味微辣，酥醇香口，老少皆宜，是走朋访友必

备之佳品。

6H153C

6G157C 

成都阿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五街菁蓉国际广场 6栋 6楼

电话：400-8066-081                                       

参展目的：寻求商贸、生产型企业客户，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解决企业商品展示、下游客户在线订货、订

单业务流程管理问题的订货宝专业版；打造多供应商联

营平台，建立区域线上批发市场的阿商平台版；解决多

层代理体系管控问题，连接渠道，掌控终端的阿商集团

版；协助企业有效获客，实现上下游互动，运营社群的

互动营销版；协同线下门店进行新零售社群运营、会

员管理、营销推广的直店产品等。均支持电脑、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等多端同步，支持专属品牌定制、

ERP 对接，公司已获 B轮 1.5 亿元融资。 

6H150C/6K151C

江苏邦禾食品有限公司

bonhood

地址：泰兴市根思工业集聚区建设路 8号    

传真：0523-87686690                    

邮箱：bonhood@sina.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果蔬脆片利用负压低温干燥，加工纯天然（保

持原有色泽、风味和营养）、非膨化、零添加、拒油炸、

低脂肪、低热量和高纤维素特点的绿色产品，是一种健

康、安全、美味、新颖的高品质绿色休闲食品，有效期

18 个月。 

6K152C

北京科程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Kecheng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54 号院 6号楼 10 层  

电话：010-69578885   

传真：010-69578885      

邮箱：zhangxing@xmm51.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技术代理商、溯源商品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北京科程为大家搭建简单易用、全链条追溯、

信息不可篡改的溯销一体化新型追溯平台技术展示。同

时对区块链溯源产品系列进行推广，产品品类主要在烟

草类、酒水类、茶叶类、食品类。

6H154C

河北金星顺达贸易有限公司

JINXINGSHUNDA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李善彰村西                   

电话：0318-6993456                                                        

邮箱：303927700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润言黄桃罐头：精选黄桃、熟桃鲜质、原汁

原味、拒绝添加    麦晴槐（社畜的枣）：采用杨岐山

脉的野山枣，采用现代生产工艺，传承古法匠心“擂”

制而成，不负绿色食品好品质！ 

 

6K155C/6K156C

广州永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二马路 67 号创境汇盈

科智谷 10 号楼 211 室    

电话：020-38063389                                                    

传真：020-38063389                                                    

邮箱：118433933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大鸿酵博士蔬果酵素原液、三高蔬果酵素原

液、益生菌酵素粉、轻畅酵素粉

6h158C

潮州市潮安区金德福食品有限公司

Jindefu Food Co.,Ltd.

地址：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文里工业区                 

电话：0768-86627588                  

传真：0768-6627588                 

邮箱：2841766170@qq.com                 

参展目的：新品上市，诚招全国各地省区或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维 C陈皮含片、维 C话梅含片、陈皮梅软糖、

三角瓶爽口含片（正梅、柠檬、薄荷、西瓜、苹果、芒

果、水蜜桃、草莓）、马来西亚风味水果粒软糖（蓝莓、

椰子、榴莲、芒果）、维 C鲜乳球（蓝莓、草莓、芒果、

香芋、榴莲、柠檬）、乳酸菌软糖、九制陈皮、蜂蜜加

应子、盐金枣、柚子丹

6K160C

山西圣益饮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文水县南武乡南武村                  

电话：0358-3445298                    

传真：0358-3445298                    

邮箱：76372235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陕西，云南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沙棘汁饮料、苹果醋饮料。

6H162C

成都荣町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 SAKAEMACHI FOODS.CO.,LTD

地址：成都武侯区二环路一段 100 号               

电话：028-65315881              

传真：028-65315881                 

邮箱：NuBIZGEN@sinmei.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周边城市代理商                        

展品介绍：神明东北大米，寿司大米，越光米粉 

6K163C

云南大山饮品有限公司

YUNNAN DASHAN DRINKS  CO.,LTD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鼎南路产业大厦 6楼

电话：0871-64094971

传真：0871-64637443

邮箱：Qiping.Zhuang@cn.nestle.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招商！

展品介绍：云南山泉系地下玄武岩层深层取水，防止地

表水渗入，口感清甜；水源地在彩云之南云雨相生，山

林葱郁的自然环境中，有着云贵高原中部海拔 2050 米

的自然滋养，天然矿化，每一滴都尽显珍贵。

四川丰伟恒业贸易有限公司

sichuanfengweihengye maoyiyouxiangongsi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银河路 118 号恒大绿洲

21 楼 1 层 1 号 .2 号           

电话：028-84832018      

传真：028-84832018      

邮箱：3296778380qq@.com 

参展目的：新品上市，力推把好的产品推向市场                                               

展品介绍：1. 华清绿谷水稻基地拥有纯净的土地，历史

上为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采用高标准建设，灌排体系完

善，土地平整且集中连片，便于机械化作业与先进农业

技术推广；2. 华清绿谷水稻基地所在的大安市是粳米的

传统优势产区，选用稻花香原种引嫩江水灌溉，水质清

洁无污染；3. 通过增施有机肥、秸杆还田等措施持续培

肥地力，收货后纯净加工，无任何添加，种植和生产过

程严格管理，全程监控可追溯，确保产品安全、健康、

美味。

  6H166C 6K171C

哈尔滨裕昌食品有限公司

Harbin yuchang food co.LTD

地址：哈尔滨市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渤海东路 3号

电话：0451-88963816                    

邮箱：yuchang6688@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  扩大市场规模  诚招合作渠道商

展品介绍：裕昌公司成立于 1981 年，是黑龙江食品行

业龙头企业，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主要生产预包装

肉制品系列，预包装休闲食品系列，肉灌制品系列等 

 6K164C

山东糖某某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Tang Mou Mou Food Co., Ltd.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大沙路 18 号 X102 户

电话：18653220017

传真：0532-83933612

邮箱：87792956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原初的告白系列产品：日本在华工厂倾心制

作，为诸多知名品牌代工（三只松鼠、无印良品、良品

铺子等）。全套生产日本生产设备，按照日本本土工艺

制作而成。产品原料甄选高品质比利时巧克力，不含代

可可脂，触手即溶，入口即化；特 A 级草莓，在保证草

莓新鲜的情况下，通过 10道程序，严格筛选特级草莓，

入选率 7%

  6K165C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Weimob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路 258 号 B1 栋微盟大厦  

电话：021-66198888  

传真：021-66197288  

邮箱：fang.zhang01@weimob.com 

参展目的：微盟 -智能商业服务提供商                                              

展品介绍：微盟成立于 2013 年 4 月，现有员工超 2000

人，全球代理商超过 1400 家，入驻商户突破 260万家。

经过 5 年高速发展，微盟已由最初的微信开发服务商，

快速发展成为一家打造智能商业生态的互联网多元化集

团企业。基于移动社交的核心价值，微盟以跨界领域的

软件开发，广告营销，电商，金融，投资和大数据，形

成战略整合，打造智能商业服务生态。

6K167C/6K168C

内蒙古蒙都羊业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食品工业园区                   

电话：0471-6910875                   

传真：0471-6910877                    

邮箱：135984028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四川、西安、宁夏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内蒙古风干牛肉干，奶制品，马奶酒系列

6K169C/6K170C

内蒙古蒙都羊业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食品工业园区                   

电话：0471-6910875                   

传真：0471-6910877                    

邮箱：135984028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四川、西安、宁夏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内蒙古风干牛肉干，奶制品，马奶酒系列

6K172C

深圳市友鹏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 深圳市友

鹏电子商务贸易有限公司

Shenzhen Youpeng Packaging Product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中心社区燕宝街 7号                   

电话：0755 84889670                    

传真：0755 8461 8553                   

邮箱：david@szyppackaging.com                   

参展目的：会见老客户，展示创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展品介绍：主营：即食食品，罐头食品，罐装酒类。干

粉盖系列（易开盖/易撕盖，组合盖）；罐头盖系列（铝

制/马口铁制高温杀菌盖）；饮料盖系列；异形盖系列；

两片拉抻罐系列（圆形 /异形）；底盖系列 ;

6K174C/6K17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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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远成共创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YUANCHENG GONGCHUA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 426 号          

电话：027-88211365                

传真：027-88211629-861                 

邮箱：xn@ycphar.com                 

参展目的：推广调味品原料和食品香料。                                 

展品介绍：食品香精香料、食品原辅料 。

6K175/6K176

广州北极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Polar Bear Network Tech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时代 E-park  1 栋

902B                   

电话：4000-020-855                                      

参展目的：扫码营销、防窜货、溯源等系统零售及招商

展品介绍：企鹅码平台功能包含二维码营销、防窜货追

溯、产品溯源，商城体系（线上商城 + 积分商城）、门

店新零售，互动游戏、客户大数据等；支持多网合一

（小程序 + 公众号 + 任意浏览器）、客户化部署、客户

OEM、多国语言、个性化定制，为企业提供灵活多变的

营销工具、保留企业数据的自主权。企鹅码平台支持代

理商OEM，招商政策：免代理费、免保证金、免开户费、

免生码费。

6K182C

南宁大眼猫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雅里中坡 96 号 401 房

电话：0668-2958668

邮箱：501276884@qq.com 

参展目的：经销商、代理商、加盟、直营。

6K177C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HAINAN XIANGTAI FISHERY CO.,LTD.

地址：海南省澄迈老城开发区玉堂路段南侧

电话：0898-67489811/67489883

传真：0898-67489846

邮箱：Design@esfish.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金鲳鱼、罗非鱼、南美白虾冻品，深加工产

品

6K178C/6K179C

青岛智简尚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anDaInfomation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宁夏路 80 号智立方 C栋 5楼 B511  

电话：18669717211             

传真：0532-67707305           

邮箱：renrukun@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自主研发的商圈云平台                                    

展品介绍：“商圈云平台”是一款基于互联网 SaaS 模

式服务于快消品经销商的互联网平台：支持车销、访单、

送货、预订货等商贸公司日常所有业务，并集进销存管

理、费用管理、客户预付款欠款管理、供应商管理、利

润及工资提成计算、考勤、员工监控等众多准人工智能

模块于一体

6K180C

新疆宇海瑞鸿商贸有限公司

Xinjiang Yuhai Ruihong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绿地中心智海大厦 1906

电话：0991-4668456

传真：0991-4668456

邮箱：84722692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丝路冰泉天然饮用水水源地位于新疆阿图什

大峡谷，阿图什大峡谷位于阿图什市吐古买提乡，距阿

图什市 38 公里，峡谷之中，山间小溪十八转，矿物质

资源极为丰富，含有多种有利于人体健康的矿物质和微

量元素。水源地直接建厂灌装生产，保证了水质天然纯

净的特性，水质柔滑细腻，清冽圆润，具有帕米尔高原

的自然禀赋，纯粹的原生态口感，具有其富含多种矿物

质及微量元素。产品在出厂前都要经过几道严苛的检验，

保障产品的零污染和高品质

6K183C/6K184C

黑河市大恒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HEIHE DAHENG ECONOMIC TRADE CO,LTD

地址：黑河市合作区环城路 6号

电话：0456-8221343

传真：0456-8221339

邮箱：cnhhdh@mail.ru

参展目的：寻求国内区域代理经销

展品介绍：俄罗斯“阿穆尔珍珠”大豆油 - 植物油市场

的一个新品牌。生产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油品的自然营养，

并且使其能够抵御高温影响。我们产品的独特品质是：

1. 使用阿穆尔州的大豆加工，不含转基因生物；2. 现

代独特生产工艺；3. 独特的人体工程学包装；4. 含有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F；5. 普遍适用；6. 不含胆固醇，无

异味；7. 非常适合煎炸。

3K183T

临沂银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LinYi Silver Key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海路 180 号银钥国际办事

处

电话：0539-2567892

传真：0539-2567892

邮箱：903192000@qq.com

参展目的：渠道拓展，公司品牌宣传，终端客户拓展。

展品介绍：自然，纯真，本味～是我们的原则；

我们生产的芒果干，香蕉片，凤梨干，保持原汁原味，

部分少量加糖，最大努力保证水果本来风味；没有添加

香精，色素，保鲜剂等食品添加剂；吃完后回味是水果

的本来味道，Go Green 是我们的追求。

3K207T

河南南德食品有限公司

Henan Nande Food Co.Ltd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

电话：0395-5656856

传真：0395-5656868

邮箱：1554655095@qq.com

参展目的：提升产品形象和知名度；展示行业地位

展品介绍：南街村鲜拌面是一中将传统的手擀面技术应

用于工业化大生产的速食制面，并辅以美味的调料包拌

食，产品运用乳酸保鲜，使得拉面能够在常温状态下保

持新鲜状态。

4D054T/4E056T

金京发展有限公司

Gold China Development Ltd

地址：香港葵涌葵丰路 33-39 号华丰工业中心第二期 7

楼 A室

电话：24217849

传真：24898574

邮箱： Yimi_Lv@cn.eaglehk.com

参展目的： 招各省代理 , 高级食品连锁店 , 宴会承办

商等

展品介绍：直接进口高级葡萄酒 , 其中德国 VDP 级别的

干、半甜及甜雷司令白酒，及黑皮诺红酒，来自着名产

区莱茵高，以人手采摘葡萄，造就丰厚酒质，各显清晰

明亮的个性。本公司另有经营高级进口食材，包括来自

西班牙的优质食品，无论是配搭葡萄酒或独立享用，均

可给予您至高无上的享受。

3K207T

大连渔大叔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Dalian Yudashu SeaFood co.LTDDalian  

地址：大连市长海县小长山乡西沟屯                   

电话：0411-83726539                   

传真：0411-83726539                   

邮箱：1368319724@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大连特色海味零食、面向全国各渠道招商                                    

展品介绍：大连渔大叔海洋食品有限公司是大连环岛食

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位于气候温和、风景秀丽、物产

丰饶，享有“天赐渔乡”之美誉的大连市长海县小长山岛。

公司主要从事虾夷贝、栉孔贝、海湾贝、虾、海参等海

珍品的初加工及精深加工。公司精选小长山岛地产鲜活

原料，由集团研发中心与高校联手成功研制开发了系列

“渔大叔”特色海洋休闲食品。并形成了以环境为依托、

以资源为基础，以科研为保障、以市场为导向，集养殖、

科研、加工、销售一条龙的海洋产业链条。

4H123C 

五常市兴国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 五常市常堡乡福兴村

电话：15146280666

传真：0451-55811777

邮箱： 381501101@qq.com

参展目的： 宣传正宗五常大米，企业招商。

展品介绍：瑞米轩稻花香大米，赵府稻园稻花香大米，

一隅粮田大米。

5H109C

黔西南州俊贤食品有限公司

Qianxiprefecturezhunmaofoodco.ctd

地址：贵州省兴义市洒金工业园区

电话：0859-3217880

传真：0859-3217880

邮箱：31924958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何美味冰杨梅（果蔬汁饮料）选用贵州有机

杨梅生产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色素，杨梅风味浓郁口味

酸甜冰爽可口。诚招全国代理商。

6K181C

乐陵万家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乐陵市经济开发区

电话：05346225658

传真：05346225658

邮箱：sdwjsp@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收集行业信息。提升形象，增加

销量

展品介绍:水果之王，粒粒精选，天然无添加，营养丰富。

品质上乘，质优价廉，老少皆宜，赠朋友之佳品

6C017T

绿庄（乐陵）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乐陵市朱集镇乐之路 888 号

电话：05346685666

传真：

邮箱：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 : 产品采用乐陵金丝小枣加工，口感细腻，营

养丰富，是居家旅行之必备产品。

6C017T

山东百草纲目生物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肖碧霞大街 6号（乐陵市）

电话：400-0534-689

传真：0534-6860000

邮箱： jujubesi@126.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 : 乐陵金丝小枣 ,新疆枣，夹心枣，蜜饯，脆

冬枣，枣片，金丝枣酒，中华蜜酒

6C017T

哈尔滨森果乐食品有限公司

Harbin Sunfruit Food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杉杉路 77 号  

电话：0451-88556666                      

邮箱：50232861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1、松美仁松仁乳：松仁乳第一品牌，轻养

一生，就选森果乐松仁乳，东北野生松子带你开启健康

生活：2、蓝小妹蓝莓果汁饮品，蓝莓汁第一质量品牌，

百闻不如一见，真材实料只做好蓝莓，喝的到的品质，

尝的出的优益，用眼过度，常喝蓝小妹。

BZ207C/BZ208C

重庆市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TIANYOU DAIRY CO.,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 99 号

电话：400-8871716 

传真：023-89131300

邮箱：158173153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

“淳源”，旗下专属有机乳品品牌

专注于提供“身边的珍稀有机高品好奶”，让有机更近、

让有机更营养。

“百特”，旗下高端乳品品牌

奶源限定百特高山云牧场，云端智能管控，3.6g/100mL

优质乳蛋白成就钻石营养。

“恬恩”，旗下奶粉品牌

实力国企出品、超欧盟标准奶源、好吸收 OPO 配方。

“迪瑞司”，天友奶酪品牌

引进瑞士经典工艺，甄选奶源，更纯粹的美味享受。

“餐见磨王”，餐饮渠道专供品牌

有效解辣的绿豆植物蛋白饮品，畅快吃喝的健康伴侣。

SW049T/SW052T

广东广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GreenIand Agri-foods co.,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侨源大街 20 号

电话：020-37786644

传真：020-37786666

邮箱：1509673369@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介广东农垦的产品，寻找其它好的产

品

展品介绍：广东农垦的糖业、菠萝罐头、系列产品。

SW052T-03



194 195

广西昊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angxi Haochang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西省柳州市柳北区工业园区石碑坪镇园区

电话：18682198801

传真：0772-2771777

邮箱：465014156@qq.com

展品介绍： “百真汇”是公司独立知识产权的注册商标，

公司生产的“百真汇”品牌的定量及散称系列的手撕豆

肉干、泡椒萝卜干、老坛萝卜脆、螺蛳鲜素蛋白系列休

闲食品。同时，公司展开螺蛳粉预包装、螺蛳汤调味品、

动物蛋白水解应用调味技术的研究工作，并为大多数螺

蛳粉预包装企业及实体连锁店量身定制和供应调味包，

酱菜包，酸笋包。2017年8月，开发了走进千家万户的“百

真汇”原味柳州螺蛳粉及杏鲍菇柳州螺蛳粉。2018 年又

相继开发出了方便冲泡的酸辣螺鲜面、浓郁柳州风味干

捞螺鲜面、及方便居家旅行用的自热系列的几款螺蛳粉。 

SW001T

柳州市螺蛳粉协会

Liuzhou snail noodle association

地址：广西省·柳州市

电话：0772-3802728

传真：0772-3802728

邮箱：1015814533@qq.com

展品介绍：柳州市螺蛳粉协会成立于2015年07月20日，

本会是由柳州市从事螺蛳粉行业的有关单位、个人自愿

组成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本会的宗旨是发展

和协调柳州市螺蛳粉行业和文化，为柳州市螺蛳粉行业

服务，传递业态信息，交流先进经验，搞好协调服务，

团结广大会员，促进和推动螺蛳粉事业的发展作贡献。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洛川美域高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ERRYCALL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后卫寨启航时代广场 B-1806      

电话：18792998887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美域高苹果发酵醋饮以世界品牌、洛川优质

无公害富士苹果为原料。                                         

美域高苹果发酵醋饮产品功效：解酒护肝、消除疲劳、

软化血管及预防动脉硬化、美容养颜、预防感冒及增进

免疫力、排毒减肥等。

产品型号：瓶装苹果醋饮规格：15*268ml；瓶装苹

果醋饮礼盒规格：6*268ml；易拉罐苹果醋饮规格：

24*246ml；易拉罐苹果醋饮礼盒规格 :8*246ml

SW008T SW009T-012T-10

柳州市螺状元食品有限公司

Liuzhou Luozhuangyuan Food Co.,Ltd.

地址：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和润路南 2号 4号厂房二层

电话：0772-3262328

传真：0772-3262328

邮箱：1665663529@qq.com

展品介绍：柳州市螺状元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座落于知名小吃发源地 -- 广西柳州。企业厂房占

地5890平方米，员工110多名，拥有自主品牌“螺状元”。

公司专注于生产袋装螺蛳粉，致力于用现代技术与传统

工艺相结合的方法为客户提供正宗的柳州螺蛳粉。产品

远销海内外，并获得一致好评，同时，我们也是首家自

营出口的螺蛳粉企业。食品安全与优质的原材料一直是

我们的宗旨。

SW002T

广西全汇食品有限公司

GUANGXI QUANHUI FOOD CO.,LDT

地址：广西省柳州市

电话：0772-3310863

传真：0772-3310863

邮箱：3041409113@qq.com

参展目的：招募全球代理商

展品介绍：新品上市推荐

SW006T

四川培芮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新世纪环球中心E5.10楼，3-2-1001

电话：028  68731772

邮箱：624988310@qq.com

补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乳制品 (含常温奶、 低温奶、展方奶粉等，

果醋铁料

SW009T-03/04/07/08

天津自然道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Natural Road Foo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创业港湾 F座 302                 

电话：010-80893221                                        

邮箱：72953870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空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自然道零饮果味水饮料、自然道零饮乳酸菌

发酵风味饮料 、自然道零饮乳酸菌气泡水饮料 

SW009T-12T

秦皇岛浩宇食品有限公司

Qinhuangdao  Haoyu Food Co.,Ltd.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海宁路 146 号 

电话：0335-6665555                

邮箱：36368645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北、山西、天津、北京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健味爽系列、印象派系列

SW009T-012T-02

云南花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珥季路高顺铭都 4 幢 7 层 

703 号  

电话：0871-67893933   13888371333                              

邮箱：35338264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采用云南高原食用墨红玫瑰为主原料，研发

出玫瑰花丝，并已申请国家专利的一种时尚替烟产品。

SW009T-012T-16

安徽廷龙食品有限公司

ANHUI TINGLONGFOOD CO.LTD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工业园区  

电话：0554-3120600  

传真：0554-3125366    

邮箱：13628992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安徽、湖南、江苏、浙江、上海等

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中国新疆西瓜籽；中国内蒙古南瓜籽；中国

新疆葵花籽；中国安徽瓜蒌籽。

SW011T-19

登封市合润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登封市会仙庄四巷 11 号

电话：400-6770661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

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嵩山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至今

已经有 1500 年历史。

是中国禅宗发源地，驰名中外。

少林禅果，是在原有少林寺僧人常年野外练功，采摘山

果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在保留了少林禅果的名称上，

更适合现代人的消费习惯。

现在的禅果，更现代化，同时，更包容化。

原材料只选最好的。除尘，除菌，除湿，保鲜工艺。

精挑细选的产品，经过严格的流程，全自动化包装，确

保每一包产品都是精品。

 SW011T-20

广东广氏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华糖食品有

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皇甫区宏斌路        

电话：020-28956008                      

邮箱：84055101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60年以上广东老字号产品，全国首创菠萝啤，

80 年广东老字号

壹号店国际贸易 (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One No. 1 store international trade 

(Guangzhou) Limited by Share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黄边北路 620 号二栋 207 室

电话：020-86386388      

传真：020-86386388     

邮箱：272642253 @qq.com     

参展目的：（皆富）原装进口果肉 .果汁诚招区域独家

代理商                                              

展品介绍：JEFI（皆富）果肉 .果汁采自马来西亚独有

的热带水果，果肉香滑嚼感十足；媲美鲜榨果汁；果汁

中的钻石、亲民的价格；JEFI（皆富）推出了 240ml 时

尚礼包、500ml 混合口味大礼包，深受追捧健康的消费

主力群体的青睐。JEFI（皆富）的合作伙伴中国 .高铁

列车专卖 ;京东官方直营等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平台！招

商政策一地一经销商；品牌长线规划；操作空间巨大；

业务薪资补贴；市场费用支持 ....... 诚邀慧眼的您加

盟 JEFI（皆富）成为行业的先导者！

   SW012T-13

SW012T-21 

江苏羊奶传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JIANGSUBLINGTHELEGENDOF GOAT MILK E-COMMERCE 

TECHNOLOGY

地址：江苏无锡市滨湖区嘉业财富中心 3号楼 8层    

电话：400-928-4888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流通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羊奶传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

一体的产业链高端羊奶制品连锁机构、秉承自然健康营

养美味的产品理念、引用国际先进生产技术、入住一流

羊奶研发团队、口味简单醇正、高品质高营养、深受广

大消费者喜爱。

  SW011T-23

陕西奥陶纪饮业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海则庙王大庄村                                        

邮箱：1064334033@qq.com             

参展目的：面对全国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所产的矿泉水是取自 4 亿年前的奥陶

纪岩层，弱碱性水，矿物质丰富，可以增强骨质等，而

海红果具有陕北地方特产最佳称号的饮料，采用纯天然

海红果酿制而成。

SW011T-24

河南省维淼饮品有限公司

Henan Waizhao Drinks Co.,Ltd.

地址：河南省延津县新长公路路北                   

电话：0373-3088624                    

传真：0373-3088624                    

邮箱：15830699050@139.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范围内的代理商，经销商                                             

展品介绍：纸盒果汁饮料 ,玻璃瓶果汁饮料 ,苏打水

  SW012T-14

苏州洪金甲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南天成路 88 号                   

电话：0512-66834645                            

邮箱：437538921@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苏州洪金甲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主营沙棘汁产品。洪金甲的品牌创始人，是 90 年的艾

森，在中国互联网自媒体还有餐饮圈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2015年创立了现象级的网红品牌“干将路左拐”小龙虾，

做过 10 万人的发布会，同时也是 O2O 和社群的主要意

见领袖之一。目前产品已覆盖苏州、张家港、无锡、成都、

青海、甘肃、宁夏、南宁、深圳等 30多个城市及省份。

洪金甲从17年创立以来，已经进入一万多家餐厅的菜单。

 SW012T-17

河南农夫状元食品有限公司

NongFucHAmpioN

地址：郑州市航海东路 1103 号                   

电话：18137140302    0371-55626719                 

传真：0371-55626719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农夫状元纯净水、苏打水、果汁、葡萄糖补

水液、伊卡泉纯净水等饮品。

SW012T-18

内蒙古蒙谷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Inner Mongolia Mengguyaun Agriculture 

Co.Ltd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一街绿都新村 B 区东

墙 4号                   

电话：0478-7999333                    

邮箱：mengguyuanny@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北京、天津、四川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蒙谷源葵花籽精选河套平原优良的363品种，

由于河套平原优质的自然条件 ( 天然黄河水灌溉，年日

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 生长的葵花籽个大饱满。蒙谷

源葵花籽采用先进的烘烤制熟工艺，原味加工，区别于

传统猛火炒制，恒温烘烤，受热均匀香脆可口，且能保

留瓜子原汁原味的口感。

  SW012T-22

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尖山街道尖山村发其组

电话：0858-6218000

传真：0858-6218222

邮箱：170636945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市级代理

展品介绍：刺梨风味系列产品，主要包含 1、初好 SOD

刺梨浓缩口服液，2、初好吉梨到1L装利乐钻原浆饮品，3、

初好吉梨到 1L 装利乐钻复合果汁饮品，4、初好吉梨到

310ML 拉罐装复合果汁饮品，5、冰点刺梨风味含汽饮料

SW01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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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百乐多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13906517673

传真：0579-84691258

邮箱：hzbrsp@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品牌、招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产品为中国花生乳饮料领先品牌。

SW016T

大兴安岭益康野生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Daxing'anling YiKang Wild Food 

Processing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现呼玛河

酒业公司南侧（原纸箱厂）                 

电话：13845783966     

传真：0457-3643666    

邮箱：65664847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网络平台，微商                                              

展品介绍：主营大兴安岭野生食品；蓝莓系列 偃仁松

系列 蔓越莓系列 食用菌系列 多孔菌及糖果系列产品  

膳立方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FOOD  CUBE  BIOTECH(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98 号平盛大厦 1301 室

电话：021-68883566

传真：021-68883566

邮箱：36969446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及贴牌代加工

展品介绍：源自太行山系深层天然水源——青可儿饮品

1、青可儿苏打水：无气无糖弱碱性、口感清爽更滋味。

降酸御风简单轻松，维持体内碱性平衡，把健康“碱”

回来。

2、青可儿纤维水：膳食纤维有助于维持人体肠道功能

健康；促进有益菌增殖，改善肠道菌群；喝水就喝碱性

纤维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人每天应摄入膳食纤维

25g-35g 之间。

SW018T-3

SW019T-C

四川岳老大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插旗山村九社                 

电话：13981689668     

传真：0827-2266088    

邮箱：85899556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主要生产酒店餐饮、旅游特产等系列产品，

拥有品牌十多个，有大刀耳片、蛋黄猪，风干牛肉系列、

手撕肉系列等。

SW017T-4 

安徽王仁和米线有限公司

Anhui WangRenhe Rice Noodies Food Co.Ltd

 

地址：安徽省肥西县紫蓬工业聚集区

电话：15705603666

传真：0551-62570856

邮箱：2705388@qq.com

参展目的：开发客户

展品介绍：王仁和集团是一家以米线 生产为主的现代

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企业，打造了农业种植、米

线研发、酒品酿造、餐饮管理于体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SW018T-1

泊头市鹏腾果品有限公司

Botou Pengteng Fruit Co. Ltd..

 

地址：河北省泊头市王武镇            

电话：0317-8096004                

传真：0317-8395717                

邮箱：pengtengguopin@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河北、山东、上海、湖南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香酥脆冬枣、黑桑葚干、黑枸杞、香酥脆灰

枣、美人脆马牙枣。

SW018T-2 

吉林省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管委会

Liaohe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Management 

Area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孤家子镇富润大街 2号   

电话：0434-5277999      

传真：0434-5277888      

邮箱：lhqbgs@163.com    

参展目的：为了进一步宣传和推介辽河农垦管理区资源

并符合产业优势。                                             

展品介绍：辽河农垦管理区本次展出的所有农产品均是

绿色无公害，深受广大客户和家居人士的喜欢。

SW019TA

广州每日膳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D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增城区荔城街金徽路 19 号（厂房 A1 二层 1

房）

电话：020-82960036

传真：020-82960088

邮箱：qiuxiang.hu@kevinfood.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并承接 OEM 业务

展品介绍：营养代餐（七宝高纤营养餐、猴菇米昔）、

功能饮料（0 度活力饮、0 度运动活力糖、蔓越莓芊颜

饮、辣木螺旋藻青汁、0度陈皮姜茶、0度陈皮老姜糖、

老磨豆浆、小黑善黑芝麻核桃黑豆粉）、休闲无糖零食

（双皮奶）、养生调味品（0度活性糖醇、0度咖啡糖醇、

健口甜）、吞咽障碍辅助新品（快凝宝）等无糖健康食品。

SW019T-B

成都乐迈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288 号附 36 号

电话：028-87367480  

邮箱：21639915@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增加销量、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钵钵鸡、关东煮、包点、烤肠。

SW020D

天韵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大街中段                  

电话：0539-8083961                 

传真：0539-8083908                  

邮箱：tiantongneixiao@163.com                   

参展目的：产品宣传、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水果罐头，多种口味，多种罐 / 瓶 / 杯型及

包装形式

SW025T

四川李记酱菜调味品有限公司

Sichuan LiJi Pickles&Flayouring Co.,Ltd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松江工业园区李记大道                  

电话：028-38010188                    

传真：028-38010111                    

邮箱：XWZYYCJZ@263.net                   

参展目的：餐饮业酸菜包定制及新公司产品全球招商                                            

展品介绍：餐饮酸菜包系列（拌面条、拌米线、炒菜、

烧菜、炖菜、煲汤等定制酸菜料）、酸菜鱼佐料系列、

麻辣鱼、香辣龙虾、麻婆豆腐等复合调味料系列、酸汤

鱼系列、剁椒鱼系列、红油小菜系列。

SW027T

山东尊仕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冠县东古城镇南童庄村

电话：4000635882

传真：4000635882

邮箱：271492517@qq.com

参展目的：为了更好的发展企业，更好的服务社会！

展品介绍：在优胜劣汰的社会里，只有推出更优质的产

品才能顺应发展！目前本公司拥有能量、苏打水、果肉

橙、乳酸菌、葡萄糖和果汁等十几个系列几十种产品，

发展潜力无限，市场前景巨大！我们本着服务社会，创

造价值的原则，给社会创造财富，给经销商带来利润，

给员工提供保障！尊仕的 600ml 能量系列、500ml 苏打

水系列，2.5L 果肉橙和果汁系列还有冬季热销的植物蛋

白系列，都是经销商热爱的产品，不仅销量高，而且包

装口感都过关！

成都文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滨江东路南一段 13 栋                

电话：028-61500100                                     

邮箱：wenyixilingxueshan@163.com                 

参展目的：西岭雪山品牌饮用水新品上市                                           

展品介绍：西岭雪山品牌饮用水系列产品：桶装水、瓶

装水、袋装水。

  SW033T/SW034T

SW047T/SW048T

广东大王椰食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Dawang Coconut Food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亭村鹤前路 1号 341 房                  

电话：0760-89768398                

传真：0760-89768398                

邮箱：28294175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产品品种多样，例如椰子汁 ，果汁，

乳酸菌，功能饮料等等。

  SW028T

新乡市和丝露饮品有限公司

电话：03737278252                       

邮箱：254128187@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新品及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和丝露果醋及果汁

  SW031T 

纳图进出口贸易成都有限公司

CHENGDU NATURE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吉泰路 88 号香年广

场 T2-41 楼

电话：13541127136

传真：028-85862122

邮箱：yangrui@shejian5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陕西、重庆、江苏等省区代

理

展品介绍：中国（四川）天然苏打水、弱碱性矿泉水、

中高端饮用水

 SW035T

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

China State Farms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 号农丰大厦

电话：010-59199578

传真：010-59199577

邮箱：nkzxjmc@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中国农垦品质、推介中国农垦品牌和产

品

展品介绍：中国农垦展团由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组织，

展示主题为“打造农业领域航母，引领中国现代农业”，

重点推介“中国农垦”公共形象，宣传“良品生活 源

自农垦”品牌理念，突出农垦在质量兴农中的带动引领

作用。有 10 个垦区、22 家农垦企业近百个名优特色产

品参加集中展示，所展产品均为各垦区最具优势的拳头

产品，代表着“中国农垦”品牌的核心价值。愿这些讲

述着农垦故事、传递着农垦文化的特色产品，让您感受

到“中国农垦”的品牌魅力。

SW049T/SW052T

安徽倮倮米业有限公司

ANHUI LUOLUO RICE INDUSTRY CO.,LTD

地址：安徽省天长市大圹圩农场

电话：0550-2391337

传真：0550-2382603

邮箱：1127303164@qq.com

参展目的：推进品牌建设，拓展市场渠道

展品介绍：公司所产“倮倮”牌系列大米和“贵圆”牌

水磨糯米粉以及米稀米粉系列产品，以其米质优、口感

好、色泽洁白、清香扑鼻、绿色无污染和富含硒元素的

特色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产品畅销安徽、江苏、浙江、

上海、福建、云南等地市场，深受商家和消费者喜爱。

SW049T/SW052T

甘肃黄羊河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HUANGYANGHE FOOD 

电话：13809350661

参展目的：更好的宣传推广“黄羊河”品牌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产品有：真空保鲜（速冻）甜、糯

玉米、糯玉米粒、速冻甜玉米粒、速冻蔬菜、糯玉米糁、

水煮菜等，其中真空保鲜甜、糯玉米产销量位居全国第

一。

SW049T/SW052T

广州每日膳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D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道金徽路 19 号 （厂房

A1 二层 1房）

电话：020-82960036                    

传真：020-82960088      

邮箱：qiuxiang.hu@kevinfood.com       

参展目的：健康调味、品牌招商、甜品店加盟、OEM                                             

展品介绍：1、你要自己的品牌吗？要创业吗？你有配

方吗？要全球最新的健康养护食品吗？承接 OEM/ODM 业

务，百款配方任选，各种剂量定制，专属包装定制，一

站式服务，免费拿样，证件齐全。2、健康调味招商，

你想抢占全国空白市场吗？你想置身前沿商机，你想享

受未来大健康生活产业红利吗？好项目好商机就找每日

膳道。3、求健康，寻口感，找项目，一切尽在每日膳道——

无糖甜品店招商加盟，线上线下打通，智慧新零售，终

生享利。

SW019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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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GANSU YASHENG POTATO INDUSTRY REFCO GROUP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21 号

电话：0931-8508539

传真：0931-8508539

邮箱：yspotato@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文化、推广绿色产品 ,多元贸易交

流。

展品介绍：马铃薯全粉（大西洋）--1kg/ 袋 , 以新鲜

马铃薯（大西洋）为原料，经清洗、去皮、挑选、切片、

漂洗、预煮、冷却、蒸煮、捣泥等工艺过程，经脱水干

燥而得的细颗粒状、片屑状或粉末状产品。

马铃薯面条（大西洋）, 马铃薯面条采用河西走廊优质

小麦粉和马铃薯全粉（大西洋）加工而成。具有爽滑可口，

天然醇香，高筋强韧，风味悠长等特点。

马铃薯面条（黑美人、红玫瑰）, 马铃薯面条采用河西

走廊优质小麦粉和马铃薯全粉（黑美人、红玫瑰）加工

而成，具有爽滑可口，天然醇香，高筋强韧，风味悠长

等特点。

黑龙江农垦金山河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Nongken Jinshanhe Green 

Food Co., Ltd

地址：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山河农场绿色食品园 1号

电话： 0456-7861999 

邮箱：18504666006@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绿色食品 诚招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经营三大品牌：山之果：小浆果系

列产品；山之鲜：食用菌，杂粮系列产品；山之蜜：国

产优质原蜜、俄罗斯阿尔泰区原产蜂蜜，共计 100 余种

单品；公司是集蓝莓、树莓、蔓越莓等小浆果的种植、

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绿色农业科技企业。公司以

蓝莓、树莓、蔓越莓、紫莓等野生浆果为原材料，开发

了原汁发酵酒、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化学添加剂的果汁、

果干、果酱等产品。

SW049T/SW052T

SW049T/SW052T

甘肃亚盛好食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Gansu Yasheng Hiosbon Food Group Co., Ltd.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 21 号 4 楼 401 室

电话：0931-8509895

邮箱：gsyshsb@163.com

参展目的：亚盛好食邦集团诚招全国代理商，借助本次

平台，宣传品牌形象，提高亚盛好食邦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辣椒系列产品：酒泉金塔，好食邦五万亩辣

椒基地海洋，得天独厚的产地，继承百余年种植历史。

瓜子系列产品：烈阳照耀融雪滋养，好食邦 15 万亩向

日葵在祁连山下茁壮生长。

红枣系列产品：千年莫高窟、美丽月牙泉，在神圣的敦

煌，好食邦两万亩优质碱性沙化土壤骏枣产区，每天经

15小时光照如红宝石般的敦煌骏枣，富集多种营养物质，

个大核小、色鲜肉甜，堪称天然滋补圣品。

枸杞系列产品：亚盛好食邦5万亩枸杞原生态有机种植，

所产枸杞果粒大，肉厚，籽少。

蜂蜜系列产品：甘肃陇南宕昌，境内盛产党参，黄芪，

当归等名贵中药材，享有“千年药乡”之美誉。

SW049T/SW052T

哈尔滨农垦北大荒创新创业管理有限公司

beidahuang group haerbin branch innovative

＆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Co.，LTD.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长江路 1069 号

电话：0451—52996333

邮箱：2559610074@qq.com

参展目的：让远在喧嚣城市的人们品尝到田间的一份清

香。

展品介绍：北大荒“航母农庄”小程序选址为习主席曾

评价的“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北大荒七星农场、

八五 0 农场和建边农场。为使用户真正吃到放心无污染

的北大荒产品，平台配备了实时监控系统，用户可用手

机远程观看所有种植、收割及加工环节，真正做到农场

直达餐桌。当您在平台认养土地并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您会成为我们的至尊庄主。

SW049T/SW052T

宁夏枸杞企业（集团）公司

Ningxia  Chinese  Wolfberry  Group Company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国营南梁农场

电话：0951-2157654

传真：0951-2157124

邮箱：978432236@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宁夏枸杞，诚招合作客商

展品介绍：宁夏枸杞企业（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隶属于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集科研、开发、种植、

生产、加工、销售、旅游为一体的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南梁枸杞已有50多年的栽培历史。“碧宝牌” 

SOD 富硒枸杞是公司科研人员运用生物高新技术，在枸

杞原有活性物质基础上，依靠生物体自身转化，有效提

高了枸杞果实中 SOD,CAT,POD 三种酶的活性和微量元素

硒的含量，大大增强了枸杞清除人体内自由基的功效。

SW049T/SW052T

呼伦贝尔农垦商贸有限公司

Hulunbuir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Commercial and Trade Co.，Ltd.

地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呼伦大街 5号

电话：0470-3575959

邮箱：2816776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区代理

展品介绍：呼伦贝尔北一季芥花油、北一季大豆油、北

一季大米、北一季面粉、北一季黑木耳、呼伦贝尔品生

态风干牛肉干。公司专注于食用油品的研发和销售，从

原料到产品实行全程质量控制，从工艺和技术上确保了

产品质量和食品的安全，并保障产品天然的色香和固有

的营养价值。公司目前经营的产品有大豆油、面粉、大

米、杂粮、山产品、牛肉干、蓝莓干、饮品等多种产品。

为社会公众提供“绿色、营养、安全、健康”的食品。

SW049T/SW052T

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太平镇贾家村华发新城一期

B2 区 103、104、105 号

电话：0427-3592018

传真：0427-3592018

邮箱：pjpsrc@163.com

参展目的：寻找全国食品项目的意向人进行直接沟通招

商。

展品介绍：盘山农垦商城经营的淳功夫品牌商品，来源

于盘山农垦集团垦区，采用有机、绿色、无公害标准种

植和养殖。经营的商品目前已全部通过相关部门检测，

达到绿色、无公害，并出具相关检测报告。主要商品为

大米和河蟹，大米：米粒晶莹剔透，闻米自然清香，入

口劲道滑腻、唇齿留香。河蟹：采用“盘山模式 - 稻蟹

共生”生态养殖方法，成蟹黄满膏肥，蟹肉鲜嫩，口感

鲜香。盘山农垦集团淳功夫系列商品荣获 2018 第十八

届北京国际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金奖和优质

产品奖。

 SW049T/SW052T

云南农垦华清科技有限公司

Yunnan State Farms huaq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桃源街 39 号盘龙区电子商

务创业园

电话：0871-67385110 

传真：0871-67385110

邮箱：13668786537@sina.cn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诚招各类意向合作商！

展品介绍：云南高原特色产品——黄冰糖，通过精湛的

制作手法，还原你传统的味道。

云南高原特农产品——玫瑰核桃酥，开袋即食，包装精

美。口感细腻酥软，花香四溢。

  SW049T/SW052T

云南天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Yunnan angel Food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地址：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园 B座 301 室

电话：0871-64311085 

传真：0871-64310007

邮箱：2056527442@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诚招各类意向合作商！

展品介绍：云南天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1986年，

是全国首批、云南第一家，也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马铃

薯深加工企业。30 年的品牌沉淀和市场网络打造，树立

了良好的“天使”品牌形象。天使土豆片畅销国内十多

个省市自治区，“小土豆闯出了大市场。”目前在国内

设立了三个薯片生产加工企业，一个专业营销公司和一

个基地覆盖云南省 16 个州市的专业马铃薯种薯，商品

薯种销售公司实现了从薯到成品的全产业链。

  SW049T/SW052T

中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State Farm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 85 号汉国中心 B座 23 楼

电话：023-63211638

传真：023-63211628

邮箱：xiaopeng@csfscm.com

参展目的：推广天友、华山牧系列产品、挖掘市场合作

机

展品介绍：中垦乳业拥有近 90 年厚重历史，是新中国

农垦奶业发展的传承者，中国奶协副会长单位、农垦乳

业联盟（G20）副主席单位和中国奶业二十强（D20）成

员单位。公司以“新鲜、营养、环保、健康”为核心发

展理念，以铸就国家品牌，引领良品生活为宗旨。有“天

友”、“华山牧”两大液态奶系列和“恬恩”婴幼儿奶

粉系列产品，利用全面优于欧盟标准的 100% 自有牧场

生鲜乳，大力实施优质乳工程，努力打造中国乳业转型

升级的领军企业。

  SW049T/SW052T

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德镇永安路 333 号

电话 : 18982065303

传真 : 028-87928774

邮箱 : 498939349@qq.com

参展目的 :招商

展品介绍 : 四川省郫县豆瓣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成都市郫

都区安德镇“中国川菜产业化功能园区”，是一家以生

产调味品为主的专业企业，主营郫县豆瓣、即食酱料、

复合调料等系列产品。

10B011T/10B012T

乐陵市益民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Laoling City Yimin  Seasoning  Food Co,ltd

地址：杨安镇调味品产业园

电话：18888218988 

邮箱：28582706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产品精选上等天然香辛料。经过科学

配比，利用传统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具有味道鲜香，包

装新颖，使用方便等优点，是家庭厨房的上佳选择，多

年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益民调料，健康食品。

10C038T

乐陵市永兴和食品有限公司

Leling YXH spice and  Seasoning  Co,ltd

地址：乐陵市永兴和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5346609199 

传真：05346609188

邮箱：87628490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 : 调味品（固态，半固态），淀粉，食糖，食

品淀粉，蔬菜制品，食品添加剂

10C038T

衡水樱花调味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富德路东、西王家村西     

电话：0318-2850528                      

传真：0318-4587166                      

邮箱：19812686@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产品知名度，弘扬企业文化                                           

展品介绍：国内唯一一家从事“樱酥粉”研发生产的企

业，该产品以纯天然香辛料为主要原料，严格遵循营养、

健康、美味的现代化饮食观念，产品香味诱人，广泛用

于各种风味小吃及食品加工业等。在菜品中加入本产品

能产生其他调料无法代替的效果，其独特的美味令食客

流连忘返，回味无穷，樱酥粉作为一种新型的独一无二

的调味料，自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喜爱，追求天然品质，

倡导健康饮食文化，开拓、进取、创新、求实，以最好

的状态迎接挑战。

10C023T

四川省川陴豆瓣有限公司

SiChuanShengChuanPiDouBan Co.,I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元镇锦宁村 6社

电话：028-87585018

传真：028-87585038

邮箱：410352656@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及招商。                        

展品介绍：四川省川陴豆瓣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0 年，

是一家以研发、生产、营销郫县豆瓣系列产品为主的绿

色食品厂。主要品牌为川陴牌郫县豆瓣，现已推出“特

制豆瓣”、“ 精制豆瓣” 、“红油豆瓣”、“三嫂子

豆瓣”、“甜面酱”等十大系列，80 多个包装规格。由

于其选址及独特的传统工艺，致使产品具有“色泽鲜亮，

酱酯香浓，辣味醇厚，瓣粒香脆，入口化渣，余味悠长”

等特点。远销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海外

市场。

10C024T

南京象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telephone country  supply chain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清水亭西路 200 号                   

电话：4000800758                    

传真：4000800758         

邮箱：6658315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市代理合作                                               

展品介绍：番茄酱、沙拉酱、面包糠、腌料等西式酱料， 

餐饮超市特通等产品定制，中小调味品品牌生产销售合

作等

11C037T

成都市蜀味源调味品有限公司

CHENGDU  SHU WEI YUAN  CONDIMENT  CO.LTD.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中国川菜产业化园区永安路 388 号                   

电话：028-87870077                    

传真：028-87871099                    

邮箱：1546246641@qq.com                   

参展目的：实现“蜀味源”“川丰”品牌及相关产品的有限推

广                                           

展品介绍：蜀味源郫县豆瓣秉承郫县豆瓣百年传统工艺， 用

料考究 ，精选上等红辣椒 . 青皮蚕豆 . 优质面粉 . 精致食用

盐为原料 ,通过长期翻，晒，露等传统工艺。天然精酿发酵而

成。其瓣子酥脆化渣，酱汁香浓郁，红褐油润有光泽，辣而不

燥，粘稠适度回味醇厚悠长。

11C02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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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胜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JINSHENG CEREALS & OILS GROUP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南环路西段

电话：0539-7272666     

传真：0539-7272999                  

邮箱：yingxiaofengongsi@163.com     

参展目的：做产品先做人品，做好油才有好报，金胜粮

油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金胜集团主要经营项目及产品有：“金胜”

牌花生油及系列植物油，其中原生初榨高油酸花生油、

原生初榨花生油和煎炸专用调和油为公司主推系列高端

油脂，其产品及生产工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系列产品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出口欧美、日韩、中东、东南亚等

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金胜”牌花生油先后获得“全

国首届放心油”、“国家绿色食品”、“第二届食品博

览会金奖”、第六届IEOE中国油博会“产品创新奖”与“产

品金奖”，“金胜”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10-11B003T

四川友联味业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YOULIAN SEASONING&FOODS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港富路 408

号 

电话：028-66136986    

传真：208-87988660    

邮箱：sichuanyoulian@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餐饮加盟、产品定制合作商。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复合调味料、郫县豆瓣、鸡精

鸡粉、豆豉等

成都市新兴粮油有限公司

Chengdu Newshine Oil and Grain Co Ltd

地址：成都市邛崃市高埂镇联合村一组                   

电话：13547953999                    

传真：028-88710338                   

邮箱：1573509762@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客户招商                                               

展品介绍：古法印象、小榨原香菜籽油、小榨浓香菜籽

油、小榨特香菜籽油、新纯菜籽油。

10-11B007T 
10-11B010T 

西安太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xian sun food co,ltd

地址：西安市长安区局连村甲字 1号    

电话：029-85990599                  

传真：029-85991600                  

邮箱：sunfood@xa sunfood.com                   

参展目的：推广企业产品。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阿香婆牛肉酱系列   阿香婆调料系列 阿香

婆锅巴系列 太阳锅巴系列

10-11B004T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ANGEL YEAST CO.,LTD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区城东大道 168 号

电话：4008873298

传真：0717-6370046

邮箱：angelyeast.com 

参展目的：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中餐标准化原料系列，烘焙、面食原料系列。

调 味品系列、酵母系列、膨松剂系列、泡打粉系列、

改良剂系列、预拌粉系列、糖品系列等。

10-11A005T/10-11A006T

四川川娃子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青龙工业园区     

电话：18048518125      

邮箱：hellohero_zy36@126.com                 

参展目的：品牌曝光、招商                                              

展品介绍：川娃子串串底料、川娃子老火锅底料、川娃

子调味料系列、川娃子辣椒系列、川娃子下饭酱系列、

川娃子腌粉系列、川娃子方便即食系列、川娃子中餐佐

料系列

10-11B008T 

广汉市迈德乐食品有限公司

GUANGHAN MAIDELE FOOD CO.,LTD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东岗村三组                   

电话：400-606-5688                   

传真：0838-5565977                    

邮箱：ghmdl food@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寻求合作                                               

展品介绍：森态牛油系列，在保证了牛油原香的基础上，

采用独特的回香工艺，运用公司自创的低温真空熔炼萃

取专利技术，提升精炼强度和温度控制，保留牛油原味

脂香，塑造出森态牛油老火锅系列牛油的产品特点，使

得老火锅的熬制更加脂香味浓，火锅味道也更加浓郁、

正宗，口感热烈，具备川渝地区应有的霸道风味，回味

悠长。

10-11B009T 

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DaLian  Salt Chemical Group Co.,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复州湾街道         

电话：0411-85206517              

传真：0411-85205486              

邮箱：154030350@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海湾”牌“海原味”系列食用盐的品

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海湾”牌海原味系列食用盐，源自“中国

海盐之乡·复州湾”，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被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许可使用绿色食

品标志，并连续两届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产

品氯化钠纯度高，色泽洁白、颗粒均匀，咸鲜适宜，是

我们家庭烹饪美食的佳品，也是食品加工行业的首选产

品。

10-11C012T

成都艾家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桤泉镇朝阳路 160 号     

电话：028-82235935               

传真：028-82235935                         

邮箱：4423200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的代理商           

展品介绍：各式餐饮调味品、调味酱、各种小菜酱菜

10-11C011T

成都市盈宇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YINGYUFOODCO.,LTD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雷大村一组        

电话：028-83900986                

传真：028-83903296                

邮箱：13135405@qq.com             

参展目的：展示盈棚泡菜升级品质、泡菜的发展前景                                               

展品介绍：泡菜系列、泡姜系列、泡红椒系列、泡豇豆

系列、复合调料系列、即食泡菜等 

   10-11B013T

广东蓬盛味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PENGSHENG FLAVOURING&FOOD  

Co.,Ltd.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西青道号金兴科技大厦 121                   

电话：022 － 27726878                    

传真：022- 27735533                   

邮箱：cnzhongying@vip.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各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面包康、淀粉、小苏打、食用碱、白糖、红糖、

调味粉、香辛料、食醋、料酒、酱油、调味油、调味酱、

虾油等

山西紫林醋业股份有限公司

Shanxi Zilin Vinegar Industry Co., Ltd.

地址：山西省清徐县太茅路高花段 550 号  

电话：0351-5739820    

传真：0351-5737065    

邮箱：zlcy39820@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招商               

展品介绍：紫林山西老陈醋、山西陈醋、保健醋、礼品

醋、果醋、白醋、饮料、料酒。

   10-11C016T
   10B007T/10B008T/10B021T/10B022T  

四川川辣源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Chuanlayuan Food Co., Ltd.

地址：眉山市东坡区经开东区创业路 13 号     

电话：028-38588199                  

传真：028-38588188                  

邮箱：137102737@qq.com                  

参展目的：公司产品推广，四川火锅文化传播与推广         

展品介绍：专注于火锅底料、鱼调料研发与制造，可为

餐饮企业提供专业、规范的火锅底料、餐饮调料定制加

工服务，亦可为广大食品厂商提供豆豉、腐乳等发酵性

豆制品供应服务。

10-11B014T 重庆佳仙食品有限公司

Jiaxian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德大道 99 号 11 栋  

电话：023-67749775                  

传真：023-67749775                   

邮箱：16474094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代理商以及超市                                                

展品介绍：佳仙鸡精、佳仙味精、佳仙鱼调料、抄老火

锅、芝麻油、花椒油、卤料、淀粉类。

10A001T/10A002T /10B003T/10B004T 

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中粮广场 B座 1213 室       

电话：010-65123087                         

邮箱：zhouln.th@cofco.com                   

参展目的：产品宣传，诚招全国各地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番茄调味品类产品，干辣椒及辣椒酱类产品，

番茄、杏及石榴果汁，番茄红素等各类保健品，林果类

及小包装糖类产品，枸杞、蜜饯、果干以及各种山货等

产品。

10A009T

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

Beijing Liu Bi JU Food Co Ltd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 8号

电话 :010-83862590

传真：010-83862590

邮箱：cuiyanbin@liubiju.com.cn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调味品系列产品，诚招国内经销商。

展品介绍：六必居品牌的酱、酱菜、酱油、食醋、芝麻酱、

料酒、韭菜花、腐乳、香油、黑蒜等产品，天源酱园品

牌的酱、酱菜、芝麻酱、韭菜花等产品、金狮品牌的酱

油类产品，龙门品牌的食醋类产品，桂馨斋品牌的酱类

产品，龙和宽品牌的酱油、食醋、料酒类等产品。

10A010T
中英食品有限公司

Zhong Ying Food Co， Ltd

地址：天津市红桥区西青道号金兴科技大厦 121                   

电话：022 － 27726878                    

传真：022- 27735533                   

邮箱：cnzhongying@vip.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各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面包康、淀粉、小苏打、食用碱、白糖、红糖、

调味粉、香辛料、食醋、料酒、酱油、调味油、调味酱、

虾油等

   10-11C015T

太原市宁化府益源庆醋业有限公司

Taiyuan city Ninghua Palace Yi-Yuan-Qing vinegar 

industry Co.Ltd

地址：太原市迎泽区桥头街宁化府 60 号

电话：0351-4190866

传真：0351-4131155

邮箱：1151653872@qq.com

参展目的：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无添加纯粮手工酿

食醋

展品介绍：“益源庆”创建于 1377 年，原系朱元璋之

孙宁化王朱济焕府上制醋的皇室作坊。因“益源庆”坐

落于太原市桥头街宁化府巷 60号，被太原人昵称为“宁

化府醋”。历经六百三十多年的传承，企业的生产能力、

产品品质和品牌知名度都得到了快速提高，成为商务部

首批公示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其古老的酿造工艺被列入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0A005T/10A006T

四川省丹丹郫县豆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县中国川菜产业化园区               

电话：028-87868160  

   10A013T/10A01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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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天鹅百福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Cygnet Baifu Food CO.，LTD

地址：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沙镇石岭村                              

电话：023-73385029               

传真：023-73385029             

邮箱：chongqingcygnet@163.com                         

参展目的：让世界品尝重庆味道                     

展品介绍：三十几年来，“重庆小天鹅”云集一批火锅

调味高手，传承历史技艺，使用精选牛油、茂文花椒、

广西八角、甘肃茴香等优质香料，用料考究制作用心，

炒制出的底料拥有鲜明的巴渝特色和舌尖魅力。

公司于 2009 年取得 HACCP 国际食品卫生认证并获得进

出口资格，2011 年被评为“国家级龙头企业”。放心企

业生产放心产品，买底料，认准“重庆小天鹅”。

10C020T

重庆市树上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SUNWARD  VINEGAR  CO.,LTD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李河镇兴盛路 47 号               

电话：023-58291220              

传真：023-58307092            

邮箱：906927131@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树上鲜花椒油、芝麻油、山胡椒油、陆甫公

司树上鲜火锅底料系列调味料。

10B017T/10B018T

山河醋业有限公司
SUNWARD  VINEGAR  CO.,LTD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阳光占乡阳光占村             

电话：4000899434              

传真：0311-68095173               

邮箱：shzongjingban@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 产品展示，精准招商                                                                                                                

展品介绍：山河醋业旗下 CUCU 品牌，在原醋、有机醋、

老陈醋、陈醋四大系列产品基础上，针对电商渠道、连

锁餐饮渠道、优质大客户推出了私人定制系列、高端礼

盒系列等，2019 年又新增白醋品类。公司秉承 400 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一德盛昌老陈醋古法酿制技艺，经 29

天古法酿醋，360 天陈酿，酿造出酸香绵甜鲜于一体的

优质老陈醋。工厂自建 2000 亩原料种植基地，并获得

了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有机转换

认证、GAP 以及 IS09001/TS022000/HACCP 认证，全面保

障产品品质。

10B015T/10B016T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城南岷家渡       

电话：18628969581                     

邮箱：minhui.huang@qianhe food.com                  

参展目的：千禾品牌形象展示，诚招全国加盟商                                            

展品介绍：千禾零添加酱油，醋，料酒，香醋系列，千

禾有机系列酱油，醋系列。

宁夏红山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夏吴忠市利通区 金积工业园        

电话：0953-2139646                      

传真：0953-2222111                     

邮箱：44544028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烹饪料、香辣酱等复合调味品  

10B025T/10B026T 10C031T/10C032T

重庆互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Chongqing Hurun Food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大石塔村五社       

电话：023-62850828     

传真：023-68813103     

邮箱：223033069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重庆磁器口老火锅底料，重庆磁器口火锅底

料，重庆磁器口系列风味调料，重庆磁器口碗菜系列。

10C027T/10C028T

山东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SanXing Corn Industry Science 

Co.,Lid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韩店镇民营科技园                   

电话：0543-4612568                   

传真：0543-4612008       

参展目的：全国空白区域招商                                               

展品介绍：山东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山东

三星集团，始建于 1997 年，率先在国内开展玉米油的

自主研发和生产，实现了国内专业生产玉米油的突破，

是目前国内具领先规模的专业生产和出口玉米油的龙头

企业，是国家粮局批准建立的国家玉米油产业研发基地，

是《玉米油系列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基地。2009 年 12

月 18 日，长寿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

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1006.HK。主要产品为长寿花健

康食用油系列产品、长寿花调味品系列和长寿花大米系

列产品。

10B029T/10B030T 

重庆好点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HAODIAN FOOD CO.,LTD.

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巴州路 99 号 

电话：023-42588999   

传真：023-42588999   

邮箱：103113540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重庆火锅底料，重庆小面调料，炖汤料，鱼

调料等调味品。 

10C033T/10C034T/10D035T/10D036T

保定馨冠食品有限公司

Baoding xinguan food co. LTD

地址：保定市满城区于家庄乡李铁庄村   

电话：15933902888                   

传真：0312-3223555                   

邮箱：65119132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芝麻酱、花生酱、芝麻油、韭菜花、火锅蘸料、

烧烤酱等系列产品  

10C037T 

重庆秋霞食品餐饮有限公司

CHONGQING QIUXIA FOODS&BEVERAGE CO., LTD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半山村 19 号

电话：023-68153325 

传真：023-68921000 

邮箱：catoby@qq.com  

参展目的：以火锅会友，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秋霞火锅底料、老火锅底料、烧鸡公佐料、

麻辣鱼调料、小面调料、麻辣香锅调料、三鲜火锅佐料、

油辣椒

10D039T/10D040T

四川翠宏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Cuihong Food Co.,Ltd.

地址：金牛区龙湖北城天街星座 29 栋 7-11        

电话：028-83111109

传真：0838-5690266              

邮箱：505179012@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全球招商                                      

展品介绍：干碟系列，红油系列，辣椒面系列，香辛料

系列，辣椒花椒原材料系列

  10C041T

重庆市帅克食品有限公司

SHUAI KE SHI PIN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                  

电话：023-67867759                               

邮箱：39644301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                                       

展品介绍：肖佬五火锅底料、肖佬五火锅牛油、肖佬五

定制加工 

北京黄记煌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HuangJiHuang Restaurant Management Li

电话：010-63568820     

邮箱：guoj@qstudio.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不会做饭怎么办？一汁成菜很简单！黄记煌

十五年，好味依旧，家庭复合调味汁。

   10D044T    10D048T 

四川宜宾碎米芽菜有限公司

Sichuan Yibin Suimi Yacal Co.,Ltd.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金坪镇民强村蔡籽社   

电话：0831-2381003；0821-2383220                  

传真：0831-2383221                 

邮箱：747752705@qq.com                  

参展目的：碎米芽菜、甩撑展燃面诚招空白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四川宜宾碎米芽菜有限公司是宜宾芽菜生产

的龙头企业，公司生产的碎米牌芽菜是四川四大酱腌菜

之一，经过三次发酵具有“香、甜、脆、嫩、鲜”的独

特风味，产品适用于面点、扣肉、各类蒸、炒、汤菜的

调味以及工业渠道中复合调料的生产。2018 年公司推

出战略新品 -- 甩撑展宜宾燃面，燃面属于干拌面，是

宜宾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重油重辣，一点即燃。甩撑

展牌宜宾燃面选用优质原料，食用简单，口感巴适，上

市后广受中青年消费者喜爱。

 10C042T 

江西青龙高科油脂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春航路 1号   

电话：0795-3289628                 

参展目的：拓展市场，开发客户，寻找商机                                            

展品介绍：公司茶油原材料基地，小子茶油，世界上最

高端油脂品类，玉米油，葵花油是健康油脂发展近几年

为主导的油脂品类，海天食用油以健康食用油脂为未来

发展方向的食用油

10D043T

江苏吉得利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10-80715600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北京、江苏、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主营调味品、烤翅腌料、烧烤调料、香辛料、

干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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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D045T

四川澄明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郫都中国川菜产业园永安路 259 号 

传真：028-85865388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区加盟代理商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食材

 10C046T

昆明市单山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KUNMING CITY DAN SHAN FLAVORING AND FOOD CO.,LTD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 1079 号欣都龙城 1

幢 2101-2102 室  

电话：0871-65730991   

传真：0871-65736190      

邮箱：idanshan@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昆明市单山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于 1998

年，是专业从事调味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

实体企业，主营“单山牌”蘸水、味精、火锅底料、粉

体、鸡精等系列调味品及单山久味山菌菜、底料。“单

山”被云南省工商局授予“云南省著名商标”，并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我们期待优秀的您加

入，共同创造单山辉煌的明天！

10D047T

重庆市毛哥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宝环路 692 号                  

电话：023-67389701                                        

邮箱：289627488@qq.com                 

参展目的：借助糖酒会契机，开发全国市场，寻找新客

户，并宣传公司品牌及产品。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产品：以天然绿色植物为主要原材

料，通过传统老坛长达 240 天以上的天然乳酸菌发酵泡

制，配以秘方调制而成。主要产品包括毛哥酸萝卜老鸭

汤为主的炖汤料系列，以老坛酸菜鱼为主的复合调料系

列，以毛哥印象浓香火锅为主的火锅底料等一系列的产

品。公司产品以“有真料才有好味道”的产品理念，不

添加防腐剂及非天然添加剂。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10D049T

成都新润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Xinrun Oil and Fat Co., Ltd.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                  

电话：028-83238460                     

邮箱：305401362@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生产销售各类火锅底料、火锅油碟、蘸酱料、

食用油、调味油及各类复合型调味料

   10D050T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                   

电话：02586210093                                      

参展目的：宣传千年淮盐品质与品牌                                               

展品介绍：淮盐品质千百年，百位之道更安全

  10E051T/10E05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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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秦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Chongqing Qinma Food Co.,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宝环二路 1号 

电话：02367415985                   

传真：023-67600254               

邮箱：183851694@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重庆秦妈火锅起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嘉

陵江边老船工秦老爸所创，名为“秦氏老火锅”，后因

战火原因退隐江湖。1998 年，秦老爸的小孙女秦远红承

继祖业，开创以味见长、醇香浓郁的秦妈火锅。在秦远

红的带领下，秦妈火锅经历 19 年的风雨历程，已然由

当初六张桌子的路边小店发展为全球连锁店超过600家、

年销售超过 20 亿、员工近四万人的知名火锅帝国。

10D053T/10D054T

四川老坛子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Laotanzi FoodCo.,Ltd.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经济开发区东区泡菜城大道 1号                 

电话：4000600676  028-38618988                     

传真：028-38600668                                         

参展目的：展示推广非遗老坛子泡菜制作技艺文化和产

品                                              

展品介绍：公司坐落于“中国泡菜之乡”——眉山，成

立于 2010 年，占地面积 53000 平方米，拥有专门发酵

陶坛 3000 多个，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高端泡菜、调

味品的现代化食品加工企业。公司严格按照标准化进行

生产，全程质量监控、严把质量关，并将标准化生产作

为企业发展关键性措施，使之贯穿整个企业的生产服务。

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NG Fung Li Hong Food C0.

地址：汉源县甘溪坝食品工业园区黎红大道         

电话：0835-4380226              

传真：0835-4380226            

邮箱：Ihshicb@nfh.hk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产品推广、拜会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司隶属华润创业有限公司，位于素有“贡

椒”之称的“中国花椒之乡”—¬—四川省汉源县，依

托汉源花椒资源，“研产销”花椒调味料调味油等系列

调味品的食品加工企业，年生产能力 2 万吨。是国家林

业重点龙头企业、全国绿色食品食品示范企业、全国

AAA 级信用企业。

10E059T 10E064T

山西清泉醋业有限公司

Shanxi Qingquan vinegar co., Ltd

地址：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康宁镇曹家坡村

电话：0358-6368111

传真：0358-6368111

邮箱：baiqingquan@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北京、天津、广东、河北、四川等

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在兴县部分乡镇建成 10000 亩绿色食品

及有机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合

成的肥料和农药，确保了高粱的绿色、有机无公害。耕

地四面环山，东高西低，远离工矿污染区，土地肥沃，

高粱基地所种植的高粱，因生长期长，颗粒饱满，淀粉

含量高，维生素含量丰富，是酿醋的上好原料，公司酿

造食醋主要采用固态发酵法，选用100%优质高粱为主料，

加以本地谷糠、麸皮、大曲等辅料，并采用当地黑茶山

山泉水，经过滤、净化，加入固体醋醅中发酵，运用“冬

捞冰、夏伏晒”的传统工艺与现代先进技术相结合经蒸、

酵、熏、淋、晒等五道工序酿就而成，所酿食醋具有色

质清凉、鲜明诱人、自然协调、食而绵酸、口感醇厚、

酸甜可口、微鲜并富含多种人体所需氨基酸。

10E055T/10E056T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

Hunan Salt Industry Co., Ltd..

地址：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西轻盐 CEO             

电话：0731-84449221              

传真：0731-84449221               

邮箱：1265419424@qq.com           

参展目的：企业形象展示，产品推介、招商                                                                                                               

展品介绍：食盐产品、盐日化产品、饮料和冰箱

10D057T/10D058T 

重庆周君记火锅食品有限公司

ZHOUJUNJI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华龙大道 16 号        

电话：023-65491188

传真：023-68662724              

邮箱：xiaziyu@vip.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品牌                                      

展品介绍：重庆周君记火锅系列

10E060T

安徽强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ANHUI QIANGWANG GROUP

地址：安徽省界首市胜利路 1号                   

电话：0558-4999999                    

传真：0558-4819999                    

邮箱：qiangwang@chinaqiangwang.com                   

参展目的：展览产品，寻找合适的经销商                                            

展品介绍：复合型调味品，盐产品

10D062T

重庆市友军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合川工业园区花园路 159 号         

电话：023-42888329              

传真：023-42885707            

邮箱：275793181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渠道代理商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休闲食品，火锅底料，调味料

10E063T

山东省盐业集团东方海盐有限公司

shandong province salt industry group 

east sea salt co.,ltd.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和瑞广场 A座 12 楼

电话：15663469110                    

邮箱： fanzhichao1987@126.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我公司是国家食盐定点生产和批发企业，主

营食用海盐

10E065T

广州福正东海食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FUGIDOHA FOOD CO.,LTD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45 号紫园商务大厦 701

室  

电话：020-37610310 

传真：020-37610299 

邮箱：Kueen@gotra.com.cn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代理商、终端用户 

展品介绍：福正东海自主生产家庭装调味白糖、冰糖、

红糖，为烘焙爱好者提供各原辅料系列，针对各大企业

量身定制各种工业和餐饮业用糖以及商超销售的品牌专

柜解决方案。

10E066T

江苏省银宝盐业有限公司

JIANGSU YINBAO SALT INDUSTRY CO.,LTD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人民南路 1 号华邦国际东厦 2 幢 17

楼 

电话：0515-69963816   

传真：0515-69963300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品牌，展示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江苏省银宝盐业有限公司是国家食盐定点生

产、批发企业，旗下的“盐阜海立方”系列海盐产品包

含“海之味”“海之吟”“海之颂”低中高档食用盐系列、

“海之净”生活用盐系列、“海之健”保健用盐系列、“海

之韵”盐雕工艺品等六类五十多个品种。系列食盐产品

通过了绿色产品论证，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盐阜海立方”具有独特的绿色生态海盐品质，

素享有“色白粒大”“余味含甘”“玉洁冰鲜”等美誉。

 10F067T 

重庆骄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Chongqing Jiaowa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夹滩街 8幢                     

电话：15723081087             

传真：023-47678428             

邮箱：361775125@qq.com    

参展目的：提升公司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

争力                                             

展品介绍：重庆骄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以青花椒种植、

生产、研发、贸易为一体的重庆市农业龙头企业。公司

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分别在无刺花椒种植、花椒处理、

地方标准制定、花椒提取物药用效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研究，现已开发出数十种系列产品，并先后荣获重庆·中

国西部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消费者喜爱产品”、“绿色

食品”、“重庆市名牌农产品”等称号；保鲜花椒及青

花椒通过富硒产品认证。

四川家和原味香料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新平镇永兴村 11 组                 

电话：0838-5651929                                       

邮箱：scjhyw@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品牌，扩大品牌影响力                                               

展品介绍：我公司专业从事农副产品初加工精选及制粉

20 余年，在业内享有良好的口碑，花椒及大部分香辛料

需冷藏，为保证其挥发油及色泽不受影响，我司自建大

容冷库，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10F071T

   10E074T/10F076T

青岛钰鑫源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Yuxinyuan Food Co.，Ltd.

地址：山东省平度市柳州路 325 号

电话：0532-68085098         

传真：0532-87366142         

邮箱：29021057@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新产品，接洽新客户                                               

展品介绍：佐宝香粉、卤味增香膏、肉味精油、麻辣龙

虾酱、烤鱼酱、香辣酱、麻辣酱

 10F068T

广西川香坊食品有限公司

Guangxi Chuanxiangfang Food Co.,LTD.

地址：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张公岭竹鹅村             

电话：0772-2999633              

传真：0772-3289490               

邮箱：23669434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广西、广东、贵州、成都等地区代

理                                                                                                                

展品介绍：鸡精、汤料、香料、半固态调味料、柳州螺

蛳粉、卤制品等小食品及调味料。

10E069T/10E070T

河北穆林轩油脂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默县本斋乡本斋东村                   

电话：0317-4666299                                          

参展目的：重点宣传 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鸿伊顺老火锅牛油 总是这个味， 传统火炼 

古法熬制。                                                

穆兰轩浓香牛油 不浑汤不起泡，百分百纯牛油。

 10F072T

重庆市三易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Sanyi Food Co: Ltd,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区 F-1 号地块        

电话：023-47339318              

传真：023-47628999              

邮箱：sanyi@sy606.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及企业波通产盈                                        

展品介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火锅底料、复合调味品、

食用牛油等产品的生产销售，并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对

应产品研发生产和代加工

 10E073T

江西友泉食品有限公司

Jiangxi Youquan Food Co.，Ltd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金川南大道 140 号        

电话：0796-2685231                   

传真：0796-2680020                          

邮箱：1972017276@qq.com                 

参展目的：提升品牌形象，诚招各省地县代理商                                      

展品介绍：友泉系列、一江春系列、茶油腐乳、红油腐

乳、白腐乳；剁辣椒及辣椒制品；酱腌菜；生粉、嫩肉粉、

蒸肉米粉等调味制品。

   10F075T

青岛德润隆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Derelong food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平度市开发区贵州路 2      

电话：0532-83333777             

传真：0532-85305777              

邮箱：158171531@qq.com                    

参展目的：培养全国各地鸡肉粉、鸡油、白汤、骨汤客

户 ;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四川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培养全国各地鸡肉粉、鸡油、白汤、骨汤客户：

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四川等省区代理商。德润

隆纯天然鸡肉粉系列产品原料产地位于国内最大的白羽

鸡养殖基地—山东半岛，产品是以无污染、体型适中的

优质肉鸡为主要原料，采用国际领先的高温高压烹饪工

艺结合水相萃取技术有效提取了鸡肉中的鲜香物质，气

味特征为：清淡、醇和、绵长的水煮鸡肉味道，不添加

任何调味、调鲜、调香物质，高浓度、高营养，真材实料。 

   10E07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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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峨眉山市中王食品厂

地址：中国西部博览城 10 号馆        

电话：18784516966                                              

邮箱：1656623480@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峨眉山老麻婆系列藤椒油、花椒油；帅麻婆

籐椒油、花椒油系列…

10E078T

昊业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汉源县富泉镇富泉社区三组                 

电话：0835-4580222                  

传真：0835-4580222                

邮箱：2071193367@qq.com                 

参展目的：借助糖酒会契机，开发全国市场，寻找新客

户，并宣传公司品牌及产品。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产品清溪贡椒炼制的鲜花椒油，藤

椒油。公司产品以“有真料才有好味道”的产品理念，

不添加防腐剂及非天然添加剂。确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

锦州百合食品有限公司

JINZHOU BAIHE FOODSTUFFS CO.,LTD.

地址：辽宁省凌海市金城街道办事处

电话：0416-8277777   

传真：0416-8270030     

邮箱：jzbhxsb@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两广、海南、福建等地区的经销商                                            

展品介绍：锦州百合小菜坛装系列产品有 300 克和 450

克两大规格，每个规格有 9 支单品（酱汁脆萝卜、酱汁

脆黄瓜、辣白菜、爽脆萝卜皮、蜂蜜蒜、陈醋蒜、樱花

姜片、爽脆贡菜、爽脆地环），根据产品所需原料不同

分为高端产品和低端产品，也就形成了高低两个价格带，

产品性价比适合终端消费者需求。该系列产品包装采用

传统“坛”型塑料包装，包装坛型设计新颖，透明度高，

产品口感清爽、柔和，充分保留原材料优质口感的同时，

兼顾了佐餐小菜的应有风味。

10F082T

10G086T

四川粮之髓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LIANGZHISUI FOOD CO LTD

地址：成都西部博览中心    

电话：400-827-7979                             

邮箱：1376319507@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产品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手工干粉、火锅川粉、火锅冒菜粉、手工酸

辣粉、手工鲜粉、紫薯宽粉、马铃薯鲜粉、酸辣鲜粉、

自热火锅、快 3秒微火锅、自煮火锅粉、自煮酸辣粉等。

10F079T  

四川专易川味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Zhuanyi Chuanwei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沙江西路 693                  

电话：0838-2602415                  

传真：0838-2600178                   

邮箱：3383393538@qq.com                   

参展目的：餐饮连锁定制、OEM 贴牌复合调味粉及川味

调料定制                                              

展品介绍：我公司专注调味品20年，生产的炖鸡浓汤煲、

大骨浓汤煲，其特点：浓缩高汤调味料，精选优质鸡肉、

优质猪大骨、鸡骨搭配葱姜精心调制而成，口感温和饱

满，香气纯正、原汁原味的炖鸡香气；适用于调汤打底，

增加汤底的风味，节约顾客熬制汤底的时间，同时，保

持汤底的风味，可用于火锅、冒菜、串串料、清汤、米线、

面条等的汤底的制作，两者按照 1:1 混合口味跟佳。

10F081T

重庆灵创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津德感工业园东江路 555 号       

电话：023-85556888  15123244456   

传真：023-85556888                        

参展目的：扩大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  

1. 火锅类：味道独特，包装精美；

2. 老鸭汤：绝密配方，回头客众多；

3. 酸菜鱼：正宗老坛，回味悠长；

  龙虾：麻辣鲜香，一次上瘾。

10G083T

重庆梦怡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街镇工业走廊葛兰工业组团   

电话：13996035753    

传真：023-40813090     

邮箱：359234550@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梦怡”牌豆腐乳，从选料、到成品要经

过近三十道工艺，十分考究；装坛后还要加入优质白

酒继续沁润，一年左右才能开坛享用，是最为传统的

一种腐乳。 “梦怡”牌腐乳成品麻辣鲜香、滋味鲜美，

口感醇厚、细腻、软糯，入口化渣，回味绵长，是佐餐、

烹饪调味、蘸酱、夹馍好伴侣、是人人乐道的美味腐

乳。

10G084T

山西晋远府醋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清徐县徐沟镇西怀远村食品工业园区                   

电话：0351-5968888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招商                                               

展品介绍：传统山西老陈醋

10F085T 

贵州湄潭茯莹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遵义市湄潭县协育路 4号                  

电话：0851 － 24250912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和定制伙伴                                              

展品介绍：贵州特色复合调味酱、黔山玉珠（宝塔菜）、

酱腌菜（泡椒）、海带丝

10F087T 

山东香驰粮油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工业园                   

电话：0543-2971111                    

传真：0543-2535888                    

邮箱：xbz@xiangchi.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市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旗下共有“天下五谷”、“谷色谷香”、

“喜香汇”、“康厨益”四个品牌，主推天下五谷，产

品覆盖小包装食用油、餐饮用油、大米、面粉、杂粮、

调味品等粮油类产品，营销网络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

自治区和直辖市，被亿万家庭食用。现阶段，香驰控股

天下五谷已经着力推行大豆油精准适度加工技术，将以

更专业专注的姿态开启中国大豆油品牌领跑者之路。

10G088T

周口上和食品香料有限公司 

Zhoukou Shanghe Foodstuff Flavours Ltd

地址：cnshanghe@126.com        

电话：0394-8539968

传真：0394-8539968              

邮箱：cnshanghe@126.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形象，拓展产品销路。                                      

展品介绍：公司以“上和”为品牌，产品质量为基础，

剂型齐全，煎、烤、炸、炖、炒、熏．．. 风味任选。

首创的熟香花椒、熟香辣椒、熟香孜然加香技术，应用

于海底捞、仲景、雪麦龙、海乐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依

托位于上海的公司研发总部强大技术研发实力，可为用

户专门开发特供产品，只供应特定用户，以保证用户的

独家竞争优势 !

   10G090T

四川东柳醪糟有限责任公司 

SICHUAN DONGLIU FERMENT CO.,LTD

地址：四川省大竹县月华镇新街 168 号       

电话：0818-6430218                 

传真：0818-6430663                

邮箱：donghanlaozao@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我司产品、树立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东柳醪糟酿造技艺被认定为四川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东柳醪糟获准为四川老字号。天下醪糟出大竹，

东柳醪糟传千年！东柳、东汉醪糟精选糯米，产自公司

十万亩绿色生态优质糯稻基地，米粒圆润饱满、晶莹洁

白，经泉水浸泡、淘洗、蒸煮，再辅以由 108 味中草药

秘制曲药，让醪糟汤汁清亮、晶莹润滑、醇甜酒香，其

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B 族维生素、矿物质及十多

种氨基酸，具有滋补气血、健脾益胃之功效，实为走亲

访友馈赠之佳品。

内蒙古佰惠生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Biohymn New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林西镇南门外工业园区   

电话：0476-5556400      

传真：0476-5556419      

邮箱：63923599@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佰惠生品牌，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公司生产的“佰惠生”牌、“冷山”牌系列

食糖产品使用当地糖农种植的优质甜菜加工而成，具备

质量和价格优势。优质绵白糖颗粒细小、均匀，色泽亮

白，质地绵软、丰盈润泽。白砂糖具有洁白纯净，无杂质，

颗粒均匀、甘甜爽口、不易结块等特点。我公司食糖产

品无论在品质、卫生，还是在包装设计上都倍受推崇。

   10F093T
   10G097C

郑州市恋味实业有限公司

Lianwei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             

电话：0371-55929199              

传真：0371-63527399               

邮箱：51558801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营复合调味料、鸡精鸡粉系列、南

北干货系列、干制水产品、淀粉系列。 

  10F091T 

重庆祥凯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璧山区大路街道团坝村 4社        

电话：023-41581988

传真：023-41581978              

邮箱：1056429905@qq.com        

参展目的：主要对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鱼调料

 10G092T

成都市红福人家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江源路 162 号 

电话：13980755867  

传真：028-84016012  

邮箱：1932777176@qq.com  

参展目的：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成都市红福人家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鱼调料、火锅底料、鸡精、味精、香油、花椒油的研

发、生产、销售的调味品公司。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0月期间，公司用时22个月，集合四川调味理事单位、

四川烹饪学院、四川烹饪高级厨师、公司下属研发单位，

20 多名专业厨艺精英精心研制、配料、调试新品《虎椒

调料》，全能型配方，一种调料多种用途

   10F095T

四川恒星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眉山东坡区泡茶产业园区                  

电话：028-38788222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产品，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红油豆瓣，薄盐酱香豆瓣等复合调味料

  10G094T/10G096T

青岛灯塔味业有限公司

Qingdao Dengta Condiment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黄台路 65 号

电话：4008891904

传真：0532-55735862

邮箱：pd@dengtatwp.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及山东省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

1. 灯塔零添加味极鲜，灯塔零添加米醋，灯塔酱油，灯

塔米醋，灯塔料酒。

2、青岛灯塔味业有限公司是青岛灯塔酿造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青岛灯塔酿造有限公司自 1904 年（清光绪

三十年）的裕长酱园开始，迄今已有 100 余年历史，是

一家几乎与青岛同龄的百年企业。公司拥有酱油、食醋、

料酒、调味油等产品线，是青岛最大的调味品生产企业。

10G098C

河南豫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HENAN YUHUA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O.,LTD

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峨眉山路 1幢 10 号                  

电话： 0395-2688180                    

传真： 0395-2688180                    

邮箱： henanyuhua@yeah.net                   

参展目的：加大交流与合作，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展品介绍：

1：公司主营印度原装进口的纯天然辣椒提取物辣椒油

树脂：型号（1%、3.3%、6.6%、10%）油溶性辣椒油树脂、

（1%、3.3%、6.6%、10%）水溶性辣椒油树脂、花椒油、

黑胡椒油 等食品添加剂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

2：公司可为客户代理进出口业务，提供进出口贸易全

流程的项目服务。

3：公司除产品进出口外，在技术进出口、服务进出口

等方面也在大力开拓。

10H099C



208 209

河南省卫群多品种盐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太行大道以西万象路南侧  

电话：0373-5919177                            

邮箱：24466514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加盟商                                        

展品介绍：“豫盐”牌系列产品  “卫群”牌系列产品

 

10H100C

重庆三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SanZu Food Co，Ltd

地址：重庆市合川区迷镇宝华食晶工业园         

电话：023-42880772、42892161、42562262                         

邮箱：  74982783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各市、各县级代理商 ( 商超

代理和流通代理 )        

展品介绍：保鲜米粉米线 ( 过桥米线、重庆米粉、麻辣

生囱米粉、重庆火锅米线、乌冬米粉等 )、纯粮米粉米

线 ( 羊囱米粉、牛肉米粉、肥肠米粉、汤米线、酸菜米

线、贵州米粉、桂林米粉等等)、果蔬杂粮米粉米线(紫

薯米线、南瓜米线、菠菜米线、小米米线、胡萝卜米线、

玉米米线等等 )、方便自热米粉米线 ( 方便自热于米线

和方便自热保鲜米线、分别有酸菜味、重庆麻辣味、红

烧牛肉味、松茸味等等)、以及各式花色年糕(水晶年糕、

韩式年糕、火锅年糕、回锅肉年糕、红烧年糕、东北乱

炖年糕等等、特色麻辣大头菜、酸甜洋姜等等。

济南瑞恒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付家工业园                      

电话：18053155897               

传真：053166564550                  

邮箱：rao1118@126.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们公司专门业生产奥尔良、孜然、藤椒、

黑椒、五香等烧烤料，以及川香鸡柳、雪花鸡柳、无骨

鸡柳、骨肉相连、鸡米花、爱心鸡排等产品的复合调味料，

同时我们还是高产腌料、雪花片的专业生产厂家，我们

会不断的努力，期待与合作共创辉煌。

10H107C 10G111C

郫县蜀城豆瓣厂

pixian douban

地址： 郫县安德镇安龙村二组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豆瓣酱  

 

 10G101C/10G102C

宁波引发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Ningbo Yinfa Green Food Co., Ltd.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鄞县大道东吴段 60 号    

电话：0574-88358177                       

传真：0574-88359677                       

邮箱：215405318@qq.com                     

参展目的：新品推广、品牌展示与招商        

展品介绍：

食定味系列（烧肉梅干菜、蒸鱼雪菜、煮鱼酸菜、炒肉

萝卜干）            

雪菜系列（美味雪菜、笋丝雪菜、调味雪菜、雪菜定制

产品等）            

梅干菜系列（梅干菜、梅干菜定制产品等）                               

虾片系列[印尼风味虾片、虾片（白片）、虾片（红片）、

虾片（彩片）等 ]   

年糕系列 （宁波年糕、花式年糕等）                                     

其他系列（酸甜荞头、羊尾笋丝、洗澡泡菜、罐头类等）

 

10H103C/10H104C

重庆华萃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Huacui Bi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霓裳支路 6号                

电话：023-68503227              

传真：023-68501073           

邮箱：chenyafeil015@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青花椒油、红花椒油、藤椒油、香辣红油、

浓香麻

辣油、火锅红油、孜然油、葱油、蒜油等香辛料油、精油。

 

10G105C/10G106C 

广州市蓝音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 868 号      

电话：020-81978641                                         

邮箱：265245177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食用油脂、白砂糖、食用淀粉、水果罐头系列。

10H108C

成都国琛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 Guocheng Food Co，Ltd

地址：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兰田社区 8组 42 号     

电话：400-1286-168  13832378381  13086650175              

传真：028-88325250                    

邮箱：934255858@qq.com，                

网址 :www.guochensp.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芝麻调和油、火锅油碟、纯正菜籽油、纯香

菜籽油、浓香菜籽油、特香菜籽油、芝麻油、小磨香油、

玉米油、芝麻酱等食用油及调味品。

10G109C/10G110C 

泉州市金华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Quan zhou JinHua Edible Oils Co.,Ltd 

地址：南安市官桥镇金桥工业区  

电话：0595-86816881  

传真：0595-86898388   

邮箱：37017713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市空白区域经销商及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呵护全家系列 : 葵花籽油、压榨玉米油、压

榨花生油、压榨菜籽油、实用（植物）调和油；鸵鸟一

级压榨花生油、鸵鸟食用（植物）调和油、鸵鸟 1.8L

呵护玉米油 

10G112C 

河南·永城市永薯薯业有限公司

YOSU 

地址：河南永城市太丘镇大洪工业区        

电话：15237023252                           

邮箱：105513065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招商全国空白地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要经营、生产红薯粉条、红薯粉皮、

绿豆粉皮、绿豆粉丝、豌豆粉丝、本公司有YOSU永薯 ®、

陈开厂 ®两个独立的商标  

10H113C

高碑店市溢香坊食品有限公司

gao bei dian shi yi xiang fang shi pin you xian gong si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市团结东路延长线北侧高碑

店市山农生物有限公司院内                    

电话：13932239322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代理                                               

展品介绍：芝麻酱、花生酱、纯香油、鸡蛋面、蔬菜面

等 

10H114C

安徽味仙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太和县城关镇开发区太何路东侧

电话：0558-8632568                                                         

邮箱：365975569@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安徽味仙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 5月，

坐落在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城关镇工业园，交通便利.注

册资金 995.62 万元，固定资产 2200 万元。产品共三大

类，100 多个单品，是一家集生产、经营、专利研发、

科研开发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主要生产经营半

固态调味料（其中包含：香椿牛肉酱、桔梗牛肉酱、苔

干牛肉酱等）、固态调味料（包含：鸡精、麻辣鲜、汤料、

烧烤料等）及酱腌菜（包含：黑油椿、桔梗等）产品。

  10G116C/10G115C

四川省铁山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简阳江源镇江源村 11 组                    

传真：028-85293420                   

邮箱：471166899@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品牌及新产品                                    

展品介绍：铁山春原缸醪糟，黄酒，芝麻油，芝麻酱，

料酒。

重庆满谷春农产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Manguchun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 Ltd.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瀼渡镇重岩村三组     

电话：023-58208011     

传真：023-58208011     

邮箱：1959404281@qq.com                

参展目的：招代理商、经销商推销公司产品                               

展品介绍：盛源丰鸭皮蛋既继承了民间传统手工艺制作，

又结合纯天然植物香料秘制，采用无铅、无硫酸铜、硫

酸锌工艺，推出纯民间风味的天然食品。它突破了传统

黑色鸭皮蛋，剥后外观呈金黄色，有通透感。吃起来蛋

香绵柔，回味悠长。盛源丰鸭咸蛋是严格继承了传统民

间手工艺秘制而成，同时又加强了对鸭咸蛋口味的开发

和调制，提高其营养价值。 

 10G120C
  10H125C

唐山绿谷粮油有限公司

Tangshan Green Grain and Oil Co., Ltd..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玉田镇田水园村             

电话：13582564166              

传真：0315-6102999               

邮箱：810050018@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扩大销售，扩宽市场。                                                                                                                

展品介绍：绿色、有机

10H117C 

山西椒美辣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应区贤北街航远大厦 17 层                   

电话：0351-7536167                                         

邮箱：17324850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辣椒粉，辣椒碎，整椒，干碟蘸料

10H118C 

四川淳于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Chunyu Palace Bi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国玻五路 16 号             

电话：028-85845260                                   

邮箱：363664751@qq.com              

参展目的：渠道拓展、品牌展示、学习交流                                         

展品介绍：韩式泡菜、韩式调味料为主的韩式料理系列

产品 

10H119C 

重庆忠味堂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Zhongwei Tong Organic Food Co.,Ltd 

地址：重庆市忠县黄金镇金星路 518 号               

电话：023-85825199              

传真：023-54831555            

邮箱：134048276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忠味堂忠署 1号红薯方便面（粉丝）、葛根、

土豆、忠署 1 号红薯水晶粉丝、忠署 1 号淀粉、东坡葛

根淀粉等产品。 

10H121C 

重庆众品饮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Zhongpin Diet Cultuer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长河村 10 社 

电话：023-67846308                   

传真：023-67846308                  

邮箱：84850935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渝珍老鸭汤、重庆火锅、重庆小面、火锅蘸

料、鱼调料等特色调味料，自热火锅米饭系列产品

10H122C

邢台红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gtai Hongri Biotech Co., Ltd.

地址：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祥和大街 268 号     

电话：0319-3971688      

传真：0319-3971698      

邮箱：2054126@qq.com   

参展目的：增加企业知名度，诚招全国各地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展品包括：辣椒红色素、辣椒油树脂、

姜黄素、姜黄油树脂、姜黄粉、辣椒酱、油辣椒、剁辣椒、

辣椒干、甜椒干、辣椒粉、甜椒粉、辣椒碎、甜椒碎等。

所有产品的原料均为绿色天然的农作物。其中辣椒红色、

辣椒油树脂及姜黄素均采用先进萃取工艺精制而成，简

加工产品辣椒粉、辣椒碎等根据辣椒原料种类不同可加

工出不同辣度、不同细度、不同形态的各种辣椒制品。

10G123C/10G124C

四川功夫熊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Sichuan Kungfu Panda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Co。Ltd

地址：成都市天府新区海昌路 169 号万科海悦汇城 19

幢 1 单元 314 室      

电话：13594672727              

传真：028-61455230            

邮箱：19124654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市区代理商、分餐饮和流通渠

道                                       

展品介绍：1：四川火锅底料小火锅底料 (80g) 一人份，

餐饮家庭同款，适合于火锅、拌菜、冒菜、炒菜、烧菜、

烹饪等

2：复合调料，适用于餐饮使用

10H126C

金极河北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jinji hebei seasoning Food Co.,Ltd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工业园食品园                  

电话：0319-6889999                    

传真：0319-6888688                   

邮箱：tonglinfood@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鸡精、鸡粉、耗油、番茄酱、调味酱、调味汁、

鸡汁等调味品。

10G127C/10G12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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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汉源大自然有限公司 

Sichuan province Hanyuan nature Co.Ltd 

地址：四川省汉源县九襄唐家合同村                  

电话：0835-4382283                    

传真：0835-4393868                  

邮箱：1205140149@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企业品牌。诚招品牌销售代理                                            

展品介绍：四川省汉源大自然有限公司产品选用正宗汉

源花椒、藤椒，鲜椒鲜榨。主要为“牛市坡”“蜀汉大自然” 

“嘛得欢” 品牌花椒油、藤椒油、辣椒油、汉源贡椒、

汉源藤椒、汉源花椒粉等调味品，其中“嘛得欢”花椒油、

“牛市坡”汉源贡椒均以荣获绿色食品证书。在市场深

受广大消费者认可，产品出口美国、日本等国家。

10G129C/10G130C

吉林省优稼得粮油有限公司

Jilin province Youjiade Grain and Edible 

Oil Co.,Ltd.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正茂生产资料市场 4-10   

电话：0431-81922571            

传真：0431-81922561            

邮箱：3032497797@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拓宽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优稼得玉米油口味清淡，是一种营养健康的

食用植物油，富含植物甾醇、亚油酸、维生素 E 及大量

的不饱和脂肪酸，主要为油酸和亚油酸，能够降低血清

中的胆固醇，防止动脉硬化，对防止“三高”及并发症

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北京珍夫人贸易有限公司

Bei jing Zhen Madam Trading co.,Ltd.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泰中花园 4号楼 2层 201-1      

电话：400 856 9838                             

邮箱：zhenfuren2018@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湖北、辽宁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广西特产木瓜酱菜，选用木瓜原料，纯天然，

纯手工古法泡制 ，口感脆爽开胃下饭菜。

10H136C
10H141C

吉林省吉之福农业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临河三区 2栋 202 室                   

电话：0431-85643589     18943932565                                   

邮箱：382646437@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打开南方

市场                                               

展品介绍：吉林省吉之福农业产品有限公司隶属于博威

国际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秉承以为顾客提供满意

产品为出发点，以吉福工坊为企业品牌，立足东北，寻

找天然原生态产品，为消费者呈现天然、健康、营养的

自然优品。产品涵盖粮食、小品种油、山珍、花果茶等

多个领域。

10H131C

四川天添牛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Tiantianniu Food Co., Ltd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强镇天星坝村                  

电话：13120111002                   

传真：0825- 2683929                  

邮箱：73766880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                                             

展品介绍： 四川天添牛食品座落于美丽的遂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火锅食

材生产商，本公司主要生产毛肚、千层肚、黄喉、鱿鱼

等火锅食材，工厂规范化生产，资质齐全，立志为餐饮

行业提供“健康、卫生”的产品。

10H135C

河南创大粮食加工有限公司

Henan Chuangda Food Processing.,Ltd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文化路东段产业集聚区                   

电话：0375-3436999                    

传真：0375-3436999                    

邮箱：78101515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优质代理商                                               

展品介绍：河南创大粮食加工有限公司创建于2004年，

公司注册资本 1600 万元，总资产 4990 万元，主营业务

市粮食深加工：营养系列、生态粮系列挂面生产销售和

小麦粉销售。是我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也是平

顶山地区最大的挂面生产企业。

10H139C 

四川省川龙酿造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Province dragon Brewing Food Co. 

Ltd.

地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中天镇中天街村             

电话：18180825662              

传真：028-23070301               

邮箱：379709529@qq.com                                                                                                                            

展品介绍：四川省川龙酿造食品有限公司，地处四川省

乐至县中天镇，位于成渝经济区中心成都和重庆的连接

点，具极佳的地理优势。公司以生产四川特产豆瓣酱、

酱腌菜系列食品为主，是一家集食品生产、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目前国内较大的

酿造食品专业生产厂家。

10H140C  

成都巴蜀一品食品有限公司 

BASHUYIPIN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蛟龙工业港海滨广场 13 座

12 楼 1206 室                  

电话：17631231666                               

邮箱：1521891446@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品牌，认识更多经销商                                             

展品介绍：1 公司产品有：红辣媚香辣火锅底料、

红辣媚麻辣火锅底料、红辣媚番茄火锅底料、红

辣媚沸腾鱼调料包，红辣媚酸菜鱼调料包，红辣

媚麻辣香锅调料包，红辣媚香辣小龙虾调料包、

蜀香捞悦香辣牛油火锅底料，蜀香捞悦麻辣牛油

火锅底料（手工），蜀香捞悦健康菌汤火锅底料                                                

2 公司产品秉承传统配方，用现代工艺制作。所有成分

都从原材料中天然萃取出来的。公司宗旨是：“做更适

合您口味儿的成都火锅”和“做更适合您口味儿的成都

调料”。

10K142C 

泸州兴乐食品有限公司

xingle shiping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电话：0830427568                                        

邮箱：13378256888@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宣传公司产品，提高公司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兴乐牌系列竹笋产品主要原料是生长在海拔

2000 米以上的野生罗汉笋，产品保持了竹笋的鲜，嫩，

脆的特点。                                               

10K143C 

安徽金味轩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太和县胜利路体育中心院内                   

电话：18005680133                                        

邮箱：80709124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金味轩系列调味料是最新研制的新型复合调

味料，吸取传统工艺之精华，融现代科技精心配制而成。

香气纯正，味道鲜美，增进食欲，实属调味之精品。

  10H144C

泸州竹芯食品有限公司

LUZHOU ZHUXIN FOOD STUFF CO，LTD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高新区                

电话：0830-3590725   13700989605                    

传真：0830-3591199                    

邮箱：zhuxinevipl63.com                  

参展目的：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水煮袋装、罐装竹笋、箭竹产于国宝熊猫故

乡四川海拔1500米以上崇山峻岭中，其色淡黄、质脆嫩、

味清香，宜炒食、烫涮、味尤佳。

盱眙许记味食发展有限公司

XUYI XUJI TASTE DEVOLOPMENT CO.,LTD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经济开发区合欢大道与工一

路交汇处      

电话：18936544787     0517-88295388        

邮箱：256871612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范围代理商，全品项，全渠道招商。                 

展品介绍：“许建忠”品牌，中国龙虾调料创始品牌，

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最专业的龙虾调料品牌，江苏省著名

商标，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公司位于中

国龙虾之都 - 盱眙，公司餐饮系列产品服务全国超过

三万家专业餐饮店，家用系列产品目前在江浙沪区域有

较高的知名度及美誉度，公司目前以“许建忠”品牌系

列龙虾调料为核心，同时也研发生产了鱼蟹贝螺等各类

家用调味品，现诚招全国范围代理商，全国包邮发货，

全品项产品包调换，无后顾之忧。

   10K149C    10H153C 

广州市真味食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enwei  food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白土村禾雀岭                  

电话：020-87410909                 

传真：020-87410908                  

邮箱：617691433@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提升知名度，收集行业信息

获取订单。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研发高品质调味品，简易复合调

味料，一包一道菜，一步到味，为你精心打造舌尖上的

美味，轻松当大厨。

 10K145C/10K146C 

河南省汝州市蓝氏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汝州市西关街 72 号     

电话：13903755283                           

邮箱：henanlanshi@sina.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汝州粉皮是“老汝州”的传统特产，始创于

清道光年间，它以优质绿豆为主原料，精制而成，薄如

蝉翼，白如碧玉，口感柔软、光滑、劲道，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10H147C

龙岩市御篁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97-6688300                                      

参展目的：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御篁系列笋

10K148C 

上海万洋水产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6996 号      

电话：021-57398803                                        

邮箱：17717308803@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区的代理商           

展品介绍：火锅食材虾滑、鱼滑、墨鱼滑、牛肉滑、猪

肉滑等

   10H150C

重庆巴江水香点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北眳区蔡家工业区                   

电话：023-67616588                    

传真：023-67616588                    

邮箱： Http：//www.cqbis.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重庆非物质文化产品、重庆市著名商标

   10H151C

泰州市好食惠调味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大垛镇精纺产业园富商路                   

电话：0523-80219598                   

传真：0523-80219596       

邮箱：1297662213@qq,com                  

参展目的：扩大市场，拓展客户                                               

展品介绍：我司生产的产品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贸易于一体的新型股份制企业

 10K152C

康弘石家庄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Kanghong Shijiazhuang Food Ingredients 

Co., Ltd.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天山科技园 C座 608 室   

电话：0311-85556606  

传真：0311-85556606  

邮箱：475181016@qq.com   

参展目的：招募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康弘复配烧菜料，调味油、腌制调料，复合

酱料等各种食品配料。

    10K154C 

大同市华建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Datong Huajian grease Co.,LTD

地址：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南村

电话：0352-6027124

传真：0352-6204659

邮箱：dthjyz@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华建亚麻籽油选用晋北、内蒙古地区的优质

亚麻籽为原料，采用物理压榨技术制作而成，无任何化

学添加剂，富含丰富的欧米伽3（ω-3）脂肪酸和维生素E，

特别是营养价值很高的 α- 亚麻酸含量高达 55% 以上，

它是人体的必须脂肪酸，在人体内可以转化成 DHA 和

EPA。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HACCP”、“ISO9001”

等认证，并荣获“中国亚麻籽油加工企业 10强”、“山

西名牌产品”、“山西放心油”、“大同市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

    10K15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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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田谷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JILIN TIAN GU ORGANIC FOOD CO.,LTD

地址：吉林省桦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食品产业园

1392 号                    

电话：15543186600                                                            

参展目的：好芯酸菜作为东北健康酸菜第一品牌，通过

本次糖酒会起到招商宣传作用                                            

展品介绍：好芯”乳酸菌发酵酸菜，开袋即食，免洗免投。

创新乳酸菌厌氧发酵，全国唯一降解亚硝酸盐专利技术，

低温发酵 45 天以上。“好芯”乳酸菌发酵酸菜选自品

田谷科技蔬菜种植专业生产基地优良白菜，使用非转基

因种子，施用农家肥、生物制剂确保白菜质优，严格遵

循有机生产操作规程。采用 CIP 无菌操作清洗系统，以

316L2B 不锈钢医用白钢罐为载体发酵腌制，全国首家酸

菜生产企业使用巴氏灭菌系统，机械化无菌生产车间。

10H156C

成都廖老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Liao Lao si catering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南街 8号附 1号                  

电话：028-85581855              

传真：028-85581855               

邮箱：105653217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 方便火锅 串串香底料等 

厦门味中王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592-5678095                                         

参展目的：广招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复合调味料 调味酱 香辛料 香精

10H159C 10H165C 

成都市金友邦食品厂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泡菜食品产业园聚香大道 85

号   

电话：13808037475 

传真：83085801    

邮箱：1334914688@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产品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1. 乐江牌味精 , 鸡精系列 .2. 乐江金友邦牌

泡酸菜 ,小米辣 ,仔姜 ,生姜 ,豇豆等系列酱腌菜    

10K157C  

四川蜀家酿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SHU JIA NIANG FOOD CO.,LTD 

地址：成都市金堂县五凤镇火车站居民段 10 号                       

电话：028-86644737                  

传真：028-86644737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豆瓣酱、豆豉、甜面酱、调

味品等                                                          

展品介绍：精选优质辣椒和蚕豆，经古法酿晒，四道人

工精选而成的酱色红豆、瓣子酥脆、微辣不燥、回味悠长，

咸淡适宜的优质豆瓣酱、豆豉。

  

10K158C

兴化市联富食品有限公司

XIAGHILA I． TANFL FOODS CO．，LTD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横经济开发区                   

电话：0523 － 83305186                   

传真：0523 － 83308818                   

邮箱：4468176@qq.com                  

参展目的：联系客户，拓展市场，推广品牌，提升企业

知名度                                              

展品介绍：脱水蔬菜系列，天然果蔬粉系列，鸡蛋粒粉

系列，香辛调味料系列 

10K161C  

江苏路遥食品有限公司

Jiangsu  Luyao  Food  Co.Ltd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竹泓镇高兴东公路尖沟段                

电话：0523-83588888             

传真：0523-83183888                

邮箱：luyaoweiye@163.com                  

参展目的：树立、维护公司形象。通过展览可以有效的

提升公司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展品介绍：我司主要生产香辛料、固态复合调味料、半

固态复合调味料、咸味食品香精，产品质量优质，价格

实惠。

10H162C

四川宜宾叙香坊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Yibin XuXiangfang Food Co., Ltd. 

地址：宜宾市翠屏区象鼻街道土地堂街 62 号  

电话：0831-3701078                          

邮箱：359119867@qq.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推广宣传品牌，开拓市场，招经

销商。                                              

展品介绍：飞天产品系列、叙香坊产品系列、金鸭牌产

品系列

10K163C 

郑州君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马寨开发区工业路西段                   

电话：0371-60967187                   

传真：0371-67863453                  

邮箱：jinfa100@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无铝中原泡打粉 无铝中原膨松剂 无铝中原

油炸专用 无铝中原油条精 无铝君发酥脆剂   无铝油

条膨松剂  双效泡打粉 馒头伴侣 馒头改良剂 蛋糕专

用 拉面王  面条饺子改良剂 麻花酥 美白改良剂 香酥

大油条 苏打 碱面等系列产品

10K166C

四川天厨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川菜产业园安平东路 229 号                 

电话：028-87812325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牛油火锅底料，清油火锅底料。拌菜红油，

鱼调料，红油冒菜串串调料，虾蟹螺鳝调料

10K167C

四川省天翔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FLYING  SKY  FOODS  COMPANY

地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天池镇二环路北二段 65 号        

电话：18381566800          

传真：028-23333929                 

邮箱：414190484@QQ.COM                   

参展目的：招代理商                                     

展品介绍：南北干货、调味品系列，我们从源头开始把

关，种植 --- 生产 -- 销售全程参与，倡导绿色、健康

的概念。公司与多家农村专业合作社达成合作关系。我

公司拥有先进的现代生产加工流水线、完善的产品检测

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实施品牌战略，充分利用 “口

福公主”和“思味谷”两个品牌在西南市场占有较高的

市场份额，嬴得消费者和商家青睐。

10H168C 

余姚市阿姚皇食品有限公司

Yuyao Ayaohuang Foods Co.,Ltd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村         

电话：0574-6299 9991    

传真：0574-6208 0795     

邮箱：8226@163.com     

参展目的：找优秀合作伙伴，卖小菜，赚大钱                                            

展品介绍：深受消费者喜爱了二十余年的阿姚皇系列榨

菜及百年品牌唯一小菜，想找到更多喜欢她的人，大蒜、

杏鲍菇、酱瓜等新品也闪亮登场。

10K170C

广西桂林云峰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桂林市兴安县湘江路                   

电话：0773-6258868                    

传真：0773-6258698                    

邮箱：271270897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为经销商及用户提供调料佐料

西藏可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Tibet Kex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羌纳乡巴嘎村                   

电话：0894-5912222/0894-5912345                                       

邮箱：kexinnongye@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青稞酱油、青稞高原鲜味酱油、青稞老抽酱

油、青稞生抽酱油、松茸酱油、米醋、香醋、苹果醋、

苹果原汁、松茸酱、牦牛酱、藏香猪肉酱。

   10K173C
   10K178C 

巧口 (英德 )食品有限公司

QIAOKOU  FOODS  CO  LTD

地址：廣東省英德市西牛鎮鮮水管理區                    

电话：０７６３－２８７１６３３                    

传真：０７６３－２８７１６３２                  

邮箱：１９９２２０５７１６＠ｑｑ．ｃｏｍ                    

参展目的：尋找各區域之代理商，推廣食堂原料之供應                                                

展品介绍：廣東西德麻竹筍加工出口及內銷，筍絲　筍

片　凤尾筍筍干等原料供應　                                                 

10H171C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JIZHONG ENERGY XINGTAI MIG FAT CO.LTD 

地址：河北省沙河市十里亭         

电话：0319-2065345   

传真：0319-2065345     

邮箱：d5215210@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河北、广东、四川、广西、福建、重庆

等省区地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众康系列食用油共 5 大系列，7大品种 --

醇香小榨花生油、压榨一级花生油、玉米油、葵花油、

非转基因大豆油、小磨香油、芝麻酱。花生油原料产自

公司万亩种植基地，油料好油才好 :花生油采用独特的

焙炒生香留香工艺 :整粒压榨 :多层植物纤维过滤，保

证产品香味浓郁营养丰富。小磨香油选用湖北优质芝麻，

采用传统 I艺，麦饭石磨加工而成，香味浓郁绿色健康。

所有油品采用充氮保鲜工艺，密闭储存，确保了储油质

量。

10K172C    

天津市岳川食品加工厂

Tianjin Yuechuan Food Processing Company

地址：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岳龙村南侧利民路 1号               

电话：13902170668                 

传真：02269250998           

邮箱：931210124@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宣传推广岳川系列调味品，诚招省级市

级独家代理商                                             

展品介绍：岳川红油豆瓣酱、泡辣椒、泡椒酱、豆豉、

蒜蓉辣酱、蘑菇酱，连续荣获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金奖、

天津市知名农产品品牌、天津市名牌产品、ISO9001 国

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

 10H174C  

四川森肽集团有限公司

Sichuan Senji Group Co.,Ltd.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多扶工业园区

电话：0817-4524666

传真：411197678 ＠ qq.com

参展目的：

1、重点诚招全国地区经销商、电商。

2、扩大森肽集团企业有机产业循环链的知名度。

3、推广森肽产品的市场知名度。

展品信息：有机大米、有机干菇、有机鲜菇、有机肥料

等有机产品；高端精米、下饭菜系列休闲食品。

10K175C

沈阳沈飞实业有限公司酱菜加工厂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梅江街苗山路 18-7 号                   

电话：024-86127788                                        

邮箱：59330722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省市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酱香卜 , 酱焖金芥块 , 香脆萝卜干 , 爽口酸

豆角

10K177C 

青岛农裕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南村镇友谊大道 11 号                   

电话：0532-83398787                                         

邮箱：54133862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泡菜系列

  10K179C

金乡县金禧园食品有限公司

JINXIANGJINXIYUANFOOD.LTD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食品工业区金源路与金砀路               

电话：0537-8812388                   

传真：0537-8812388                 

邮箱：49953419@139.com                

参展目的：开拓国内市场 加大交流与合作，提升公司

的知名度。                                              

展品介绍：各种蔬菜制品及调味品             

10K180C 

重庆相安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xiang an food Co.,Ltd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星村七社  

电话：023-62841103  

传真：023-62841103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华中、华北、华东、华南等区域代

理商          

展品介绍：炖汤料、火锅底料、鱼调料等调味品，包括

餐饮企业火锅料、烤鱼料、小面调料等各式调味品供应、

定制、研发等。

10K18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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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雪鲜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洪濑镇江滨花苑西区 35            

电话：059586683621                                   

邮箱：1799716280@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品牌                                             

展品介绍：有味精、鸡精、酱油、芝麻油、藤椒油、花

椒油、鸡汁、辣鲜露、耗油、卤汁、红烧肉汁、香辛料、

排骨味王、大骨浓汤等产品 

10K182C 

四川神州奥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靖民镇高梯 7组                                 

电话：0832-2451777                  

传真：0832-2454567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我是锅手卤料，我是锅手泡凤爪料，我是锅

手鱼调料，我是锅手香辣酱等调料

乐安县恒源食品有限公司

LeanHengyuan Food Co。Ltd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城环南路工业园区                

电话：13607948640                 

传真：0794-66587                  

邮箱：278983290gg.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北京、吉林、等省区代理商

及全国餐饮

公司合作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经营江西米粉、五谷杂粮粉、火

锅米线等产品，我公司产晶具体久煮不糊汤，爽滑有劲

道的特点，得到广大客户的喜爱与认可 

10K186C 10K190C

重庆万事宏调味品厂

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大安园内）                       

电话：13508375599                  

邮箱：56356581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辣椒面，干辣椒面，辣椒丝

10K183C 

四川火娃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石桥镇方家寺村食品工业园

区                   

电话：028-27281898                    

传真：028-27281898                   

邮箱：wulin6000@163.com                 

参展目的：产品展示，企业产品文化，寻找客户资源                                               

展品介绍：火娃食品有限公司——厂家直销火锅底料、

定制、研发、风味是公司的关键词，工厂化生产火锅底料，

纯天然，原生态，不含任何添加剂和色素。

 10K184C

四川龙帮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LONGBANG FOOD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温州路 84 号                   

电话：028-61482484  18581526990                                    

邮箱：3538589066@qq,com                  

参展目的：形成生产公司产品，招地区经销商，代理商。                                               

展品介绍：风干牛肉系列产品，手撕牛肉，灯影牛肉，

牛肉粒，牛肉罐头等产品。

10K185C 

丹棱县炜烨食品有限公司

DANLEDG XING WEI YE SHI PIN YOU XIAN GON 

SI

地址：丹棱县双桥镇隆兴村 4组                

电话：18384772777                                         

邮箱：3065762833@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椒麻油、藤椒油、花椒油、木耳、藤椒

10K187C

德阳市荞老头食品有限公司 

 DEYANG QIAOLAOTOU FOOD CO.,LTD.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红海村  

电话：0838-5972716  

传真：0838-3831439  

邮箱：58259964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火锅鲜宝宝湿粉系列产品（山药、苦荞、枸

杞等）、火锅荞面、餐饮醋酱油等。

10K188C 

铁岭市豆中宝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腰堡镇石山子村                   

电话：0410-8859111                                        

参展目的：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豆中宝系列酱

 10K189C

彭州市裕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彭州市军乐镇黑龙社区 161 号               

电话：028-83863996  13880136572                                       

参展目的：宣传品质，扩大影响力，招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专业生产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

小吃—军顿锅盔，纯手打酸辣粉，传承手工发扬四川美

食文化。

10K191C

长沙好韻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榔梨工业小区                   

电话：0731-86807660                  

传真：0731-86807661                    

邮箱：939912521@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华南、华东、华中等省区及地级市

代理商。                                               

展品介绍：好韻味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坐落在长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公司占地面积 2 万多平方米，是一家集

复合型调味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企

业。公司服务于大型餐饮、连锁餐饮、团餐快餐、食品

工厂等领域，产品包括茶油蒜香剁椒、茶油蒜香萝卜、

茶油蒸鱼剁椒、野山椒豆豉、鸡辣子、剁辣椒等小瓶装

商超产品；剁辣椒、辣王鱼头酱、酸爽鱼头酱、香辣酱、

香辣豆豉、香辣红油、油泼辣子等大瓶装餐饮产品及餐

饮定制类产品。

10K192C    

永安雄狮食品（大连）有限公司

Yongan Xiongshi Foods(Dalian) Co., Ltd

地址：辽宁省大连普湾新区炮台经济开发区

电话：0411-85250640

传真：0411-85250646

邮箱：tianyuchao@yonganfood.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及海外厂商。

展品介绍：酱味轩牌味极鲜、一品鲜、金标生抽、金标

老抽、复合调味汁、黄豆酱油。狮子牌面酱。

10H666C

四川省粮食行业协会

SICHUAN  PROVINCE ASSOCIATION  OF  

GRAIN  SECTOR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上东大街段 176 号四川粮食

大厦           

电话：028-86714737                

传真：028-86714737       

邮箱：906549198@qq.con       

参展目的：宣传和推广天府菜油公关品牌，经销合作招

商                                       

展品介绍：天府菜油小榨浓香菜籽油三星、天府菜油小

榨浓香菜籽油四星，天府菜油小榨浓香菜籽油五星，四

川原产地 20 万亩油菜籽示范种植基地，践行中国好粮

油生产质量控制 10 项规范

山东乐家客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乐陵市黄三角调味品产业城     

电话：0534-6818888    

传真：0534-6604999    

邮箱：Lejiake@126.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推广新产品、招商               

展品介绍：老北京涮锅底料、蘸料、各种规格的小包装

调料、餐饮调味品、工业用料、食品配料。

   11A013T/11A014T/11B015T/11B016T  
 11C019T  

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

COFCO Grains Holdings Limite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16 层              

电话：010-85006688

传真：010-85612800                

邮箱：cofco-news@cofco.com         

参展目的：用心守护国人餐桌幸福，买米买面认准福临

门                                     

展品介绍：中粮粮谷展台涵盖大米、面粉、面条、杂粮、

食用油和自有品牌六大产品品类。产品限定优质产区专

属粮仓，甄选品质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更适合中国现

代家庭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新品河套雪花粉筋道爽滑，

易和面、不粘手，成品色泽柔和，外观透亮；福临门金

田米色泽清白、颗粒饱满、粒型均匀，熟饭浓郁米香，

入口香软可口。中粮用心打造更适合中国饮食的食品用

料，守护每个家庭的幸福。

11A001T/11A002T/11B003T/11B004T

11A005T/11A006T/11B007T/11B008T

四川川西坝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Sichuang Chuanxibazi Catering Manager Co 

,Ltd  

地址：成都金牛区蜀都路 46 号 3 栋 6 层 4 号              

电话：4000-517-517                  

传真：028-84595517                 

邮箱：zhangmenghe@cxbz.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方便火锅，川西老炮火锅底料，川西坝子火

锅底料

11A009T/11A010T/11B011T/11B012T   

佛山市德生星火食品有限公司 

FOSHAN DESHENG SPARK FOOD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桂工业园 A 区内 1 号的厂

房                   

电话：0757-8512912                  

传真：0757-85129138                    

邮箱：239138696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重点诚招山东、湖南等省区

代理商。                                               

展品介绍：中西餐调味酱、调味料、调味粉，潮汕酱菜 

11B017T 

成都市味百度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 Wei Bai Du Food Co.,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味百度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15198177363

传真：028-69266003                

邮箱：874091167@qq.com         

参展目的：招商，拓展渠道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鱼调料、味精、鸡精、餐饮定制

复合调味品。

11B018T

重庆市鱼泉榨菜（集团）有限公司 

C H O N G Q I N G  F I S H W E L L  P R E S E R V E D 

VEGETABLE(GROUP)CO.LTD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外贸路 98 号   

电话：020-58962773    

传真：020-58962471        

邮箱：cqyq@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鱼泉榨菜采取传统风干菜块下池腌制，配以

传统天然的香料装坛存放，经现代低盐技术处理，采用

真空包装、高温灭菌工艺而成，具有鲜香嫩脆、低盐、

保质期长、安全卫生风味独特的优点。

11C020T  

四川省远达集团富顺县美乐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Yuanda Group Fushun County 

Meile Food Co.,Ltd.

地址：四川省自贡晨光科技园区（富顺县宋渡路南段 11

号）                    

电话：0813-7193666                                               

传真：0813-7115288                                             

邮箱：meilefood@sina.com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面向全国招商                                             

展品介绍：美乐公司主要生产以香辣酱为主的复合调味

品，包括有调味酱系列、香辣菜系列、酿造系列，以及

功能酱、即食酱等系列产品；规格齐全 , 有瓶装、桶

装、袋装、礼盒装，从 60g-25kg 有 160 多个包装规格，

涵盖了家庭、餐饮酒店使用需要。美乐富顺香辣酱 2010

年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美乐是中国驰名商标，

美乐香辣酱、香辣菜被评为“四川省名牌产品”，香辣酱、

麻辣酱、豆花蘸水荣获了绿色食品认证。

 11B021T/11B02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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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友朋智能商业科技有限公司

YoPoint Intelligent Vending Technology 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7 栋 B 座 1101

室        

电话：18038005553                                    

邮箱：BD@yopoint.com    

参展目的：提高友朋品牌知名度及拓展糖酒业内品牌商

合作资源  

展品介绍：深圳友朋智能商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提供智能零。售终端设备 + 企业 SaaS 服务的平台型互

联网企业。公司以赋予零售新能力为使命，致力于为零

售行业客户提供移动便捷支付 + 智能终端设备 + 智慧运

营的整体解决方案。为零售行业客户和产品品牌商与消

费者之间提供创新性商业服务，全面提高用户体验，

满足消费差异化的需求。

 

11B025T/11B026T/11C027T/11C028T

鸡泽湘君府味业有限责任公司

Jize County Xiang Jun Fu Industry Co,Ltd.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辣椒工贸城        

电话：0310-7516215    

传真：0310-75126131                  

邮箱：1257558325@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招商                                               

展品介绍：辣椒酱系列产品、剁椒系列产品、泡菜系列

产品、豆瓣酱系列产品、超市系列产品、酒店系列产品

苏州智售鲜师商贸有限公司 

 ZhiShouXianShi business Co., Ltd. 

地址：江苏苏州工业园区裕新路 188 号   

电话：13179606129        

传真：0512-89166069    

邮箱：zh08850@ly.com          

参展目的：寻找代理商，运营商，加盟商及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mini 智能冰淇淋机，占地仅 0.53 ㎡，是市

面上最小的全自动智能冰淇淋机，给行业带来了新的变

革与升级。每日惊喜魔盒是一台集“口红机 + 福袋机”

于一体的新物种设备，49 寸全透明玻璃可触摸屏幕，集

商品展示、用户操作于一体，配备 LED 灯箱，外观整体

酷炫吸睛，是天然的引流神器。市面上唯一桌面智能冰

淇淋机，给更多渠道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市面上最小的

全自动智能冰淇淋机，占地 0.3 ㎡多场景融合，省场地

租金。

 11D035T/11D036T 11C041T-B 

成都漫味龙厨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  Flavorful  Dragon Kitchen 

Food Co,Ltd 

地址：成都锦江区 IFS1 号办公楼 37 楼                    

电话：4001808887                                          

邮箱：www.manweilongchu.com                   

参展目的：销售餐定制产品及推广品牌                                               

展品介绍：牛油火锅底料、清油火锅底料、菌汤火锅底料、

番茄火锅底料、手工方块火锅等        

11C033T 

青岛食宴大厨房食品有限公司 

 The Shiyan of Qingdao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 303 号                    

邮箱：1914447094@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香料 AAA、老母鸡鲜香粉、浓缩鲜香粉、大

骨白汤、羊白汤、鸡骨白汤、黄焖鸡、特辣 5 号、辣椒

红等。

11C034T 

成都正味味业有限公司

Chengdu  Zhengwei  Food  Industry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蛟龙港工业园区东海路 579

号         

电话：13060069251                         

邮箱：67606930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产品，提升公司知名度                                               

展品介绍：正味火锅类、正味酱料类、正味红油类、正

味串串类、正味冒菜类、正味鱼调料类、正味蘸料类、

正味香油类

 11C038T 

成都宽窄美食投资有限公司

 Chengdu Kuanzhai Food Investment Co.,ltd.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昭忠祠街 89 号广告创意园 B201  

电话：028-86933737 

传真：028-86933737 

邮箱：351203158@qq.com  

参展目的：传播天府美食文化，让世界爱上麻辣。                                        

展品介绍：成都的火锅，世界的火锅。宽窄美食甄选多

种食材，以牧马山的二荆条搭配新鲜牛油，加入四川汉

源县清溪镇牛市坡花椒，搭配醇正酱香的郫县豆瓣得以

制成地道老成都麻辣火锅底料，百年传承，匠心手作，

麻辣鲜香。

  11D040T    

上海正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欣玉路 556 号正新集团               

电话：17621956860                  

邮箱：2842870074@qq.com                   

参展目的：增加品牌曝光度                                           

展品介绍：上海正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于2000年，

总部位于上海，现已打造集产品研发、生产加工、物流

配送和连锁销售为一体的食品产业链，旗下拥有“正新

鸡排”和“正新手工汉堡”“正新手摇茶”“正烧记烤

鸭脖”等多个美食品牌。正新食品从诞生伊始，就一直

秉持着“世界美食，正新传播”的崇 高理想，倡导“新

鲜、美味、欢乐”的美食文化，坚守食品安全， 从源

头养殖环节开始严选把关，先后在上海、山东、安徽等

地建立 多个生产基地，以及物流配送中心，为全国数

万家连锁门店提供高 效的仓储和配送服务，为消费者

带来舌尖上的美味，为生活增添欢乐。

11D043T

福建乘疯破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RIDE THE WIND AND WAVES CATERING MANAGEMENT

地址：泉州市安吉南路中骏世界城乐活里步行街 10 号

楼 2层 41-43

电话：0595-28865699                   

传真：0595-28865699      

邮箱：3544804318@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诚招各级合作商            

展品介绍：新鲜水果鲜榨，为消费者提供 100% 新鲜鲜

榨的果汁合调配果饮。出色鲜果饮开创分层果汁的新纪

元，无色素无果酱，纯果肉打造，外形美观，口感极佳。

招牌多茶底水果茶将水果与茶完美的结合，创新味觉的

新体验。

11D044T

四川百花盛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ichuan Baihua Shengshi Brand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时代一号 15A01

电话：400-175-7779                   

传真：028-62122586       

邮箱：ctx15378205243@163.com   

参展目的： 开拓市场，诚招全国加盟商及代理商            

展品介绍：                                                  

1. 串天下串串香。水果牛肉串串创始品牌，新派串串香

开拓者。                                                           

2. 辣 3 串串小火锅。一个以火锅为特色组合时下最流行

的成都串串香，并融入了旋转吧台的时尚现代元素、以

及每人每位的健康理念，同时结合了麻辣烫方便更快捷

体验感的人人都喜爱的串串小火锅连锁品牌。

11C045T 

洮南市刘老三杂粮杂豆种植专业合作社

taonan liulaosan prdfessionnal Grainsand 

Beans plangting cooperatie         

地址：吉林省洮南市团结东路 1177 号             

电话：400 04364444               

传真：0436-6230330                 

邮箱：taobao@liulaosan.net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江、浙、泸、重庆、北京、福建、

湖南、湖北等省份的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洮宝农家系列杂粮杂豆、洮宝东北系列杂粮

杂豆、洮宝能量罐系列杂粮杂豆、洮宝礼盒、洮宝吉林

大米、洮宝弱碱梗米、洮宝稻花香系列大米、一剪稻珍

珠米、一剪稻长粒香米、万亩丰耕杂粮

吉林省天元润土农业有限公司

Jilin TianyuanRuntu AgriculturalCo;Ltd  

地址：吉林省双辽市经济开发区辽东园区                  

电话：0434-7207777                   

传真：0434-7309996                 

邮箱：4707150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各省区代理商及国外贸易代理商                                              

展品介绍： 我公司拥有 5000 亩有机杂粮种植基地，10

万亩绿色杂粮种植基地。公司以科技配方和传统工艺生

产的有机五谷杂粮、石磨面粉 、山珍菌类、农家干菜类、

农家禽蛋类、果蔬宅配等六大系列，一百多个产品。

   11D049T/11D050T/11E051T/11E052T

  11D049T/11D050T/11E051T/11E052T

天津汉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eituan Dianping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 4号恒基伟业 C座               

电话：010-57376600          

传真：010-57376600          

邮箱：mkt.cooperation@meituan.com               

参展目的：与各类伙伴深入开展合作，构建智慧城市，

共创美好生活。

展品介绍：美团点评 SaaS 收银业务以餐饮 ERP 系统为

切入点，在涵盖点餐、收银、外卖对接、厨房管理、进

销存、会员营销、经营报表等餐厅全业务场景服务的基

础上，还可与大众点评、美团团购、美团外卖等平台数

据打通，由此来帮助商户搭建全渠道会员体系，从而进

一步加快智慧餐饮的步伐。

11D047T

天津乐乐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Lele Orange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外企大厦 B座 18 层

电话：18500776402

传真：022-27453288

邮箱：ning_xie@leorange.net

参展目的：寻找餐饮 / 酒店 / 商超渠道合作商及个人加

盟 

展品介绍：世界著名商用鲜榨果汁设备商西班牙 zummo

国内唯一运营商，系列迷你自助鲜榨果汁机适用于商

超 / 餐饮 / 酒店 / 机场 / 旅游等渠道商务合作，另有

zummo 橙堡鲜榨果汁店适合个人加盟合作，已经合作客

户包括盒马生鲜，首都机场，家乐福、绿茶餐厅、北京

海洋馆等上百家知名渠道客户。

11D048T-A

吉林省榆树市延和天丰制米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榆树市延和朝鲜族乡街道                  

电话：0431-83050058                                  

邮箱：347700240@qq.com                   

参展目的：打造吉林大米品牌，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粮。                                             

展品介绍：吉林省榆树市延和天丰制米有限公司出产“

延和”牌大米，米粒丰盈，致蜜饱满、透明半透明相间，

表面质感晶莹光滑，煮熟后米粒松软油亮，鲜嫩润滑，

其香美滑腻口感无与伦比，生米散发田野的芬芳，在煮

熟的过程中，不断散发浓浓的稻米清香，令人垂涎欲滴，

米熟之际，品尝一口，甘怡沁脾，唇齿留香。自然地恩

泽孕育了结实饱满莹润如玉的稻米之王风范。

   11D049T/11D050T/11E051T/11E052T

吉林市东福米业责任有限公司

jilin city dongfu rice co.ltd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             

电话：400 -6519777             

传真：028-83061389              

邮箱：jilinshidongfumiye@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各省区代理商及国外贸易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以传统和科学相结合的种植方式种植

粳稻、生产加工优质的有机和绿色大米，以人类健康为

已任，生产健康优质农产品

  11D049T/11D050T/11E051T/11E052T  

吉林省农嫂食品有限公司

Jilin Province Agricultural Sister-in-law 

Food Co.Ltd 

 

地址：吉林省公主岭市环岭街道迎新村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                 

电话：0434-6251277                  

传真：0434-6251277                  

邮箱：638698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及国外贸易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生产真空保鲜甜糯玉米穗、甜糯

玉米段、甜糯玉米粒。

 11D049T/11D050T/11D051T/11D052T

吉林省柳俐粮食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大米姐酒店

电话：0435-7560111

传真：0435-7560111 邮箱：xiongshi@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级代理商。

展品介绍：大米姐富硒优米、有机米粉，产自吉林省柳

河县，种植基地们于素有火山岩之乡的柳河县，稻田灌

溉长白山脉水系，种植过程采用传统的种植技艺，人工

除草，鸭田除草，生物除虫等技术，由中国科学院老

专家技术中心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并通过 ISO22000、

ISO90012 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大米姐”被评为

吉林省著名商标。

 11D04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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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永鹏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Yongpeng Agricultural and Subsidiary 

Products Development Co.,Ltd.of JiLin City

地址：吉林市昌邑区望云北街 88 号                                         

电话：0432-24882078              

传真：0432-64893399                 

邮箱：2721923068@qq.com                             

参展目的：了解市场需求，招优质客商，提升企业知名

度                                            

展品介绍：大米杂粮品类齐全，来自于北纬 43 度的黄

金种植带的自有万亩种植基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

境造就了高品质的产品。 大豆油的原料选用长白山非

转基因大豆，采用压榨工艺生产加工而成，豆香浓郁。

山珍菌类科学化种植，等级优良，天然健康。

11D049T/11D050T/11E051T

洪雅县和鑫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HEXIN  AGRICULTURAL CO.，LTD 

地址：四川省洪雅县生态食品加工产业园区                  

电话：028-3695777                            

邮箱：306614084@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 ,全球招商 ,诚招国内外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麻香嘴品牌洪雅藤椒油 / 花椒油 藤椒酱 /

花椒酱 干藤椒 / 干花椒、定制版（高浓缩花椒油 / 藤

椒油）。

成都华瑞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C h e n g d u  H u a r u i v u a n  C a t e r i n g 

Managemengt Co.，Ltd.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西环广场 2栋 1506                  

电话：028-87319978                       

邮箱：449593257@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宣传   收集意向客户信息  企业

宣传                                              

展品介绍：行业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火锅底料  酸

菜鱼底料 各种火锅串串 酸菜鱼底料、物流

11E055T 
11D061T/11D062T

松原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　ＦＯＯ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

ＩＭＩＴＥＤ

地址：吉林省松原市松原大路 3999 号

电话：0438-5070055

传真：0438-5070055

邮箱：sylsjt@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查干湖大米花开富贵、查干湖大米福满天下、

查干湖大米稻花香 1 号、查干湖大米长粒香 1 号、查干

湖大米园粒香 1号等查干湖系列产品。

11D049T/11D050T/11E051T/11E052T

福建旺家喜油脂有限公司

Fujian Wang jia xi Oil CO.,LTD

地址：福州市苍山区先农工业区 1号                  

电话：0591-83489999                   

传真：0591-83573779                  

邮箱：114306378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各类大中小包装食用油脂：山茶油、花生油、

玉米油、菜籽油、葵花籽油 、调和油、大豆油等

11D053T/11D054T

山东绿地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Lvdi Foodstuffs Co.,Ltd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经济开发区大西环路南段                   

电话：4001539001                   

传真：0539-7281999                  

邮箱：57490652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优秀代理商，寻找商超、粮油批发

等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初榨花生油、鲜果原生花生油、传统古榨花

生油、浓香花生油、黑花生油，玉米油、鲜尊玉米油、

葵花籽油等植物油脂。

11E056T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WeBank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1819 号                 

电话：0755-88243373                   

参展目的：推广金融产品，以微业贷为主，同时进行品

牌营销。                                            

展品介绍：微业贷额度最高 300 万元，纯信用无抵押贷

款，按日计中、随借随还，全程无纸化操作，为企业提

供快速便捷的流动资金

             

 11D057T/11D058T  

中玩恒大会展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China Licensing Federation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茂大厦 C2，

1501                

电话：+86-10-68293662/366                 

传真：010-66033964-104                 

邮箱：leo_liu@tjpa-china.org                

参展目的：促进生产企业与 IP 授权商贸合作                                               

展品介绍：品牌授权联盟旨在我推进品牌授权商业模式

在我国普及和发展，其指导举办的中国授权展（CLE）

为亚洲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授权贸易展会、为

国内外最具影响力、最热门 IP 授权项目提供与各行业

优秀制造商及零售商面对面深入沟通的机会

11E063T

辽宁帝华味精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食品工业园区

电话：0429-6998888

参展目的：对企业产品的宣传和推广

展品介绍：酱油、调味油、食醋、蚝油、酱。我公司始

终坚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诚信是企业的灵魂”的企

业精神，严把质量关，做让广大群众放心的调料。

11E065T/11F067T/11F068T

天津市超时调料酿造有限公司

Tianjin Chaoshi Condiment Co.，Ltd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西钓台村塘大路 1号

电话：022-68761069

传真：022-68761555

邮箱：86756669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西部六省及各县级市经销商

展品介绍：统厨牌蒜蓉辣酱、甜面酱、番茄酱、火锅蘸

料均由天津市超时调料酿造有限公司生产。本公司已通

过 HACCP 认证。蒜蓉辣酱可用于蘸食、炖鱼、烧烤、炒

菜，保质期18个月（未开封）。甜面酱可用于烹调炒菜、

烤鸭蘸食、炸酱面，保质期 12 个月（未开封）。番茄

酱可用于面点蘸食、拌面、做汤调味，保质期18个月（未

开封）。

11E065T

重庆好哥们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东江路 555 号  

电话：023-47858777         

邮箱：278663055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经销商                         

展品介绍：保鲜酸辣粉、火锅粉、自热系列、桶装调料、

富硒米线、麻辣小面。

云图控股（成都新繁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新繁大道 66 号               

电话：028-83086236                                    

参展目的：品牌展示、产品推广、新品上市、招商合作                                         

展品介绍：云图控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539）

倾力打造调味品综合品

牌，携旗下益盐堂食用盐品牌、新繁泡菜品牌、望红郫

县豆瓣品牌，上百款产品亮相第100届全国春季糖酒会，

公司一直致力于食用盐、泡菜、酱腌菜、调味品、豆制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新繁”牌泡菜获得 “四

川名牌产品”称号；并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认定

为“四川老字号”。

  11E070T  11E077T/11E078T

绥化市嘉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SUI HUA JIA XIANG RICE CO.LTD 

地址：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铁路西侧                                         

电话：0455-8411168                 

传真：0455-8411168                 

邮箱：471797497@qq.com                             

参展目的：招商、客户交流、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东北大米、诺敏河香米。

11E066T

成都市新繁真的老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 City xin fan zhen delao food 

CoLtd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安全村五社 106 号                   

电话：028-83061399                   

传真：028-83061389                  

邮箱：2329787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各省区代理商及国外贸易代理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以科技配方和传统工艺制作的泡酸菜、

泡海椒、泡朝天椒、泡仔姜、泡野山椒、泡小米椒、泡

大蒜、泡豇豆、泡酸罗卜等餐饮原材料。另研发了亦可

佐餐开胃的甜酸味、咸鲜味、麻辣味、炝炒泡菜、四大

类泡菜产品。并独家首创河鲜豆瓣、泡椒红豆瓣、火锅

豆瓣、精致豆瓣、中餐豆瓣。

11E069T 

长春名优特产品展团

changchunmingyouchanpinzhantuan

地址：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2号凯旋港

电话：028-83312704

传真：028-83312704

邮箱：54984132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11F071T/11F072T

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PPEN 

地址：宁夏永宁县杨和工业园区                   

电话：0951-8465562                   

传真：0951-8026340                  

邮箱：lulei@eppen.com.cn                  

参展目的：新老产品展示，树立客户信息，开发新客户。                                               

展品介绍：伊品味精、名兰味精、伊品鸡精（三、四、

五星级） 鲜味宝、鸡汁、火锅调味料、牛肉粉。

11E073T/11E074T

青岛大厨四宝餐料有限公司

Qingdao Chef Sibao Dining Material Co., 

Ltd.

地址：青岛平度市柳州路 319 号                  

电话：0532-88351505      

传真：0532-88351505       

邮箱：huadijituan888@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推广复合调味料，招商加盟           

展品介绍：大厨四宝调味料，行业专注 32 年，好材好

料好味道。采用天然香辛料、辣椒、海鲜、猪 / 牛 / 羊

/ 鸡的骨头和肉发酵、提取，熬制而成，一料定位，，

为大众提供便捷的生活方式、安全的食品调味料，推动

中餐供给侧改革。

 11F075T/11F076T

四川家佳百味有限公司

地址：广汉市高雄路三段                   

电话：18996231669                                    

11F079T

蜀国大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Shu  Guo Da Shi

地址：成都市天府三街 130 号花样年福年广场 T119 楼

蜀国大师        

电话：028--86921889                                         

邮箱：195126556@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海外合作商、重点东北三省及海外                                               

展品介绍：1、火锅食材以及辅料 2、衍生品及礼盒以及

其他样品展示（香油、底料等）

 11F080T

四川翔林食品有限公司

Si chuan xiang lin Shi pin you xian 

gong si 

地址：双流区蛟龙工业港新华大道 518 号                  

电话：028-64703998                   

传真：028-64703998                   

邮箱：85208946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餐饮终端客户的推广                                            

展品介绍：火锅香油、火锅底料、串串底料、冒菜底料   

、专业及高效的火锅一条龙生产商    为餐饮终端提供

整套的技术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11F08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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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杨疯记食品有限公司

Wuhan YANGFENGJI Food Co.,Ltd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野芷湖西路马湖商业街武汉

杨疯记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13995543075           

传真：027-59201068            

邮箱：2553876534@qq.com         

参展目的：让杨疯记这个品牌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                                            

展品介绍：杨疯记老鸡汤原料选用武汉正宗的江汉

散养足日老土鸡，鸡汤只加盐和水，绿色健康，

清汤汤底，在同类鸡汤产品中具有市场竞争力。                                                 

从选材严格把控，在国家珍稀水源保护基地丹江口水

库旁北纬 32 度地球的黄金美食线，在天然竹林里，土

生土长的江汉鸡，拒绝人工饲料喂养。来自自然无污染

的丹江口水源保护地每一只鸡都是喝“农夫山泉”长大

365 天全程竹林跟踪每一只鸡，都有“身份证”

11FO82T

北京汇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Huishi L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2 号 3 号楼 412 室             

电话：15011512168                  

传真：010-60295559                   

邮箱：mrzhangjie@live.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泰国纯牌食品全国总经销，包括纯牌沙拉酱、

辣椒酱、三明治酱、调味粉料等。

汉源汉达食品厂 

HanYanShiPin

地址：四川省汉源县新堰村 7组              

电话：18208197989

传真：0835-4385300                

邮箱：412047482@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市场，招商代理                                     

展品介绍：花椒提取物，花椒精加工，提供食品加工企

业原油和食品配料企业精油

 11G097C 11G101C

成都市富民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 FUMIN FOOD C．，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新民场镇云凌村 7组 305 号                  

电话：028 － 87976230                   

传真：028 － 87976230                  

邮箱：372553728@qq.com                  

参展目的：增强厂商交流，稳固合作基础，感谢新老客

户支持                                               

展品介绍：郫县豆瓣是以鲜红辣椒、蚕豆、食用盐等为

原料发酵而成，其选料考究。再生产过程中，材料要经

过严格的筛选、淘洗，分批入池发

酵。通过充分运用辣根自然色彩，将产品做到红而不艳，

色泽持久，井且不添加

任何色素，由此得来浓香的优质豆  

11G083T

重庆刘一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Chongqing Liuy ishou Dinning 

Management Co．Ltd．

地址：重庆市九龙区科园一高广场 C座 19-1 至 5 号                   

电话：023 － 89808691                                       

邮箱：690993210@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重庆刘一手火锅底料、酱料、流口水休闲食

品系列

11G084T

武汉小神厨食品调料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黄陂区横店川龙大道特 8号     

电话：027-65650239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云、贵、川等省区总代理  

展品介绍：浓缩辣椒精、浓缩辣椒红油、花椒精、麻椒

精、麻辣精、浓缩芥茉精油、浓缩藤椒精油、嫩肉粉、

松肉粉 

 11G098C

西安三宝双喜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Xi'an Sanbao Shuangxi Muslim Food Co., 

Ltd.

地址：西安长安南路 2号              

电话：15319750388

传真：15129095815                

邮箱：754629228@qq.com         

参展目的：寻求商机，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只有好的人品，才能做出好的产品

11H099C

重庆好情意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海龙村十三社         

电话：023--65903898                                      

参展目的：了解行情、认识市场、扩大企业影响力。                           

展品介绍：1、火锅底料、麻辣调料具有辣而不燥、鲜

而不腻、回味悠长、鲜香扑鼻的独特重庆风味。 2、一

卤香具有色泽鲜美、口感纯正、风味独特、卫生方便等

特点。3、鸡精调味料坚持不添加色素，采用多种优质

原辅料结合先进工艺精制而成，比一般的鸡精更加耐温

经熬，鲜味层次感强，鲜香味更持久。

11H100C 

四川成都仙厨味业有限公司

SiChuan Chengdu XianChu  Rood Addlave 

Co Ltd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李义村              

电话：028-87373618                  

传真：028-87383328                 

邮箱：3478925502@WWW.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 ,扩大市场 ,增大市场知名度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产品 : 水解植物蛋白粉、鸡精、鸡

粉、香菇粉系列调味料，具有天然的香气和滋味，口感

鲜美味浓，耐高温。利用现代生物酶解技术生产的鸡膏、

牛膏、猪膏、香菇膏 等系列产品，富含多种呈味氨基

酸骨素小分子蛋白，肉骨美味多肽，核酸及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将肉与骨的精华融于一体，口感醇厚绵长，

耐高温受热稳定。

10G102C 

秦皇岛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 原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四 00 三工厂 )

QINHUANGDAO   MARING  FOOD  COMPANY  

LIMITED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北部工业区二环 439 支 6 号                  

电话：0335-3957087                   

传真：0335-3957087                   

邮箱：77392329@qq.com                   

参展目的：军工品质、全民共享，诚招全国地级经销商。                                              

展品介绍：北戴河罐头系列、900 压缩干粮系列、自热

食品系列、即食食品系列。

11H103C 

麻辣燚城（重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Spicy City (Chongqing) Foo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四路 170 号 1 幢 8-17 号   

电话：13635473522                           

邮箱：qianfaner@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香辣牛肉酱、双菇牛肉酱、重庆牛油火锅底料、

重庆小面、重庆酸辣粉、重庆小面调料。

 11H104C

四川远芳调味品有限公司

SiChuan Province Aromatic Condiment 

Co.,Ltd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玉溪路四段 18 号                   

电话：028-83158055                             

邮箱：185802146@qq.com    

参展目的：1、通过展会宣传公司形象  2、了解行业现

状，收集顾客信息，展示新产品，促进产品的销售                                            

展品介绍： 四川远芳调味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香料加工的调味品公司，主营以《远芳香料》为品牌的

红花椒、青花椒、国产和进口香辛料。已于国内多家知

名餐饮和食品加工企业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公司新厂占

地 20 亩，使用面积 4500 平米，引进了整套花椒和香料

去石、去毛发、色选等工序的专业设备 

成都签王之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King of Stick Food, Trump Sticks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银石广场 1311              

电话：028-83207689                                                                                  

邮箱：cdqwzw@126.com                                 

参展目的：项目招商                                         

展品介绍：川派火锅串串，牛肉串串，部分火锅底料，

产品试吃

  11G109C/11G110C

11G123T

湖北春信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Hubei Chunxin Health Industry Co., 

Ltd.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农场沙嘴大队 4栋 1层 3号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各省、市、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湖北泡藕带系列产品，鸡精，味精，食用调

和油等

 11G105C/11G106C

淄博一家亲食品有限公司

Zibo yijiaqin food co.,ltd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大道 380 号                   

电话：0533-7081125                                   

邮箱：yijiaqinfood@163.com                  

参展目的：江苏、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市诚招代理、

OEM 贴牌。                             

展品介绍：一家亲合作 33 家酱类品牌商，总有一款合

适您的市场！一家亲系列学生辣酱、葱皇系列章丘葱辣

酱、新加坡思母味系列辛虾佐餐酱、炒豆角、小鲜牛系

列手工酱、鲜椒坚果酱、旅行装、航空装、铁罐装辣酱

等系列产品。辣酱就选一家亲！

 11H107C

涿州市永鑫炒麦加工厂

Zhuozhoushi Yongxin Fried Wheat MiII

地址：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太洛庄村                  

电话：0312 － 3815141                   

传真：0312 － 3815141                   

邮箱：543908594@qq.com                  

参展目的：拓展业务                                              

展品介绍：我厂生产的炒麦是由当地产冬小麦，经沙浴、

气浴式炒麦机、炒制而成的，适用于各种工艺酱油发酵

用。

11H108C

望都县华鑫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望都县辛街辣椒工业小区                                       

传真：0312-7808125                                              

参展目的：扩大市场销售提高知名度                        

展品介绍：辛街香酥椒、辣椒酱等系列辣椒制品、腌制

品

11H111C

厦门市味正实业有限公司

Xiamen Weizheng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路 160 号      

电话：0592-2978999                                             

邮箱：25890236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合作商                        

展品介绍：味正肉精油、味正香辛料、味正肉精粉、味

正肉精膏、味正香辛小调料、味正腌制料

11H112C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Teway Food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腾飞一路 333 号

电话：028-82808155

传真：028-82808168

邮箱：3032409@qq.com 

参展目的：诚邀全国经销商、餐饮连锁客户洽谈合作

展品介绍：好人家手工火锅底料牛油系列：好人家，苛

刻坚守好原料，100% 鲜牛油熬制。五星炒料师炒制，熬

足 15 小时，还原老火锅的味道。清油系列：清油 100%

选用中粮或益海嘉里菜籽油。好人家老坛酸菜鱼调料系

列： 220 天老坛发酵，坚持 20 年不动摇。

11G122T

吉品食业发展有限公司

Jipin Food Industry Development Co., Ltd

地址：驻马店市刘阁工业园                   

电话：0396-2208888

传真：0396-2208888 

邮箱：jipinchina@sina.com                   

参展目的：面向国内各代理商经销商及生产厂家寻求招

商合作。

展品介绍：老火锅专用香牛油，香牛油，精炼牛油，香

猪油，精炼猪油，香鸡油，香芝麻油，精炼芝麻油。

11G124T

成都贺氏洪七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大丰镇街道先驱大道 2号 6楼                   

电话：028—64859885                                        

邮箱：20841742@qq.com                   

参展目的：招募全球合作商及品牌代理商                                              

展品介绍：“洪七公吃串串”，是成都特色串串与武侠

IP 结合的主题餐厅。其差异化主要体现在注重品牌经济

和文化输出、菜品的创新设计、用餐环境的主题设计、

服务的升级体验。从口味及工艺：我们注重保留传统的

经典味道，同时研发各种配料（鹤顶红 /含笑半步癫等）

丰富消费者的味蕾需求；

从创新形式：我们是串串武侠主题餐厅的开创者，在环

境和菜品名字以及人物设计上突破创新体验式消费；

11G12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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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迈德乐食品有限公司

GUANGHAN  MAIDELE  FOOD  CO.,LTD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东岗村三组              

电话：400-606-5688                              

传真：0838-5565977                              

邮箱：ghmdl_food@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寻求合作                                                

展品介绍：森态牛油系列，在保证了牛油原香的基础上，

采用独特的回香工艺，运用公司自创的低温真空熔炼萃

取专利技术，提升精炼强度和温度控制，保留牛油原味

脂香，塑造出森态牛油老火锅系列牛油的产品特点，使

得老火锅的熬制更加脂香味浓，火锅味道也更加浓郁、

正宗，口感热烈，具备川渝地区应有的霸道风味，回味

悠长。

11G125T 

四川航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Hangjia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长春路西三段 13 号                   

电话：0838-5662299                    

传真：0838-5661066                    

邮箱：19554517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区域省区代理商、经销商、终端

用户。                                              

展品介绍：公司自1996年开始专注研究、开发火锅牛油。

选用高品质牛脂肪，专利真空萃取火炼技术，六脱物理

精炼，高精度计量包装，强冷冷却隧道等工艺，从原材

料采购、运输、生产加工、销售，有严格可控可追溯的

控制程序，专业定制不同风格专用牛油。“张兵兵”牌

系列食用牛油，主要供应大型火锅连锁企业、食品厂、

底料厂……。

江北老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JiangbeiLaozao Restaurant management 

Limited company 

地址：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113 号附 10 号   

电话：028-85598898                                               

邮箱：291403158@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加盟                                           

展品介绍：火锅千锅百味，余味悠长的是味，记忆犹新

的是味，口碑传诵的依然是味。三国义府，红锅、鸳鸯锅，

麻辣鲜香，味道独特。锅底醇香之味、食材天然之味、

蘸碟香油之味……融合汇聚成独特、霸道、爽快的极致

舌尖味蕾滋味，令人欲罢不能 现场加盟签约打款 赠送

60000 元底料   

11G128T
11G131T

四川成都建华食品有限公司 

Chengdu Jianhua Food Co., Ltd.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繁香大道 130 号（新繁泡菜

食品产业园内）

电话：028-83912084        

邮箱：253559812@qq.com   

参展目的：企业产品展示、招商及加盟火锅行业产品供

应商            

展品介绍：小磨香油、芝麻调和油、火锅油碟、火锅蘸

酱、芝麻酱、花生酱、调和酱、调味酱、花椒油、藤椒油、

辣椒面、辣椒油、辣椒红油、芝麻油火锅底料、移动火

锅店、橄榄油、核桃油等。

11G126T

成都巴蜀大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BASHU GENERAL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 IFS 国际金融中心 2号办公楼 3308                

电话：028-61113053                                    

邮箱：512024504@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方便火锅、方块火锅、火锅底料、文化菜、

特色菜

11G127T 

四川龙隐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LONG YIN MEN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上池北街 2号农资大厦 5楼   

电话：400-102-8117                         

邮箱：1490753778@qq.com                  

参展目的：龙隐门火锅品牌展示及全国招商加盟                                             

展品介绍：龙隐门火锅品鉴、龙隐门火锅产品介绍（口味、

风格）、招商加盟政策解读

11G129T

四川鼎鼎大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DALONG HOT POT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上池北街 2号农资大厦 5楼          

电话：400-028-8901                                       

参展目的：品牌形象展示                                          

展品介绍：大龙火锅始创于 2006 年 6 月，于 2012 年来

到成都，为无数成都火锅爱好者带来纯正重庆火锅味道。

于 2014 年成立四川鼎鼎大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将最

纯粹的重庆味与成都火锅完美糅合，打造出更贴近消费

者口味与习惯的特色火锅。

 11G130T

正大食品企业（成都）有限公司

Chia Tai Food Enterprise(ChengDu)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产业开发园蓉台大

道北段 189 号                   

电话：028-8263 3388           

传真：028-8263 0612                                      

参展目的：提高企业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午餐肉 、银耳羹、椒香酥肉 、猪血、肥牛、

牛肉片。                                              

集团全产业链，安全肉源，产品质量可追溯 .

11G132T

成都巴蜀百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c h e n g d u b a s h u b a i w e i   c a t e r i n g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三段 99 号银石广场 2011                 

电话：028-86118995                                       

邮箱：245322520@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加盟商                                            

展品介绍：串串麻辣烫，包含底料，牛油，调料、冒菜，

四川特色小吃等

11G133T 

四川川野食品有限公司

chuanye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兴城大道 392 号                  

电话：028-83286666                                         

邮箱：290038128@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招商加盟、产品销售                                              

展品介绍：川野山珍精采集四川甘孜州的野生食用菌为原料，

四川川野食品有限公司利用现代食品加工工艺提取出特有的鲜

香物质精制而成。分为增味型和增鲜型两种，分别有 425g 和

85g两种规格，有效期为 18个月，能全面提升菜品鲜香风味、

优化口感、丰富营养，配料无五辛，是素食烹饪的理想调味品。

11C024T

成都蓉城老妈实业有限公司

Chengdu Rongcheng Laoma Industry 

Co.Ltd.

地址：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福

州路东段 88 号 )11G 134T                   

电话：028-86958766         

传真：028-86918156        

邮箱：rc-lm@163.com                   

参展目的：诚加全同优质加盟商，经销商及战略合作伙

伴                                           

展品介绍：火锅、串串、冒菜等相关项目加盟，蓉城老

妈品牌调味品系列产品经销，有无配方的OEM代工合作，

新品研发及实体店菜品优化。自热火锅系列的成品及底

料供应。

11G134T

成都柏峰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彭州市隆丰镇西北村 15 组   

电话：028-83156908  

传真：028-83156908   

邮箱：81995657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中大型商超、餐饮连锁经销商、

代理商。                                        

展品介绍：黄龙火锅保鲜粉系列、黄龙酸辣粉、黄龙自

热式方便火锅、黄龙火锅底料、川明蕨根粉丝、黄龙山

珍精等

重庆市凯鸿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KAIHONG FOOD .,LTD.

地址：重庆市凯鸿食品有限公司                 

电话：023-42561866                                 

邮箱：99764992@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业务拓展                             

展品介绍：火锅食材：毛肚、猪黄喉、牛黄喉、牛肉；                                                 

火 锅 底 料： 牛 油 底 料、 清 油 底 料、 火 锅 牛 油；                    

调味品：鱼 /蛙调料、小龙虾调料、面 /粉调味料、综合调味

料；牛肉：肥牛卷、麻辣牛肉、嫩牛肉、蒜香牛肉  

11G140T 11H145C/11H146C 

成都新润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Xinrun Oil and Fat Co., Ltd.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                  

电话：028-83238460                     

邮箱：305401362@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招商                                             

展品介绍：生产销售各类火锅底料、火锅油碟、蘸酱料、

食用油、调味油及各类复合型调味料

11G135T 

上海盖志商贸有限公司

GUYS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 IFS 国际金融中心一号办公楼 3707                

电话：400 183 5566                                     

邮箱：guystrade@guyschina.com                 

参展目的：让我品牌产品走出市场，为更多客户知道及

了解。结交行业同盟，助力行业发展。                                          

展品介绍：火锅食材冻品类，包含毛肚，千层肚，黄喉

等火锅食材。用于火锅涮烫，合格生产商制作，实为优

质产品。火锅食材干杂类，包含火腿肠，午餐肉，苕粉

等数种干杂产品。用于火锅涮烫，合格生产商制作，实

为优质产品。

11G136T

大邑县万年红食品厂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蔡场镇蔡场社区 4组 77 号                                     

邮箱：2636859640@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刘伟伟牛油经过近年来的研发，不断拓宽产

品线，旗下有珍品牛油，老火锅牛油，精制牛油，火锅

牛油，刘伟伟定制等多种产品。

11G137T

四川九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JX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711 号 14 楼蜀九香 

电话：400-999-3380  

传真：028-85034033  

邮箱：028-85007786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海内外代理商             

展品介绍：蜀九香底料系列、方便食品系列、预包装食

品系列

11G141T/11G142T

四川川西坝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46 号 3 栋 6 层 4 号                    

电话：4000-517-517 

11G143T 

长宁县林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传真：   028-83079518                  

邮箱：    1831506557@qq.com                 

参展目的：让更多火锅企业了解林野牌竹笋食材               

展品介绍：林野牌火锅笋片﹑珍笋﹑笋花﹑宝塔笋﹑冬

笋﹑玉兰笋﹑苦笋等火锅食材

11G144T

成都市食只原农产品有限公司

CHENGDU SHI ZHI YUAN AGRICUL TURAL 

PRODUCTS CO;LTD

地地址：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兴农路 228 号（西部国际

农副产品加工园区） 

电话：028-83825397    

传真：028-83825397     

邮箱：421895715@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区域代理商和餐饮连锁企业、工厂

客户。           

展品介绍：产品有：辣椒面系列、四川香辣蘸碟系列，

串串、火锅菜品腌制料系列，辣椒红油系列，火锅、串串、

烧烤料等川味调味品

11G146T 

重庆惠信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盘溪农产品批发市场                    

电话：4009-023-668                                                             

展品介绍：花椒，辣椒，香辛料

11G147T

兰州明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Lanzhou Mingxuan Catering Management 

Co., Ltd.

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工林路 457 号  

电话：0931-2211919               

邮箱：465043659@qq.com   

参展目的：介绍我公司产品，扩大公司产品知名度，推

广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率，并在现场制作展示公司牛肉面。                                              

展品介绍：产品生产厂家是兰州明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产品主要适合大众百姓烹饪，用于家庭、酒店，产品的

保质期为 18 个月。产品名称伊敏鸡精，我们公司对产

品的价格，适用于市场的低、中、高等范围，公司想通

过此次参展，大力推荐我产品，让更多的广大消费者选

用。

11K1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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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好吃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hongqing Delicious Electronic Commerce Co 

Ltd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白鹤村十一社 1楼 101 号                 

电话：023-62849882                          

邮箱：2414933126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品牌，寻求合作伙伴，拓展终端客

户                                              

展品介绍：巫溪腊肉、巫溪酱肉、川味香肠、红烧牛肉、

红烧肥肠、红烧牛筋、咋酱卤肉等，腊肉、香肠肥瘦层

次均匀，通透饱满，均匀红润，麻辣鲜香；传统香料腌

制，香柏树熏制，香味诱人 。三分肥七分瘦，麻辣生津，

口齿留香。

11K148C 

四川鑫鑫华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 i c h u a n  X i n i n  H u a x i a  C u l t u r e 

Communication Co.,Ltd 

地址：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会展中心 11 号馆调味

品馆火锅体验区             

电话：15002840168                  

传真：028—67802966              

邮箱：223769786@qq.com                  

参展目的：推介韩国黄金金针菇 ， 面向全国诚招省市

代理商。                                          

展品介绍：韩国黄金金针菇，产自韩国，天然无农药绿

色食品，特征：蘑菇全身分布粘液（谷胶），用手触摸

能感觉到浓稠的粘液。富含维生素B,维生素C,谷胶（含

蛋白质） 多余其他蘑菇。                                           

取得韩国农林蓄产食品部的无农药认证，GAP( 优秀管理

认证 )可放心食用。

河南省盛田农业有限公司 

Henan shengtian agriculture co，LTD 

地址：禹州市朱阁镇北郝庄村              

电话：18939111374                                   

邮箱：stny888@126.com                

参展目的：火锅餐饮渠道及快消品渠道全国招募合伙人 

展品介绍：1 火锅鲜粉，公司 5 个博士组建的研发团队

历时 3 年半的时间研发出来的鲜粉，不用泡发，打开就

可以直接涮火锅,59秒就可以直接食用，既方便又美味，

且前有各种规格的红薯、紫薯、菠菜、南瓜、芹菜鲜粉，

且前全国500多家火锅连锁企业已经合作，出口到美国、

英国、韩国等国家，同已经通过国内火锅业巨头海底捞

的审厂即将正式合作。2 粉一根酸辣红鲜粉，以纯正的

红薯鲜粉为主料，配以 6 种营养料包，开水一泡 ,3 到 5

分钟就可以食用

11G149T
11G151T

四川什邡但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地地址：什邡市红白镇柿子坪村                

电话：0838-8806038

传真：0838-8807401                  

邮箱：2467404789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和品牌                                              

展品介绍：四川什邡但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豆制

品均采用转基因大豆 ，具有味美、健康的美称。 但氏

劲道豆干、功夫豆干采用液氮锁鲜，冷泉制作，不添加

任何防腐剂，是火锅、串串香、麻辣专供。 品质好、

价格低、零损耗

11G148T

宁波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

Tropical Food Manufacturing(NingBo)

Co.,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滨江支路 78 号                    

电话：0574-86228346                     

传真：0574-86228346                      

邮箱：wenming.zhou@tropicalnb.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西餐，烘焙，零售等行业经销

商共同发展。                                               

展品介绍：宁波佳必可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

公司注册资金 700 万美金，总投资 1400 万美金；公司

以生产“安全、营养、美味”的产品为企业经营宗旨，

专业从事金枪鱼、三文鱼、沙丁鱼、鲭鱼邓海水鱼罐头

的生产加工。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及杀菌设备，产

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营养保存率达到 95% 以上，多年

来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11H149C

临沂市作庆食品有限公司

The Zuoqing Food of Linyi Co.Ltd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太平办事处驻地北 3 千米路

东东南白塔 

电话：13605392466                               

邮箱：18653917390@126.com      

参展目的：诚招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临沂市作庆食品有限公司，主营产品：甜面酱、

花椒酱、黄豆酱、蒜蓉辣酱、海带丝。主要包装规格有

125g、450g 袋装，450g 盒装，3.5kg 桶装，同时接受包

装定制。目前产品销售主要面向超市、早餐点、食堂、

快餐，产品风味独特，美味可口，畅销江苏、安徽、山

东等省市，在以上地区均有签约代理商，现诚招河北、

河南、浙江等省市区域代理商。

11H150C 

四川醉椒记食品有限公司

The Great Lion Wine of Beijing Co.Ltd

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成南路段 15 里大道

电话：028-83666988

邮箱：46502425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醉椒记品牌产品代理加盟商。

展品介绍：唯一不用高油温炒制的辣椒酱，解决传统火

锅上火伤肠胃的痛点。

展品介绍文字要求：四川醉椒记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辣

椒酱、火锅底料的技术研究和品牌推广，唯一不用高油

温炒制！以金堂独特的天然酿造食品工艺，将优质鲜辣

椒（干辣椒）与秘制配方共同浸泡后，放置恒温溶洞，

经过长达自然发酵 12 个月以上，最终既能保证做出的

美食麻辣鲜香，又能保证辣椒进入身体后不伤肠胃，真

正彻底解决传统火锅上火伤肠胃的痛点！

11G150T

无锡市世通食品有限公司

 Wuxi stone food co. LTD 

地址：江苏无锡新吴区梅村张公路 58 号              

电话：0510-83857777

传真：0510-88552828                

邮箱：724978655@qq.com         

参展目的：新产品展示 ,寻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本公司是专业从事生产各类水果、蔬菜罐头

的专门公司 , 具有多年专业经验 , 产品全部出口国外。

并取得 ISO9001：2000 以及 HACCP 认证和官方验证。在

全球各大洲取得良好的商业信誉

11K151C 

湖北孝感国光麻糖米酒有限公司

地址：孝感市孝南区卧龙乡复兴村澴川路特 9号  

电话：15007298999                       

邮箱：gguoguangmijiu@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孝感佬米酒

11K152C

成都建乐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 11 号馆

火锅体验区 11G152T

电话：18181900188

传真：028-83074867

邮箱：347087039@qq.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范围使用食用牛油产品的企业招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打产品有：新凡牌川味老火锅专用

牛油、渝味老火锅专用牛油、火锅专用牛油、精炼火锅

牛油、老火锅纯牛油、火锅纯牛油。产品浓香持久，回

味无穷，不浑汤不起泡，品质稳定，是炒制火锅底料等

各类调味品的优质原料。 

11G152T

重庆市德凯油脂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嘉德大道 99 号 20 － 6 号                  

电话：02368329682                   

传真：02368329682                   

邮箱：4426139980com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诚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大豆油、菜油、芝麻油、火锅香油、辣椒面等（各

种规格 )

哈尔滨真俏浓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胜利村           

电话：0451-57699076                  

传真：0451-57699076                    

邮箱：18845101422@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山东、江苏、江西等省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东北特产山货木耳、裕盛香辛料、等黑龙江知名产

品

11H154C 11H157C 

四川七叔婆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qishupo  food co. LTD

地址：四川绵阳安州区前进横一道 

电话：028-61386672                    

传真：028-61386672                    

邮箱：876535125@qq.com                   

参展目的：把四川特色食材推向全国！                                              

展品介绍：脆皮酥肉，橄榄糍粑，红糖糍粑，红糖锅盔，

小郡肝，香菜牛肉片，热锅串串，冷锅串串钵钵鸡食材

系列等！

11G153T 

河南新罗曼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Henan XinRoman Food Distribution Co. Ltd.

地址：河南省修武县产业集聚区栗园大道中段东侧 

电话：0371-56083777                    

邮箱：xinluoman@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商

展品介绍：复合调味油、调味料、麻辣调味料

11H153C

成都梵度匠心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 65 号四川大学科研综合

楼 A座 08 层 10 号                

电话：028-87372015            

传真：028-87372015               

邮箱：623243159@qq.com              

参展目的：寻求餐饮空间设计与施工合作客户                                            

展品介绍：餐饮空间设计  餐饮品牌 VI  餐饮施工

11G154T

崇州市金三角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崇州市崇平镇春风村 18 组 29 号                  

电话：028-82253569                   

传真：028-82252813                  

邮箱：973904893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经销商                                              

展品介绍：肠中肠、小辣头、火锅烧烤场、广味香肠、

火锅香肠、腊肉、枣肠 

 11K155C 

成都祺福斋商贸有限公司

参展目的：推广酸梅汤文化

展品介绍：酸梅汤已经有数千年厚重的历史沉淀，它是

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有解酒、解辣、解油腻、

助消化、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等多种功效。“祺贵妃酸

梅汤”，采用上等乌梅、山楂、红茶、甘草、红糖等原料，

古法熬制，无勾兑。祺贵妃自问世以来，始终坚持把食

品安全放在首位，多年以来，不改初心，一直把做良心

饮品、国人饮品和传承健康饮品作为基本宗旨。

11G155T

南阳一滴香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镇平县南环路东段        

电话：0377-65906588                 

传真：0377-65918288                

邮箱：839086887@qq.com                                                          

展品介绍：益甄火锅系列产品 : 火锅芝麻酱、火锅芝麻

油、火锅香菇酱、火锅香菇牛肉酱

11K156C

广东华馨香料有限公司 

Guangdong Harsen Flavor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升平工业区升业路 35 号                  

电话：0754-88138932                   

传真：0754-88978651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代理，食品工厂，餐饮合作                                             

展品介绍：香精香料，复合调味料，卤料卤汁  

 11H158C

南宁东恒华道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Nanning Doing-Higher Bio-Tech Co., Ltd.

地址：广西南宁市良庆区月湖二里 4号

电话：0771-4060266

传真：0771-4060267

邮箱：nndhhd@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市级经销商。

展品介绍：南宁东恒华道是一家专门从事生物酶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化的科技型企业 ，专业专注于餐饮行业、植物嫩

脆剂系列产品开发的公司。生物酶嫩脆剂系列产品是从植物提

取，利用生物酶嫩化技术研制推出的新型绿色烹饪食品添加剂，

产品用于食品加工、餐饮行业、中央厨房家禽肉类、杂类处理，

起到嫩脆、化渣、保水、护色之功效。酶解菌菇粉用于方便面

调料包、饺子馅料、风味火腿、丸子、饼干 、薯条、豆干的

生产，作为菌粉香精美拉德反应底物，菌香味浓郁、自然鲜香、

口感醇厚。

11K159C

安徽省金亿调味品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天运物流园区 6-3-2         

电话：13167676000                              

邮箱：2094078655@QQ.COM         

参展目的：全国招商，重点区域，江苏 浙江 山东 河

南 安徽                                        

展品介绍：周吉亮满球香调味料，周吉亮炒菜料，周吉

亮包子饺子料 周吉亮卤肉料，周吉亮卤鸡料，周吉亮

卤牛肉料，黑胡椒，白胡椒，孜然粉，等各种大料

11K160C



227226

成都市码头故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The Story of the Wharf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天祥广场 3栋一单元 1801                  

电话：028-86115218                  

传真：028-86115218                  

邮箱：59737871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优秀加盟、产品及周边售卖                                              

展品介绍：码头故事火锅底料、码头故事品牌周边衍生

产品

11G164T

四川粮之髓食品有限公司

SICHUAN LIANGZHISUI FOOD CO LTD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连山镇双堰村 5组    

电话：400-827-7979                           

邮箱：1376319507@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产品宣传、招商                                               

展品介绍：手工干粉、火锅川粉、火锅冒菜粉、手工酸

辣粉、手工鲜粉、紫薯宽粉、马铃薯鲜粉、酸辣鲜粉、

自热火锅、快 3秒微火锅、自煮火锅粉、自煮酸辣粉等。 

四川小麻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浩旺工业园 A13-4                   

电话：028-64250088                                     

邮箱：294559486@qq.com                   

参展目的：提升公司形象、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展品介绍：四川小麻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一体的地道川味餐饮标准化

服务商，巴蜀地区知名调味品企业，工厂位于成都金堂

成阿工业园区。公司秉承“把传统川菜经典的风味酱料

标准化”理念，退出了金金汤酸菜鱼、口水鸡、夫妻肺

片和毛血旺等系列风味酱料，口味传承经典，且使用方

便，0烹饪基础均可操作。

11G174T 11K195C 

重庆聚慧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JUHUI FOOD CO.,LTD.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白鹤村 11 社            

电话：400-827-8766                    

传真：023-67508725                    

邮箱：juhui@china-juhui.com                   

参展目的：扩大品牌知名度，寻求更多合作商机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火锅蘸料、麻辣烫底料、串串底料、

汤料、特色餐饮酱料、炒菜料等产品定制及供应链解决

方案服务。

11G168T/11G169T/11G170T/11G171T

高唐县万龙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Gaotang County  Wanglongxumu

地址：山东省高唐县琉璃寺镇工业园区        

电话：13906359818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 ，让火锅熟知驴肉，让驴肉融入

火锅                                     

展品介绍：滋补养生，火锅全新食材驴肉。驴肉切片涮

火锅入锅即熟，口感滑爽，香而不柴。驴肉是鉴于牛羊

肉之间的全新口感食材。世间流传“天上龙肉，地上驴

肉”，要长寿吃驴肉。驴肉自带“四高三低”的特点：

高蛋白质、高矿物质、高必需氨基酸、高必须脂肪酸；

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冬季滋补，驴肉火锅。

 11G172T/11G173T

 江苏味真美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兴化经济开发区纬五路 5号                  

电话：0523 － 83230866                  

传真：0523-83235966                 

邮箱：0523-83235966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地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各种调味品、食品添加剂 

 11G175T 

余姚市老板菜厂

YUYAO BOSS MUSTARD TUBER CO.,LTD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朗海村                    

电话：0574-62080678                     

传真：0574-62082258                     

邮箱：25330464@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本厂专业生产酱腌菜系列产品，提供消费者

佐餐调味之佳品。欢迎各位地区总代理本厂产品！

11K193C

重庆顶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Chongqing Dingzhu Food Co., Ltd.

地址：重庆顶珠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5723028140                             

邮箱：28160606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四川，广东，上海，北京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重庆小面调料，重庆米线调料，重庆酸辣粉

调料，高级定制调味品等其它调味料，对产品的定位、

商品的工艺、用量、价格、有效期限、使用方法允诺有

表示的，应当清楚、明白。

11K194C  

重庆市永川区安君食品厂

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三八七路旁）                                        

邮箱：2476983748                   

参展目的：为了扩大销售                                              

展品介绍：豆豉、风味豉、老窖豉、蒸肉粉、香辣鸡、

香辣虾蟹、烧鸡公、麻婆豆腐调料、水煮肉片调料、火

锅肉调料。

11K196C/11K197C 

自贡市天花井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恐龙大道 168 号                   

电话：0813-5107777   13990017786                           

参展目的：诚邀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自贡盐帮凉菜 / 火边子牛肉 / 牛佛烘肘 / 香

辣酱 麻辣油 /冷吃兔 冷吃牛肉

11K198C

自贡市天花井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恐龙大道 168 号                   

电话：0813-5107777   13990017786                           

参展目的：诚邀全国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自贡盐帮凉菜 / 火边子牛肉 / 牛佛烘肘 / 香

辣酱 麻辣油 /冷吃兔 冷吃牛肉

11K198C

上海松川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SOONTRUE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崧泽大道 9881 号

电话：021-69213288

传真：021-69213157

邮箱：812688605@qq.com

展品介绍：松川机械创立于 1993 年，是中国第一代自

主研发制造包装机械、食品机械的开创者，中国包装自

动化行业的标杆企业之一，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上

海市著名商标。

1-2B003T/1-2B004T

山东康贝特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Combet Food Packi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诸城市城东高新技术开发区场站路

电话：0536-6083899

传真：0536-6083799

邮箱：952344475@qq.com

展品介绍：山东诸城康贝特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

投资生产真空包装机的大型专业制造商，以设计、制造、

替代进口真空包装机为主，具有雄厚的研发、生产能力，

技术水平在国内领先，与世界同步，产品现已遍布全国

并销往世界各地。我们的设备销遍全国各地，是国内使

用该种设备的最大生产厂家，我们还拥有同类厂家最大

的营销服务网络，在全国各地都有业务和服务人员，能

够尽早的为用户提供服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保修

就可以达到的。该设备在各大厂家使用多年来，一直以

来以质量稳定、操作简单、易于维护和售后服务好而受

到用户的好评。

山东白鸽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BAIGE FOOD MACHINERY.,LTD

地址：山东省乐陵市济盐路 188 号

电话：0534-6228087

传真：0534-6264222

邮箱：bgspjx@126.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所主营的产品，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馒头机、和面机、馒头生产线、餐梯。

1-2B013T
1A002T

廊坊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LANGFANG BESTCROWN PACKI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全兴路 27 号

电话：0316-6069600

传真：0316-6069383

邮箱：zcblf@126.com

展品介绍：廊坊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饮

料机械制造商 , 拥有 30 多年的设计经验和多项专有技

术 . 主要产品有 : 吹灌旋系统；PET 无菌冷灌装系统 ; 

PET 高温灌装系统 ;PET 水灌装系统 ;PET 瓶、玻璃瓶碳

酸饮料灌装系统；超洁净液态乳品灌装系统；易拉罐灌

装系统；饮料企业整线包装方案。

1-2A005T

河南郑州豫信诺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Henan Zhengzhou yuxinnuo food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河南郑州新郑龙湖镇于寨工业园

电话：0371-85954974

传真：85954974

邮箱：1165797756@qq.com

展品介绍：郑州豫信诺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位于交通便利

的中原腹地—绿地郑州。郑州豫信诺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以研发，生产、销售各种膨化机械及成套设备为主，凭

借过硬的机器设备，完善的技术服务以及良好的信誉，

获得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我们希望在不久

的将来能与更多的企业合作共同研发更多的产品，设计

更加完善的流水线方案，获得更大的经济共赢！！！

1-2B009T

四川成创包装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Chengchuang Packaging machine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chuan 

地址：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长荣街 192 号

电话：028-27244186

传真：028-27244186

邮箱：1508602971@qq.com

参展目的：提高公司知名度，扩大产品销量。

展品介绍：RBZ-300 是全新设计的“三联袋”机型，适

用于组合式农药产品的包装。

RBZ-180 是按照市场需求而设计的双出袋机型，适用于

农药、兽药等产品的包装。

旋转给袋式可自动取袋、打码、填充、热封、输出成品

的包装机。

1-2B014T

洛阳市捷珂机械有限公司

LUOYANG JIE KE MACHINERY CO.,LTD

地址：洛阳市宜阳县产业集聚区

电话：19939867359

传真：0379-65279685

邮箱：jkjx2011@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搜集行业信息、寻求新客户。

展品介绍：1、自动化程度高，称重、包装环节实现无

人化，出现故障自动报警；2、部分部件无需加油，减

少对材料的污染。机器包装部位采用不锈钢，保证食品

的卫生与安全；3、包装范围广泛；4、采用人机界面操

作系统，直观方便；5、预防系统完善，保障成品率，

不浪费物料；

1-2C015T

四川省星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SICHUAN XINGDA ROBOT CO.,LTD.

地址：四川省射洪县顺美路隆鑫科技园

电话：0825-6688366

传真：0825-6688999

邮箱：sichuanlongxin@163.com

参展目的：寻找对玻璃，软管等包装有印刷需求的客户

展品介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星达机器人有

限公司是为全球酒瓶、酒盖、化妆品、药品包装行业服

务的智造型企业，产品有：单色、多色自动丝网印刷机、

自动烫金机、热转印机、多色曲面胶印机、曲面底涂机，

铝盖冲压、旋转拉伸成型设备、滚花加垫机、凸纹铣字

机、酒瓶盖自动化组装设备、酒瓶盖塑胶模具、托盘机

器人 (AGV)，并承接酒瓶盖项目规划、设计、实施的一

站式交钥匙工程。

我们用欧洲发达国家的理念和标准智造高精度、长寿命

的机器和模具，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产品

销至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斯洛伐克、

中亚及东南亚国家。

1B003T/1B004T

浙江名瑞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Mingrui Machinery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瑞安阁巷高新技术园区东三路

电话：0577-65009811

传真：0577-65009822

邮箱：1093964350@qq.com

参展目的：专业生产给袋式真空包装机 19 年。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给袋式真空包装机 19 年。公司专

业生产给袋式包装机以及生产流水线设计，为您解决后

顾之忧 057765009811

1A005T/1A00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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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霄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Xiaoteng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3500 号

电话：021-57475880

传真：021-57470002

邮箱：xiaoteng19@shxiaoteng.com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宣传企业产品

展品介绍：上海霄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

是一家以自动化包装机械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

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营产品为液体膏体粉剂等瓶装袋装生产线，同时

包括理瓶、灌装、旋（轧）盖、封口、封罐、贴标、称重、

装盒、三维膜包机等主要设备，广泛应用于日化、食品、

调味品、制药、五金、文具、汽车电子等行业。公司自

创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自动化包装的发展，为各行业的

客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定制化的包装解决方案。

1A013T/1A014T

温州兄弟机械有限公司

WENZHOU BROTHER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港富路 32 号

电话：0577-88638688

传真：0577-88626233

邮箱：1635353268@qq.com

展品介绍：温州兄弟机械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9 年，是

一家集科研，设计，制造和营销为一体的中国优秀包装

企业；公司设备精良，技术实力雄厚，企业内部管理严

密生产效率高；企业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产品通过欧盟 CE 认证等。

公司生产的包装机械品种多，规格齐全，并能承接各种

特殊规格需求的产品设计和制作，主要产品系列有：自

动捆扎机系列、自动封箱机系列、真空包装机系列、收

缩包装机系列、自动封口机系列以及由开箱封底、装箱、

封箱、捆扎、码垛、缠绕包装等工序为一体的全自动无

人化包装生产流水线。

天津市舜天包装器材有限公司

Tianjin Shuntian Packag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满井子开发区

电话：022-68580916

传真：022-68585786

邮箱：2881735250@qq.com

参展目的：寻求合作与打开知名度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设计热收缩包装机械设备，三维透

明膜包装机，产品后端自动化包装流水线设计制造，开

箱机，装箱机，封箱机，打包机，码垛机。给袋式灌装机，

给袋计量称重包装机，塑料包装材料，收缩膜，包装袋。

1B017T

1C019T

烟台科思汇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YANTAI KESIHUI CODING LTD.

地址：烟台开发区宁德街 2号

电话：0535-3979636

传真：0535-3978366

邮箱：62478439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中科汇百品牌，同时广招经销商

展品介绍：北京中科汇百标识技术有限公司是集标识设

备及耗材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拥有自已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具有年产喷码机 6000

台的能力，目前在全国设立了 60 余家直接管理的分支

机构；广泛的营销服务网络能够确保其为客户就近提供

周到、可靠、全面的标识喷码解决方案及售后服务。

中科汇百旗下的产品系列包括：小字符喷码机、激光打

标机、高解析喷码机、热发泡喷印系统和大字符喷码机

等代表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标识产品。

1C023T

四川普什正友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PUSHI ZHENGYOU TECHOLOGY CO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永安大道南一段 179 号

电话：4008383579

传真：028-85801942

邮箱：liaohui@pushizy.com

展品介绍：主营乳品饮料生产设备；食品生产设备；整

厂建设；设备维修；设备改造升级。

     1B015T

汕头市如伴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RUBBUR

地址：汕头市龙湖区长江路尾铁路西南侧厂房

电话：0754-88460008

传真：0754-89920841

邮箱：73502728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销售我司各类机械产品

展品介绍：主要生产：组合秤、线性秤、包装机、食品

包装生产线。

     1B016T

广州市申发机电有限公司

SHEN FA ENG.CO.,LTD(GUANGZHOU)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南路9号

电话：020-66286219

传真：020-61807616

邮箱：az@shenfa.co

参展目的：设备在酒瓶行业全自动丝印、烫金的应用展示

展品介绍：广州市申发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特种印

刷设备领域，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于一

体的制造商。公司拥有工程研发中心、数控加工中心、装

配调试中心、营销及售后服务中心的核心团队。是大中华

地区全伺服自动多色丝印（烫金）一体机、数码喷墨直印

及其他自动化生产线领域解决方案的优质供应商。

旗下产品拥有 30多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产品通过欧盟

CE认证，主导行业多项技术标准的发起与编写，为国家

标准的拟定提供了技术支持

。

1B018T

浙江金鸿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HONG FOOD MACHINERY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新区千禧路 12 号

电话：0576-86837138

传真：0576-86837137

邮箱：228500853@qq.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开发市场，拓展新客户。

展品介绍：浙江金鸿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

开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从事食品包装机械

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高速枕式包装机、扭

结包装机、巧克力及各类休闲食品包装机及大型全自动

包装输送线，产品适用于各类糖果、巧克力、米果卷、

面包等休闲食品及药片等固态包装。生产的金鸿系列产

品，以造型美观、性能可靠、功效高、价格合理内销全

国各地，外销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B025T/1B026T

山东碧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SHANDONG BIHAI PACKAGING MATERIALS 

CO.,LTD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经济开发区西五路北段

电话：0539-7868999

传真：0539-7963389

邮箱：bihai@chinabihai.com

参展目的：把握行业动态，寻找洽谈商机。

展品介绍：无菌纸盒灌装机及配套设备、纸铝塑复合液

体食品无菌包装纸，为客户生产提供整体方案及交钥匙

工程。

1C027T/1C028T

佛山市创兆宝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shi Chuangzhaobaozhinengbaozhua

ngshebei Youxiangongsi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开发区北园东路 2号

电话：0757-86658611    

传真：0757-86658622

展品介绍：佛山市创兆宝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位落于

佛山市南海狮山工业园北园，现代化的标准厂房，创宝

专注自动称量机、立式包装机、自动化包装线的研发与

制造，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已经开发生产十多个系列三十

多个品种和机型，广泛用于膨化食品、休闲食品，速冻

食品、农副产品、医药、化工产品、五金制品等多个领域，

满足了广大客户的需求。

成都川一机械有限公司

Chengdu ChuanyijixieYouxiangongsi

地址：成都市郫县郫简镇景岗村一组 202 号

电话：028-87901415  

展品介绍：成都川一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成都市郫都区

（原郫县），是一家专业从事火锅底料生产成套设备、

豆瓣酱生产成套设备、辣椒、泡菜、豆豉面酱等调味品、

食品加工设备的专业生产厂家。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实体企业。公司加工设备齐全、质量体系

完善、技术力量雄厚、售后服务体系健全。公司秉承“科

技创新，质量为本”的企业理念努力成为您最值得信赖

的合作伙伴。

1B030T

1C037T

山东隆泽机械公司

shandong longze mach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经济开发区横五路西首

电话：0536-6880220

传真：0536-6018355

邮箱：920051734@qq.com

展品介绍：山东 隆泽机械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企业。位于著名的恐龙之乡

—诸城，公司多年来致力于研究食品行业的发展趋势，

把传统手工作坊式加工变革为自

动化、标准化的生产。

1C042T

诸城市亿康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龙都工业园

电话：0536-6358889

传真：0536-6358883

展品介绍：亿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真空

包装机械的大型专业化企业，是中国肉类加工机械委员

会理事单位，为安井、宏香记、平遥牛肉集团、好当家、

佳士博、惠发、皇上皇、六必居、安吉祖名、大用集团、

永达集团、三全集团、恒阳牛业、青岛雪龙牧业等海内

外上千家知名企业长期提供真空包装设备。公司主要产

品有全自动连续拉伸真空包装机、硬盒拉伸充氮真空包

装机、全自动链条滚动式真空包装机、全自动真空包装

机等各种真空包装设备。

1D043T

山东东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andong Dongtai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临港街道机场路 3843 号

电话：18654531660

传真：0531-88022130

邮箱：133011596@qq.com

参展目的：了解行业现状，更好的服务周边客户。

展品介绍：本次参展机型为：两条调味酱灌装生产线、

酱料多任务一体机、针对小产能客户的半自动浓酱灌装

机、半自动往复式真空旋盖机，主要针对市场上含有大

颗粒、油酱易分离的油辣椒酱、老干妈辣椒酱、牛肉酱、

香菇酱等调味酱的灌装生产。

1C033T

石家庄得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DEBAO MACHINERY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太华工业园 1号

电话：13930117587

传真：0311-83629045

邮箱：dbjx@debao365.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拓展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展品介绍：提供顾问式服务，整体配套设备工程，从产

品研发、工厂规划、工艺研发、设备生产配套、设备维

护服务等方面为客户解决工程规划建设及产品规划过程

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为客户的发展保驾护航。               

1C034T

山东小康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XIAOKA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密州东路 7777 号

电话：13853673858

传真：0536-6062368

邮箱：xiaokangpai@126.com

展品介绍：山东小康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台商独资企业，

是生产真空包装机的专业制造商，以设计、制造、替代

进口真空包装机为主，具有雄厚的研发、生产能力，技

术水平在国内领先，与世界同步。主要生产全自动连续

拉伸（双面拉伸）真空包装机、给袋式自动（高速旋转）

真空包装机、自动真空包装机、贴体包装机、冷却肉包

装机、盒式气调真空包装机、滚动式真空包装机、液体

包装机、成型包装机、粉末专用包装机、油炸机等。我

公司售后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并以不断创新的技术、

先进的产品、稳定的质量、完善的服务、良好的信誉，

使公司得到飞速发展。公司的经营业绩，在全国同行业

中，始终保持产销量领先，已成为国内专业生产真空包

装机的领军企业。

1C041T

青州市明辉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Minghui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昭德北路 3209 号

电话：0536-3299258

传真：0536-3529998

邮箱：843012167@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本公司酒水灌装机械以及制水设备。

展品介绍：明辉包装机械是从事生产研究各种白酒、葡

萄酒、矿泉水、饮料、酱油、醋、油类、农药及水处理

生产线的专业厂家。主要产品有：过滤机、全自动刷瓶机、

冲瓶机、灌装输送线、压盖机、防盗盖封口机、负压式

灌装机、等压全自动灌装机、打包机、捆扎机、微机控

制系统等。即可成套使用，也可单机使用。适合各种新

旧瓶型、大中小厂家。具有时代特色，在国内具有领先

水平，产品不但销往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而且远

销全球多个国家。

1B029T

温州博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 e n z h o u  B o y a n g z h i n e n g k e j i 

Youxiangongsi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南滨街道外甲路 6号

电话：0577-66751101     

传真：0577-66751102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有：酱腌菜包装一体

机、全自动双面拉伸膜真空包装机、全自动硬盒真空气

调包装生产线、全自动给袋式真空包装机、固体自动计

量包装生产线、平板式全自动纸塑包装机、转盘式纸塑

包装机、全自动牙刷包装机等，另可定制各类自动加料

器和生产连动生产线。

包装的产品如：鱼豆腐、鸡翅、鹌鹑蛋、小黄鱼、杏鲍菇、

鱼丸、榨菜、酸菜、梅菜笋丝、金针菇、伍香干、电池、

U盘、润辰膏、香水、牙刷等包装。

1C03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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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市联兴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 Lianx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密州街道薛馆路 18 号

电话：15964302668

传真：0536-6165333

邮箱：2412296328@qq.com

展品介绍：诸城市联兴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果

蔬脆片加工设备、酥脆海产品加工设备 ----- 真空低温

油炸机的厂家。我公司生产的联兴第四代真空低温油炸

机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真空油炸机工作时间长、工作效率

低的概念。我公司通过大量客户使用反馈及加工各种产

品经验外加汲取了国外设备的额先进杏眼，将设备进行

改造升级，同等型号同等设备较传统意义上的真空油炸

机工作效率提高 30%。

徽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ao Lu Jia

地址：亳州市涡阳县高炉镇

电话：0558-2863703

传真：0558-2863703

邮箱：48741531@qq.com

参展目的：扩大企业在国内的影响力，拓宽销售渠道

展品介绍：徽酒，可上溯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大汶

口文化——中国原始第一村。“尉迟寺”的考古发现，

将中国白酒史增厚千年！尉迟寺往西，沿涡河 20 里的

高炉镇，史载货足物良，街兴埠旺，水丰林茂，货通九州，

民舍充盈谷满仓，粮食自然发酵，酿泉为酒。

1C045T-1

1D047T-2

山东鑫正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 h a n d o n g  S e n s i t a r  M a c h i n e r y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相州工业园振兴路

电话：13165260665

传真：0536-6053915

邮箱：2853977569@qq.com

参展目的：通过展会宣传公司形象，促进产品的销售。

展品介绍：油炸锅，使用食用油为主要原料，对食品进

行炸制烹饪工艺的厨房设备。

流水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

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及产量。

真空预冷机是运用真空预冷技术，利用真空泵抽取真空

槽内空气和水蒸气以降低真空箱体内气压的冷却加工设

备。在低气压下，水的沸点降低，蒸发潜热增加，被冷

却物表面自由水发生汽化现象，带走自身及坏境热量，

达到冷却降温效果。

1D047T-3

诸城市金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诸城市诸郝路北首路东

电话：0536-6114888

传真：0536-6162248

展品介绍：诸城市金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

二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食品杀菌设备的研究和开发。我们

自主研发的包括快开门装置等在内的多项杀菌锅技术获得

了国家发明专利。我公司生产的杀菌釜销往各个国家，如

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韩国、越南等。

采用优良部件厂商（Siemens、Mitsubishi、SMC）产品，

配合我公司设计的人性化人机界面，让用户在最简单的操

作下，获得优质的杀菌效果。“保姆式服务”是我公司提

出的又一重要服务理念，二十四小时售后服务热线，为您

提供故障排除方案。

注重科技 .采用先进的杀菌技术。采用先进的 F值绪确控

制杀菌 .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超过 10人的新产品研发

中心研发了适合不同客户、不同产品的系列杀菌釜。

    1D044T

诸城市友邦工贸有限公司

Zhucheng Youbang Industry and Trade Co., 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高新园

电话：0536-6054667

传真：0536-6054667

邮箱：841185392@qq.com

参展目的：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合作伙伴互赢

展品介绍：诸城市友邦工贸有限公司一家集研发、制造、

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食品机械生产厂家，公司

专业生产解冻设备、清洗设备、蒸煮（漂烫）设备、巴氏

杀菌冷却设备、蔬菜加工设备等自动化生产线，多种规格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1C046T

诸城市圣地食品包装机械厂

Zhucheng ShengDi Food Packaging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人民东路5302号

电话：0536-6563958

传真：0536-6218800

邮箱：756912444@qq.com

参展目的：推销产品  宣传品牌  结实潜在客户

展品介绍：真空滚揉机提高盐溶性蛋白质的提取，使腌制

液在肉内均匀分布并被充分吸收；增强了肉的结着力，提

高产品的弹性；改善制品的切片性，防止-切片时产生破

坏；增加保水性，提高出品率；增加产品的柔嫩性和结构

稳定性。

1D047T-1

诸城市桂冠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 guiguan mach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舜王街道办事处吉家屯村

电话：0536-6301583

传真：0536-6301588

邮箱：1525624901@qq.com

展品介绍：诸城市桂冠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注册资金 500 万元，现有员工 100 余人，中高级技术

管理人员 37 人，占地面积 27000 多平方米，生产车间

面积 12000 多平方米。公司具备压力容器产品的设计

（证书编号为：TS 1237407-2017)、制造（证书编号

为：TS2237703-2017) 及压力管道安装（证书编号为

TS3837607-2017) 三证于一体的专业设计制造商，现已

经形成集产品研发、工艺设计、产品制造、成品检验、

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完善运营体系.主要从事食品杀菌釜、

夹层锅 ,粽子锅的生产。

1D048T

上海博灼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Boevan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是奉贤区南桥镇金轩路 1688 号

电话：021-37111030

传真：021-37111710

邮箱：15021197892@126.com

参展目的：致力于全球化包装机械供应商

展品介绍：上海博灼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

化的包装机械供应商。我们提供专业的全自动水平包装

机，全自动立式包装机及整线工程的技术生产制造解决

方案。依托于先进的设计理念以及丰富的包装机械领域

工作经验，我们为您创造包装价值。

我们隆重向我们最尊敬的客户推介——完整的包装整线

工程系列。您可以找到适合您的包装需求的那一款。同

时，我们也可以提供定制设备来满足您创意的包装需求。

1D049T-2

广东安本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AccuBal intelligent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佛山顺德杏坛

电话：13928214141

传真：0757-29811152

邮箱：info@abscale.net

参展目的：针对开发面条秤系统和称粘稠物料市场

展品介绍：1. 螺杆旋转送料，刮板式料斗，确保酱料同

时填充到包装袋，保证产品口感。

2. 易拆装，料斗可以互换、无需编码，缩短清洁时间。

3. 使用范围广，简单更换螺杆，就可以称重其它产品。

4. 直列结构，占地空间小。

5. 采用集料皮带，最大程度减少传统斜槽粘料问题。

1E050T-1

上海派可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Pack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川沙经济园区川图路 730 弄 10 号

电话：13915976388

传真：021-58594049

邮箱：pkr88@paikerui.com

参展目的：推广最新型的开装箱及机器人码垛设备

展品介绍：全自动开装封一体机是我公司结合国内外先

进技术，开发的一种全新机电一体化自动装箱设备。该

机由包装物自动码垛系统、开箱系统、装箱系统，封箱

系统等组成；采用 PLC+ 人机界面操作系统，由伺服驱

动机构完成开箱与装箱动作。本机适用于各种规格的产

品自动装箱，可以单机使用也可以与前端包装机联机使

用，完成其后包装生产线。该机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

日化以及其它轻工业等行业。

温州市大江真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WENZHOU DAJIANG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飞霞南路 106 号至 108 号新

悦商厦 1幢 326 室

电话：19957799602

传真：0577-86418066

邮箱：sales@dajiangmachine.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寻找代理商。

展品介绍：温州市大江真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5 年，23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食品真空气调保鲜包装

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出口到欧美等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在自主研发的技术基础上制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符合

中国市场需求的设备。同时也结合国际高端的技术成果，

提高设备技术性能及可靠性。

1E050T-2

1E054T 诸城市凯源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KAIYUANFOODMACHINERY CO.,LTD   

地址：诸城市工业大道

电话：0536-6081488

传真：0536-6080758

邮箱：294585713@qq.com

参展目的：为了把我公司更好的产品推荐给需求企业。

展品介绍：诸城市凯源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先进

的全自动连续拉伸膜真空包装机、连续滚动真空包装机、

真空气调包装机的专业生产制造商。

生产制造的全自动连续拉伸膜真空包装机操作简单、可

靠，进口电器控制，包装效率高，每分钟可达 8 次，全

部由优质铝镁合金、不锈钢材料经数控精密加工而成；

设备具备断电记忆功能（正常生产中突然停电，设备会

自动记忆运行位置，来电后经操作员确认后，走膜从停

电位置继续走完原步进后再连续运行）。

1D057T-1

诸城市春丰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 CHUNFE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诸城市密州路东前黄疃工业园

电话：0536-6085699

传真：0536-6081699

邮箱：809296077@qq.com

展品介绍：该企业是国内较早推出全自动感应不锈钢风

淋室、卫生净化配套设施的专业制造商；拥有各类精加

工设备，配有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并拥有一支

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服务队伍，为用户提供

优质的售后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生熟食品加工、医药、

卫生、精密仪器、仪表、航空航天等行业。

销售中的产品主要有：不锈钢全自动感应风淋室、手动

门不锈钢风淋室、洗手消毒槽、通风式水靴干燥架、强

流干燥（除水）机、不锈钢风幕、油炸食品冷却机、

pvc网带输送机、不锈钢网带输送机、臭氧发生器、鞋柜、

平板小推车、桶车等各种不锈钢工器具及非标设备等。

1E058T-1

烟台正航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Yantai Saili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中路福乐街 90 号

电话：0535-6822897

传真：0535-6822897

邮箱：ytzhenghang@163.com

参展目的：扩大宣传，提高企业知名度，提升品牌影响力

展品介绍：技术特点：自动化程度高，无瓶不贴标 ; 滚

压抚标，贴标平整无气泡；应用范围广，不同产品切换

简单；结构简单，运行平稳，操作简单，故障率极低。

技术优势：技术先进成熟，部件精度高，电气元件选用

国际知名品牌，采用 PLC 程序控制，高效稳定，根据客

户要求，可定制设备，以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1D051T-1

诸城市广元包装机械厂

ZHUCHENG GUANGYUAN PACKAGING FACTORY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人民路东首工业大道东 500 米

电话：0536-6320958

传真：0536-6055957

邮箱：719213359@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宣传诸城广元全自动真空包装机系列产品

展品介绍：诸城市广元包装机械厂 , 真空包装机专业厂

家有自动化程度高 , 省人工 , 包装速度达到 80 包 / 分

钟的高速给袋式真空包装机；有自带制袋系统 , 包装成

本低的拉伸膜真空包装机；有产量大 , 变频功能 , 可接

流水线的连续滚动式真空包装机；有省力气的自动摆盖

大型双室真空包装机；有可以充混合气体 , 保持产品良

好口感的连续盒式包装机；公司有激光切割机、台湾数

控机床、18 米龙门铣、数控剪板折弯机等加工设备。

1E056T

诸城市神龙机械厂

Zhucheng Shenlong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昌城镇西行寺村

电话：0536-6359986

传真：0536-6116262

邮箱：zhuchengshenlong@163.com

展品介绍：诸城市神龙机械厂成立于 2004 年，十几年

来一贯遵循质量取胜的宗旨，将用户满意作为产品质量

标准。从产品设计，生产到用户使用过程都严格实施一

系列有效的质量保证措施。建立用户档案，为用户提供

专业、快捷、 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用户无后顾之忧。

为广大用户提供精良的设备，让用户省心、省时、省力，

生产出优质的产品，使产品名扬四海，走进千家万户。

质量是根本，服务是保障，企业以人为本。坚持“以质

量出精品，以精品赢市场”的信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质量保证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

1D055T

诸城市迈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Zhucheng Maikang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街道罗家铁沟

电话：0536-6081683

传真：0536-6081683

邮箱：13963652992@163.com

展品介绍：诸城市迈康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食

品机械设备研发、制造、贸易为一体的机械制造型企业。

主要产品有果蔬清洗机、周转筐清洗机、超声波清洗机、

洗碗机、切菜机等食品加工设备。

致力于各类果蔬加工、水产品、酒店餐饮连锁企业、中央

厨房等食品深加工成套设备及各类单机食品机械的研发与

制造，可为客户提供需求分析、项目设计、安装调试、售

后服务、技术培训等全套解决方案。

1D057T-2

山东中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Zhongtai  Medical  Instrument   

地址：山东潍坊诸城高新园

电话：0536-6184887

传真：0536-6356235

邮箱：mail@zhongtaijixie.com

参展目的：助力人类健康事业发展，铸就民族品牌。

展品介绍：杀菌锅：杀菌锅按杀菌方式分为蒸汽杀菌、喷

淋式杀菌锅和水浴式杀菌三种。

可适用于玻璃瓶、马口铁罐、PP瓶、HDPE瓶、铝箔袋、透

明袋、真空袋、高温蒸煮袋等包装的罐头、蛋白饮料、软

罐头等食物的杀菌。

装卸笼：与杀菌锅连接，实现产品自动杀菌，节省人力，

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全自动多爪燃气炒锅：以燃气（液化气、天然气）为能源，

多爪使物料搅拌更彻底。

1E058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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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市众工机械有限公司

ZonGon Company

地址：诸城市辛兴镇驻地党委南 200 米

电话：0536-6523777

传真：0536-6524900

邮箱：280366785@qq.com

展品介绍：众工机械成立于 2002 年，公司致力于从事

食品全自动杀菌锅、新含气调理杀菌锅、夹层锅、蒸煮锅、

行星搅拌炒锅、卤制锅、鹌鹑蛋、卤蛋生产线、非油炸

果蔬脆片膨化设备研究、设计、制造、服务于一体的现

代化公司，公司拥有国家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资质（证书

编号：TS2237350-2021），并成功通过了山东省质检局

的“KYL 型杀菌锅快开门连锁装置”的鉴定（编号：SY-

WT-2010-0019），产品通过 ISO9001 国际管理体系认证，

2009 年，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并出口到世界各地。受

到客户的称赞。

1D059T-1

诸城龙邦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 Dragon Nation Food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开发区舜耕路诸城保税区

电话：0536-6086008

传真：0536-6323288

邮箱：zclongbangjixie@163.com

展品介绍：诸城龙邦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型

号真空包装机、热收缩机，核心配件全部采用进口或国内

一线品牌，不锈钢板均采用宝钢国标304材质加厚料，合

资或进口品牌真空泵、正泰电器、国标线缆、哈轴轴承，

防潮纯铜线变压器。二十年从业经验。荟萃业内精英，感

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1D059T-3

诸城市天润不锈钢制品厂

Zhucheng Tianrun Stainless Steel Making 

Manufacture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人民路与工业大道交汇处东500米路

南

电话：0536-6077133

传真：0536-6073826

邮箱：tianrunzhipin@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促进产品销售。

展品介绍：真空滚揉机：真空滚揉机是通过真空作用将块

状肉的纤维组织拉张疏松，使各种辅料调味料添加剂等均

匀的渗入肉纤维中，再通过滚筒转动摔打使静态腌制为动

态腌制，不仅可以改善肉的口感，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斩拌机：高速旋转的刀片与料盘的旋转同时进行，使原料

均匀的被斩碎或成泥状，并能使各种辅料均匀的混合在一

起达到最好的乳化效果。

1D059T-4

诸城市新旭东机械有限公司

xinxudongjixie

地址：诸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场站路 777 号

电话：0536-6063199

传真：0536-6480066

邮箱：2487828336@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市场

展品介绍：油炸设备

1D060T

诸城市正合机械厂

Zhucheng Zhenghe Machinery Works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街道十里堡一村

电话：13563675578

传真：0536-6082662

邮箱：741151096@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形象  技术创新，服务客户 赢得市场

展品介绍：我厂是诸城食品机械协会会员，主要以研制

新产品著称，借助自身人才技术优势，先后开发的肉类

成形机，肉类切片机，切条机，上糠上粉机等。这些产

品均处在行业领先水平。产品的最大特点是省人工，极

大解放劳动力。客户盈利增强。

经营理念：技术创新，质量过硬，客户至上，郑重提示：

本公司产品是自主开发和研制的，不仿制其他公司产品，

凡从本公司购买的产品均保修一年。提示：1、本公司

产品有多项知识产权，仿制必究。

1E061T-1

诸城市泰和食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ZhuCheng TaiHe Food Machine Co.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铁园路98号

电话：0536-6160969

传真：0536-6063701

邮箱：724616135@qq.com

展品介绍：诸城市泰和食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座是一家集

食品机械研发、设计、制造以及销售为一体的民营化企业。

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泰和.艾特达”已经成长为中

国食品加工机械行业最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厂商之一，产品

远销全国各地，并已出口至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泰

和.艾特达”正如一轮朝日，冉冉升起；在中国食品加工

机械行业的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的角色，2004 年我公

司又以中国肉类协会会员（理事）的身份被中国质量监督

协会授予“中国产品质量放心，售后服务满意，诚信、维

权模范单位”。

1E062T-1

诸城市永泰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 YONGTAI  MACHINERY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密州路东首黄疃社区对面

电话：0536-6061155

传真：0536-6055500

邮箱：zcytjt@163.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外代理商及客户。

展品介绍：诸城市永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

产高温杀菌锅、蒸煮设备、夹层锅的主要经营厂家。产

品主要有各种型号的全自动双层热水循环式杀菌锅、全

自动热水顶喷、侧喷式杀菌锅、全自动双锅并联杀菌锅、

卧式热水型杀菌锅、电汽两用杀菌锅、夹层锅、行星搅

拌炒锅、风淋室及油炸机等二百多种规格的产品。

1E062T-2

郑州力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Zhengzhou Lichuang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龙港工贸区花月路北侧

电话：0371-69001066

传真：0371-69001068

邮箱：lcautomation@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展示公司全自动新型理瓶机

展品介绍：全自动新型理瓶机适用于灌装前端工序，可

将杂乱无章的 PET 饮料瓶整齐有序的排列在输瓶线上，

专为高性能饮料产线设计。适应多种瓶型，可视化操作，

傻瓜式轻松调整，一机多用，无需更换模具机身，采用

优质不锈钢，设备核心电气元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

稳定高效全触屏操作，智能化设计，操作轻松，独创特

殊提升系统，入瓶率高，瓶损率低，卡瓶、堵瓶、空瓶

检测系统，有效保护设备运行，国内首创不用压缩空气，

减少瓶子二次污染

1E135D

苏州市科澜洁净技术有限公司

Suzhou Kelan Clean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吴江市同里镇屯南村

电话：0512-63370608

传真：0512-63130971

邮箱：2461756129@qq.com

参展目的：为更多的客户服务，做最专业的工程

展品介绍：主营净化车间，无菌车间，无尘车及净化工

程上的配件，风淋室，传递窗，过滤器等。

1F137D

泉州市科盛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UANZHOU KESHE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南工业区 1号路 8号

电话：0595-22102564

传真：0595-22103564

邮箱：keshengpack@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

展 品 介 绍： 半 自 动 直 角 坐 标 码 垛 机（ 规 格：

L2564*W1967*H2763）

特点：专为小产量日化、调味品、食用油、乳品、水饮料、

食品行业全自动包装生产线设计。采用伺服控制提升、

平移、行走及转向，可精准定位产品的吸取位置或放置。

具有高速计数及逻辑换算能力，可预先设计码垛花式，

并根据不同产品设定单层数量，可配合膜包机、装箱机、

缠绕机组合后道包装生产线。

1F138D

东莞市烁源电磁设备有限公司

Dongguan Shuoyuan Electromagnetic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周屋水岭工业区

电话：0769-83287171

传真：0769-83285949

邮箱：94366718@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客户

展品介绍：烁源电磁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团队多年来只专

注于电磁加热数控设备的研发与制造。致力于为食品行

业提供安全、节能、环保的电磁加热设备。经过多年的

技术及经验沉淀，烁源电磁数控设备拥有食品电磁加热

数控设备领域完善的技术。

公司将技术研发团队在数控、PLC、自动化编程、机械

设计与研发等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与电磁感应加热技术

相结合，成功研制出：全自动数控电磁加热搅拌锅，全

自动数控电磁炒货机，全自动数控电磁炒菜机等。

桦甸市安博机械开发有限公司

HUADIANSHIANBOJIXIEKAIFAYOUXIANGONGS

HI

地址：吉林省桦甸市北台子工业开发园区

电话：0432-66260958

传真：0432-66260958

邮箱：abjxkf@163.com

联系人：吴志强

参展目的：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优质的工业微波灭菌设

备

展品介绍：桦甸市安博机械开发有限公司前身是桦甸市

金源制药机械有限公司，是我国最早专业生产制造工业

微波灭菌烘干设备的厂家。工业微波灭菌烘干机适用于

肉制品，奶酪，口服液，调味品，袋装瓶装食品，中药

饮片等产品的烘干灭菌要求。

主要产品：1. 隧道式工业微波灭菌烘干机，2. 巴氏杀

菌机，3.热风循环烘干机，4.真空微波灭菌烘干机，5.热

风多层链板烘干机等系列产品。

1F144D/1F145D/1F146D 1E154D/1E155D/1E054T

山东昊运铝塑包装有限公司

Shandong Haoyun Aluminum-Plastic Packag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王街道胡家楼钢材市场东

500 米

电话：0536-6808222

传真：0536-6808135

邮箱：857106973@qq.com

参展目的：销售食品彩印复合包装袋、膜

展品介绍：昊运铝塑包装公司是塑料软包装综合的专业

企业，公司拥有行业最先进的全自动高速印刷机、干式

覆膜机、无溶剂覆膜机、制袋机等各种包装袋设备。是

省内最具规模的包装袋企业之一！我们生产的塑料复合

袋、铝箔袋、真空袋、拉链袋、食品包装袋、八边封平

底拉链袋、背胶袋、卡头袋、异形袋等各种软包装袋被

广泛用于食品、药品、化妆品、日用品、化工、玩具、

电子电器及工业产品的包装和防护。公司有自主出口资

质，产品远销日本、韩国、美国、澳洲等国家。

1F139D

许昌智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XUCHANG CHIK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河南省襄城县智能装备科技园 6号楼

电话：18803749088

传真：0374-7395557

邮箱：170260537@qq.com

参展目的：全面展示产品的各项性能，销售产品

展品介绍：在创新发展中沉淀形成了以德国机械设计理

念为坐标、以日本电子制造风格为榜样、以用户为导师，

抓质量为课题的企业文化与创业精神。

许昌智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中国发明家协会和河南省

坚果炒货协会的会员企业，是一家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研发生产的炒货机、瓜子炒制

机、汤圆元宵机械等机械产品，先后填补了国际食品机

械行业两项空白，并荣获 22 项国家专利。特别是 2007

年研发的 DCCZ 系列低损耗、零排放电磁炒货机，被国

家环保部门选为环保型设备。

1E147D/1E148D/1E149D/1E150D

诸城迈瑞特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Mai Rui Te Mechanical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胡家楼工业园

电话：0536-6011000

传真：0536-6018988

邮箱：1638935799@qq.com

参展目的：以交易为目的，寻求新客户，宣传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诸城市迈瑞特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位于

中国龙城，舜帝故里—山东省诸城市，公司专业生产：

拉伸膜真空包装机、全自动真空包装机、双室真空包装

机、立室真空包装机、外抽室真空包装机、贴体真空包

装机和真空滚揉机、斩拌机、行星炒锅、夹层锅、清洗线、

风干线以及加工设备，蔬菜、食品漂烫（杀青、巴氏杀

菌）设备，油炸薯片、薯条加工设备，鸡爪脱皮加工设

备，油炸花生米（蚕豆、青豆）加工设备，油炸流水线，

休闲食品加工设备，水。

1E156D/1E157D

广州市展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anye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榄山村第三工业区岭南 1 路

东 2号

电话：020-39990593

传真：020-34816402

邮箱：1073223472@qq.com

展品介绍：广州市展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国大

型的煎炸油过滤设备专业生产商。我公司产品是一款成

熟稳定的煎炸油过滤机设备，适合配套油炸生产线和油

炸锅使用，具有过滤精度高，节省能源，操作简便等特点。

1E142D

山东省博兴县龙江厨房设备厂

sdlongjiangjiacengguochang

地址：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

电话：0543-2889117

传真：0543-2889117

邮箱：1115483418@qq.com

展品介绍：我厂是一家及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企业，专业

生产各类夹层锅，二十多年的技术经验积累，使得企业

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的生产队伍，可以很好的

服务于不同的客户要求。

1F151D

广州市中天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nshine Food  Packagi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浦恒盛工业园 25 号

电话：020-34528332

传真：020-34528982

邮箱：liancili@chinaoilfilter.com

展品介绍：广州市中天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外

驰名的食用煎炸油过滤机专业生产厂家。主营项目是中

天牌煎炸油过滤机，兼营各类型的油炸生产线等食品机

械和周边设备 , 以及各种包装机械。是目前中国最大型

的煎炸油过滤机专业生产商。

1F16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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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Wei Chi Light Industry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新驰路 61 号

电话：0580-3097198

传真：0580-3090821

邮箱：316210073@QQ.com

参展目的：浙江炜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从事用马口铁、铝材、塑料及纸质

材料包装的饮料、罐头、奶粉的易拉罐封罐机和自动灌

装机，以及相配套产品的设计、制造。承接易拉罐饮料

自动生产线 ( 果汁类及蛋白类饮料，含汽及不含汽饮

料 )、八宝粥易拉罐罐头、番茄酱罐装封罐生产线等项

目的整条生产线交钥匙工程。

1F166D/1F167D

山东博发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Bofa Food Machinery Co., Ltd.

地址：诸城市开发区舜德路 1879 号

电话：0536-6317567

传真：0536-6318567

邮箱：124501292@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山东博发食品机械有限公司专注于食品包装

领域的研发与制造，公司主要产品有全自动连续拉伸真

空包装机、圆角双面铝膜连续拉伸真空包装机、圆角整

体切连续拉伸真空包装机、杀菌锅等设备，应客户需要

又相继研发了半自动盒式气调包装机，全自动连续盒式

气调包装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肉制品、豆制品、

奶制品、蛋制品、海产品、饮料制品、休闲食品等的生

产加工，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化工医药的生产等。

诸城鼎力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 Dingli Machinery Co., Ltd.

展位：1E189D/1E190D/1E196D/1E197D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王街道周家庄子村南

电话：0536-6010558

传真：0536-6805118

邮箱：2339150947@qq.com

展品介绍：诸城鼎力机械有限公司是集食品杀菌设备研

发、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制造商。公司具有压

力容器制造资质，拥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品有：全系列

高温杀菌锅、粽子蒸煮锅、禽蛋品清洗处理流水线，以

及可倾 / 立式搅拌夹层锅等多种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各

种肉制品、豆制品、蛋制品、海产品、饮料制品、休闲

食品、保健品等的灭菌处理。我们将始终以优良的产品，

完善的售后服务，与全球有识之士携手一起改善、呵护

人类的食品安全。

1F172D 1E189D/1E190D/1E196D/1E197D

山东省青州市东方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qingzhoushidongfangbaozhuangshebeiyouxi

angongsi Ltd.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经济开发区康盛北路

电话：18765662768

传真：0536-3206831

邮箱：759590135@qq.com

参展目的：推销产品

展品介绍：白酒、红酒整套包装流水线。

1E161D/1E162D/1E168D/1E169D

瑞安市通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RUIAN TONGDA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三马东路179号

电话：0577-65772555

传真：0577-58808050

邮箱：840789568@qq.com

展品介绍：浙江省瑞安通达机械制造公司创办于1992年。

首创手压封杯机，次年改进生产机械式封杯机。我司现已

发展为专业致力于各类灌装及封口机械研究、开发、制造、

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并不断地改进创新，力争上游。

我公司目前以机械式、气动式灌装及封口机设备、拉伸膜

真空包装机为主要产品，同时可配套全自动生产线，更可

根据客户要求重新设计，生产特定设备，以满足各地客商

多元化需求。我们的产品大量远销东南亚，非洲，欧洲等

国家，持续获得好评，创造了较高的业内外知名度。

1F179D/1E178D
诸城市万瑞塑胶有限公司

All Cities Wanrui Plastics Co., 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舜王街道驻地西九台206国道东

电话：0536-6487678

传真：0536-6487678

邮箱：3401796811@qq.com

参展目的：为了更好的销售我们的产品

展品介绍：公司是一家专门为国内外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加

工PP、PS、PET、BOPS等环保材质的高科技片材的供应商。

产品主要有方便面碗、八宝粥碗、酱料碗、酸奶杯、冰淇

淋杯、果冻杯、饮料杯、塑料托盘、托盒等，广泛用于食

品、水果蔬菜、电子、文具、五金、医药等产品的包装。

公司秉承“以科技创造未来，用精品回报社会”的宗旨来

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在公司员工的不断努力以及广大客

户的支持下，公司得以持续发展，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市场，

并出口到新加坡，韩国，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真诚欢迎您

来厂指导或来电垂询。

1E191D

申鹿均质机有限公司

Shanghai SAMRO Homogenizer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方园路668号

电话：021-39508758

传真：021-39508199

邮箱：czzwb88@163.com

展品介绍：上海申鹿均质机有限公司是科研，生产，销售

和服务的专业公司，二十余年研发的丰富经验，再次创造

的申鹿牌系列高压均质机，经十余年市场挑战，它具有流

量充足，压力稳定，均质效果好，易损件寿命长，节能、

节油、低噪声等特点，成为全国著名品牌。并为我国乳品、

饮料等驰名企业的普遍用机，出口欧洲、美国、非洲及东

南亚诸国。2005 年起成为进口均质机另备件加工供应点

和维修基地，2006起更特许为专利工作试点企业。

1E192D

广州大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yuan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茅向西工业区

电话：020-61992136

传真：020-61992139

邮箱：370731114@qq.com

展品介绍：广州大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贴标

机研发、制造、销售、维护和一体化服务的自动化公司。

我们专业生产回转式贴标机，单双面贴标机，圆瓶贴标机，

平面贴标机，卧滚式贴标机等等。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

以下行业：饮用水厂，酒厂，化工，食品和饮料,医药、

电子机械、化工、智能卡等等。

大圆公司拥有完整的加工设备,完善的工艺流程,强大的

技术力量,优秀的产品开发和设计能力以及丰富的生产经

验。

1E163D/1E164D/1E170D/1E171D

深圳市家家用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jiayong Laser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三联村珠宝大楼A栋四

楼

电话：18665353135

传真：0755-84724441

邮箱：Ihk126@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提高企业知名度，了解本行动向

展品介绍：激光打标，激光雕刻，激光打孔，激光打码喷

码、二维码、条形码、激光彩色、激光切割、镭雕等。

1F188D

成都市四信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SXJX

地址：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南江路 33 号

电话：028-88742966

传真：028-88742966

邮箱：810066328@qq.com

参展目的：形象宣传，产品展示推广

展品介绍：直线式全自动冲瓶机 直线式全自动灌装机 

搓盖机，自动上盖旋盖机均为四信机械独立研发独立制

造的专利产品，四信机械设备结构简单，操作方便，自

动化程度高，是各类液体灌装企业理想的生产设备。尤

其适用于饮料，食用油，酒水，酱油醋等液体的洗瓶，

灌装，封口的流水化生产。

1F194D/1F195D/1F201D/1F202D

广州华川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CHUAN PACKAG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沿河路 1号

电话：020-26233380

传真：020-26233381

邮箱：huachuanpack@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扩大市场份额，了解市场。

展品介绍：广州华川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洗瓶机、灌装机、旋盖机、封口机及配套设备的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先进企业。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TIANJIN FOOD GROUP CO., LTD.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 96 号

电话：022-23331623

传真：022-23331623

邮箱：spjtwyh@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天津食品集团形象，推广天食优质产品。

展品介绍：天津食品集团拥有王朝葡萄酒、海河乳制品、

利达粮油制品、利民调料制品、迎宾肉制品、桂顺斋清

真食品、起士林西点巧克力、山海关豆制品、黄庄洼稻

米制品、家爱格鸡蛋制品等多个系列的优质农产品、食

品。欢迎全国广大经销商客户光临天津展区天津食品集

团展位共商合作。

1E203D/1E204D/1E210D/1E211D
1E212D

佛山市依恳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YIKENFENG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群岗上边村

电话：13827764897

传真：0757-85126469

邮箱：534106013@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食品机械配套换热器

展品介绍：食品机械烘干换热器。

1E198D

石家庄市佳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JIARIMECHANCAL TEPHNOLOGY 

CO.,LTD

地址：石家庄新华区杜北南利得市场

电话：0311-67907859

传真：0311-67907859

邮箱：297375369@qq.com

展品介绍：石家庄市佳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经

营食品、饮料加工设备为主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位

于河北省 石家庄，主要经营油炸机，油炸锅，拌粉机，

脱油机，滤油机等产品。 

石家庄市佳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秉承“诚信、专业、共赢”

的经营理念 , 坚持用户至上、质量第一，以科技服务客

户，坚持技术进步、不断 创新、不断超越，已经成为

一家在食品、饮料行业颇具实力和规模的企业。 

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欢迎广大企业、用户和消费

者和我们联系，我们将本着用最好的产品，为用户提供

最好的服务为宗旨，竭诚为您服务！

1E205D/1E206D

甘肃同德农业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GanSuTongDeGroup.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河湾堡西街 52 号赣商大

厦写字楼 12 层 1.2.4 号

电话：0931-7677718

传真：0931-7768850

邮箱：service@gstd.ltd

参展目的：展示御藜液白酒、御藜膳食品、御藜露饮品

展品介绍：作为集团的核心产业，农业科技公司研发出

了包括御藜液系列白酒、御藜膳系列食品、御藜露系列

饮品在内的一系列以藜麦为主的产品。

1E213D

台州广都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ZQ Blow Molding Machine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朝元路 26 号

电话：15215808885

传真：0576-84081662

邮箱：sales@cnziqiang.com

参展目的：销售吹瓶机，拓展中西部市场。

展品介绍：自强吹瓶机是专业的吹瓶机、中空吹塑机、

注塑机、压塑成型制盖机、管坯模具、吹瓶模具的制造

商及供应商。我们以优质完善的售后服务回报广大客户。

其中：ZQ-M 系列全自动吹瓶机，其经济可靠，适用于水

瓶、饮料瓶的制造，赢得客户广泛的赞许。ZQ-A 系列手

插瓶胚自动吹瓶机，特别适用于 PET 材质的广口瓶、易

拉罐瓶的制造，应用于酱汁产品、干果产品、调料品等

包装容器。

1E199D

东营市志达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Dongying Zhida Food Machine Co.,Ltd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广饶镇工业园

电话：0546-6919188

传真：0546-6919188

邮箱：1162099567@qq.com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学习发展

展品介绍：牛轧糖、紫皮糖、士力架等糖果的切割机器。

1F207D/1F208D/1F209D,/1F214D /1F215D/1F216D

邯郸市美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Handan City Meishun Machinery Co.,Ltd.

地址：邯郸市肥乡区长安街与希望路交叉口

电话：0310-4455880

传真：0310-8193662

邮箱：hdmeishun@126.com

参展目的：以宣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美顺超声波食品切割设备，利用超声波振动

切割，不用传统的刀刃，切出来的食物，不粘刀、不掉

渣、不变型，切面平滑美观，节省人工，解决用工难问

题，提高生产效率，是切割易碎、有粘性、分层食品的

理想选择。可应用于对矩形、三角等形状的烘焙类食品， 

如蛋糕、烘培类糕点、糖果、冰淇淋、芝士、奶酪、冷

冻产品等食品的分切，对多层产品切割，可保持层次间

不串色，切口细腻、不起屑、不粘刀，实现其最优的分

切效果。

1G2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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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县捷迅网带机械有限公司

Ningjin Jiexun Mesh Belt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开发区香江大街

电话：0534-5536790

传真：0534-5534790

邮箱：2167729049@qq.com

参展目的：为了让更多的客户了解我们的产品信息

展品介绍：宁津县捷迅网带机械有限公司产品主要有各

种网带，链板，链网，各种链条，链轮，长城网带（马

蹄链），乙型网带，塑料网带以及网带输送机，链板输

送机，转弯机，提升机等输送设备。可根据客户需要，

设计，制作各种生产流水线。

1G223D/1G224D

长沙市三杨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C H A N G S H A  S A N Y A N G  P A C K I N G 

MACHINERYCO.,LTD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三杨工业园

电话：0731-88430688

传真：0731-88430788

邮箱：81211727@qq.com

参展目的：酒类包装设备推广

展品介绍：长沙市三杨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专业设计、制

造和销售智能化全自动酒类包装生产线设备，主要产品

有：全自动卸垛机，全自动洗瓶机，沥水机，智能化全

自动灌装机，灯检机，全自动旋盖机，压盖机，打塞机，

套标缩膜机，烘干机，贴标机，开箱机、装箱机、封箱机，

码垛机等。三杨技术研发团队完全应合客户的实际需求，

为广大客户提供人性化、适宜的设备产品。

广东智兴机械有限公司

GuangDong ZhiX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华埠路东侧地段

电话：0768-6615138

传真：0086-768-6626518

邮箱：815738704@qq.com

参展目的：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公司和产品。

展品介绍：ZX-8 立式多列四边封包装机

ZX-5 立式多列粉末背封包装机

ZX-320ELF 条形包装机（立式螺杆）

ZX-320/450 平板式自动泡罩包装机

1F230D/1F229D
1G235D/1G236D

广州鑫桥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QIAO PACK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西洲村白鹤氹润海工业区

电话：020-32168498

传真：020-32168499

邮箱：yzmtp2002@163.com

参展目的：借助展会平台，推广我公司高品质不干胶贴标

展品介绍：广州鑫桥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座落在广州增

城国家级开发区的技术形企业。公司专业致力于各种自动

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维修为一体的专

业化企业。公司生产的贴标机广泛用于日化，食品饮料，

酒水，医药，化工，电子等行业。

1F225D/1F226D

济南真诺机械有限公司

Jinan Arrow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机场路7287号

电话：0531-82316906

传真：0531-82316900

邮箱：2851359802@qq.com

展品介绍：济南真诺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经过

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膨化食品机械制造商之

一，厂房面积 2万多平方米，员工 100 多人。公司 2010

年 8月通过 CE 认证，2013 年 11 月通过 ISO9001 质量体

系认证 ,截止至 2016 年 3月，设备已累计销往 116个国

家和地区，遍布五大洲。公司一直秉承“真心实意，一诺

千金”的态度，坚持“专业专注，完美品质”的原则，专

注于提高客户利益，共同发展，达到双赢的良好局面。

1G232D/1G231D

汕头市麒麟果冻胶实业有限公司

Shantou Qilin Jelly Gum Industry and 

Commerce Co Ltd

地址：汕头市大学路升业北路3号

电话：0754-82541770

传真：0754-82541893

邮箱：st_qilin@sina.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会见老客户，寻找新客户。

展品介绍：汕头市麒麟果冻胶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2 年，主要产品有果冻粉、布丁奶酪粉、饮料稳定剂

和软糖粉。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拓创新，麒麟品牌以其稳定

的质量、诚信的经营方式获得了国内外胶体食品添加剂市

场的普遍认可。

我们以“全球最好的合作伙伴”为目标，不断努力提高企

业的生产管理水平和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加强自身管理

和完善产品的标准化，质量化。并通过多方面引进管理和

技术人才，建立精干的管理队伍与实力雄厚的生产队。

1F237D/1F238D

成都旭彩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cheng du xu cai bao zhuang yin wu you  

xian gong  si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工业区青蒲路 221 号

电话：028-88582333

传真：028-88582333

邮箱：627510773@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

展品介绍：主要生产各种材料结构的热收缩膜标签，各

种材料的杯、碗、盒封口卷膜及高阻隔包装封口膜，各

种材料结构的自动包装卷膜、PET/PVC 双扭糖果包装卷

膜，各种材料异形（带嘴）自立袋、企鹅包及异形棒袋，

各种材料结构的包装袋、水煮袋、高温蒸煮袋。

1G239D/1G240D

余姚市圣颖食品机械厂

Yuyaoshishengying food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政通路11号

电话：0574-62081086

传真：0574-62093616

邮箱：1249395883@qq.com

展品介绍：榨菜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它必然生产了一

批针对性强、性能稳定、结构合理、使用方便、优质高效

的酱（泡）菜加工专用机械。10000平方米的厂房，已成

为国内面积最大的专业酱（泡）菜机械生产厂家，800平

方米的现场实物展台，让您对酱（泡）菜深加工流程一目

了然。在设备的不断创新中，一直成为同行的模仿对象，

特别是2011年研发生产的LS318D系列多功能切菜机，具

有使用高效化、维修简单化的特点，为企业大大节省了劳

动力，深受过大客户的一致好评。目前，我厂的产品已获

得多项国家专利保护。经过 20余年的专业努力追求，产

品已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

1G227D/1G228D 温州创先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Chuangxian Machinery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小微机电工业园创先机械

电话：13868699266

传真：0577-63089007

邮箱：316708938@qq.com

参展目的：帮助有需要的企业解决人工包装问题

展品介绍：多功能装盒机是我公司最新研制的产品，具有

体积小,重量轻,应用范围广,生产效率高,可一机多用

等优点。

本机能够将各种规格的物品进行包装,同时适用于食品包

装,化妆品包装及相关行业的包装.使用范围广泛,同时

根据用户的不同使用要求 ,适用于大批量单一品种的生

产,同时又可以满足用户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装盒机出

口可与各种类型的中盒薄膜包装设备相匹配。

1F233D/1F234D

青州市通达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ingzhou Tongda Packagi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青州经济开发区益能街 2000 号

电话：0536-3206108

传真：0536-3206100

邮箱：1262294774@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市场

展品介绍：青州市通达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从事研制、

生产白酒、葡萄酒、饮料及酱油醋等液体灌装设备的厂

家。主要产品有：刷瓶、冲瓶、灌装、封口、输送线、

烘干、打塞、水处理等配套成龙的液体包装生产线。半

自动酒水灌装生产线能适用于各种异型瓶，具有定量准

确，操作简便等优点，对大、中、小企业均可适用。全

自动液体灌装流水线采用无级调速，适用于较大规模企

业的大批量生产。

1G243D/1G244D/1G247D/1G248D

广州亿通食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YITONG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城大道 298 号

电话：020-82620758

传真：020-82669186

邮箱：2570583667@qq.com

参展目的：为了更好的推广产品，打开更多的市场。

展品介绍：广州亿通食品机械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经

过十多年的发展，于 2012 年在江西新余市开发区投入

5000 多万元，占地 52 亩建成第二分厂，十多年来一直

专注于食品自动化研发，YT 系列全自动蛋卷机与凤凰卷

机是我司精心研制，自主研发拥有多项发明专利。设备

的技术与性能领先于国内外同类产品；该类机型投放市

场以来，深受客户好评并畅销海内外 .? 凭借雄厚的研

发技术，可靠质量完善服务，和广大海内外客户广泛合

作，共创双赢。

浙江海舟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HAIZHOU PACKING MACHINE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仙岩镇穗丰二产工业区 20

栋

电话：86296118

传真：0577-89866119

邮箱：Jie@hz-pk.cn

参展目的：宣传本公司产品，服务新老顾客。

展品介绍：一、灌装机介绍

1. 工作原理：本系列灌装机为半自动活塞式灌装机。通

过气缸带动一个活塞来吸取和打出物料，用单向阀控制

物料流向，用磁性开关控制气缸的行程，即可调节灌装

量。3. 灌装机根据物料类型分为液体灌装机和膏体灌装

机，根据根据灌装机类型又分为单头灌装机、双头灌装

机 和无电源全气动防爆式灌装机等机型。液体灌装机

为皮管自吸式，膏体灌装机为料斗自吸式。

1F261D/1F262D
1G274D/1G273D

汕头市锦华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SHANTOU JINHUATAI PACKAGE MACHINE CO.,LTD

地址：汕头市金平区顺泽工业区 28 号

电话：0754-88217333

传真：0754-88115386

邮箱：gdjht@163.com

参展目的：为了更好的宣传品牌和提高知名度

展品介绍：汕头锦华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专业设计、

生产销售食品包装机械设备的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力量

雄厚，有完善的生产工艺，严格的检测手段，通过了

ISO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也成功研制 DF-50 系列的

全自动立式包装机，获得多项专利，广泛应用于食品、

医药、化工、化妆品等行业的包装要求，性能各项指标

均可与国内外同类机型媲美。本企业本着用户至上的服

务宗旨，欢迎广大客户来洽谈订购，建立广泛的合作。

1F258D/1F257D

温州市德尔机器有限公司

DEER MACHINE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镇金竹工业区霞金路 426-3

号

电话：0577-86718822

传真：0577-86718920

邮箱：1026032520@qq.com

参展目的：更好的推广公司品牌和产品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产品：包装机、灌装机、喷码机、

打码机、封口机、电磁感应机、激光打标机等整套流水

线设备，产品在日化、制药、食品、润滑油、文具、电

器等行业广泛使用。

1H275D

台州市黄岩朗格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城街道黄土岭村（黄岩桥

旁）

电话：0576-84266060   

展品介绍：台州市黄岩朗格机械模具有限公司位于著名

的模具王国、吹瓶机制造基地 ---- 浙江黄岩，

我公司拥有二十多种规格型号的全自动吹瓶、半自动吹

瓶机。适用于生产以 PET、PP、PE 为原料，从 5 毫升至

40 升的各类塑料瓶制品，如：矿泉水瓶、饮料瓶、化妆

品瓶、奶瓶、花生油瓶、PET 五加仑水桶、太空杯以及

灯罩优良的品质、稳定的性能、优越的性价比，使公司

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并出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

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的好评和信赖。

1G259D/1G260D

吉林一正参力元酒业有限公司

shenliyuan

地址：吉林省四平市

电话：3826111

传真：0434-5012377

邮箱：172089620@qq.com

参展目的：将健康型白酒参力元酒奉献给中华儿女

展品介绍：参力元系列酒包括参香上品、参香尊品、参

香珍品、英城。

1H271D/1H272D/1G270D

太原市尖草坪区众誉麻花设备厂

地址：山西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

电话：0354-2759571   

传真：0354-2759571

展品介绍：众誉麻花设备厂是拥有静压麻花机多项发明

专利权的专业麻花生产设备制造企业。现有七种型号的

麻花机产品及麻花生产流水线、油炸锅等麻花生产相关

设备产品。中国静压麻花机发明人韩学珍教授是我企业

创始人及法人代表，现在我企业拥有从多面道多机头静

压麻花机、静压大麻花机、一种麻花机的中空旋转扭股

密封结构等九项国家专利。

1G263D/1G264D

邯郸市海拓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Handan Haituo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邯郸市中华北大街 650 号

电话：0310-8066077

传真：0310-8066667

邮箱：290017215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邯郸市海拓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国领先

的超声波食品切割设备科研开发企业，具有完善的技术

力量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集设计、生产、应用、服务

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产品包括：超声波食品切割设备、

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换能器、钛合金刀片。产品可用

于多种食品切割，如蛋糕、奶酪、披萨、面包、干果、

糖果、巧克力等等，对冰冻、粘性、弹性、不便加压力

切割的材料切割效果明显，切面光滑整齐、不变形、被

切割食品不会粘在刀具上。

1H27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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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凯邦机械有限公司

Wuhan Kaiba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区武昌大道

电话：027-87530682

传真：027-87530582

邮箱：1148923092@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公司品牌效应，寻找更多食品公司合作

展品介绍：武汉凯邦机械有限公司集开发、生产、销售

中小袋全自动颗粒、粉末、液体、粘稠体包装机、输送

机、灌装机为一体的专业，综合性机械公司。公司立足

于强大的机加工能力、依托行业资深技术专家和专业、

高效的工作团队，坚持给社会、用户以最优质的回馈。 

武汉凯邦机械以高起点、高标准跟国内国际市场需求，

对国内行业中的领先技术进行分解、吸收，更坚持不断

自主创新，精工制造，不断完善“凯邦机械”品牌建设。 

凯邦机械通过一批机械、电气、动力物理等学科类的高

级工程师潜心研究开发了四个主要系列产品，即立式滚

筒全自动小包装机械、直线灌装设备、水平式包装机械、

各式输送设备，不仅可以为用户提供完整涵盖包装、灌

溉 、输送的工程项目。

1G277D/1G278D

宁津县金钢网链有限公司

地址：宁津县大祁工业园

电话：0534-5572796   

传真：0534-5573796

展品介绍：网链、网带等输送机械

贵州加德邦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贵阳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辅

助用房 B245 室

电话：0874-7013889    

传真：0874-7013889

展品介绍：贵州加德邦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贵州

龙里，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主营食品发酵设备的生产

加工及制药环保机械的研发设计生产与及推广应用，承

接卫生级管件、阀门系列及自动化控制安装工程。是贵

州唯一全国少有的一家集食品与制药机械制造、研发推

广应用的高新技术型企业之一。

1H296D 1H313D/1H314D/1H315D/1H316D

上海首达包装机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HOUDA PACKING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汾湖开发区国赵路69号

电话：0512-63263299

传真：64757456

邮箱：2850166264@qq.com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经营灌装生产线的相关设备。

1G297D/1G298D/1H299D/1H300D1G301D

1G302D/1H303D/1H304D

上海花元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HUAYUAN FOOD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胡桥花园村227号

电话：021-57456517

传真：021-57456515

邮箱：13816123771@163.com

展品介绍：专业蛋糕，面包，糕饼等烘焙食品自动化智能

生产线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公司。

选择花元，就是选择放心。

精益求精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让您用的放心。

1H317D/1H318D

广州市方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Utrust Packag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明珠工业园丽峰路1号

电话：020-87866602

传真：020-87866602

邮箱：yoyo.chan@utrustpack.com

参展目的：寻求更多志同道合的食品商、罐厂合作 。

展品介绍：广州市方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于一体的企业，拥有 20多年生

产各种包装自动化设备和生产线的经验。专业生产封罐机、

灌装机、压盖机、抽真空充氮机、旋盖机、贴标机、各类

食品包装生产线机械设备。主要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

化工等行业并畅销世界各地。

1G309D

成都永创未来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郫县现代工业港西源大道4218号

电话：028-87788879     

传真：028-87788879

展品介绍：我公司出品的套标机整机外框采用全不锈钢材

质及分离式结构设计，坚固、耐用；各机构合理紧凑，调

节与转换瓶型方便、快捷；切刀机构全新设计，刀座采用

分离式模块化设计，更换刀具及备件方便快捷，有效控制

切标精度和质量；电器采用全日系控制和程序设计，保证

供、输、送、切、套稳定高效；整机控制系统采用运动控

制技术全球领先的日本松下公司产品，我公司在套标机贴

标机上面使用超过10年，稳定可靠且库存充足。

1H279D/1H280D

上海淳诺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ChunNobel  Machinery Co. 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永盛路1218号仁丰金元大厦905室

电话：021-60402906

传真：021-60402906808

邮箱：8003@shcnjx.com

参展目的：宣传自己的产品，结交目标客户

展品介绍：杀菌机，CIP清洗系统，罐体

1G305D/1G306D

青州市发达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东高工业园

电话：0563-3883339

传真：0536-3820687

展品介绍 :全自动多头直线常压定量式及恒液位式灌装

机，多头回转式高精度定量全自动及半自动型灌装机及多

种负压型灌装机、万能型灌装机，打塞、封口机，胶帽热

缩机、缩标机，风刀式、电热式烘干机，除水毛刷机、除

标刷瓶机，单列、双列回转式冲控机，翻转式冲瓶机，封

箱机、打包机等，还有软化水，反渗透水处理等成套设备。

1H291D/1H292D/1H295D

佛山市博伽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BOgal Paching

地址：佛山市狮山镇南海区罗村务庄荣星工业区荣二路

65号

电话：13827779626

传真：0734-81763721

邮箱：3227204337@qq.com

参展目的：了解市场，成交更多的客户

展品介绍：全自动枕式包装机，为客户量身制定

1H323D

宁津县鲁天链网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Ningjin Lu Tian chain conveyor equipment 

Co.,Ltd.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大祁村

电话：0534-5533095

传真：0534-5533795

邮箱：603605002@qq.com

参展目的：结识全国新老客户

展品介绍：网带，网链，链条，链板，链轮，输送机，

烘干设备，提升机，乙型网带，螺旋机网带，方便面模

盒，不锈钢制品，玻璃机械。

1H324D

上海众德机械有限公司

ZD VACUUM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工业二区洞凯路 215 号

电话：021-63639000

传真：021-63637666

邮箱：info@shzd.cn

参展目的：市场调查，拓展客户

展品介绍：众德成立于 1998 年，是中国最主要的真空

获得设备制造商之一。工厂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运用先进加工检测设备，年产真空泵数万台，为逾百家

设备制造厂商提供配套，产品批量出口至全球市场。主

要产品是旋片真空泵系列及罗茨泵系列。

1H325D

青岛义龙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INGDAO YILO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 212 号

电话：0532-84860100

传真：0523-84886928

邮箱：718553074@qq.com

参展目的：了解食品行业发展趋势，开发新客户，巩固

老客户

展品介绍：我司有块状产品计量包装设备、液体产品计

量包装设备、粉剂产品计量包装设备、颗粒产品计量包

装设备、调理产品计量包装设备、在线称重计量包装设

备、袋中袋自动包装设备、全自动真空包装设备；可包

装的产品有：酱体、火锅底料、豆奶粉、软罐头、调理

食品、糖果、农药、宠物食品、调味料 (鸡精、盐等 )、

干果 (枸杞、瓜子等 )等各种产品。

 2B004T

重庆百联溯码科技有限公司

Chongqing Bailiansuma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山路 18 号中渝都会首站 3 栋

2004

电话：023-86886360

传真：023-67002467

邮箱：zc@blsm365.com

参展目的：品牌拓展 促进产品销售 进行市场调研 行业

交流标准认知

展品介绍：重庆百联溯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一

物一码”标识服务提供商，它拥有多项可变数据知识产

权，致力于提供多种可变数据打印设备和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可提供 UV 喷码机、惠普 TIJ 喷码机、TTO 热转印打

码机、激光打码机等可变数据打印设备，实现从黑白到

彩色、从低速到高速的全面覆盖，是您在可变数据领域

的理想合作伙伴。公司系统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包装

印刷、食品饮料、农学药品化工、医学药品、兽药、种子、

食用盐等行业，可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2A010T-A

广东汉和食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Dong Hanhe Food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东莞市茶山镇卢屋鲤鱼山工业区

电话：0769-81192505

传真：0769-81192506

邮箱：1056646132@qq.com

参展目的：寻求新客户、搜集行业信息、宣传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蛋黄酥生产线、理料包装线。

2A001T
四川华盛兴邦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HSXB

地址：成都市世纪环球中心 N5 区 611 室

电话：18080977509

传真：028-62038167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业务内容，宣传公司品牌

展品介绍：四川华盛兴邦净化工程有限公司隶属于华盛

兴邦集团，总部位于成都，在贵阳、重庆设有分公司。

公司拥有建筑总承包三级资质，装修承包二级资质，机

电安装三级资质，钢结构承包三级资质。主营：食品厂

房规划设计施工、净化工程设计施工、食品工厂设备设

施供应等。公司已服务西部地区上千家食品企业，行业

经验丰富。拥有高水平的设计施工团队，可为您提供省

心、省钱、省时、省力的食品工厂建厂一站式服务 ----

上千食品企业信赖的伙伴

2B007T/2B008T
佛山市天正机械有限公司

TIANZHENG CORPORATION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华口华天北四路五号

电话：0757-22900252

传真：0757-26688239      

邮箱：1214165314@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和宣传企业的品牌，向客户发布和推销              

展品介绍：天正公司承接洪力的制袋工艺技术，从制袋

到机械制造。是一家集科研、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

并且有丰富经验的塑料制袋机生产商。我司拥有雄厚的

技术力量，专业的工艺技术基础，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和

完善的服务。异形袋模切机 ，质量稳定。设备的优劣

在于精细的加工，合理的结构，人性化的考虑机   自

动开窗烫金机，切圆角机，封嘴机 ，配套全套制袋生

产线设备，欢迎前来参观考察！

2A010T-B 

青岛义龙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INGDAO YILO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重庆中路 212 号

电话：0532-84860100

传真：0523-84886928

邮箱：718553074@qq.com

参展目的：了解食品行业发展趋势，开发新客户，巩固

老客户

展品介绍：我司有块状产品计量包装设备、液体产品计

量包装设备、粉剂产品计量包装设备、颗粒产品计量包

装设备、调理产品计量包装设备、在线称重计量包装设

备、袋中袋自动包装设备、全自动真空包装设备；可包

装的产品有：酱体、火锅底料、豆奶粉、软罐头、调理

食品、糖果、农药、宠物食品、调味料 (鸡精、盐等 )、

干果 (枸杞、瓜子等 )等各种产品。

2B003T

锦岸机械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Join Automation Mechan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锡通科技产业园竹松路 19 号   

电话：0513-86318999 

传真：0513-86328555 

邮箱：jcn@jinantec.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及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JCN 专注于食品和餐饮设备生产线、整厂工

程，酱料生产线中国占有率中国第一。生产线涵盖中央

厨房、流体酱料、定制厨房等多个行业，提供生产线设计、

设备制造、安装调试为一体的整厂工程服务。本次展出

流体酱料生产线主要从原材料的净菜切丁处理、混合、

筛分到智能的熬煮、灌装、高精度的筛选装箱一体化生

产线设备，助建食品行业现代化工厂走向智能化工厂。

 2A00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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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岸机械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Join Automation Mechan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锡通科技产业园竹松路 19 号   

电话：0513-86318999 

传真：0513-86328555 

邮箱：jcn@jinantec.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及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JCN 专注于食品和餐饮设备生产线、整厂工

程，酱料生产线中国占有率中国第一。生产线涵盖中央

厨房、流体酱料、定制厨房等多个行业，提供生产线设计、

设备制造、安装调试为一体的整厂工程服务。本次展出

流体酱料生产线主要从原材料的净菜切丁处理、混合、

筛分到智能的熬煮、灌装、高精度的筛选装箱一体化生

产线设备，助建食品行业现代化工厂走向智能化工厂。

2A011T

力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高富拍卖（上

海）有限公司   

Liquidity Services / GoIndustry DoveBid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 218 号嘉里不夜城第 1 座

3804-3805 室             

电话：86 5229 5229                   

传真：86 6272 6247                

邮箱：China@go-dove.com                  

参展目的：宣传 Liquidity Services 及旗下在线工业

设备交易平台 GoIndustry DoveBid 

展品介绍：Liquidity Services (NASDAQ: LQDT) 是全

球逆向供应链服务的领导者，拥有全球最大的交易平台，

为企业提供各类闲置 / 剩余资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闲

置资产价值最大化。已与亿滋、百事、可口可乐、玛氏、

达能等世界知名食品饮料公司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

由我们经手处理的优质二手设备项目，涉及多种类型和

形式：无论是单台设备处理、整条生产线转让，甚至是

整厂关闭所有设备拍卖，我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功

案例。更多资讯，请访问 www.go-dove.com 或 www.go-

dove-china.com

中山精量衡器制造有限公司     

Zhongshan Jingliang Weighing Instru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万福路 36 号    

电话：0760-22222858                     

传真：0760-22222757                     

邮箱：985556857@qq.com                  

参展目的：寻求全国各地食品、饮料、酒类生产厂商合

作                                              

展品介绍：自动检重秤是一种高速度、高精度的在线检

重设备， 可与各种包装生产线以及输送系统集成， 主

要用于在线检测产品重量是否合格，整箱内物品缺件检

测，如：缺瓶、缺盒、缺个、缺袋、缺罐等。广泛应用

于食品饮料、农副产品、制药保健、日化、轻工、电子、

五金配件、塑胶等多行业使用。自动检重秤能降低人力

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为企业创造更大经济效益。

2A013T-B  2B015T-A  

希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eenice Ma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经开区南二路309号鼎峰动

力港11栋 1楼 106号                   

电话：028-88468789        

传真：028-84847362        

邮箱：1142281498@qq.com  

参展目的：推广seenice希恩品牌，向国内外客户试销新

产品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经营以下产品：净菜清洗设备：洗

菜机流水线、土豆清洗去皮机、甩干机。果蔬切割设备：

多功能切菜机、大型切菜机、果蔬切丁机、多功能切丁机

生鲜肉类切割设备：鲜肉开条机、鲜肉开片机、全自动去

皮机、锯骨机、切肉丁机、冻肉切片机、肉丝肉片机、绞

肉机、搅拌机。牛排加工设备：肉排嫩化机、去筋膜机、

盐水注射机、制冷真空滚揉机、可调羊肉卷填充机、拉紧

打卡机、砍排机、肉砖成型机。食品包装设备：真空包装机。

2B012T 

北京旭腾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XuTengDa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福公路（104 国道）小王村路口

189号     

电话：18910169185                

传真：01067509159              

邮箱：jxw@xutengda.com                  

参展目的：宣传新产品，提高知名度                                             

展品介绍：自动开相机：设备型号：XTDK-09S.主要特点：

对软质纸箱之开箱成型、封底效果极佳，纸箱储存用立式

随时补充纸箱。吸箱、成型、封底自动处理一气呵成。机

器人系列：设备型号：BLZ-04Z并联机器人                                              

整体设计紧凑合理，外观美观新颖，运动由伺服系统控制，

运动轨迹可调整性强，采用施耐德独立控制平台，对整线

自动控制，稳定可靠，对故障进行声光报警，待机互锁功

能，缺料缺纸箱时自动报警并进入待机状态，具有自动及

手动功能，可自由却换，采用人机界面，参数设定快捷方

便，气元件均采用国际著名品牌，性能可靠，多重安全保

护装置，最大限度保护设备及人员安全。

2A014T 

上海太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Techik Instrument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虹梅南路3509号                

电话：021-60931660                 

传真：021-54307031                 

邮箱：sales@techik.net                 

参展目的：形象展示、产品展示                                     

展品介绍：X射线异物检测机TXR常规系列  

适用于食品、化工、医药行业的金属与非金属异物、金属

包装(罐头 )、缺陷（损）等检测。

全方位的异物检测，包括金属、非金属异物（玻璃、陶瓷、

石块、骨头、硬质橡胶、硬质塑料等），不局限于产品属

性，可以检测金属、非金属包装与罐装品等，且不受温度

和湿度变化、盐分含量的影响。

2A013T-A

昆山迈格金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Kunshan MaGeJinXia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景唐南路625号 2号厂房        

电话：0512-57290650          

传真：0512-36618581          

邮箱：zhongyida001@zydmachinery.com                   

参展目的：诚招西部区代理商                                               

展品介绍：公司提供粉体、液体、颗粒和异形食品的包装

方案和设备，目前主要产品包括：立式自动包装机、装盒机、

输送机械、相关功能性非标机械、代理国内外品牌的计量

设备、后段装箱整理设备、各类在线检测设备等，具有整

厂包装系统的设计施工能力. 我们的目标是立足于中国，

服务于世界，成为中国包装自动化设备中高端市场的主要

领导者，成为令同行尊敬的企业。

2B015T-B  

天津旺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Wang D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津沽公路 7200 号

电话：13752781578

传真：022-65513018

邮箱：kuodingkeji@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捆扎糖果的机器 和扎口彩带耗材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生产扎口机器和扎口彩带 . 扇

形扎口机是把糖果等产品外包装袋捆扎成扇形，使产品

更加标准和靓丽。糖果捆扎机器是取代手工捆扎棒棒糖

和各种糖果使用，大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机器捆扎

圈数和长短可以调节，节省扎口彩带。我公司生产的扎

口彩带有机用卷材和手工用的裁断品是按照日本工艺流

程生产制造，具有长时间放置不开片，不露头，不掉粉

品质优点。

2B016T-A

上海全驰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QCPACK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 395 号   

电话：021-57121999                    

传真：021-57126699                    

邮箱：qc@qcpack.cn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发掘客户                                              

展品介绍：适用于文具用品、食品、化妆品、制药、五

金等行业的大批量收缩包装。采用进口 PLC 自动程序控

制，操作简便，具有安全保护及报警功能，有效防止误

切包装物。配有进口水平、垂直检测光电，便于切换选择。

BTA-450A 还具有密接功能，专为包装小产品设计。整套

机器可实现与生产线的无人化操作连接。

2B016T-B   

温州市鸿奥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Wenzhou Hongao Light Industry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沙城镇食品机械工业园区宏瑞路

678 号

电话：0577-86806227

传真：0577-86806123

邮箱：961082503@qq.com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经营、生产牛奶灌装铝箔封口机、

矿泉水冲洗灌装旋盖机、等压冲洗灌装旋盖机、果汁冲

洗灌装旋盖机。

成都海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Chengdu Haike Mechan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国家级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西

区永科路 107 号

电话：028-82612998

传真：028-82621372

邮箱：hkjxsb@163.com 

参展目的：收集行业信息，宣传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650L 全自动节能静音炒锅、鸭脖分切机、煮

椒机、全自动火锅底料灌装机、瓶装菜灌装机。

2C019T  2B022T 

温州瑞达机械有限公司

WENZHOU RUIDA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毓蒙路 1108 号

电话：0577-65606666

传真：0577-65606667

邮箱：28733101@qq.com

参展目的：瑞达枕式包装机，精益求精三十年。

展品介绍：瑞达枕式包装机运行高速、稳定、智能。基

本满足客户对于枕包的所有需求。

2C023T商丘腾跃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Shangqiu TonYue Packing Machine 

Co.,Ltd

地址：商丘市开发区长江东路东段南侧 (泰美院内 )

电话：0370-6079027

传真：0370-6079027

邮箱：410115497@qq.com

展品介绍：商丘腾跃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全自动吹瓶机

专业生产厂家，拥有 15 年研发制作经验，公司不断开

拓创新，发展工匠精神，积极塑造民族工业品牌，腾跃

包装机械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作、客户需求定制、自

动化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创新科技企业，致力于

矿泉水吹瓶机、饮料吹瓶机、桶装水吹瓶机、化妆品瓶

吹瓶机、食用油桶吹瓶机、药瓶吹瓶机等 pet 塑料吹瓶

机产品及流水线整套系统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创新研发

能力强，技术雄厚，全自动 pet 吹瓶机型号齐全，并拥

有多项吹瓶机技术专项专利。

2B017T

安徽沛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An hui Peiyu Packag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清流东路 2855 号

电话：0550-6828555

传真：0550-6815588

邮箱：2355898065@qq.com

参展目的：为 PET, 易拉罐行业客户提供优质机械设备

展品介绍：沛愉全自动收缩膜套标机，该设备是集送瓶、

分瓶、套标签、收缩标签功能于一体的全自动智能型包

装线、真正的高速、精确的定位、人力的精简、完美的

包装是此设备设计的精神，适用于饮料及调味品、化妆

品等相关产品的外包装，具有美观、易清洁保养的功能。

2B021T

浙江金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zhejiangjinben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曹村工业区

电话：0577-65768888

传真：0577-65765511

邮箱：625423943@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企业形象，沟通客户，开发新资

源 

展品介绍：三合一灌装机，水处理，贴标机，杀菌机，

罐，酿酒设备，封杯机等。

2C020T

青州鼎昌灌装机械有限公司

Qingzhou Dingchang Fill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青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益王府北路 2077 号

电话：0536-3260123

传真：0536-3295577

邮箱：dingchangjixie@163.com

参展目的：寻求潜在客户！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生产刷瓶机、冲瓶机、灌装机、旋

盖封口机、打塞机、热缩机、烘干机、输送机、封箱机、

水处理系列设备。

2C024T

海口欣佳达机电有限公司

Haikou Xinjiada Electromechanical Co., Ltd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椰海东路 8号

电话：0898-66860031

传真：86-898-66860082

邮箱：31526514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及文化，与同行和客户促进交

流

展品介绍：新型防叠压装卸笼机，是海口欣佳达机电有

限公司独立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 ( 专

利号：ZL201621201885.2)。成功解决塑料瓶杀菌过程

中变形问题。

2B01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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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YOUNGSU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 LTD.

电话：0571-85120100  

传真：0571-28028633    

邮箱：linn@youngsunpack.com    

参展目的：新品展示，新老客户商品销售，同行交流     

展品介绍：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为“永创智能”, 股票代码为 603901）[1] 自成立以来

公司一直专注于从事：智能包装生产线、真空包装机、

枕式包装机、定量包装机、封箱机、装盒机、套袋包装机、

纸箱成形机、装箱机、缠绕机、贴标机、捆扎机、堆（卸）

码机及规划设计酒饮料等食品整厂生产线；同时生产和

销售打包带、拉伸膜等，安装调试与技术服务，以技术

为依托为客户提供包装设备解决方案。

2B026T 

青岛环速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Huansu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福州北路 90 号

电话：0532-85697333

传真：0532-85697187

邮箱：huansu@huansu.com.cn

参展目的：了解并开拓西南市场

展品介绍：

1、环速真空冷却机：应用于热处理、熟食品的快速降温，

冷却过程节能、环保 , 解决传统冷库降温过程中存在的

细菌超标、时间长、能耗高等问题，提高产能并味美色佳，

延长食物货架保质期。

2、环速隧道式灭菌清洗机：隧道式清洗机广泛应用于

周转筐、箱、盘、桶、模具等容器具的清洗与灭菌，速

度快，效率高。

3、环速异物去除清洗机：曝气强度可根据物料特性进

行调整，不损伤物料表面纤维组织，清洗完的泥沙不会

随曝气回流，而是沉到设备底舱，清洗后物料色泽鲜亮，

可延长保质期。

上海欧朔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Acepack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新寺北宅开发区信诺路 330

号

电话：021-61189590-8830

传真：021-61189594

邮箱：market@acepackgroup.com   

参展目的：通过展会宣传公司形象、促进产品的销售以

及了解行业现状，收集顾客信息

展品介绍：VBS 系列水平式全自动包装机专门针对真空

包装设计。由系列水平式包装机配合箱式 \ 滚动式抽真

空封口系统，完成对物料的真空袋包装。SG 系列给袋式

全自动包装机专门针对给袋式包装需求而设计，可实现

自立袋、平袋、拉链袋、挂孔袋及异形袋的灌装、封口。

同时还拥有大袋系列和双出系列，适合客户大规格、高

速需求。

2B029T
2C031T

易格斯拖链轴承仓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igus Energychain-Systems and Bearings and 

Warehousing and Trade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11号 46号厂

房 A部位

电话：021-51303134           

传真：021-51303233           

邮箱：awang@igus.net          

参展目的：行业市场推广                                     

展品介绍：易格斯（igus）公司成立于 1964 年，总部位

于德国科隆，在世界各国或地区都设有分支机构。易格斯

(上海 )是德国易格斯独资子公司，负责中国所有相关业

务。易格斯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工程塑料产品的开发和研

究。经过 50多年的不断努力，易格斯在拖链、高柔性电

缆和塑料轴承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C027T   
健松智能技术（嘉兴）有限公司

JOHNSON SMART TECHNOLOGY(JIAX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广益路3333号

电话：0573-82586618 

传真：0573-82589181

邮箱：INFO@JOHNSON-SMART.COM

参展目的：寻求合作、品牌推广

展品介绍：产品名称：薯片/饼干类机器人工作站智能包

装产线 产品特性及功能：健松机器人薯片拾取包装生产

线根据产量使用十几台拾取装盒机器人工作站，每台机器

人工作站每小时分拣包装 20KG左右的薯片，机器人单机

拾取速度可达到230-330片 /分钟。可以实现客户多种产

品的分拣包装要求，根据产量灵活组合。 产品应用范围：

薯片、饼干、冷冻挞皮、甜甜圈、米饼、休闲食品、曲奇

饼干、餐盒分拣。

2B030T

东莞市全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Dongguan Quanfe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东莞市石排镇田寮工业区   

电话：0769-81391155/81391166    

传真：0769-81391116             

邮箱：2332738911@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东莞市全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旗下欧冠品牌风

机，采用环保铝合金精密压铸，外观精美轻量化，压力高

风量大，低噪音节能，科学结构设计，高品质寿命长。

2C028T   

潍坊现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eifang Modern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山东省潍坊经济开发区泰祥街2800号                

电话：+86-536-8668678          

传真：+86-536-8959786          

邮箱：xdkj-bgs@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形象，促进产品销售，展示新产品、

新技术。

公司简介：潍坊现代科技是专业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包装机械设备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是

国内从事进口包装设备国产化配套最早的科研机构之一，

专业服务于酒、饮料、食品、调味品、日化、医药等包装

机械领域。主要产品有XD系列全自动高速回转式贴标机、

热熔胶贴标机、不干胶贴标机、灌装机、旋盖上盖机、压

盖机、开装封一体机等三大系列近百种机型，配套不同行

业、不同产能的包装生产线。

2C032T

廊坊市锐腾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LANGFANG RUITENG PACK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廊坊市广阳区光明东道北旺乡政府路南 100 米

电话：0316-2830566

传真：0316-2830336

邮箱：782651823@qq.com

参展目的:锐腾包装机械，饮料企业灌装设备的供应商。

展品介绍:廊坊市锐腾包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开

发食品饮料机械的专业制造商。是一个集开发、科研、设备、

生产制造和技术服务及市场营销于一体的专业制造成套饮料

机械设备的骨干企业。企业主导产品有含气，不含气饮料生

产线、果汁饮料、茶叶饮料及酒类等液体瓶装、桶装、灌装

及各类生产线、本企业原与设备各界人士携手合作，共同发

展、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

2C033T

辽阳吹易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LIAOYANG TRUEEASY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祁家镇朝光路 5号

电话：0419-2875555

传真：0419-2394750

邮箱：782651823@qq.com

参展目的：展示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吹瓶机

展品介绍：辽宁吹易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

是中国东北第一家专业从事全自动吹瓶机研发生产的企

业。我厂秉持“高效节能”、“创新兼容”的生产理念，

依托雄厚技术，专业研发制造出CY系列全自动吹瓶机。

此系列产品以其高效、节能著称。

2D036T

四川味兴邦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weixingba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航天路 66 号 

电话：13408534123         

传真：028-87586821        

邮箱：1508068755@qq.com 

参展目的：把专业的火锅设备销售到全国各地。  

展品介绍：火锅底料成套生产设备，如 : 姜蒜处理机、

辣椒绞切机、火锅底料专用炒锅、全自动给袋式包装机、

冷却系统等。  

广州利华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eva Packag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岭南村南村队 222 号                   

电话：020-37510321                     

传真：020-37510321                     

邮箱：info@levapack.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和产品，寻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易拉罐封罐机，适用于各种圆形开口的马口

铁罐，铝罐，纸罐和塑料罐包装产品的封罐 。

                            

2D040T 2C042T-B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Zhongya Machinery Co., Ltd. China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方家埭路 189 号  

电话：05571-88237000

传真：05571-88237012

邮箱：sales@zhongyagroup.com

参展目的：扩大知名度，开拓新市场 

展品介绍：乳品售货机、综合零食售货机、冰淇淋售

货机，自动售货机 ERP 系统涵盖了采购 – 入库 – 补货

（补货单）– 机内库存（盘点、补货）– 销售的全流

程商品控制，搭配上实际的运营考核能尽可能减少损耗；

针对牛奶行业进行精准商品管理，自动跟踪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直到客户购买完成；节省补货员的作业时间，

在手机上操作完成商品的调拨下架一键补满等功能；开

发的平台，可以对接第三方的接口，与客户自己的系统

完美对接。

2D043T
江苏海特尔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HAITEL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台东工业园区建设路西首

电话：0515-85216388

传真：0515-85270398

邮箱：bm198@bm198.com

参展目的：为了更好的向广大群众展示我们的专业设备

展品介绍：诸城市贝尔自动化设备厂成立于 2001 年，

是国内大型真空包装机专业制造商，山东省高新技术企

业，下设辽宁贝尔和四川贝尔全资独立分公司，18 年来

专注于拉伸膜真空包装机，盒式真空（充气）包装机，

给袋式真空包装机，气调包装机，贴体真空包装机的研

发与制造，贝尔拥有一流的设备研发中心和专业技术团

队，现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9 项，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23

项，多年的经验积累与锐意创新，让贝尔成为中国真空

包装机行业技术创新领导者。

2C038T

莫迪维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Multivac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1065 号飞雕国际大厦

908-909 室                    

电话：+86 21 3701 8118                    

传真：+86 21 3766 0051                    

邮箱：info@cn.multivac.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促进销售。                                                                                   

展品介绍：莫迪维克 MultiFreshTM 经济型入门级设备

R105MF 机型，可用于生产中、小批量的高品质真空贴体

包装。设备配备了用于上膜的加热装置和牵引链。集成

的上膜牵引链确保上膜稳定、精确地牵引至密封区域。

上膜再次被加热后，沿着整个产品边沿与底膜完全密封，

没有任何褶痕。R105MF 就技术应用方面与大型的设备无

差别，特别适用于生产真空贴体包装的小型生产商。   

2C042T-A 

康美包（苏州）有限公司

SIG Combibloc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319 号 8 楼                   

电话：13776032710                                         

邮箱：taube.zhou@sig.biz                   

参展目的：展示新款可灌装颗粒型无菌纸盒包装 - 康美

笑脸包                                               

展品介绍：全新一代的无菌纸盒包装 - 康美笑脸包™小

巧、外观时尚又有差异性，并且便于携带，还能配备再

次密闭的旋盖，很适合在途饮用：也能搭载颗粒灌装套

件，灌装含有真实果粒、谷粒等的乳品和饮料，又具有

高度的容量和平面设计的灵活性，灌装系统总体成本低、

安全可靠。 

2C041T

江苏汤姆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TOM Packaging Machinery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园区西路 99 号

电话：0519-82908826

传真：0519-86057051

邮箱：524726542@qq.com

参展目的：展示调味品包装流水线。尤其是各种酱品。

展品介绍：香辣酱灌装机、火锅底料袋包机、真空旋盖

机、调味品灌装线！

2D039T

成都市罗迪波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Chengdu rodbol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德源镇（菁蓉镇）大禹东路 66 号 3

栋 1 楼附 -1 号               

电话：02887848603                                   

邮箱：h972258017@163.com                  

参展目的：拓展重庆四川等地的相关客户            

展品介绍：现场展出：RDT320台式气调包装机（手动），

RDL380P 立式气调包装机（自动），RDW500P 卧式气调

包装机（全自动）三台气调包装设备以及贴体包装机一

台。主要针对熟食、生鲜、水果等食品都可进行包装，

并可提供气调保鲜包装整套解决方案。

2D04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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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YOUNGSU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 LTD. 

电话：0571-85120100  

传真：0571-28028633    

邮箱：linn@youngsunpack.com    

参展目的：新品展示，新老客户商品销售，同行交流     

展品介绍：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为“永创智能”, 股票代码为 603901）[1] 自成立以来

公司一直专注于从事：智能包装生产线、真空包装机、

枕式包装机、定量包装机、封箱机、装盒机、套袋包装机、

纸箱成形机、装箱机、缠绕机、贴标机、捆扎机、堆（卸）

码机及规划设计酒饮料等食品整厂生产线；同时生产和

销售打包带、拉伸膜等，安装调试与技术服务，以技术

为依托为客户提供包装设备解决方案。

2C045T

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Pharmapack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开发区黄旗山路 16

号                  

电话：020-82215907                   

传真：020-82213367                

邮箱：market@pppharmapack.com               

参展目的：推广珐玛珈产品                                            

展品介绍：十列条包机、模块化数粒机、X 光机等食品

包装设备。

芒果（英国）实业有限公司   

MANGO (UK) INDUSTRIAL CO. LIMITED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用和街道来安一街 1 号自编 3

栋 

电话：020-87269462  

传真：020-32033012  

邮箱：as@suninelaser.com  

参展目的：展示和宣传激光喷码机，提高品牌知名

度。  

展品介绍：CO2 系列激光喷码机有着良好的稳定性、性

能可靠，标记清晰永久，防伪效果明显，不可涂抹和更改，

主要应用于包装行业，食品、医药、饮料、日化等。

FIBER 系列激光喷码机结构设计精巧和紧凑，光纤激光

卓越的打标质量，个性化定制软硬件

，可配备手持式终端 + 触摸屏，主要用于电子、马达、

管材、电池等高速多内容的喷码。

UV 系列激光喷码机采用 355nm 波长激光器，减少对加工

件的热影响，热影响区域非常小，材料不变形不烧焦，

主要应用于日化、饮料、食品、管材等行业。

2D047T-B 2D050T

张家港市今日饮料机械有限公司 

Zhangjiagang Jinri Beverage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永利社区                   

电话：0512-58119226                    

传真：0512-56350960                    

邮箱：417070859@qq.com                   

参展目的：扩大国内外市场，诚招国内外代理商，诚信为

本，共创未来！                                                             

展品介绍：张家港市今日饮料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开

发食品饮料啤酒等包装机械的专业制造商，是一个集开发、

科研、设计，生产制造和技术服务及市场营销于一体的专

业制造成套饮料机械设备、食品包装机械设备的骨干企业。

2C046T 

成都沐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华翰路89号 2栋 1楼                     

电话：028-85245228                   

传真：028-65199335                   

邮箱：529423301@qq.com                  

参展目的：发展新客户,让更多的企业能了解我们产品                                              

展品介绍：我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喷码机及激光喷码机,代

理英国领达喷码机,美国伟迪捷喷码机,自主研发生产新

瑞杰”激光喷码机” ,UV 喷码机 ,纸箱喷码机 ,手持喷

码机,解决防伪追溯系统全套解决方案,为客户解决所有、

赋码、剔除、扫码问题,让客户用的放心、用的省心、为

你解决所有后顾之忧。

2D048T 

广州易达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EC-JET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黄旗山路16号三楼   

电话：（8620）82209518         

传真：（8620）82209511     

邮箱：market02@ec-jet.com     

参展目的：通过展会宣传公司形象，收集顾客信息，进

行市场调研                                      

展品介绍：EC-JET2000 小字符喷码机：立式机箱配 10.1

英寸触摸大屏，界面简洁、操作简单，电子与墨路系统互

相隔绝，减少电磁干扰，降低耗材使用，维护方便更安全，

全新墨路系统自动清洗，长期停置不影响正常开机工作。

EC-JET易码激光打码机采用 10.1寸彩色触摸屏，专业的

UI设计，操作简单明了；采用全套进口激光元器件，结

构紧凑，性能稳定、打印速度快、标识清晰，其应用多样

化，可满足高中低生产线应用。ECH200 是一款轻便小巧

的手持喷码机 ,最高喷印高度支持 12.7mm，高精度高品

质完美喷印,堪比印刷效果，待机时间长达 24 小时 ,信

息长度可达20inch。特殊情况可专属量身定制。   

2D047T-A 

马肯依玛士（上海）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Markem-Imaje (China) Co., 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吴塘路298号                   

电话：021-61635888                    

传真：021-57432002                    

邮箱：info-china@markem-imaje.com                   

参展目的：开发新客户，巩固老客户                                             

展品介绍：马肯依玛士作为世界级产品标识与追溯解决方

案的老牌制造商，1000 系列热发泡喷码机、2000 系列即

打即贴设备、4000 系列阀式大字机、5000 系列大字符喷

码机、SmartLase 系列激光打码机、SmartDate 系列热转

印打码机、9000 系列小字符喷码机，我们拥有一整套创

新可靠的喷墨、热转印、激光、打印贴标系统，可以给客

户提供全面整合解决方案，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符合法规

和零售商要求，具有更好的产品召回和制造工艺流程。更

多详情请访问：www.markem-imaje.com.cn  

2E051T-A 

日立产机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H i t a c h i  I n d u s t r i a l  E q u i p m e n t 

Systems(China) Co.,Ltd. 

地址：上海市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2201  

电话：021-5489-2378     

传真：021-3356-5070     

邮箱：sdxu@hitachi-iec.cn 

参展目的：展示日立标识设备，扩大中国业务交流及市场

开拓                                              

展品介绍：工业喷码机 UX系列、G系列：单个喷头最大

6行喷印：日立特有喷印控制系统；独创“溶剂低消耗

系统”，显著降低成本；墨盒式墨水及溶剂，便捷环保；

10.4英寸彩色触摸屏；标配以太网，高兼容性。

CO激光机：一体化设计；创新冷却系统，确保长时间运作；

采用IP54标准。

MC检测机：日立独有的视觉检查方式，接近人眼识别，

降低错检漏检；高度灵活的印字检查照相机对应；可根据

实际需求灵活调节亮度和焦点值；最新的二元化图像处理

过滤 。

2D049T 

多米诺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Domino China Limite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云桥路 1150 号                

电话：021-50509999                    

传真：021-50329901                 

邮箱：marketing@domino.com.cn                   

参展目的：提升多米诺在行业内品牌形象，促销业务增

长                                            

展品介绍：多米诺 (Domino) 集团成立于 1978 年，总部

位于英国剑桥，成立至今凭借领先的技术，优质的设备，

和专业的全球服务，在喷码和标识领域始终保持创新追

求，为客户做更多。多米诺拥有完整的产品系列，在连

续式喷墨喷码、激光、自动打印贴标一体、热转印等技

术上积极创新， 为初级、二级及三级包装带来全面的

赋码解决方案，在食品、饮料、制药及工业品等众多产

品和包装上打印可变的识别码、条形码、唯一追溯码等，

满足制造商对于合规及提高生产力的要求。  

2E051T-B   

香港贝特码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Hongkong BTMark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燕川星辉工业城

电话：0755-27070673

传真：0755-29394905

邮箱：JS3518@szyongjia.cn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诚招四川，山东，东北等省区代

理商

展品介绍：BTMARK 贝特码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专业的

标识解决方案，秉持“高效、智能”的产品开发理念，

专注于喷码标识系统的研发、制造。

BTMARK 研发团队专注于喷码标识 17 年，产品取得欧盟

CE 认证，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和发明，逐步形成自动化、

模块化、系统化一体式的发展布局，提供以用户为中心

的服务型体验。BTMARK 标识产品：小字符喷码机、微字

符喷码机、颜料喷码机、激光喷码机。  

四川杰曼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ichuanjieman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望丛东璐 779 号 B3 栋                

电话：028-61331290                  

传真：028-61331290                 

邮箱：41602299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推荐产品同时招代理商                                          

展品介：全自动灌装机、半自动灌装机、流量计、小推车。

2E052T-B

2D053T-C

合肥友高物联网标识设备有限公司 

HEFEI YOUGA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合肥市桃花工业园汤口路与祝融路交口                    

电话：0551—65336114                   

传真：0551—65329114                   

邮箱：tech114@yougao.com                     

参展目的：提供赋码、溯源、营销一物一码全面解决方

案                                             

展品介绍：合肥友高专注物联网标识行业 20 年，一直

致力于物联网标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友高能根据

各行业不同的用户，不同产品类型，为用户量身定制“生

产日期”检测、一物一码（溯源、防伪防窜、营销、物联）

全面解决方案。

YOUGAOMARK 标识系统（离线 / 在线）分别解决了用户现

场赋码和采集关联的难题，友高 IotMark 现场关联系统

为实现产品的溯源、防伪防窜以及二维码营销等需求奠

定数据依据。一物一码·物联世界，友高与您共同见证。

2E052T-A 

上海帝全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RING PACK PACKAG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鹤祥路 38 弄 2 号  

电话：021-59745046   

传真：021-59745043      

邮箱：ringpack@ringpacksh.com       

参展目的：重点是寻求更多的客户，让客户了解我司设

备在产品后端自动化包装带来最佳外形包装，展示完美

后端包装解决方案，也让客户领略到现代自动化工业的

优越性                                               

展品介绍：自动开箱机，装箱机，封箱机等特殊定制机，

自动包装线可依客户需求调整、设计制造以符合省力化、

自动化、标准化、美观化的诉求。

2D053T-A 

天津瑞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TIANJIN RUITAI PACKAGI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北辰科技园（京津路旁）创业路 20

号

电话：022-26983857                   

传真：022-26983856                   

邮箱：1135481190@qq.com 

参展目的：扩大市场认知度，向客户推广更好的包装

机产品                                               

展品介绍：多列包装机、单列包装机、全伺服高速包

装机。

多列圆角异型袋粉剂包装机，适用于医药、保健品、食

品等行业粉剂类的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包裝。单列圓角异

型袋醬液包裝机，撕口简单，不易外露；全伺服高速顆

粒包裝机，外置式调整切刀，可在机器运行状态下进行

调整，方便，安全，如果选用双刀系统设计可执行 N 袋

一切功能，大大降低了装盒劳动强度，并保证装盒数量

的准确性。

2D054T-A  

上海帝全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RING PACK PACKAGING CO., LTD.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鹤祥路 38 弄 2 号  

电话：021-59745046   

传真：021-59745043      

邮箱：ringpack@ringpacksh.com       

参展目的：重点是寻求更多的客户，让客户了解我司设

备在产品后端自动化包装带来最佳外形包装，展示完美

后端包装解决方案，也让客户领略到现代自动化工业的

优越性                                               

展品介绍：自动开箱机，装箱机，封箱机等特殊定制机，

自动包装线可依客户需求调整、设计制造以符合省力化、

自动化、标准化、美观化的诉求。 

2D053T-A

苏州德迈科电气有限公司  

Suzhou DEMAC Electric Co.,Ltd.  

地址：昆山市张浦镇建德路 405 号           

电话：0512-81868818                   

传真：0512-81868868                   

邮箱：idemac@idemac.com.cn          

参展目的：食品类后道包装设备项目需求对接                                                                                    

展品介绍：预制袋横式包装机                                                                      

产品特性及功能：可实现预制袋产品的自动装袋、自动

封袋，采用横式推料入袋的包装方式，动作精准，响应

快速，节省人工，提高产能！                                                          

产品应用范围：休闲食品、快消品、医疗用品等适用预

制袋包装的产品。

2D053T-B 

东莞润通水处理系统有限公司

Runtop Water Treatment System Limted

地址：东莞市常平镇常朗路苏坑段天下行丰田车行对面

电话：0769-83027121

传真：0769-83027122

邮箱：704003737@qq.com

参展目的：展示饮用水水处理核心设备，结识云、贵、

川及全国水企朋友。并期待深度合作。

展品介绍：我公司是一家集水源地保护、取水、水处理

工艺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施工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饮

用水水处理系统、周边设备配套的专业服务型企业。润

通拳头产品臭氧混合及溴酸盐控制系统已升级至第六

代，国内同行无人企及。臭氧混合及溴酸盐控制系统混

合效率大大高于普通的臭氧混合塔工艺（混合效率可达

90% 以上），臭氧混合均匀，臭氧浓度精确控制，设备

占地面积小以及优良的 CIP 清洗功能。目前已为达能、

汇源、崂山矿泉、乐百氏等国内外用户提供超过五百套

专业饮用水水处理系统及成套设备。

2D054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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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潮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CAWON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银沙埔沙工业区创业一路 5

号  

电话：020-82958896 

传真：020-26228856 

邮箱：3073806280@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潮越贴标机品牌，和意向客户建立联系。

展品介绍：广州潮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广东高薪技术

企业位于广州增城新塘沙埔银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

积累多年行业技术与经验，专业致力于各类自动贴标机

器和其他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与售后服务。

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学、日化、电子等行业

领域。并在吸取许多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

不断改进创新、自我提高、自我超越。

基于对自动化设备发展趋势的认识，我们进行科技创新

和自主研发，带动了市场的需求，促进了贴标行业的长

远发展。

2E055T 

伟迪捷（上海）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Videojet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2 座 6 楼      

电话：021-32796888       

传真：021-32796889       

邮箱：marketing.china@videojet.com         

参展目的：推广行业领先的食品饮料打码技术                                               

展品介绍：伟迪捷在小字符 (CIJ) 喷码行业拥有超过 

40 年的经验，推出的新型 CIJ 喷码机，设计用于确保

正常运行时间，避免操作失误。1580 CIJ 喷码机利用个

性化工具监测喷码机消耗情况，评估并改进客户使用喷

码机的方式，帮助降低您的总体拥有成本。屏幕通知为

您提供专家诊断、分析与指导，帮助您解决喷码机问题，

避免生产线效率降低。

安立工业自动化 (上海 )有限公司  

ANRITSU INDUSTRIAL SOLUTIONS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祖冲之路 1505

弄 55 号 3 楼 

电话：021-50463066

传真：021-50463068

邮箱：yunfei.liu@anritsu.com 

参展目的：让更多中西部的客户们了解安立品牌，让客

户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安立机器的优良性能

展品介绍：安立作为（垂直记忆）VM专利技术的创造者，

生产的杯式自动电子计量机专为粘性和湿产品加工提供

了广泛的称重解决方案。本次展会上展出的 KE7410DWB

是 10 斗机型，属于畅销款机型，可进行混合计算，可

以满足国内中小食品企业日益增产的需求。

                            

2E057T-A     

2E057T-D

克莱奥科技有限公司 

CRYOGAS TECH SDN.BHD.     

地 址：NO 16,JAIAN PPU SA,47150 PUCHONIG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3 80510982                    

传真：+603 80510913                    

邮箱：Shinyi@crgogas.com.my                                                                  

展品介绍：CryoDoser是目前最先进的第三代液氮（LN 2）

加注系统，采用尖端的低温技术和先进可编程序逻辑控制

（PLC）系统。

使用三个感应器检测流水线的速度，时序，以及瓶子显现，

提高系统和流水线速度同步的精准度，包括低速和高速的

生产线，精确的把液氮（LN2）注入每一个容器内。注入

的液氮随即气化形成内压，提高容器的堆叠负荷力，也把

容器内的氧气推出，惰化产品顶隙的空间。

2E057T-B 

青岛东平骏川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Qingdao Dongping Junchuan Industry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城阳区夏庄镇李家沙沟工业园1号   

电话：0532-87799969      

传真：0532-68950765     

邮箱：info@qddpjc.cn     

参展目的：诚寻全国各省区包装机采购商和食品生产商          

展品介绍：                                        

1、本机代替传统手工包装，实现产品包装自动化，提高企

业生产效率，大幅降低产品成本。

2、本机符合食品加工机械的卫生标准。

3、本机使用的是预制包装袋。成品包装袋图案完美，封口

质量好，档次高。

4、包装袋适用范围广泛，对于多层复合膜、单层PE、PP

等制成的预制袋均可应用。

5、机器的包装范围广泛。可实现对固体物料、液体、酱体、

粉剂、颗粒等物料的包装。 

6、本机主要电气元件为德国西门子。人机界面友好，操作

方便。   

2E056T

青岛日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Qingdao Nissin Food Machinery Co., Ltd.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四流南路13号                   

电话：0532-84969068                    

传真：0532-84968068                    

邮箱：sales@meetnissin.com                    

参展目的：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垂询、指导包装设备。                                                

展品介绍：1、产品名称：普通 /静电吸附自动收缩包装

机

产品特性及功能：该机是中日合资产品，全部采用日本技

术和电器元件，日本专家长驻公司共同管理制造，是在日

本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中诞生的高速自动包装机，具

有国际水平。

产品应用范围：适用于碗面，杯面等碗、杯、盒状产品的

单一收缩包装以及各种饮料、果奶、各种文具和电池、肥

皂、日用品、工业零件的集合收缩包装。

2F058T 

包利思特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Polystar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书海路518号 3号厂房 

电话：021-57684298          

传真：021-57684282          

邮箱：huiqianfeng@126.com  

参展目的：增加客户体验，开辟西南客户群体。                                               

展品介绍：我公司生产的数控伺服驱动包装机完全采用日

本最先进生产技术，搭载多轴伺服马达控制以及日本最精

密的电器组装，故障率接近于最低水平。近年来，我们的

包装机性能稳定、操控简单、维修率低，在客户使用过程

中取得广大好评，国内的销售数量日益增多。本公司的包

装机适用于食品行业，多品种，少数量的柔性生产流程，

面包糕点、冷冻食品。尤其在农业食用菌类、蔬菜类是强

项，目前全国销量排名前十位的客户都在安定的使用中。

2E057T-C  
珠海青禾电子有限公司     

Zhuhai Qinghe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珠海市高新区唐家科技一路20号                   

电话：0756-6918801                    

传真：07566918808                    

邮箱：sales@gdqinghe.com                  

参展目的：面向全国做推广                                               

展品介绍：高速动态检重秤/称重机                                                

选材、设计、制造、装配、测试都是以保证设备长期稳定

性为目标                                                                       

设备软、硬件全部自行开发，拥有全部知识产权                                                                       

质保 2年                                                                        

最高速度300件 /分钟，最高精度±0.1克  

2E059T-A   

纪州喷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Jizhou Printing Technology (Shanghai) 

Co.,Ltd. 

地址：中国上海松江工业区联阳路 589 号

电话：021-57742020

传真：021-57743461

邮箱：chenkai@kgk.com.cn

参展目的：向与会企业和人员推介各种产品的各种标识

喷码设备

展品介绍：激光机 : 标识清晰永久，适用各种颜色各种

材质产品，可以在线不停顿地高速打印。

HQ 系列大字符喷码机：适用各种产品外箱喷码（瓦楞纸

箱、亚光纸箱或覆膜纸箱），适用不同高度要求，且可

以喷印追溯二维码。

CCS 系列小字符喷码机：适用各种材质产品喷码标识，

广泛应用于食品、冷冻食品、饮料、糖果、化妆品、日

化品、电气元件、线缆，邮政等行业。 

2E059T-B

日照鑫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Rizhao Xingtian CNC Machinery Co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开发区成都路                

电话：0633-6661111

传真：0633-8996666

网址：www.xtjx.com

邮箱：fishcutter@163.com 

参展目的：发展各行业企业客户，诚招各地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全自动鱼类加工生产线：各种鱼类加工及生

产自动化流水线开发定制。

全自动鱼片机：自动准确掌握原料尺寸，按照指定规格

尺寸进行开片处理

称重分选机：能够将不同重量范围的产品筛选到不同的

流水工作线，省去人工操作的财力和时间，而且更加准

确在。帮助企业实现工艺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

生产流程。

自动包装机：计量装置相配套，集制袋、充填、填口、打印、

计数于一体。可根据物料改装开合方式计量装置。

上海昱钢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Y&G  Packing Machinery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金路 229 号 4 幢

电话：15900539699        

传真：021-57436913     

邮箱：2853061086@qq.com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上海昱钢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包装机械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市场营销

为一体的机械公司。本公司自创建以来以国际市场为导

向，凭借雄厚的科研能力和对高品质的不懈追求，专业

设计制造的各类灌装成套设备、自动生产线，全自动成

包装机，自动塑杯充填封口机等系列，广泛应用于食品、

日化、饮料、油脂、日用品、医药，五金、润滑油等各

类行业。

2E059T-D
2F060T-B 

上海大和衡器有限公司    

YAMATO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庆达路 368 号           

电话：021-58973377       

传真：021-68915390       

邮箱：sales@yamato.com     

参展目的：展示最新食品、工业行业的计量、检测技术。        

展品介绍：在食品包装行业，大和的电脑组合秤 / 重量

分选秤占据了国内高端市场一半以上的份额。家乐氏、

卡夫、旺旺食品、洽洽瓜子、达利食品、娃哈哈、格力

高等众多著名食品企业都是上海大和的忠实用户。最近

上海大和又开发出适用于小包装的、更高精度的小容量

电脑组合秤，受到了用户的青睐。

2E059T-C 

达和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TOPAK MACHINE(KUN SHAN)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嘉路 15 号                  

电话：0512-57612969                    

传真：0512-57612966                    

邮箱：shengmeihua@toapk.com.cn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客户交流，了解市场                                            

展品介绍：

TOPAK-TE250制袋-充填-密封枕式包装机:伺服传动，

人机界面，操作简单

TAM-TOAPK TT200N 制袋 -充填 -密封立式包装机 :人机

界面，多阶层操作管理，伺服拉膜，变频送膜，连包挂袋，

气涨卷纸轴；

SQUARE-TOPAK 金属检测机：检测精度高，运行稳定，抗

干扰能力强

SQUARE-TOPAK X 光异物检测机：小型机身，节省空间，

高灵敏度，性价比高

产品检测范围：金属，陶瓷，玻璃，石头，高密度塑胶，

硬骨，铝膜包装产品。

2F060T-A 

上海昱钢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Y&G  Packing Machinery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金路 229 号 4 幢

电话：15900539699        

传真：021-57436913     

邮箱：2853061086@qq.com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上海昱钢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包装机械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市场营销

为一体的机械公司。本公司自创建以来以国际市场为导

向，凭借雄厚的科研能力和对高品质的不懈追求，专业

设计制造的各类灌装成套设备、自动生产线，全自动成

包装机，自动塑杯充填封口机等系列，广泛应用于食品、

日化、饮料、油脂、日用品、医药，五金、润滑油等各

类行业。自动化、标准化、美观化的诉求。 

2E059T-E

中山新永一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 伏特曼光

电（中山）有限公司        

Zhongshan Easyweigh Equipment Co.,Ltd./

Foodman Optoelectronic (Zhongshan) Co.,Ltd.                 

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大道 9-1 号                   

电话：0760-89963402                  

传真：0760-85280597                  

邮箱：Sale@yicheck.com                  

参展目的：宣传、树立公司品牌形象。开拓市场、了解

行业趋势。

展品介绍：大量程动态检重机 : 可用于大重量物品生产

流水线的配套检测；检测缺瓶缺罐等；金属检测机 : 适

用于食品、药品、橡塑、化工 原料、玩具、服装等行

业的金属异物检测。X 射线异物检测机 : 广泛应用于食

品、医药、化工行业的金属与非金属异物检测。不但能

灵敏识别产品中的各种异物，如金属、骨头、玻璃、陶瓷、

石子、硬质橡胶、硬质塑料等，而且能提供卓越的产品

完整性检测，识别产品缺陷，缺损等。

2F060T-C

昆山尚威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KUNSHAN SAMWIN PACKAG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望石路 445 号 

电话：0512-8186 6000     

传真：0512-8186 6111     

邮箱：liang.wang@smwgroup.cn

参展目的：开发食品、调味品行业客户。 

展品介绍：尚威包装设备涵盖 HFFS 卷膜系列、HPFS 预

制袋系列，广泛应用于农化、医药、日化、调味品、真

空食品、糖果、速溶饮品、休闲食品等不同行业。

2E061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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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尚威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K U N S H A N  S A M W I N  P A C K A G I N 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望石路 445 号 

电话：0512-8186 6000     

传真：0512-8186 6111     

邮箱：liang.wang@smwgroup.cn

参展目的：开发食品、调味品行业客户。 

展品介绍：尚威包装设备涵盖 HFFS 卷膜系列、HPFS 预

制袋系列，广泛应用于农化、医药、日化、调味品、真

空食品、糖果、速溶饮品、休闲食品等不同行业。

2E061T-B  

广东粤东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Yuedong Mechanical Industry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河浦大道台商投资区 D02 单

元东侧  

电话：075488107755  

传真：0754-88107722  

邮箱：yd@yuedong.cn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宣传产品               

展品介绍：广东粤东机械实业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乳制

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广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协会常务

副会长，广东省无菌包装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

省食品包装机械研究中心，省著名商标，省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公司自创立以来，专心致力于食品、饮料、乳品、

包装、塑料机械的设计制造。不断满足客户对生产工艺

的要求，并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单机至成套设备。我们的

产品出口海内外 102 个国家，并在 8 个国家拥有分公司

和办事处。

成都威玛标识设备有限公司 

Chengdu Weimar Mark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成都市金府路 88 号万通金融广场 11 楼 11 号                   

电话：028-87688270                  

传真：028-87688271                 

邮箱：wellmarker.cd@163.com

参展目的：品牌拓展，建立采购经销商渠道                                            

展品介绍：成都威玛标识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喷码机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作为业内知名

喷码机产品及服务商，公司具有十余年的喷码机行销和

服务经验，拥有一批专业的营销及技术人员，能全方位

的向客户提供各种喷码设备和技术支援。

2E061T-E/2E061T-F 
2F062T-C 

戴纳标识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DANAPR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陆家嘴软家园伟泰大厦8楼

电话：021-51001956

传真：021-51687956 

邮箱：danachinahxr@126.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扩大市场占有率。

展品介绍：紫外激光打标机、光纤激光打标机、CO2激光

打标机。

2E061T-C    

河北领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Lingchua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鸿桥镇东贤村 

电话：4008806811          

邮箱：164759478@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品牌及设备，寻找新的客户资源             

展品介绍：河北领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肉类深

加工设备和中央厨房前处理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专业化民营企业。是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经过

欧盟CE认证。公司拥有员工200余人，其中机械工程师、

电气自动化工程师、专业技师等高级技术人才，长期致力

于肉类深加工设备研发，通过智能科技不断引领创新行业

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企业、工业配餐、中央厨房、

生鲜配送、速冻食品等行业。公司总部位于河北唐山，目

前在上海、广州、沈阳、成都、武汉均有销售办事处及展厅，

生产销售一体化模式为用户提供优质的质量及售后保障。

2F062T-D 

青州召龙灌装机械有限公司     

Zhaolongguanzhuangjixie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经济开发区富盈街1888号

电话：13606367157

传真：0536-3090688

邮箱：512175912@qq.com

参展目的：扩展业务，合作共赢

展品介绍：是集酒水、饮料、油类、调味品等液体灌装机

械、水处理设备及灌装生产线为一体的企业。我公司拥有

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团队，强大的产品生产研究能力，精湛

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生产工艺，丰富的产品专业知识和针

对性的设计，充分满足客户的广大需求。公司主要生产销

售白酒、葡萄酒、调

味品、饮料等不含气体的灌装成套设备，主要生产：刷瓶

机、冲瓶机、灌装机、封口机、

烘干机、输送机、封箱机、过滤机、水处理产品及配套的

自动

2E064T-2

优迈包装机械（武汉）有限公司   

YM packaging machinery (Wuhan) 

Co.,Ltd.       

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凰工业园凤凰二路同创产

业园

电话：027-84969123

传真：027-84969968   

邮箱：ymbzjx@163.com 

参展目的：新品牌的宣传、新产品的宣传推广及对老客

户的答谢   

展品介绍：本次展出全自动立式液体包装机、酱体、液

体类包装机、条形背封包装机、各种调味料包装机及配

套生产流水线。产品广泛用于食品、保健品、药品、日

化等行业的各种物料的软袋包装或瓶体灌装。本公司为

产品生产、销售、售后一体化，设备性能稳定可靠，10

多年来得到众多用户好评！

2E061T-D

德清旺特泵业有限公司         

QeQing Wondet Pump CO.,LTD.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长虹东街878号                  

电话：0572-8823392                    

传真：0672-8822755                    

邮箱：wondet@126.com                   

参展目的：推广企业品牌，推销企业产品，结识更多客户。                                               

展品介绍：旺特卫生泵的设计采用国际领先的CFD软件，

通过水力模型分析和内部流动模拟后再进行优化设计，泵

的内部流态合理，整体性能显著提高；泵的制造广泛采用

数控加工技术，并严格按照欧洲EHEDG、美国 3A、FDA和

国际GMP等标准制造，保证了制造精度和产品质量；公司

拥有完善的卫生级泵检测系统，每台泵都经过出厂检测，

确保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在不拆卸泵体情况下，可进行

CIP在线清洗和SIP在线杀菌。                                               

WONDET泵：卫生、可靠、高效。

2F062T-A 

莱宝（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Leybold (Tianjin)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地址：天津北辰经济开发区双辰西路 8号 

电话：4000388989 ，  8008180033   

传真：022-26974060     

邮箱：info.vacuum.tj@leybold.com   

参展目的：宣传莱宝品牌用于食品包装和加工行业的真

空泵                                              

展品介绍：莱宝食品包装泵采用成熟可靠的真空技术，

专为食品和包装应用特别制造。莱宝食品包装泵干泵，

莱宝食品包装泵油泵。 

2F062T-B  

诸城市贝尔自动化设备厂

ZHUCHENG BEIER AUTOMATIC EQUIPMENTS 

CO., 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街道杨家岭工业园

电话：0536-6309000

传真：0536-6097172

邮箱：beiermachine@126.com

参展目的：为食品企业配套优质真空（气调）包装设备

展品介绍：诸城市贝尔自动化设备厂成立于 2001 年，

是国内大型真空包装机专业制造商，山东省高新技术企

业，下设辽宁贝尔和四川贝尔全资独立分公司，18 年来

专注于拉伸膜真空包装机，盒式真空（充气）包装机，

给袋式真空包装机，气调包装机，贴体真空包装机的研

发与制造，贝尔拥有一流的设备研发中心和专业技术团

队，现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9 项，国家新型实用专利 23

项，多年的经验积累与锐意创新，让贝尔成为中国真空

包装机行业技术创新领导者。

2D065T-2

张家港市奥瑞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Zhangjiagang Orange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通运北路

3号 

电话：13915724924    

传真：0512-58560393   

邮箱：13915724924@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品牌，提升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DGCF 冲灌封系列三合一灌装机是用于瓶装含

气灌装的专用设备，采用独特的卡瓶口 / 托瓶底传送灌

装技术，变频调速，缸液位自动控制，等压灌装。与物

料接触部份材料均为优质不锈钢材料：管路系统的控制

元件均为进口配套件。该机集机电一体，冲瓶、灌装、

旋盖三台一。可编程序控制。 日常生活中 , 商品化包

装的液体涉及很多领域，范围很广。包装容器各式各样，

包装容量从几十毫升到上百升。液体灌装机械主要是为

玻璃瓶、易拉罐、PET 瓶 3 大类包装容器而设计的。 

襄阳市实言超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xiangyangshishiyanchaoguolvshebeiyoux

iangongsi                  

地址：襄阳市襄城区虹桥路 6号

电话：0710-3531336

传真：0710--3531336

邮箱：412348649@qq.com

参展目的：推销设备

展品介绍：中低度白酒、保健酒、果酒、黄酒超滤后真

正解决了失光、浑浊和沉淀。

超滤后的酒有效成分不减少，口感柔和，协调、纯净、

无水味、无杂味、不需要活性炭和树脂吸附处理、不需

要澄清剂、不需要冷冻、只超滤一次即可。

2E071T

2F109D

成都德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Decai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成都龙潭总部经济城成宏路 68 号世永总部基地 2

栋 2单元 9楼

电话：028-83273911

传真：028-83273915

邮箱：2273825520@QQ.com

参展目的：推荐我厂生产的优易达系列喷码机

展品介绍：优易达喷码机成立于 2003 年，专业从事小

字符喷码、 激光喷码机、高解析喷码机、大字符喷码

机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也是西南、西北地区唯

一一家喷码机生产企业。公司产品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专利认证，所有系统都具有全触控操作、高级的安全防

范机制、良好的产品可靠性，并以其特有的优点（如：

多级报警管理机制、权限管理、一键启动、界面简洁、

操作简单）一经推出就得到新老客户的认可，多年来大

量应用于管材厂、食品厂、电子元件厂等多个行业。

2C069T

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Prettech Machinery &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南关大街 66 号                

电话：0538-6239628                  

传真：0538-6239626                 

邮箱：xiaoshou66@vip.163.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文化，提高品牌影响力         

展品介绍：普瑞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最

先进的白酒、葡萄酒、黄酒、果露酒、果蔬汁、农产品

加工成套装备制造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驰

名商标、公司具有 D 级压力容器设计资质和 A1、D 级压

力容器制造资质以及机电设备安装贰级资质，参与制定

了中国《轻工机械通用技术条件》和《乳品设备安全卫

生》两项国家标准，拥有三十多项国家技术专利，制作、

安装酿酒成套设备和不锈钢设备已有四十八年的经验和

历史。

2E072T/2E073T 

上海见铭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JOTO ENTERPRISE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16号6楼601室 邮

编201803

电话：13916128719/021-39512339

邮箱：jotodavidsh@qq.com 

参展目的：食品包装新型结束机，改善食品工厂包装实用美观。

展品介绍：1.原装进口日本各种先进包装机器，机器耐用，

操作简单，改善国内包装方式，增加美观与实用，产品种类

腌制品、网袋、水果、水产、海产等用结束机，束结后不漏

水，机型HR-AII/P, HR-AII/PS。2.各种超市食材结束机，捆

扎机，卡扣机，用于各种蔬菜，水果，花卉、及面包食品等

包装，坚固耐用，操作简易。机型HR-AII/P, HR-AII/PS，HT-

M2,CK-130。3.各种包装半自动、自动化包装设计。

2D070T

成都达能科技发展实业有限公司   

chengdudanengkejifazhanshiyeyouxiangongsi

地址：成都市双荆路 8号 4-6-301

电话：13194990315

传真：028-87333972

邮箱：30466060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我公司研制生产的酒类净化、水处理设

备

展品介绍：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制、生产、销售以

解决白酒、果酒、保健酒、等酒类浑浊沉淀的专业设备

以及各种行业的 ro 一级、二级纯净水处理设备等的实

业公司，我公司新开发的酒类净化设备以操作简单、设

计新颖、使用效率高等优点行业领先，新型立式硅藻土

过滤设备使用方便快捷，预挂土时间短，过滤效精度高、

速度快、透明度高等优点并换土清洗不拆机直接反冲即

可、深受用户欢迎。

2F110D/2F111D

东台市朝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Dongtai Chaoyang Food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江苏盐城东台市范公工业园区

电话：0515-85450333

传真：0515-85451735

邮箱：296522916@qq.com

展品介绍：中国江苏省东台市朝阳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地

处东台市范公工业园区，是一家专业生产糖果及食品

包装机械的现代企业。公司凭借近二十多年的生产经

验，已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精良的设备，厂区面积达

20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近 5000 万，是规模的食品机械

生产企业之一。本公司生产的朝阳系列产品，以过硬的

质量，优质的服务，合理的价格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并远销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公司将秉承不断创新的

理念，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热诚欢迎国内外客户亲临

指导。

2E112D/2E113D/2E114D/2E115D

广州天烨商贸有限公司     

Taiwan Teemyeah Food Machinery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大沙村 198 号             
电话：020-81417161                    
传真：010-81417125                    
邮箱：2355551314@qq.com                   
参展目的：全国各省的食品加工商和机械代理商                                               
展品介绍：台湾天烨集团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洗切配设备企业，2003 年，天烨集团始创
广州公司，依托领先的技术优势、丰富的产品生产线和
卓越的产品质量，与国内 80% 以上的百强餐饮企业建立
长久合作关系，也为几百家大型餐饮企业中央厨房提供
设计和配套服务，产品销往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7 年末，天烨集团与英国百特集团签署了战略同盟合
作协议，率先引进了水触媒臭氧杀菌系统，翻开了我国
食品安全篇章的新一页。

2F074T/2F07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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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硅宝科技有限公司  

Jilin Guibao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长德经济开发区长德大街 18 号

电话：13944075237

传真：0431-87924900

邮箱：gbly@sina.com

参展目的：吉林省长春市长德经济开发区长德大街 18号

展品介绍：吉林省硅宝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吉林省长

春新区长德工业园内，是国内首家自主研发、生产、销

售硅藻土无机膜过滤元件及过滤设备的高新科技企业，

是硅藻土无机膜过滤技术、无机膜过滤领域一体化解决

方案的行业领先者。硅藻土助滤剂升级换代产品——硅

藻土微滤、超滤膜过滤元件及膜滤、静态、动态过滤设

备已获得七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广泛应用

于直饮水、酒类、酿造类、制药、饮料、制胶、饮料、

石油化工、污水处理等多个。

2F116D

宁津县天华网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ingjin Tianhua Mesh Belt Machinery 

Co.,ltd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大祁工业区长江路西段

电话：0534-5533388

传真：0534-5533777

邮箱：490821796@qq.com

展品介绍：宁津县天华网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创业多年

来，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经过天华人的艰苦

创业，至今已经成为全国食品机械及配件的知名生产供

应商。我公司本着国家有关部、局提出的消化吸收的指

示精神，不断引进先进技术，以先进的机械及配件生产

能力，以尊重人才，以科学技术求发展，以开拓创新为

导向，为您提供高质量实用的产品。

我公司生产的机械及配件广泛用于食品、肉类加工、水

产品加工、饮料、乳品、制药、化工、包装机械、电子、

冷冻品、热处理、电炉、物流输送等行业。用户订购产

品时，必须明确其规格型号、详细数据以便我公司准确

生产。

成都中科华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Greatwall-E Machinery Co.,Ltd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港北四路 165 号

电话：028-83287098

传真：028-83287098

邮箱：318856819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火锅底料、酱腌菜设备，开拓市场 

2F130D/2F131D/2F132D

2F137D/2F138D/2F139D

青州市华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HuaDong Machinery

地地址：青州市云门山街道卢郭路1089

电话：0536-3893299

传真：0536-3893369

邮箱：78469259@qq.com

参展目的：推广营销，扩展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华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包装设备的

创新、制造与销售，并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研发具有

适合国情、实用性的创新产品。主要产品：刷屏机、冲瓶

机、灌装机、烘干机、贴标机、封口机、压塞机、热缩机、

输送线、封箱机等。

2E140D/2E141D

成都中科华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Greatwall-E Machinery Co.,Ltd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港北四路165号

电话：028-83287098

传真：028-83287098

邮箱：318856819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火锅底料、酱腌菜设备，开拓市场 。

2F144D/2F145D/2F146D

江阴市洲元药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Jiang Yin Zhou Yuan 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云海路 2号

电话：0510-86536809

传真：0510-86538919

邮箱：1090385610@qq.com

参展目的：参展为了推广销售公司产品，会见新老客户

展品介绍：江阴市洲元药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江苏

南部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约占地 15000 平方米。东

连上海，南临苏州，北靠长江，地处“黄金通道”之称

的京沪高速公路出口旁，水陆交通十分便捷。

本公司是中国食品设备重点生产企业，产品严格按照

GMP 标准生产 , 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机械设备 , 并能定

制各类非标产品。公司科技力量雄厚、工艺先进、设备

齐全，是生产粉碎机 -- 混合机 -- 制粒机 -- 干燥机 --

筛粉机 -- 输送机等系列

2F117D/2F118D 青州市华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HuaDong Machinery  

地址：青州市云门山街道卢郭路 1089

电话：0536-3893299

传真：0536-3893369

邮箱：78469259@qq.com

参展目的：推广营销，扩展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华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包装设备

的创新、制造与销售，并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研发

具有适合国情、实用性的创新产品。主要产品：刷屏机、

冲瓶机、灌装机、烘干机、贴标机、封口机、压塞机、

热缩机、输送线、封箱机等。

2E133D/2E134D

安徽省恒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ANHUI HENGKANG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铭传路 698 号

电话：0551-65329999

传真：0551-65329999

邮箱：391553478@qq.com

展品介绍：安徽省恒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公司现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公司现已形成固体颗粒类包装机和全自动

液体包装机两大主系品牌产品，拥有国内同行业中较具

规模的研发团队，具备较强的整体项目研发、生产制造、

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到售后服务等综合能力。

2E121D/2E122D

广东华盛铭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ASHENG METO GREEN TECH 

HOLDINGS LIMITE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升平第二工业区内

电话：0754-88352408

传真：0754-88350866

邮箱：1012611539@qq.com

参展目的：开拓国内外大客户

展品介绍：塑料杯，塑料碗，塑料盒 .

2E136D

常州市孟和酒业有限公司  

Menghe distillery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

电话：0519-85557979

传真：0519-85557979

邮箱：391455917@qq.com

参展目的：销售机械，寻求合作伙伴，寻找商机

展品介绍：研发生产销售全自动酿酒机械

2G149D/2G150D

温州恒隆机电有限公司

WENZHOU FORLONG MACHINERY CO.LTD

电话：0577-89892066

传真：0577-89892055

邮箱：forlong66@163.com

展品介绍：温州恒龙机电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5 年，坐

落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中心工业园区内，厂房 9000

多平方米，交通便利，距永强国际机场只有15分钟车程。

本公司是一家从事包装机械和饮料机械等机电设备的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为一体的实业公司。公

司本着“以人为本，科学管理，自主创新”的理念，坚

持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办厂方针，力求以更精准的产

品质量，刚强大的技术支持，以及更可靠的售后服务体

系，竭诚为客户服务，帮助客户创造更大的产品价值。

目前我司客户遍及全国各地，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只要产品通过了欧盟CE认证。

2G153D/2G154D

青州市强盛包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Qingzhou Qiangsheng Packagi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经济开发区巴黎路 2667 号

电话：0536-3535990

传真：0536-3522990

邮箱：1609694308@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寻求新客户

展品介绍：青州市强盛包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历

史文化名城—古九州及花卉之都一青州，多年来研发设

计生产全自动贴标机 ( 葡萄酒，白酒，调味品）、防盗

盖封口机、压塞机、食品机械、包装机械、酒水灌装设

备等。地理位置便利，北临济青高速，东临东青高速，

南依 309 国道和胶济铁路，是连接东西，贯穿南北的主

要交通要道，交通便利，风景优美。

2F163D/2F164D/2F167D/2F168D

武汉香来尔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Wuhan xianglaier food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武汉市江夏区郑店街综合工业园

电话：027-87439705

传真：027-87452883

邮箱：2747376018@qq.com

参展目的：现场展示食品机械，提供完善咨询服务。

展品介绍：武汉香来尔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2 月，是生产销售休闲食品加工设备的专业厂 家。

公司紧跟市场潮流与多所大学的多名教授专家共同开发

新颖、先进、实用的适应市场需求的食品机械，自有车、

刨、钻、铣、剪板、折弯等先进机床 100 多台 套。阿

里巴巴16年诚信通会员，产品出口拉美、非洲、东南亚、

欧洲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国内很多知名食品企业都是我

们的合作伙伴。目前公司专门设立一个的售后 服务班

子，在公司逐步发展强大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售后服务

的同步发展，先进的食品设备，完善的售后服务，深受

国内外用户的好评！

2G157D/2G158D

广东天之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GUANGDONG TOUPACK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环茂一路 7号

电话：0760-85288256

传真：0760-85288258

邮箱：sunny@toupack.com

参展目的：为客户提供智能称重，包装，检测，等设备。 

展品介绍：广东天之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 原名 : 中山

天业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简

称：天业智能），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

专注于智能组合称重设备、智能包装设备、智能重量检

测设备以及全套自动化集成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系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和中国衡

器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曾先后为广东美味鲜、安徽洽洽

等国内多家知名食品、包装企业提供多套智能称重包装

系统。

2G169D/2G170D

四川意文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yiwen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南路8号       

电话：028-85432308                    

传真：028-85431051                    

邮箱：34992036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食品厂家                          

展品介绍：白酒过滤器，保健酒、果酒过滤器，水处理设备。

2G161D/2G162D 

山东嘉信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JIAXIN INDUSTRI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土墙工业园

电话：0536-6170633

传真：0536-6170633

邮箱：2521150716@qq.com

参展目的：果蔬净菜深加工流水线及果蔬干加工流水线、

巴士杀菌冷却流水线新品发布会

展品介绍：山东嘉信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诸

城市，以生产食品机械为主，专业从事软包装巴氏杀菌

冷却流水线，瓶装，罐装隧道式杀菌烘干流水线，净菜

加工流水线、脱水蔬菜加工流水线，蔬菜预煮漂烫冷却

连续脱水流水线、强流风干机，多层烘干线、各种水果，

大枣，根茎类，海产品，高压气泡清洗线，仿德国卧式

涡流螺旋清洗机，超声波清洗机、果类分级机，选果机、

毛刷抛光机、风干线，速冻食品，解冻，清洗预煮流水

线，卤制品清洗线，瓶装清洗线，洗袋流水线，振动筛，

提升机、输送机、工位分拣机、各种型号洗筐机，周转

箱清洗机及各种不锈钢辅助设备的研发与制造，产品行

销全国各地，现已拥有各类机械加工设备，能够满足不

同层次用户的需要。

2F179D

山东锦旭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NXUNENGYUAN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街道观海路 6999 号

电话：18853680092

传真：0536-6553806

邮箱：18853680092@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并销售公司产品，认识更多的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公司产品有：免检锅炉、蒸汽发生器、食品

加工用蒸汽源机、燃油燃气蒸汽发生器、采暖热水炉

等热能设备。我公司生产的蒸汽发生器产汽快，压力

高、燃料具有多选性，产汽量从 100-1000 公斤多种型

号，能满足食品加工，化工等多行业使用。销售热线：

18853680092

2G181D/2G182D

青州市益华包装机械厂    

YIHUA FILLING MACHINERY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高庙工业园

电话：0536-3201995

传真：0536-3539522

邮箱：1345509453@qq.com

参展目的：液体灌装机械的专业生产厂家。 

展品介绍：青州市益华包装机械厂座落在风景秀丽的文

化历史名城，青州，这里不但名胜荟萃，而且交通便利，

每年都吸引无数的游客来观光旅游，洽谈业务。

2F171D/2F172D/2F175D/2F176D

诸城市日通机械有限公司 

zhuchengritongmachineryco.,ltd.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观海路 2800 号

电话：0536-6084777

传真：0536-6064111

邮箱：rtgs9896@rtjx.com

参展目的：品牌拓展，建立采购经销商渠道

展品介绍：杀菌设备、蒸煮设备及食品机械的加工制造，

是国内外食品加工业灭菌设备的领先供应商。

2F187D/2F18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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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麦道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Jin McDonnel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 6 号量力商务大厦 9 楼 12

号  

电话：028-83128772     

传真：028-83107226      

邮箱：279493864@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麦道系列喷码机；                                            

展品介绍：四川金麦道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

力于生产标识设备等自动化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服

务。公司凭借“技术创造优势、创新领先未来”的经营

宗旨，迅速成为西南区最专业的标识设备生产服务商。

公司在全国各地都开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为客户提供

优质的技术服务。

麦道科技主要经营的标识设备包括二氧化碳激光喷码

机、光纤激光喷码机、紫外激光喷码机、激光焊接机、

小字符喷码机、大字符喷码机、手持喷码机、自动化生

产线设备等。

2F183D/2F184D 

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 

WuHan Hi-Tech Machinery Co.,Ltd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园 7

号楼                                                                  

电话：027-85508177                                                                 

传真：027--85508277                                                            

邮箱：wuhanhaitai@126.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寻找新客户。         

展品介绍：酱料包装机 、 调料包装机 、粉末包装机 

、颗粒包装机。

上海锦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JINZHU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上海南翔真南路 4929 号 502 室

电话：021-69173166

传真：0512-36882129

邮箱：xujin7788@126.com

展品介绍：上海锦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均质机

的科研、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她的骨干成员均有

二十多年的均质机专业生产经验，锦竹均质机经过联合

设计，彻底改进了传统的设计理念，在外观、操作、使

用、维护、性价比等方面更优越于原先的产品，并很快

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娃哈哈、汇源、伊利、蒙牛、

维维、特种兵、飞鹤、银鹭、旺旺等多家国内著名企业

在多个生产基地使用，并已出口美国、韩国、巴西、俄

罗斯、孟加拉等国。锦竹公司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必定

能为您生产出品质更优、品位更高的产品。锦竹人将一

如既往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同时，将不断推出更优质

的均质机产品。

2G193D/2G194D     
2H206D

东台华康食品机械厂 

Dongtai Huakang Food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东台镇中小企业园

电话：18051038628

传真：0515-89510498

邮箱：943735466@qq.com

参展目的：出售米花糖、沙琪玛、糖果等生产设备机械

展品介绍：东台市华康食品机械厂是成型专用设备、沙琪

玛生产设备系列、粗杂粮食品生产设备系列、颗粒包装机、

球形棒糖自动包装机、夹芯奶（硬）糖生产线等产品专业

生产加工的个体经营,公司总部设在东台市东台镇工业园

（南区）龙光西路,东台市华康食品机械厂拥有完整、科

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东台市华康食品机械厂的诚信、实力

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东台市华

康食品机械厂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2G207D/2G208D

武汉市海泰机械有限公司   

WuHan Hi-Tech Machinery Co.,Ltd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 888 号岱家山科技创业园 7

号楼                                                                  

电话：027-85508177                                                                 

传真：027--85508277                                                            

邮箱：wuhanhaitai@126.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寻找新客户。         

展品介绍：酱料包装机 、 调料包装机 、粉末包装机 

、颗粒包装机。    

2G189D/2G190D    

晋中市榆次区蓝海兄弟机械加工厂

Lanhai Brothers Machinery Processing 

Plant, Yuci District, Jinzhong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北营南路煤海湾小区

电话：15834049968

传真：0351-7861955

邮箱：362119852@qq.com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更好发展

展品介绍：麻花机，和面机，拌料机，油炸锅及油炸生

产线。

2H197D/2H198D

上海正华糖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zhenghua food machine co., ltd.

展位：2H202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秀南村中心支路 9号

电话：021-57108278

传真：021-57108278

邮箱：zhw0278@163.com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生产蛋卷机。

2H201D/2H202D

思辟德包装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sipidebaozhuangshebei（shanghai）

youxiangongsi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煌路518号

电话：021-59785708

传真：021-59785708

邮箱：2587475121@qq.com

参展目的：减轻人工劳动力强度

展品介绍：开箱机 装箱机 封箱机 码垛机

2G211D/2G212D

上海多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Dooko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意大厦 4001

电话：021-50802581

传真：021-50802583

邮箱：dookoo_lb@126.com

展品介绍：上海多科致力于生产国际一流的食药安全检

测、动态称重贴标、自动配重系统 ,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 , 与国际各大先进厂家共同推进技术进步 , 为国内

外客户提供质量可靠 ,技术一流的先进产品。   

2F191D/2F192D

上海长隆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Changlong Industri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肖南路 1555 号

电话：021-33658305

传真：021-33658306

邮箱：2857397534@qq.com

参展目的：为了更好的拓展市场 

展品介绍：上海长隆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

是一家专业设计，制造多系列的板式（管式）换热器、

板式（管式）成套杀菌机组，冰淇淋成套设备，浓缩、

脱气机组、缸罐容器等设备，并对设备和工程进行设计、

制造、安装、调试、培训一条龙服务的企业。公司对于

换热器，杀菌机制造有丰富的经验，是国内热交换器和

杀菌行业中的领导者。产品广泛应用于乳品、果汁饮料、

制酒业、化工、电力、农业等领域。

2G203D/2G204D/2G205D

昆山八一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KS 八一九

地址：昆山市三巷 89 号

电话：0512-57385819

传真：0512-57385819

邮箱：945555088@qq.com

参展目的：找客户

展品介绍：自动包装机械。

2H213D/2H214D

重庆市万州区三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Chongqing Wanzhou Sanj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地  址： 重庆市万州区

电话：023-58411339

传真：023-58411789

邮箱：175508248@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技术、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重庆市万州区三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3 年，专业生产玻璃瓶真空封口机、浓酱灌装机、自

动上盖机、自动理瓶机、自动洗瓶机、洗灌封全套自动

生产线等包装设备。主要适用于调味品、果酱、罐头、

饮料等行业，用于辣椒酱、牛肉酱、香菇酱、果酱、豆豉、

蜂蜜、罐头、饮料等物料的灌装与包装。

2H222D

思辟德包装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sipidebaozhuangshebei（shanghai）

youxiangongsi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煌路 518 号

电话：021-59785708

传真：021-59785708

邮箱：2587475121@qq.com

参展目的：减轻人工劳动力强度

展品介绍：开箱机 装箱机 封箱机 码垛机。

2G215D/2G216D

广州市大川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CHUA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贤南路 85 号

电话：020-32032373

传真：020-32031440

邮箱：114759263@qq.com

展品介绍：广州市大川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原广州市大

川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一直专注于食品包

装机械的研究开发和制造，尤其在瓶装食品成套生产线

设备领域具有独到的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全自动果

蔬清洗、粉碎和调配系统，高速洗瓶设备，系列自动浓

酱灌装机、系列全自动称重灌装机和酱腌菜灌装机，系

列全自动广口瓶封口机，系列全自动旋盖机，贴标机，

机器人全自动装箱码垛等设备。公司产品规格齐全，具

备多年的生产线组建经验。

2G223D/2G224D/2G225D

昆山八一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KS八一九     

地址：昆山市三巷89号

电话：0512-57385819

传真：0512-57385819

邮箱：945555088@qq.com

参展目的：找客户

展品介绍：自动包装机械

2H217D/2H218D

东台市鸿泰食品机械厂   

DongTai HongTai Food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江苏省东台市范公昌盛工业园 B区 1-2 号

电话：0515-85233818

传真：0515-85221688

邮箱：627973828@qq.com

展品介绍：东台市鸿泰食品机械厂位于江苏省东台市，

是生产食品机械、包装机械的专业厂家。

2H230D

保定嘉利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BAODING  JIALI  FOOD  MACHINE  CO.,LTD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南张镇西牛村

电话：0312-5497988

传真：0312-5497688

邮箱：2061748678@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收集客户信息。

展品介绍：保定嘉利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始建于1998年，

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机械生

产企业 , 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取

得特种设备（压力容器Ⅱ）制造许可证 , 有能力承揽大

型食品企业的自动化流水线，并根据客户工艺的不同提

出经济合理的方案。企业经多年研制开发的行星式下搅

拌莲蓉锅、可倾式蒸煮锅、去皮去核打浆机、真空机、

冷却杀菌线等设备在国内同类设备属领先产品，已获得

国家专利产品

2G231D

重庆市万州区三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Chongqing Wanzhou Sanj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地  址： 重庆市万州区

电话：023-58411339

传真：023-58411789

邮箱：175508248@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技术、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重庆市万州区三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3 年，专业生产玻璃瓶真空封口机、浓酱灌装机、自

动上盖机、自动理瓶机、自动洗瓶机、洗灌封全套自动

生产线等包装设备。主要适用于调味品、果酱、罐头、

饮料等行业，用于辣椒酱、牛肉酱、香菇酱、果酱、豆豉、

蜂蜜、罐头、饮料等物料的灌装与包装。

2H226D

嘉德益海机械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GRINDMAX MACHINERY(TIANJIN) CO.,LTD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旺路 7号

电话：022-22183637

传真：022-29467078

邮箱：jdyhtj@163.com

参展目的：接洽客户

展品介绍：嘉德益海机械制造（天津）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湿法、干法研磨粉碎设备的生产，从单机到系统，从

粉碎、研磨、输送、混合、到筛分的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主要产品有：涡流式粉碎机、超微粉碎机，油性物料粉

碎机、锤片式粉碎机、旋刀式粉碎机、胶体磨、超微磨、

多功能研磨机、均质机、绞肉机、破骨机、骨泥磨等。

2G232D

汕头昆士达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GUANGDONG SHANTOU KUN SHI DA OODSTUFF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汕头市金平区西陇工业区南侧2号

电话：0754-88219468

传真：0754-88105268

邮箱：2518514852@qq.com

参展目的：扩大公司宣传以及产品宣传

2G219D/2G220D/2G2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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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创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G u a n g z h o u  T r o n p  M a c h i n e r y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广塘南头大道 54 号

电话：020-36802050

传真：020-37735520

邮箱：gzcpjx@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品牌，提高知名度，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专业专注生产和面机，产品系列有：经典系

列半包 - 五包粉，；翻缸系列 T 两包粉 - 五包粉；离缸

系列：五包粉

2H233D

成都启洲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Chengdu Qizhou Packag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金牛区金丰路 6 号量力机电城 8 栋 1 楼 80 号 ( 

成彭立交桥旁）

电话：028-83133258

传真：028-89548226

邮箱：2532656136@qq.com

参展目的：致力于成都食品机械智能造长远发展。

展品介绍：成都启洲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

位于四川成都市。是一家集厂房设计、车间布局、工艺

流程、技术服务及各种配套设施、包装机械设备的研发、

生产以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一站式购物平台。

成都添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Chengdu Tiancai 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区成宏路 68 号

电话：028-83247518                   

传真：028-83247519                  

邮箱：1739582597@qq.com              

参展目的：接触终端客户，了解行业动态，扩大公司知

名度。                                               

展品介绍：CO2 激光喷码机介绍：全铝铸造一体化高品

质高速扫描头，给客户带来高效完美的标识以及长久的

使用品质。                                                                      

激光头可 360 度任意旋转调节，可在任意生产线上快速

便捷安装使用。                                                                     

核心激光源，采用美国进口一线品牌 - 新锐激光器，出

光稳定且持久。                                                                    

全新一代10英寸智能触控系统，可轻松编辑喷印信息。                                                                    

模块化整体设计，维护简单方便，设备使用寿命更长久。                                                                    

2H252D
2H255D

江苏富士迏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DONGTAI  FUSHIDA  FOOD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东台市东台镇电子商务产业园龙腾东路21号

电话：0515-85821618

传真：0515-85457508

邮箱：1491613876@qq.com

展品介绍：江苏富士迏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米

花糖设备、沙琪玛设备、花生芝麻糖设备、雪花酥谷物棒

等休闲食品生产线，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及出口东南亚、欧

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我们将以优质的机器质量、优惠

的产品价格、优越的售后服务，欢迎国内外的新老客户前

来参观考察、共同发展。

2H256D/2H257D/2H258D

东台市鸿泰食品机械厂 

DongTai HongTai Food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江苏省东台市范公昌盛工业园 B区 1-2 号

电话：0515-85233818

传真：0515-85221688

邮箱：627973828@qq.com

展品介绍：东台市鸿泰食品机械厂位于江苏省东台市，

是生产食品机械、包装机械的专业厂家。

2H234D

青州市永茂食品机械厂

Qingzhou City Yomg Mao Food Machinery 

Factory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经济开发区朱刘马村

电话：0536-3528884

传真：0536-3528884

邮箱：984771399@qq.com

参展目的：推销熬糖设备，寻找合适的客源

展品介绍：电磁熬糖锅，行星搅拌锅，真空熬糖锅，燃

气锅，夹层锅，电磁炒面锅等各种熬糖加工设备。

2H253D

张家港沛严机械有限公司      

zhang jia gang pei yan machine co.ltd   

地址：张家港东莱黎明开发区                   

电话：18862612596                    

传真：0512-58780470                    

邮箱：54602732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设备代理商                                               

展品介绍：套标机、贴标机、膜包机、装箱机 输送流水线、

灌装机。

2H246D 中山斯诺美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INOAM FOO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中山市坦洲镇申堂一路 76 号 C 座

电话：0760-86581369

传真：0760-86581218

邮箱：snm003@sinoam.com

展品介绍：中山斯诺美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INOAM 

FOO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以下简称 

斯诺美 /SINOAM）是一家值得信赖的以生产 饼干、曲奇

以及苏打饼干生产线及后端自动化设备为主的制造商。

2H254D

成都启洲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Chengdu Qizhou Packag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金牛区金丰路 6 号量力机电城 8 栋 1 楼 80 号 ( 

成彭立交桥旁）

电话：028-83133258

传真：028-89548226

邮箱：2532656136@qq.com

参展目的：致力于成都食品机械智能造长远发展。

展品介绍：成都启洲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

位于四川成都市。是一家集厂房设计、车间布局、工艺

流程、技术服务及各种配套设施、包装机械设备的研发、

生产以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一站式购物平台。

2H251D

山东高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五里堂村甸柳工业园内

电话：0531-86418668   

传真：0531-86418868

展品介绍：山东高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啤酒、红

酒酿造和灌装设备。公司坐落于中国山东省济南市甸柳集

团工业园。是一家集设计开发，制造安装，销售服务为一

体的成套设备供应商。公司项目遍布全球，为酿酒厂，酒

店，酒吧，宾馆，餐厅等提供交钥匙工程。高冠自主研发

的新设备，如外置酒阀瓶灌装机，直线式易拉罐灌装机，

均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1D049T-1

上海裕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新芜经济开发区阳光大道 18

号

电话：0553-8737377    

传真：0553-8737377

展品介绍：上海裕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全自

动给袋式包装机和全自动给袋式真空包装机，是一家集

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售后服务体系于一体的专

业食品、医药、日化、化工包装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

有国际领先的设计与研发，公司以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为市场导向，依托先进的设计研发理念和丰富的包装经

验，致力于成为全球性的包装系统供应商，为客户创造

价值。

1-2A001T/1-2A002T

成都泓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HENGDU HONRAY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2 号西南医疗器械城 B

区三楼

电话：18380102366

传真：028-87879338

邮箱：huangchao@hon-ray.com

参展目的：推广食品灌装生产线自动检测设备

展品介绍：成都泓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为食品、

药品行业提供机器视觉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食品、药品灌装生产线自动检查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公司是国内首家也是现唯一成功研发

并应用的大输液异物全自动检查

1D039T

温州惠利机械有限公司

huili MACHINERY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马屿镇曹村石山外工业区

电话：0577-65762999

传真：0577-65762677

邮箱：529867124@qq.com

参展目的：为了拓展市场

展品介绍：实现全自动化

1E052T

佛山市瑞信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孝贤路2号长富物业投资有限

公司7栋首层

电话：0757-66853623 

展品介绍：全自动真空包装一体机代替传统手工包装，实现企

业产品包装生产自动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大幅降低产品成

本。本设备具有：自动上料、自动计量、自动计数、自动灌装、

抽真空 、自动封口、可同时打印生产日期，广泛适用于需要在

真空状态下长期保存的产品（泡菜、榨菜、香菇、豆腐干等）， 实

现产品一体化操控。

全自动瓶装灌装生产线代替传统手工灌装，实现企业产品灌装

生产自动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大幅降低产品成本。本设备

具有：自动上料、自动计量、自动灌装，广泛适用于所有瓶装

食品的包装，实现产品一体化操控。

1-2C011T

济南赛信机械有限公司  

Jinan Saixi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

电话：0531-88601266

传真：0531-68651288

邮箱：811671730@qq.com

参展目的：宣传推广，开拓市场，技术交流，洽谈业务

展品介绍：济南赛信机械有限公司以现金的技术，严格

的管理，完善的服务受到国内外用户的高度赞誉，取得

了十分骄人的业绩，公司曾先后荣获“山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济南高新技术优秀企业”、“济南高新技术

明星企业”、“济南市企业重点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

主营产品：膨化机，玉米片设备，早餐谷物机械，人造米、

复合米、营养米、杂粮米机械，双螺杆设备，狗咬胶设

备，油炸面食设备，双螺杆实验挤压机，膨化饲料设备，

宠物食品生产线等。

1E143D

广州市博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G u a n g z h o u  B o s h a n g  M a c h i n e r y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民营科技园科盛路 22 号

电话：020-37437181

传真：020-37437181

邮箱：740445099@qq.com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实力，推广博尚贴标机。

展品介绍：1、直线式双面贴标机：适合圆瓶、方瓶、扁瓶、

异形瓶等 2面对称贴标；

2、直线式三标贴标机：适合圆瓶、方瓶、扁瓶、异形

瓶等三标贴标；

3、回转式贴标机：适合所有瓶型的侧面高速贴标。

1D053T

佛山市顺德区奕仁机械有限公司

YIREN FOOD MACHINE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西华工业区西连路 11 号

电话：0757-25631398

传真：0086-757-25635198

邮箱：1815059957@qq.com

参展目的：扩大商务接触面，开阔视野，启发思路。

展品介绍：食品机械：夹心机、裱花机、切片机等

1E175D/1E176D/1E177D/1E182D/
1E183D/1E184D

青州齐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PM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开发区东京路1921号

电话：13705362064

传真：0536-3203199

邮箱：75921485@qq.com

参展目的：全力打造中国灌装机第一品牌

展品介绍：卸垛机-冲瓶机系列-沥瓶机系列-灌装机械列-

封口机系列-开箱机-装箱机-码垛机等

1B007T/1B008T

江阴市晟炯机械有限公司

Jiangyin Chengjiong Machinery CO.,LTD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金水路 6号

电话：0510-86381818

传真：0510-86963693

邮箱：1648233150@qq.com

参展目的：展示自我，齐头并进

展品介绍：粉碎机、混合机、浓缩提取

1F217D/1F2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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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高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Ligao Pump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汇墅路 227 号

电话：0576-85151150

传真：0576-85668297

邮箱：1346344424@qq.com

参展目的：转子泵、计量泵、成套加药系统

展品介绍：转子泵是一种万能的卫生级容积泵，适用于

各种高、低粘度、含固量物料的计量、输送。过流部件

采用不锈钢制作，转子、泵腔无死点，符合FDA、GMP规范，

且满足 CIP、SIP 等卫生级要求。泵运行转速低，对物

料无剪切、破坏，且结构简单、维护方便，运行成本低。

力高泵业首创的计量式转子泵，采用多叶型转子 + 伺服

电机驱动，最小容积误差 ±0.5ml，流量重复性精度可

达±0.2%，可实现高精度的自动化计量输送。

1G220D

成都市一金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Chengdu Qizhou Packag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

电话：028-61433319

传真：028-84854081

邮箱：654885662@qq.com

参展目的：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一金过滤设备，拓展销

路

展品介绍：我公司是一家集酒、水处理相关设备研发、

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及配套材料销售为一体的专业性

企业。还提供设计、生产、安装调试的一体化服务。

上海众德机械有限公司   

ZD VACUUM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工业二区洞凯路 215 号

电话：021-63639000

传真：021-63637666

邮箱：info@shzd.cn

参展目的：市场调查，拓展客户

展品介绍：众德成立于 1998 年，是中国最主要的真空

获得设备制造商之一。工厂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运用先进加工检测设备，年产真空泵数万台，为逾百家

设备制造厂商提供配套，产品批量出口至全球市场。主

要产品是旋片真空泵系列及罗茨泵系列。

1H307D/1H308D/1H311D/1H312D 1H325D

上海瑞吉锦泓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陈翔路58弄 G栋

电话：021-69175902   

传真：021-69175690

展品介绍：上海瑞吉锦泓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

计、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自动化包装机械系统制造

商。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区（现在江苏昆山投资 4000万

新建 18000平方米新厂房）。公司目前拥有二十余项技术

专利，并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我们与全球

的 9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客户建立合作，并为其提供整体

包装解决方案。公司主要产品有：立式包装机、给袋式包

装机、输送机、整体包装、装箱方案等。

2A002T

佛山市博伽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BOgal Paching

地址：佛山市狮山镇南海区罗村务庄荣星工业区荣二路

65 号

电话：13827779626

传真：0734-81763721

邮箱：3227204337@qq.com

参展目的：了解市场，成交更多的客户

展品介绍：全自动枕式包装机，为客户量身制定

1H323D

北京卡利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B E I J I N G  C O A T L E A D  T E C H N O L O G 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46 号国润商务大厦

3003 室

电话：010-51654816

传真：010-83659785

邮箱：coatlead@163.com

参展目的：在全国糖酒行业内，推广 9512 防霉涂料。

展品介绍：北京卡利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技术型

产业公司。它依托航空技术，主要从事功能性 9512 防

霉涂料的科研、开发、生产、销售、施工及技术服务。

9512 防霉涂料是航空材料、化工及微生物等多种学科的

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的成果，经权威质检部门检测，对各

种霉菌有突出的防霉抑霉作用。该涂料已广泛应用于食

品、制药等行业千余家客户。在豆制品行业，成功解决

了因生产高温、高湿、高营养物产生的墙面、顶面霉变

问题，同时兼备不变色

1G265D

宁津县鲁天链网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Ningjin Lu Tian chain conveyor equipment 

Co.,Ltd.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大祁村

电话：0534-5533095

传真：0534-5533795

邮箱：603605002@qq.com

参展目的：结识全国新老客户

展品介绍：网带，网链，链条，链板，链轮，输送机，

烘干设备，提升机，乙型网带，螺旋机网带，方便面模盒，

不锈钢制品，玻璃机械

1H324D

现代酿造科技（西安）研究院  

Modern Brewing Technology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 126 号 2406

电话：029-83646186

传真：029-83646186

邮箱：qsw01@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推广全自动酿造设备、技术及招商。

展品介绍：一种全自动粮食醋固态酿造设备、一种液态

深层发酵制醋设备、一种液态定向发酵生产果蔬酵素的

设备及技术；可用于提高产品收率、降低劳动强度、实

现自动化酿造过程中使用的酶制剂、菌种等原辅料。

1H267D/1H268D/1G266D

海口高新区宏邦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高新区科技大道 A4 号

电话：0898-68632002   

传真：0898-68638303

展品介绍：海口高新区宏邦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专

业从事易拉罐食品饮料整线工程机械和后道包装设备的

制造商和提供商。

目前我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设备涵盖码垛机系列、装箱

机系列、全自动装卸笼系列等 50 多种。我们的设备适

用于各种罐（瓶）型的饮料、乳制品、纯净水、调味品、

酒类、油品、化妆品等相关行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已

先后与银鹭集团、王老吉、加多宝、雅士利、统一集团、

河北养元慧智、海口椰树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相继合作。

2C037T

诸城市万利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密州工业园东杨家岭

电话：0536-6065228   

传真：0536-6350998

展品介绍：诸城市万利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座落于有着

“中国龙城 舜帝故里”之称的山东省诸城市。是集食

品解冻，蒸煮，卤制，清洗烘干，巴士杀菌，洗箱机等

设备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专

业运营商。

公司坚持“专业专心专注，质优品优价优”的核心价值观；

坚持以“创新为主，科技领先”的发展道路，不断汲取

国际领先的技术和加工工艺，创新研制，推陈出新。

2D065T-1

南京成灿科技有限公司 

CHENGDU HONRAY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湖路 9号

电话：025-57928275   

展品介绍：南京成灿科技有限公司历经 20 多年的励精

图治，已成为中国少数拥有独立研发和技术的喷码机，

激光机企业，公司已通过瑞士通用公证行 ISO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系统的质量管理和追溯

体系。公司目前在国内拥有 30 个多办事处、服务部、

售后服务点等直属服务机构，并在国内实行 3 年无忧服

务机制和限时必达服务体系。

2E142D/2E143D

丹东市振安区新龙海食品机械厂

地址：丹东市振安区九连城镇

电话：0415-4166500    

传真：0415-4166500

展品介绍：丹东市振安区龙海食品机械厂（原丹东金海

食品机械厂）成立于 1998 年，拥有强大的自动化设计，

电气设计，机械设计团队，公司拥有完善的设计，生产，

销售，售后服务体系，完善的企业管理。

团队生产出质量、功能好的产品，服务好客户，为客户

创造财富是我公司的宗旨。我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为广大

厂家解决很多实际操作的难题，降低人工成本，提高自

动化程度，使实际生产的产品达到或超过手工制作的效

果。另外，我公司也可以定向为各厂家解决实际生产过

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为各厂家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制作

产品。

2G165D/2G166D
浙江古川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南滨街道阁巷工业区围一路

电话：0577-66853688   

传真：0577-66853686

展品介绍：本公司创办于2005年，位于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

古川拥有国内同行业的研发机构、十分完善的生产制造体系和

庞大的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是一家集研发、制造、营销和服务

为一体的国际化专业包装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几年来，公

司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品质明显提高，深受国内外客户亲

睐.古川产品目前已销往全国，并出口到欧洲、美国、新加坡、

泰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在食品、医药、日化、化工、

农药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2E066T

上海亚登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Jinan Saixin Machinery Co., 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镇中心路 599 号 2 栋

电话：021-60678788      

传真：021-60678789

展品介绍：上海亚登食品机械公司座落在上海市松江区

小昆山镇威氏工业园内，拥有标准厂房，是集研究、开

发、制造为一体的综合性液体包装机械的专业制造厂商。

公司自创建以来，专心致力于食品、饮料、乳品、包装

机械的设计制造，并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成套设备。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乳酸菌生产线、椰奶生产线、

牛奶生产线、豆奶生产线、含果肉果汁生产线、热灌装

生产线、含气饮料灌装生产线、浓酱生产线、矿泉水 /

纯净水生产线等等。

2G227D/2G228D

厦门和易工业皮带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圳南七路45号

电话：0592-2656322    

传真：0592-5144207

展品介绍：创立于1998年的希贝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与服务

于一体的工业皮带专业公司，拥有自主品牌、引进先进技术及

生产设备。质量管理体系通过ISO9001：2008认证，产品质量通

过SGS认证。希贝克同时与多个国际品牌深化合作，形成产品

性能优势互补，为客户提供一整套最合理化的工业皮带解决方

案。希贝克提供的不仅仅是优异的产品，更重要的是不间断的

创新与服务，包括：降低成本方案；协同客户开发应用新方案；

提升效率方案；节能、环保解决方案。

2E135D

成都工匠时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园团结路 64 号

电话：18780209251    

展品介绍：成都工匠时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成都

国家级海峡两岸科技园区，是从事肉制品、豆制品、酱

腌菜等食品机械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服务

为一体的专业公司。目前我公司提供的主要服务有：

1、提供新建或扩建项目的工艺布局；

2、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全套设计方案及技术咨询；

3、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制造适用设备；

4、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安装与调试 ;

5、负责客户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直至其合格上岗，

熟练操作为止。

2H229D

河北卓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园中路南段圣中新能源院内

电话：0310-6566620    

传真：0310-6566621

展品介绍：河北卓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开发、科研、

设计、生产制造、技术服务及市场营销于一体的专业制造成套

水线、饮料线的机械设备及食品包装机械设备的厂商。

产品广泛用于水线、饮料线、医药、化妆品、易拉罐等整个流

水线作业。承接整套自动化生产线系统的设计、制作、安装、

调试工程。美观的外形及完美的服务赢取了许多客户的信赖和

好评，目前产品已经出口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并在国内形成了

完美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2H209D/2H210D

苍南县荣升工艺品有限公司

Cannan Rongsheng Technology Com,Ltd.

地址：温州苍南金乡镇余庄小区 B幢 1单元

电话：18811473409

传真：0577-68103538

邮箱：1062283083@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合作伙伴，展示我公司产

品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酒标牌，滴胶顶标、金箔顶标、铝

牌酒标等

 BZ2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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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永信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经济开发区开拓路东段                   

电话：0530-6791888                                    

参展目的：提高公司知名度，拓展业务                                              

展品介绍：主要生产玻璃酒瓶，油漆花纸，烫金纸，酒

瓶深加工等。

BZ001T/BZ002T/BZ003T/BZ004T

海普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icap IntelliPack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黄舣镇海普路 168 号

电话：0535-6918999 

传真：0535-6715000 

邮箱：info@hicap.cn

参展目的：推广高品质瓶盖以及酒业智联解决方案。 

展品介绍：海普具有各种高品质防盗盖超大规模量产能

力，广泛用于白酒、黄酒、保健酒、口服液、葡萄酒以

及调味品，为国内外众多知名酒企配套是多家名优酒企

战略合作伙伴。新型智能 e 盖不改变传统瓶盖外观与密

封性能且成本可控，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扫描即可实现

体系防伪功能，是高端酒水可靠防伪方案。智慧 e 盖是

海普开发的具有辨伪溯源、渠道管控、粘性营销和大数

据应用等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应用综合载体，是酒业产业

互联网的入口。

四川蜀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ICHUAN SHUBO GROUP CO,LTD

地址：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蜀州南路 125 号

电话：028-82275009 82273494

传真：028-82274581

邮箱：shubo@scshubo.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拓展企业在全国的知名度。

展品介绍：主营晶白料，高白料，普白料，GG-17 料等 

玻璃瓶罐，啤酒瓶，大口瓶，烤花上釉瓶，耐热器皿，

科学仪器等产品。

BZ007T BZ010T 

山东郓城瑞升玻璃有限公司

SHANDONG RUI SHENG GLASS(ROUP)CO..

Ltd.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五路北首                  

电话：0530-2053888  2053999                   

传真：0530-2053777       

邮箱：rs@ruishengboli.com  

参展目的：拓展国内外市场，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公司始终是坚持“铸造精品，服务高端”的

经营理念，投资 5000 多万元引进国内最先进的晶白料

手工生产线 3 条，并引进人工挑料生产异形瓶和水晶玻

璃瓶盖生产线。公司积极拓展玻璃制品的深加工业务，

引进全电炉烤花炉生产线 2 条，高档喷釉生产线 1 条，

并配有蒙砂、堆花、描金等综合加工，为客户提供一条

龙服务。公司拥有自主进出口权，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各

大中型白酒企业，部分产品远销美国、俄罗斯、中东及

东南亚各国，赢得了国内外客户一致好评。

BZ005T

海南天鉴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Hainan Tianjian Anti-forgery Scienc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兴海路 19 号                   

电话：0898-68647196                    

传真：0898-68647196                    

邮箱：nym@china315net.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产品，提高产品知名度，提高销量                                               

展品介绍：结构三维码通用标、烫金三维码、真迹结构

防伪标签、胶帽、音乐盒、密码锁

BZ006T

郓城汇美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郓城县工业园区水浒东路东 500 米路南       

电话：18605407888                  

传真：05306999887                  

邮箱：huimeibaozhuang@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洽谈业务                                              

展品介绍：亚克力透明包装盒，高档精裱盒，各类喷涂

烤花瓶，各类瓶盖

BZ008T

郓城县正大包装材料厂  

地址：郓城县工业二路                   

电话：0530-6419689                    

传真：0530-6413818                                         

参展目的：开发、推广、设计、加工制造各档白酒瓶盖                                               

展品介绍：设计销售各档塑料、水晶、仿木纹、白酒

瓶盖、仿氧化铝瓶盖

BZ009T-A

山东郓城天成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郓城工业园区                  

电话：0530-6720777                    

传真：0530-6720888                   

邮箱：3119095936@qq.com                  

参展目的：酒类包装盒、公司画册宣传等。

BZ009T-B

四川省嘉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碧潭陶瓷

Sichuan province Jia Yi Glass products 

Co Ltd

地址：四川省隆昌市黄土坡工业园区                  

电话：0832-3905755                   

传真：0832-3905755                   

邮箱：92414799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贵州、四川等省区经销商                                              

展品介绍：喷釉烤花仿陶酒瓶、高白料、普白料、乳白

料玻璃酒瓶，酒坛、各类瓶盖

BZ011T

湖北陶星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远安县鸣凤镇航天路 188 号                     

电话：15571750166                    

传真：0717-3990058                    

邮箱：692974151@qq.com                     

参展目的：增强公司品牌知名度                                         

展品介绍：各类高、中、低档陶瓷酒瓶，50 斤以下陶瓷

酒坛

BZ012T

四川省嘉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碧潭陶瓷

Sichuan province Jia Yi Glass products 

Co Ltd

地址：四川省隆昌县龙市镇

电话：0832-3510946

传真：0832-3510526

邮箱：568939297@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产品及文化。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展出高白料、晶白料、水晶料、乳

白料酒瓶，烤花瓶、喷釉瓶、热转印瓶、丝印瓶，储酒

坛等产品。

BZ013T

山东晶玻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JINGBO GROUP CO.,LTD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开发区工业五路

电话：0530-6368588

传真：0530-6368599

邮箱：sdyzjb@163.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提高产品知名度，广招四海

客商。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晶白料高档手工玻璃瓶、高白料机

制玻璃瓶、玻璃盖、灯饰球、香水瓶、壶、口杯、果盘、

果斗及各种高端玻璃器皿。

  BZ014T

郓城县同心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郓城县工业园区

电话：0530-6562328

邮箱：517176650@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产品。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白板盒、金银卡盒、

精裱盒、礼品盒。

山东烟郓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Tobacco Smoke Packag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工业二路南段

电话：0530-6415888

传真：0530-6415777

邮箱：98795389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各位酒类客户

展品介绍：各种白酒用瓶盖；各种白酒用酒瓶 

    BZ016T

 BZ018T/BZ020T

广东顺发印务有限公司

GUANGDONG SHNUNFA COLOUR PRINT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庵中路中段（亭厦东

兴工业区）

电话：0768-6627671

传真：0768-6626031

邮箱：sf1@shunfapack.com

参展目的：结识更多的顾客朋友，共进步，齐发展！

展品介绍：广东顺发印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公

司成立以来专注于烘焙食品包装的事业发展，拥有国内

外先进设备，具备生产各种规格牛皮纸开窗袋、吐司袋、

牛皮纸开窗自封袋、磨砂自封袋、带膜纸托、防油纸盘

垫、随手包、复合包装袋及自动包装卷膜等烘焙包装用

品以及各种牛皮纸面包西点袋。作为食品包装生产企业，

我司非常注重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原材料的挑选，印刷

材料均采用进口安全环保的水性油墨、大豆油墨，无毒

无害，绿色环保。

 BZ015T-A

广东顺发印务有限公司

GUANGDONG SHNUNFA COLOUR PRINT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庵中路中段（亭厦东

兴工业区）

电话：0768-6627671

传真：0768-6626031

邮箱：sf1@shunfapack.com

参展目的：结识更多的顾客朋友，共进步，齐发展！

展品介绍：广东顺发印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公

司成立以来专注于烘焙食品包装的事业发展，拥有国内

外先进设备，具备生产各种规格牛皮纸开窗袋、吐司袋、

牛皮纸开窗自封袋、磨砂自封袋、带膜纸托、防油纸盘

垫、随手包、复合包装袋及自动包装卷膜等烘焙包装用

品以及各种牛皮纸面包西点袋。作为食品包装生产企业，

我司非常注重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原材料的挑选，印刷

材料均采用进口安全环保的水性油墨、大豆油墨，无毒

无害，绿色环保。

 BZ015T-B

四川省开璞环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Sichuan Kaipu Eco-friendly Pack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成都市崇州经济开发区顺利路 169 号                   

电话：028-82390528                    

传真：028-82390528                    

邮箱：1290132345@qq.com                   

参展目的：推广展示企业，结交新朋友                                               

展品介绍：礼品袋、购物袋、烫金手提袋、白酒手提袋、

红酒手提袋等无纺布手提袋以及帆布袋、束口袋、超声

波酒套。

 BZ017T

广东潮安凤楼包装彩印有限公司

CHAOZHOU CHAOAN FENGLOU PACKAGING & 

COLORPRINTING CO., LTD.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郭陇工业区 6-8 栋 

电话：13903095726   

传真：0768-6368881     

邮箱：fenglou999@126.com      

参展目的：寻找与国内外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创

未来！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生产月饼糕点、充气食品类、调味

料、肉制品类、休闲食品类、咖啡豆奶冲饮类等各类食

品包装膜、塑料袋等，并坚持自主研发各种拉丝、洗铝、

棉白纸 /牛皮纸、UV 烫金等新工艺产品，让客户的产品

更具市场竞争力。

 BZ019T-A

东莞市镭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RENAULTIN METAL PRODUCTS CO.,L  

地址：东莞市企石镇联兴工业园 

电话：0769-89076508   

传真：0769-89076509  

邮箱：sales05@renaultin.com

参展目的：开发拓展国内食品、礼品加工生产企业          

展品介绍：马口铁月饼包装盒、巧克力铁罐、礼品糖果

包装铁罐等。

BZ019T-B-1

山东儒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Ru Cheng Gong Si

地址：山东省巨野县北环路中断                   

电话：0530-8118777                    

传真：0530-7157179                   

邮箱：564644807@qq.com                   

参展目的：拓宽业务                                              

展品介绍：各类酒瓶包装产品

 BZ021T/BZ023T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LIPENG CO,LTD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丽鹏路 1号                   

电话：05354661121                   

传真：05354661394                                    

参展目的：推广新产品、新工艺、开拓新客户、新市场。                                               

展品介绍：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5 年，总

资产近 60 亿元，公司是生产销售各种铝防伪瓶盖、组

合式防伪瓶盖及制作各种防伪瓶盖的高速生产线、复合

型防伪印刷铝板、等关联多元化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厂家。

 BZ022T

成都市郫县咪戈无纺布制品厂

SHANDONG LIPENG CO,LTD

地址：成都市郫县安靖镇沙湾村七组                   

电话：13668115855                                      

邮箱：757595314@qq.com                  

参展目的：通过糖酒会的平台，推广自己的产品。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布袋，无纺布袋，酒类包装产品。

保证质量、价格合理、工期快捷、服务细腻。

BZ025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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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普拉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YIBIN PLASTIC PACKGING MATERIALS 

CO.,LTD,SICHUAN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 150 号                   

电话：0831-3566877                                       

参展目的：为客户提供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和最具竞争力

的产品与服务                                               

展品介绍：公司展品分为防伪塑胶包装、PET 及深加

工、立体显示三个板块。防伪塑胶包装主要包括瓶盖、

注塑透明盒、3D包装盒等，PET及深加工主要包括切片、

胶片以及功能性材料等，立体显示主要包括光学材料、

3D 文创产品、裸眼立体显示终端等。公司聚焦产品、快

消品、医疗保健品、电子、日化、智能显示六大核心包

装市场，深入探索“互联网+包装” 的智慧包装发展模式，

搭建“全产业链 -全价值链” 的一体化整合服务平台，

达到各类客户的高度满意。

 BZ024T

山东郓城乔家布艺厂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开发区    

电话：13385302232                         

邮箱：308076311@qq.com   

参展目的：欢迎全国白酒、红酒厂家、洽谈合作                                          

展品介绍：华宇制袋有限公司，布袋包装专注十一年。

专业生产各种适用型锦缎袋、时尚绒布袋、复古麻布袋、 

加厚帆布袋、环保纯棉布袋，高端杂粮特产袋。根据客

户需要给您的酒瓶量身定做各种材质环保的面料包装。

公司力争中国最专业的白酒布袋包装第一品牌。

射洪泳贞包装有限公司 

SHEHONGYONGZHENBAOZHUANGYOUXIANGONGSI

地址：射洪县洪城新区工业集中发展区中小企业孵化园

区 4号楼、大榆镇白土坝 4组                   

电话：0825-6678028                    

传真：0825-6678028                      

邮箱：18243050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销售便于扩大生产规模                                                

展品介绍：高档瓶盖 、瓶套、塑料盖、水晶头瓶盖、

玻璃头瓶盖、标牌

BZ029T-A BZ029T-D 

嘉兴市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AONENG INDUSTRIES CORP.,LTD

地址：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世纪大道 3688 号        

电话：0573-84171999                   

传真：0573-84172345                   

邮箱：haoneng@haoneng.net                   

参展目的：推广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研发产品 

展品介绍：产品包括铝箔标签、镀铝纸、湿胶标签、不

干胶标签、铜板纸食品标签、电子面单、牛奶纸套标等，

能向客户提供从产品包装开发到印刷成品的完整包装印

刷解决方案。

BZ026TA

佰联凯酒类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                   

电话：15898957333                                        

参展目的：寻找合作，宣传推广

BZ026T-B

汕头市瑞驰印务有限公司

R&C Printing Co.Ltd

地址：汕头市龙湖区长江路 239 号              

电话：0754-88924027                              

邮箱：200722825@QQ.com          

参展目的：拓展客户  为客户的品牌出彩增色                   

展品介绍：纸类、膜类不干胶标签（瓶贴）。适用于不

同形状、不同材质容器的外观包装 （贴标）。

BZ028T

射洪泳贞包装有限公司

SHEHONGYONGZHENBAOZHUANGYOUXIANGONGSI

地址：射洪县洪城新区工业集中发展区中小企业孵化园

区 4号楼、大榆镇白土坝 4组                   

电话：0825-6678028                    

传真：0825-6678028                      

邮箱：182430507@qq.com                   

参展目的：推广销售便于扩大生产规模                                                

展品介绍：高档瓶盖 、瓶套、塑料盖、水晶头瓶盖、

玻璃头瓶盖、标牌

BZ029T-B

广东百盈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BAIYING PACK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白花沥村白前路 5号                   

电话：0769-82608786                   

传真：0769-82608086                   

邮箱：baiyingzhidai@sina.com                   

参展目的：以宣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为目的。                                              

展品介绍：环保无纺布袋 (俗称不织布袋 )是一种绿色

产品 ,坚韧耐用、造型美观，透气性好，可重复使用、

可洗涤，可丝印广告、使用期长，适宜任何公司、任何

行业作为广告宣传、赠品之用。

BZ029T-C

东阳市昌隆实业有限公司

DONGYANG CHANGLONG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开发区广福西路 208 号                  

电话：0579-86351892/13906793519                   

传真：0579-86351893                   

邮箱：2373538212@qq.com                    

参展目的：扩展业务、扩大销售渠道、增加客户信息量                                          

展品介绍：1-320E 一次性 PET 塑料杯、配套 PET 杯盖、

熟食碗、沙拉碗、PP 注塑杯和注塑盖、打包盒、碗、盘

子、刀叉

BZO30T-A

大邑县蜀光玻璃厂

Dayi Shuguang Glass Factory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工业园区兴业大道南

段  

电话：13982276151、13980098322  

传真：028-88201298   

邮箱：3412876442@qq.com    

参展目的：扩大销售范围，提高产品认知度和公司知名

度。                                              

展品介绍：我厂创建于 1991 年，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断

发展，现已成为占地 6万平米，拥有 3座窑炉，自动化

生产线十条，烤花生产线 1条，年生产能力达到近 10

万吨的规模性企业。我厂主要生产、销售各类香油瓶、

调料瓶、酒瓶、梅酒瓶、泡菜坛、鱼缸、口杯等玻璃制品。

现产品已销往全省和全国各地，部分产品长期出口东南

亚地区，受到客户的青睐和一致好评。我厂衷心希望与

更多的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谋发展，为社

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BZ030T-B

东莞市玛仕金胶粘有限公司

OWN  Adhesive products Co., Ltd.

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桑园浤泰科技园 B栋一楼                   

电话：0769-22245121                    

传真：0769-22245121                    

邮箱：ste009@126.com                   

参展目的：开拓酒类印刷标签及食品类软包                                              

展品介绍：印刷标签、贴纸、软包、仿伪标签 

   BZ030T-C

山东匠艺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工业园区                  

电话：15098365888                   

传真：0530-6010111                   

邮箱：1028504956@qq.com                  

参展目的：技术交流，招商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生产 .电镀瓶 .喷涂瓶 .烤花

瓶 .晶白瓶 .冰酒瓶 .洋酒瓶等 .承接各种材质水转印

业务。

佛山市南海区佳荣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Jiarong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高海工业区高鹏大道 7号                  

电话：0757-81897356                   

传真：0757-81897369                  

邮箱：179086750@qq.com                    

参展目的：把广东制造的优质 PET 食品罐推向全国，欢

迎订造                                              

展品介绍：本司专业生产 PET 罐、PET 盖、PP 桶等塑料

制品，自 2004 年建厂，一直专注生产塑料包装制品，

坚持以技术创新，秉承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以质量为

目标的企业信念。本公司有国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

精密仪器及数十名研究人员，生产车间按十万级净化标

准设计建造，技术力量雄厚，管理规范。致力于塑料包

装瓶的开发及推广。本厂生产的塑料包装瓶达到食品级

生产要求，在保健品、日化品、流通食品、烘焙等各种

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BZ033TA

   BZ037T

成都虹天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天回乡 7组                  

电话：028-83582138                                      

邮箱：2881305350@qq.                  

参展目的：拓展客户资源                                               

展品介绍：成都虹天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一

家以生产无纺布袋，全彩淋膜袋，购物袋，广告袋，礼

品袋，食品饮料酒水包装袋等系列产品的制造商。公司

拥有现代化专业的标准制袋车间，技术领先的国家专利

制袋设备，年生产力约达 6000，0000 个袋子

  BZ031T-A

中山臻达展示用品有限公司

Zhongshan Zhenda Display Products 

Co.,ltd.

地址：中山市港口镇木禾迳东路 51 号 

电话：0760-88431066  

传真：0760-88431063  

邮箱：liguozhong@zhendacn.com 

参展目的：拓展有整店装修及展示柜台制作需求的客户  

展品介绍：生产销售展示柜、展示架、货架、家具、灯

箱、有机玻璃工艺制品（产品包含各类五金展架、木质

烤漆展架、吸塑灯箱、展板、亚克力工艺制品、招牌发

光字等)；承接展柜、家具、灯箱安装工程、室内装饰工程；

展柜设计

 BZ031T-B

北京久宏时代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JIU  HONG  PACKAGING

地址：北京大兴                  

电话：010-080217798                   

传真：010-80217798                   

邮箱：307536999@qq.com        

参展目的：开发客户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要从事红酒、白酒、保健品、茶叶

礼盒的设计、开发、生产。

 BZ032T-A

苍南瑞兴箱包有限公司

地址：温州市龙岗镇二河村 364 号一层               

电话：0577-68603060                                    

邮箱：906910215@qq.com                 

参展目的：为酒类商家提供各种包装                                          

展品介绍：主要以无纺布袋 ,收纳袋 ,帆布袋各种购物

袋为主。

    BZ035T-A

佛山市卓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outstanding packing products 

co, ltd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山水大道中 209 号                   

电话：0757-87333899                    

传真：0757-87333699                                       

参展目的：加强产品宣传力度，                                              

展品介绍：本企业是专业生产食品级、药品级塑料包装，

生产主要用于各类饮料、食品、药品、调味品、等行业

的包装，主要产品有：复合包装材料、PET 塑料罐系列

产品、PE 胶盖系列产品、包装配件系列

 BZ035T-B

沧州东盛塑料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西大官厅工业区                  

电话：0317-4943788                 

传真：0317-4943788                    

邮箱：dsplastic@163.com                   

参展目的：展销产品                                          

展品介绍：塑料饮料瓶，塑料瓶盖，塑料管坯

    BZ036T

山东省郓城县华中包装厂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随宫屯经济开发区                   

电话：0530-6821777                   

传真：0530-665711                   

邮箱：274700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                                             

展品介绍：酒瓶 酒瓶盖 酒盒

    BZ038T

河南永胜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安阳县蒋村镇         

电话：0372-3803502              

传真：0372-3803502       

邮箱：435418615@qq.com          

参展目的：提高公司知名度，打造豫北乳白玻璃酒瓶领

航者                                             

展品介绍：我公司生产高档乳白瓶，烤花瓶，喷涂瓶。

年产 1.2 亿只，现与洋河酒厂、四特酒厂、老白干酒厂

达成战略合作伙伴

    BZ039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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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郓城县山水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郓城工业三路 118 号                   

电话：18866606665                                         

邮箱：20187896418@qq.com                   

参展目的：宣传                                               

展品介绍：酒类包装、食品包装

 BZ039T-B

泸州群煜玻璃有限公司、隆昌德森玻璃烤

花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泸县福集镇龙华村                  

电话：13219386868                    

传真：0830-8663105                    

邮箱：2422690881@qq.com                   

参展目的：促销玻璃酒瓶，维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                                               

展品介绍：隆昌德森玻璃、泸州群煜玻璃主要生产各类

乳白料、高白料玻璃酒瓶、喷釉烤花瓶、高温烤花瓶、

瓶盖等。

苍南宏欣标牌有限公司 

Cangnan Hongxin Label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东风大道 228 号                   

电话：0577-82729999                                        

邮箱：282525540@qq.com                   

参展目的：开发新客户、拓展公司业务。                                               

展品介绍：品名：标牌、贴牌  ，材质：金属，工艺，

印刷，用途：所有酒瓶，陶瓷类包装配件。

BZ043C BZ046C

郑州鹏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PENGYUBAOZHUANG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平原新区中原包装印刷产业园

电话：0373-7072026

传真：0373-7072026

邮箱：537284111@qq.com

参展目的：展商

展品介绍：主要做易拉罐，纸罐

BZ040T-A

郓城县宏远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玉皇庙镇史樊庄村东     

电话：13305307238                             

邮箱：876760640@qq.com      

参展目的：宣扬公司产品，扩大公司形象                              

展品介绍：陶瓷酒瓶、陶瓷酒坛、（125ml—1000ml 陶

瓷产品）

 BZ040T-B

成都万福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天祥寺街 18 号天祥大厦 C 座 803                  

电话：028-84443378                               

传真：028-84443378                              

邮箱：2366693316@qq.com                         

参展目的：

一、公司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进行全国性地广告推广；

二、通过糖酒会的这个大舞台展示新品魅力和企业形象；

三、是收集市场信息找准产品发展方向、观摩参展企业、

深度了解同行业信息、借鉴学习别人的优势之处的最好

时机和最快速的通道。

 BZ041C/BZ042C

哈尔滨波赛顿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利民开发区大众国际 1202 室  

电话：18846159969        

传真：0451—58926388     

邮箱：657526652@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拓展饮品行业样瓶制作业务                                               

展品介绍：

1、区别传统打样工艺，呈现与实物样瓶一致的试样产

品                                                                    

2、企业在批量生产前充分观察，产品在设计上和使用中，

可能存在的瑕疵；   

3、制作出来的样瓶可以帮助企业完成产品的最终设计

（如商标、瓶盖等）；    

4、生产出少量的样品，征求客户与消费者的意见，前

期宣传及产品广告拍摄等用途；                                                                   

5、样瓶本身的一些数据，可为企业材料采购提供参考；                      

6、为生产量少的个体户，在省去开模具费用情况下，

提供独家定制的塑料瓶。

 BZ044C

郓城县恒嘉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郓城县双桥镇工业园                   

电话：0530-6886166                    

传真：0530-6886166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酒厂合作                                              

展品介绍：白酒瓶、洋酒瓶、喷涂酒瓶

 BZ045C

南阳市博采工艺品有限公司 

Nanyang Bocai Crafts Co. 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京开第九大街经北二路出口加工区

内 

电话：0371-55319278 

传真：0371-86113398                    

邮箱：2775009200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省市区代理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红酒皮质礼盒，白酒皮质礼盒、保健酒皮盒

包装、酵素皮盒包装、工艺品皮盒包装。博采包装有自

己的设计、研发团队，旨在为客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皮

盒礼盒包装。

BZ047C/BZ048C

义乌市伊雅工艺品厂 

YIWU YIYA ARTS AND CRAFTS FACTORY 

地址：浙江义乌青口东苑工业区 A16-B                    

电话：057985690958                    

传真：057981564566                    

邮箱：339408761@qq.com                    

参展目的：维护老客户，发掘新客户，产品推广等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礼品袋，手提袋，购物袋，PP 袋，

纸袋，包装袋，塑料袋，广告袋，鲜花包装袋，盆栽袋，

包装盒等塑料制品。

BZ049C

温州金科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温州鹿城轻工业园区盛昌路 8号第五层 

电话：15825638181           

传真：0577-88317732         

邮箱：34041771@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新产品，互相学习                                               

展品介绍：防伪瓶盖，抱箍、金属、塑料牌、工艺礼品、

促销礼品、十二生肖酒具礼品、十二生肖酒盖、各类高

档礼品以及瓶盖

BZ050C

青岛博信印通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boxin label Co.ltd

地址：青岛城阳区仙山东路 1号                   

电话：15166641915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不干胶标签、标签印刷、不干胶印刷、不干

胶贴标机

   BZ051C/BZ052C

北京世杰华杰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Shiji Huajie Trading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 71 号 12 层 1526    

电话：0315-6445025                      

邮箱：2609167513@qq.com

参展目的：招收国内外经销商 

展品介绍：本印码机适用于各种定型包装、生产产品的

日期打码，如副食、罐头食品、茶叶、生日蛋糕、早点

配餐、熟食等，还可以打印塑料膜，玻璃瓶等需要打印

的生产日期产品，本印码机外壳采用 ABS 钢塑制造，耐

磨、抗压、无破损，使用寿命长。

中山市展源五金有限公司

ZZhongshan zhanyuan hardware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工业大道 8号                   

电话：0760-86518232                    

传真：0760-86518281                    

邮箱：zszhanyuan2008@163.com                   

参展目的：面对酒厂包装厂设计包公司推销产品                                              

展品介绍：五金防伪瓶扣，瓶盖，锁扣，标牌，拉钉等

    BZ055C  BZ060C

惠州市品丰制罐有限公司

PIN FENG TIN BOX

地址：惠州市石湾大道 89 号                   

电话：0752-6322263                    

传真：0752-6322263                    

邮箱：1028165996@qq.com                   

参展目的：推广，推销，提高产品知名度                                              

展品介绍：专业设计，定制马口铁包装

  BZ053C

广东佳胜制罐实业有限公司

Jiashengzhiguanshiye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工业区                   

电话：0752-6619306                   

传真：0752-6928729                   

邮箱：2853277186@qq.com                 

参展目的：服务全国各地所有需要铁盒包装的厂家                                             

展品介绍：主要有文具盒、礼品盒、饼干盒、月饼盒、

坚果罐、酒罐、各类食品包装铁盒。工厂秉着质量、服

务走过整整 10 个年头，对待每一个产品都非常用心，

无论是食品、礼品还是文具，我们的产品都受到客户的

认可。时间、价格、质量各方面都有着保障、同时我们

也在不断进步、学习。让自己更加强大，服务于更多需

要的厂家

   BZ054C

温州晨盛印业有限公司

Wenzhou chen sheng print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仪邦工业园区 8幢 2号                   

电话：0577-68003400                    

传真：0577-68003400                    

邮箱：138200906@qq.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把精美的贴标推荐给更多有需求

的顾客                                               

展品介绍：不干胶标签、纸盒、手提袋  

   BZ056C

天津恒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Tianjin Hengmei Pack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 天津宝坻塑料制品工业区长荣道 7号             

电话： 13810574118                    

传真： 022 － 29925588                  

邮箱： bjwcbz@163.com                    

参展目的： 展示公司形象，开发新客户                                               

展品介绍：生产各类塑料包装制品，包括PET塑料易拉罐、

PET 螺旋盖易拉罐、螺旋盖圆罐、PS、PET 注塑吸塑食

品盒等，主要用于糕点、干果、茶叶、糖果、休闲食品、

保健食品等食品的外包装。

  BZ057/BZ058

深圳市振海标签印刷有限公司

SHENZHEN ZHENHAI LABEL PRINTING CO.,LTD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新园工

业区 20 号            

电话：  13502892485                  

传真：  0755-89746211                   

邮箱：  szcq02@163.com                   

参展目的： 展示产品的品质与先进工艺，发掘新客户，

维护老客户。                                               

展品介绍： 专业生产各类不干胶标签，红酒标、白酒标、

日化洗涤类、食品饮料类、电子玩具类、防伪标、双层标、

正反两面标等，配合先进的丝印、浮雕、机凸、烫金银、

上光、覆膜、压纹、电脑打孔等工艺，结合绚丽的色彩，

使您的产品更加丰富多彩，更显高大上，让标签提升您

的品牌价值。

  BZ059C

苍南县龙港旭华塑料标牌厂

地址：苍南县龙港镇梧桥村 321 号一层                   

电话：0577-68625299                                       

邮箱：675662888@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批发生产定制各种标牌                                              

展品介绍：生产铝标，塑料标，茶叶盒外包装配件及铜

牌汽车牌及电镀产品。 

BZ061C

硕包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Su-pack Technology Enterprise(Yangzhou)

Co,LTD

地址：讲述省扬州市广陵产业园海沃路 3号                   

电话：15262296995                   

传真：0514-82689830                   

邮箱：www.su-pack.com                   

参展目的：洽谈                                              

展品介绍：PVC,PEC,PP 铁盒

赤峰博容钢铝容器有限公司

Beijing Shiji Huajie Trading Co., Ltd.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  

电话：13171365799                            

邮箱：867624221@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不锈钢酒壶、不锈钢酒桶、不锈钢坛子，不

锈钢啤酒瓶、不锈钢食品容器。制酒设备。

    BZ063C/BZ064C

BZ06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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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彩标签有限公司

GuagnDong Jiacai Lable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谢坑工业区龙江路 8号                 

电话：0769-38870968                

传真：0769-87381972         

邮箱：jiacaiys1@126.com               

参展目的：寻求合作伙伴 发展标签业务                                        

展品介绍：各类酒 / 水标签，饮料标签，食品标签，调

味料标签 ,医药保健类标签及其它标签 

BZ065C/BZ066C

江苏荣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JIANG SU RONG TAI GLASS PRODUCTS CO.,LTD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马坡镇八段                   

电话：0516-85100800                    

传真：0516-85100800                    

邮箱：xzbd2628@163.com                   

参展目的：寻客户，各种玻璃瓶及瓶盖开模定做深加工                                              

展品介绍：各种高中低档：白酒瓶、果酒瓶、保健酒瓶、

酱菜瓶、等一万多种大小口玻璃制品；配套各种瓶盖、

胶帽、内塞、封口机等；各种深加工；蒙砂、丝印、烤

花、烫金银、喷釉、切割打孔等，各种玻璃制品来样来

图设计开模定做，保质保量！价格适中！交货及时！微

信号 -13705210366 

汕头市伟鹏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新工业区龙新西一街 8号                  

电话：0754-88877802                   

传真：0754-88877801              

邮箱：WP77802@21cn.com             

参展目的：产品宣传，开拓新客户                                               

展品介绍：塑料包装袋，包装膜

BZ070C BZ074C

温州鑫晟达金属工艺品有限公司

地址：温州龙港镇                   

电话：13858881188                    

传真：0577-64231188                    

邮箱：325802@qq.com                                                                 

展品介绍：塑料制品纸包装、纸标、金属标、PPC 标、

纸标 

BZ067C

江门市希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Jiangmen Xide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镇永安第二工业区 50

号  

电话：0750-6311670                    

传真：0750-6310980                    

邮箱：xideseal@163.com                 

参展目的：推广希德公司发泡密封系列产品                                               

展品介绍：PE 发泡垫片具有无毒、无味、无臭独立气泡

的特点；具有珍珠光泽和清洁感；重量轻、富有弹性；

具有更优的耐药性和耐油性；不具吸水性和渗透性。主

要用于瓶盖密封内衬，确保瓶子内容物不渗漏、保真空

等作用。

BZ068C

沧州万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Canzhou wonder packing material Co,Ltd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杜生镇                   

电话：15831738899                                       

邮箱：466070677@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各地区代理                                              

展品介绍：公司专业生产 PE发泡垫片卷材、压敏垫片、

各种铝箔封口膜、铝箔纸垫片卷材及各种包装容器瓶

盖垫片及易撕型软管专用封口铝箔卷材，适用于 PE、

PET、ABS、PVC、PP及玻璃瓶、茶罐等不同材质的容器封口，

具有防渗漏、防盗、防伪、防变质的特点，可延长保持期。

BZ069C

景德镇当歌雅酒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景德镇市浮梁陶瓷工业园区名坊园 21 号当歌雅

酒                  

电话：0798-2818991                                       

邮箱：63375262@qq.com                  

参展目的：诚招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诸君悦白酒、当歌雅酒白酒、莲享白酒、陶

瓷酒瓶、陶瓷酒器等

BZ071C/BZ072C

无锡多彩标签印刷有限公司

Wuxi Coiourfui Packaging Printing Co.,Ltd. 

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芙蓉二路 98 号         

电话： 051083507273                    

传真：   051083507273                 

邮箱：  youdong.633721@163.com                   

参展目的：  借助大平台展现自我，发展新客源                                              

展品介绍： 我公司主要从事不干胶标签的印刷制作，

行业使用范围广，特别针对茅形瓶瓶标起泡、翘标等普

遍缺陷，本次展会特推出专利产品，解决这一大难题，

敬请期待

BZ073C

浙江苍南格美工艺厂 

电话：18867766780                                     

参展目的：品牌推广、广告宣传。                                             

展品介绍：酒标、酒牌

BZ075C

佛山市顺德区中瑞制罐有限公司

Foshan Shunde Zhong RuiCan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鸡洲市良路 7号之一                   

电话：0757-26329881  

传真：075726329882                                       

参展目的：开拓全国市场                                              

展品介绍：食品用纸罐（应用于休闲食品、保健食品等

相关行业的食品包装）

BZ076C

上海御牧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MIMAKI TRADING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555 号 45 幢 1 楼  

电话：021-33676651                    

传真：021-33676656                    

邮箱：yu_yanni@mimaki-smt.cn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品牌及机器                                              

展品介绍：适用于多种包装材质打印的 UV 平板喷墨打

印机：UJF-A3MK2EX、CFL-605RT;UV 卷对卷喷切一体机：

UCJV300-75

BZ077C/BZ078C

昆山铭拓印刷制品有限公司

Kunshan Mingtuo Printing Products Co., 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吴淞江南路 6号     

电话：0512-57799781                  

传真：0512-57799783                  

邮箱：ml0512@126.com                 

参展目的：拓展业务，寻找食品、酒业、饮料业客户    

展品介绍：食品不干胶标签、酒类饮料外包装标签瓶

标、日用品不干胶标签

  BZ079C

郓城县同禧软木制品厂

Tongxi cork products factory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丁里长镇开发区

电话：15275032008

传真：0530-6565266

邮箱：270051912@qq.com

参展目的：推广软木制品。

展品介绍：我厂生产的软木塞有天然软木塞和合成软木

塞两个大类，专业为葡萄酒、香槟、红酒配套软木瓶塞

子，并广泛应用于制药、保健产品的容器密封。产品质

量稳定，我厂生产的软木塞有天然软木塞和合成软木塞

两个大类，专业为葡萄酒、香槟、红酒配套软木瓶塞子，

并广泛应用于制药、保健产品的容器密封。产品质量稳

定，规格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做

福建省德化县彦坤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宝美工业区

电话：15392095000  

邮箱：82820287@qq.com  

参展目的：方便酒厂、酒馆、代理商直接工厂采购                             

展品介绍：以德化地理性标志产品及新时代的产品的结

合。给人们不一样的生活情调。

    BZ083C BZ091C

温州卓雅印业有限公司

Wenzhou Zhuoya Printing Industry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港镇世纪大道 699 弄 7 号                  

电话：0577-64210909                

传真：0577-64230909                

邮箱：yiyongzu@163.com                 

参展目的：为全国供应 PP、PVC、PET 包装盒 ，PP 手提

袋、纸袋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 PP、PVC、PET包装盒 ，PP手提袋、

纸袋、无纺布袋。

    BZ080C

广东隆兴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Longxing Packing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新潮汕公路梅林湖东

侧

电话：0768-6621791

传真：0768-6620919

邮箱：8009@cn-longxing.com

参展目的：品牌宣传与营销，拓宽国内食品容器市场

展品介绍：我司采用优质 PP、PS、PET、EVOH 等塑料原

材料生产各类卫生环保的冰淇淋、酸奶、饮料、饼干、

糖果、鲜果、调味品、快餐、蔬菜、鲜肉、日用品等的

热成型食品塑料容器及款式新颖的高端注塑模内贴标容

器。

   BZ081C/BZ082C

宝鸡美隆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MEI LONG ZHI DAI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行政东路三迪金融中心

电话：0917-7256888

传真：0917-3503299

邮箱：3591609573@qq.com

 BZ087C/BZ088C

深圳前海量子云码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Qianhai Quantum Cloud Cod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221007           

传真：0755-83221007           

邮箱：pushu@sun-tech.cn      

参展目的：自我展示，业务拓展，搜寻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公司核心专利技术与各类商品包装结合（如

软包、纸盒、标签、软管等），打造互联网 +包装产品，

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品牌保护和渠道管控，做到商品最小

包装的防伪防窜货，防破坏性窜货，智能防窜货，安全

溯源，互动营销等。保护品牌价值，提升管理效能。

 BZ089C/BZ090C

东莞市如美包装品制造有限公司

Dongguan Rumei Packaging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东莞市寮步镇岭厦工业区致富路 59 号              

电话：0769-88903698                   

传真：0769-88903358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酒类包装礼品盒，包装盒，皮制、纸制等包

装盒

BZ093C/BZ094C

汕头市澄海区雅奇达印刷厂

SHANTOU CHENHAI YAQIDA PRINTING PLANT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镇横陇工业区                   

电话：0754-85605762                   

传真：0754-86985338                   

邮箱：73929795@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食品厂、酒店及供应商合作                                               

展品介绍：主要生产月饼盒、蛋糕盒、粽子盒、年货盒

及各类食品包装盒等。

BZ095C/BZ096C

河北东光县中奥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东光县菜园包装产业园区                  

电话：0317-7748406                  

传真：03177748406                 

邮箱：157522750@QQ,COM                

参展目的：拓展销售渠道，学习先进东西                                               

展品介绍：本公司始建于2000年占地面积 6000平方米，

是专业生产纸塑包装的企业，本公司拥有大型柔版印刷

机三台、凹版机五台、复合机、成型机、制袋机数台，

日产量达 150 万条，主要产品有食品级纸塑复合袋、纸

塑卷膜、防油纸袋、汉堡纸等。纸张原材料全部为食品

级材质，主要为广大食品企业、快餐连锁、西餐厅等提

供一站式服务。

BZ09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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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鸿业不锈钢容器厂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兴福镇工业园                                      

参展目的：宣传新产品                                           

展品介绍：不锈钢酒桶精选高级不锈钢材料，欧美流线

型设计，造型精美时尚大方，产品采用国际 304，316

不锈钢板材，表面光亮如镜易清洗，不沾污垢安全环保

卫生，桶身精致坚韧耐腐蚀，在实用的基础上又突出美

观和高雅。

 BZ098C

深圳市天下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SHENZHEN TIANXIAFU NEW MATERIAL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风临国际 B座 D424( 吉祥地铁站 D

出口）     

电话：0755-89316926      

传真：0755-28911786     

邮箱：2608771396@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销售商及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独特经典的十二生肖头像设计，秉承了中国

古老的生肖设计风格，更好的融入了美好的祝福，作为

饮酒的酒具，更兼具艺术观赏价值，现已形成尊贵大气

的红黄瓷系列，稀贵天成的玉杯系列！

汕头市新潮流不干胶制品有限公司 

STANTOU NEW-TREND STICKER PRODUCT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 65 号（建威别克 4S

店）后面右侧厂房 201

电话：13502989228

传真：0754-88899232

邮箱：xcl@nt-sticker.com

参展目的：为糖酒行业提供不干胶商标印刷        

展品介绍：专业印刷不干胶商标（有自动贴标和平张手

贴）和滴胶贴纸、食品盒模内贴及 PVC 薄膜印刷

BZ101C/BZ102C BZ106C

沧州宏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沧州宏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电话：13803239472                    

邮箱：61658822@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招河北周边及上海周边省份采购商        

展品介绍：我公司为食品用塑料包装厂家，资质手续齐

全，产品质量可靠。主要生产透明食品罐、易拉罐、饮

料瓶、酱桶等食品包装。

 BZ099C

青州市金华铝塑包装材料厂

Qinghua Jinhua Aluminum Plastics 

Packaging Materials Factory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黄楼街道办事处尚家村  

电话：0536-3203525                     

传真：0536-3203102                   

邮箱：jhls158@163.com                 

参展目的：认识更多的客户，把产品推销到全国各地                                              

展品介绍：生产销售各种规格 PE、PET、PP、PVC、PS

用于塑料瓶、玻璃瓶、亚克力瓶封口的（含钢印、商标、

雷射图文）铝箔(金箔、高阻隔)垫片；压敏（PS、铝箔）

自封垫片；吹塑纸（PS 发泡）垫片；透气（一般、抗腐

蚀、防油）不漏液热封（不热封）铝箔垫片；透气膜（塞、

盖、袋）；高（低）发泡沫、易撕（不易撕）封口（透气）

垫片；聚四氟（PTFE）、半拉耳、铝箔压花封口垫片；

低发泡沫复 PE、PET、PP 封口（透气）垫片 ; 生产销售

医药用 PE 复合膜。

 BZ100C

粤港（广州）智能印刷有限公司

GUANGDONG-HONG KONG SMART PRINTING (GZ) 

Co.,LIMITED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三路 9号 201 房  

电话：020-32038312      

传真：020-32038313      

邮箱：153336119@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推广薄膜印刷包装产品的胶印工艺技术。  

展品介绍：红酒和白酒标签、烟包烟舌卡纸、PET、PVC

热收缩膜标签、吹塑、注塑模内贴标签、RFID电子标签、

吊牌、小袋子、珠光膜标签。

BZ103C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康华包装厂

Kang Hua Packing

地址：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安南西区                   

电话： 0768-6667579                    

传真： 0768-6667569                    

邮箱：   8754362qq.com                   

参展目的：   诚招全国食品厂家                                             

展品介绍： 专业生产面包充气包装，八边封袋，自封

自立拉链袋，异性吸嘴袋，牛皮纸开窗烫金袋等各种 UV

工艺特殊产品

BZ104C

安徽天下盖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桐城市大关镇工业园 1号                   

电话：0556-6710118                   

传真：0556-6710989                  

邮箱：1197889207@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产品、寻求合作                                               

展品介绍：各类塑料瓶盖、口杯盖、铝盖、铝板印刷等

 BZ105C

沧州美虹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杜生镇                   

电话：15931754135                                      

参展目的：塑料瓶 塑料盖  桶盒招商                                          

展品介绍：我厂专业生产各种塑料瓶、塑料桶、塑料盖

等各种食品、药品、保健品吸管包装 

BZ107C

四川伟创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SICHUAN WEICHUANG PLASTIC PACKGING CO.,LTD 

地址：四川省广汉市东岗村三社                   

电话：0838-5583668                   

传真：0838-5583667                   

邮箱：510958577@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产品、推广品牌、扩大业务量                                             

展品介绍：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主要适用于

各种休闲食品、干果茶叶、糖果糕点等食品包装，中药

饮片保健品等包装。

BZ108C/BZ109C

上海洁诺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JND GROUP (Shanghai JND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2399 号，3幢丙 

电话：181 1950 9889             

邮箱：hl@jndpak.com 

参展目的：提高行业知名度，推广创新包装。                                               

展品介绍：食品、药品、日化塑胶包装，绿色创新型可

降解胶带和钙塑外包箱。

BZ110C

华人印象策划设计

地址：广东潮州市潮安大道                   

电话：0768-6622638                                      

参展目的：招商，交流                                           

展品介绍：品牌策划，包装设计

   BZ111C

台州市黄岩金杰塑料厂

Taizhou Huangyan Jinjie Plastic Factory

地址：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十院线工业区

电话：0576-84180810

传真：0576-84185198

邮箱：sales@hy-gj.com

参展目的：寻找有中高端包装容器需求的客户

展品介绍：公司采用大规模全自动膜内贴标设备，专业

生产食品容器，饮料杯，塑料盘，爆米花桶，饼干礼盒，

油漆桶等；膜内贴标签包含3D立体变图、光面、磨砂哑光、

橘皮、铝膜、镭射以及其他特殊效果。印刷颜色形状接

受客户定制，产自浙江黄岩，价格在 0.3-50 元之间，

公司有专业的模具设计团队，可以为客人量身定做新的

包装容器。

徐州尚忆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Xuzhou Shangyi Packaging Products Co., Ltd.

地址：江苏徐州           

电话：13092332021                                   

邮箱：Cmj2209@163.com       

参展目的：把优质玻璃制品和外包装推销给合作客户          

展品介绍：公司生产食品类、化妆品类、工艺类、口杯

系列、酒瓶饮料礼盒系列、加工玻璃磨砂、烤花、印刷、

喷涂及配套瓶盖等业务。

    BZ116C  BZ120C

帝嘉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DIJIA PACK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                   

电话：0768-5890339                    

传真：0768-5890339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包装，印刷

   BZ112C

曲阜市仁泰容器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曲阜市王庄镇李庄村                  

电话：0537-4556677                 

传真：0537-4556677                  

邮箱：834556666@qq.com                 

参展目的：有效提升公司形象，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市场

竞争力，了解同行信息，把握同行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                                                 

展品介绍：曲阜市仁泰容器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在原曲阜市传统手工业酒容加工制造的基础上，

通过多年的发展创新成立的一个集容器制造业与高档酒

类实木包装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生产的不锈钢内

胆实木酒桶属国内首创的专利产品。实木酒桶既具有实

用性，更有收藏和观赏价值，可根据厂家要求定制各种

规格，是白酒和葡萄酒高档包装的首选产品

    BZ113C/BZ114C

徐州尚礼礼品有限公司

XUZHOU SHANGLI GIFT CO.,LTD

地址：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八段                  

电话：051685109859                   

传真：0516-85109859                    

邮箱：673264806@qq.com                  

参展目的：寻客户，各种玻璃瓶及瓶盖，开模定做深加

工                                              

展品介绍：各种高中低档白酒瓶、果酒瓶、保健酒瓶、

酱菜瓶、胡椒粉瓶、酱油醋瓶、橄榄油瓶、饮料瓶、果

汁果醋瓶等万种产品玻璃制品。

    BZ115C

江西华辉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Jiugu stainless stell barrel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经济开发区庐山中大道 1250 号

电话：0791-83805581

传真：0791-83805582

邮箱：2582237951@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九谷不锈钢酒桶的功能及优越性

展品介绍：“九谷”不锈钢酒桶，具有防倒灌功能，液

位显示功能，注酒口上锁功能，止酒口止回及龙头上锁

功能。“九谷”酒桶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15项，“九谷”

酒桶采用食品级 304 不锈钢为原材料，各项生产工序均

为自动化生产，全程数控加工。“九谷”牌不锈钢酒桶，

不锈钢发酵桶，不锈钢三酒桶广泛应用于原酒运输周转，

散酒售卖，白酒存储，果酒发酵等酒类生产销售领域。

九谷酒桶广受中外酒企客户的青睐。

    BZ117C/BZ118C 

临沂胜浩五金包装配件

Linyi Shenghao Hardware Packaging 

Accessories

地址：山东临沂河东五金城 C2 区 40 号           

电话：0539-7115569          

传真：0539-8092364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包装厂采购商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酒盒包装配件、礼品盒配件、茶叶

盒包装配件、内衬布、三胶铝、铝标、塑料标、顶标、

包装五金件。

    BZ119C 

广州市铁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nman Pack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宁西下元九龙新路 21 号                   

电话：020-26211121                    

传真：020-82962231                    

邮箱：495216374@qq.com                   

参展目的：寻求合作机会，扩大公司销售版图                                               

展品介绍：广州市铁人制品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金属包

装产品生产（如茶叶罐、月饼盒等食品包装罐、工艺品

包装罐等），集剪铁、制罐、印刷及包装设计为一体。

建立以来，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与高效的管理模式，铁

人不断致力于为社会创造优质、健康、环保的新产品，

目前已成为金属制品行业极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

    BZ121C

山东临朐中天工程塑料厂

Shandong Linqu zhongtian engineering 

plastics fatery 

地址：山东省临朐县城 216 五里庄工业园                                      

传真：0536-3114488                    

邮箱：50764060@qq.com                   

参展目的：食品级塑料包装色母粒，塑料瓶盖色拉母粒、                                               

展品介绍：中天佳怡，色拉母符合国际食品标准。应用

于食品塑料包装，各种色拉油调味品，白酒等瓶盖调色

    BZ1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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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繁荣包装有限公司

AN HUI FAN RONG PACKING CO.,LTD. 

地址：安徽省桐城市金大地工业园

电话：13333906125

邮箱：tcfrbaozhuang@163.com

参展目的：扩大销售市场，聆听客户需求，造高品质品

展品介绍：安徽繁荣包装有限公司座落在安徽省桐城

市，成立于 2006 年 06 月 08 日，致力于 PVC、PET 热收

缩内标签、BOPP、珠光膜等复合类标签、复合卷膜、桶

装水帽标的研发与生产；年产各类印刷标签及复合卷膜

5000T、桶装水帽标 4亿张。

 BZ123C/BZ124C

温州市广航包装有限公司

Wenzhou Guanghang Packag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仪邦集团工业园五栋

3号                  

电话：0577-68817363                    

传真：0577-68817363                     

邮箱：940433514@qq.com                   

参展目的：业务开拓                                               

展品介绍：不干胶标签标贴、产品包装盒、包装罐、防

伪标签等包装产品

萍乡市荷尧友谊陶瓷厂 

Frienolship  porcelain

地址：成都春季全国糖酒会包装专区 BZ133C,BZ134C  

电话：18807995125          

传真：0799-3491285        

邮箱：519374284@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企业产品，提高公司知名度                                                

展品介绍：专业制作高、中、低档陶瓷酒瓶

BZ127C BZ133C/BZ134C

桐城市宏阳达包装有限公司

Tongcheng Hongyang Da Packaging Co.,Ltd. 

地址：桐城市文昌工业园       

电话：13865193386  0556-6165177      

传真：0556-6165178                   

邮箱：1099264883@QQ.COM               

参展目的：扩大销售市场，聆听客户需求，造高品质产

品                                              

展品介绍：桐城市宏阳达包装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中

东部文化名城，黄梅戏的发源地-------安徽省桐城市。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是一家集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一体化的科技企业。产品主要适用于调味品、

乳品、食品、化妆品、一次性餐饮具等企业的生产需要，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美国及其东南亚。

 BZ123C/BZ124C

山东新大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昌邑市富昌街西首           

电话：0536-7210355          

传真：0536-7220281          

邮箱：690039595@qq.com    

参展目的：全国范围内推广商标业务          

展品介绍：小批量定制酒包装、酒标签、食品标签等印

刷。

 BZ125C/BZ126C

9 号瓶库 . 私人定制酒瓶；郓城通源酒类包

装有限公司

地址：郓城县工业园区工业五路私人定制酒瓶                

电话：0530-6953777                               

邮箱：1419092889@qq.com              

参展目的：诚招有需要的合作共赢                        

展品介绍：私人定制酒瓶配套包装、全套产品；让您不

再因定制酒量小而买不到合适包装等系列问题

BZ129C

广州市恒瑞无纺布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rui  Non-woven Co.,Ltd.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云星村 105 国道旁（华辉度

假村路口）

电话：020-87832899-020-37950600

传真：020-87832811

邮箱：officeof022@163.com

网址：www.hrwfb.com    

参展目的：开拓包装材料市场、推广新产品、让特种淋

膜纸走向国际。

展品介绍：彩色高端特种淋膜纸 /淋膜复膜无纺布：是

由纸或无纺布和彩色 PET 膜或 OPP 膜经过工艺处理高温

复合而成，纸质和无纺布底材，适用于包装行业粘合用，

具有永久性颜色，表面具有防水防油防污功能，有很强

的立体压纹，触感好，皮质视觉效果。克重：60克 -250

克 / 平方米幅宽：1.6 米

用途：可用于袋子类：服装袋、礼品袋、茶叶袋、红酒

袋、食品袋、西装袋、化妆品袋、珠宝袋、首饰袋、冰袋、

棉被袋、枕袋、书袋、鞋袋、保健品袋、水果袋、笔袋

等。盒子类：酒盒、茶叶盒、保健品盒、化妆盒、珠宝

首饰盒、食品盒、服装盒、收纳盒、鞋盒等；以及相框、

装饰、爬行垫等产品用。

BZ130C

徐州瑞宝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电话：137767777066                            

参展目的：拓展业务                                               

展品介绍：玻璃瓶类，酒瓶，蜂蜜，罐头，马口铁盒，

塑料盖等

BZ139C

衡水佳兴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武强县经济开发区滏东五路 1号

电话：13833809139         

传真：0318-3820869        

邮箱：963115953@qq.com                   

参展目的：交天下朋友，携手共双赢。                                               

展品介绍：我公司专业生产、订做无纺布酒袋类袋、饮

品袋、外卖袋、服装鞋帽袋，各种广告袋。

BZ140C

广州市丽宝包装有限公司 

LIABEL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含原萝岗区）永和经济区井泉三

路 77 号                  

电话：020-82240959                

传真：020-82240935                  

邮箱：Liabel@126.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产品，服务客户，拓展业务                                             

展品介绍：食品饮料标签 （注塑、吹塑）模内标签、

猫眼浮雕镭射标签、高档红酒标签、冷烫收缩膜等。

BZ141C

温州市博威标牌有限公司

Wenzhou Bowei Labels Co.,Ltd

地址：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彭刘路 118 号 

电话：+86-577-64594999   

传真：+86-577-64599177   

邮箱：2754388964@qq.com 

参展目的：寻找最新的合作伙伴，维护以后的合作伙伴，

打响博威之名。

展品介绍：金属酒标，源头厂家生产铝，锡，锌合金，

PET，塑料，金属卷筒标等各种金属材料。

   BZ142C 

苍南县万丰标牌有限公司

Cangnan Wanfeng Medal Arts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康发路 188-8 号       

电话：0577-64588801                    

传真：0577-64510078                    

邮箱：2256422959@qq.com     

参展目的：为国内外优秀企业提供更好的包装选择                                          

展品介绍：各类包装标牌

青岛博信印通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boxin label Co.，Ltd.

地址：青岛城阳仙区山东路 1号                  

电话：15166641915                                       

邮箱：15166641915@139.com                 

参展目的：为展示产品                                               

展品介绍：不干胶标签 标签印刷 不干胶印刷

    BZ154C BZ161C/BZ162C

萍乡兄弟瓷业有限公司

XIONGDDI CIYE

地址：江西萍乡              

电话：0799-3467958                   

传真：0799-3467928         

邮箱：871796072@ QQ.COM             

参展目的：展示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陶瓷酒瓶

   BZ143C/BZ144C

四川锦兴玻璃陶瓷有限公司

JXBT

地址：四川隆昌市圣灯镇天螺村         

电话：13086434872                   

传真：0832-3560015         

邮箱：1372775235             

参展目的：展示公司产品、结交天下朋友

展品介绍：公司将展示贵州茅台、宜宾五粮液、重庆诗

仙太白、绵阳丰谷、贵州酒中酒霸等知名产家的酒类包

装产品。

   BZ149C/BZ150C/BZ151C/BZ152C

深圳市敦鼎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Ddunding Intelligence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宝安区洲石路 743 号深业 U中心 B栋 1306                  

电话：0755-29706408、0755-29706508                   

传真：0755-29706269                   

邮箱：label@dunding.com.cn                 

参展目的：宣传敦鼎标签和智能贴标机的一站式解决方

案                                              

展品介绍：敦鼎为您提供最具视觉吸引力、功能多样性

的标签包装设计、印刷和智能贴标机的销售和服务。敦

鼎助力为您实现；提升商品价值，增强品牌形象，降低

用工成本，优化生产管理。

  BZ153C

四川仁昊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SICHUAN REN HAO PACKAG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南区万年路 1150

号

电话：028-83647092

传真：028-83661268

邮箱：435574626@qq.com 

参展目的：开发客户、拓展市场、宣传企业形象。

展品介绍： PET 圆罐选用透明度极佳兼具高韧性的卫生

环保材料 PET，精心设计，产品美观大方，凸显包装物

的质感和品味；PS 注塑盒玻璃质感，样式新颖独特，线

条清晰简单，整体通透性好；纸塑盒选用 PET 外盖，底

部采用白卡纸 /牛皮纸，包装产品高端大气，有档次。

    BZ155C/BZ156C

沧州乾丰环保器材有限公司

QFBZ

地址：杜生镇后候工业园                      

传真：0317-4052508                             

参展目的：寻找全球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螺旋罐，易拉罐，螺旋易拉罐，瓶胚，PS 包

装盒。

    BZ157C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MANCHEONG PRINTING PACKAG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细海工业区横溪路 

电话：0757-28330785 

传真：0757-28858265  

邮箱：sale@chinawanchang.com   

参展目的：结识潜在客户，公司品牌宣传    

展品介绍：酒类。调味品和饮料标签（卷标，贴标瓶）

   BZ159C/BZ160C 

杭州晨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科达路 3号                  

电话：0571-64331989                   

传真：0571-64332235                  

邮箱：2881438737@qq.com                 

参展目的：为企业提供包装品牌宣传厂家直销                                               

展品介绍：包装，宣传，广告定制 

BZ163C

广东中世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工业园新科一路 43 号              

电话：0756-2515837

传真：0756-2515837

邮箱：wenmeihao@zhongshifa.com                 

参展目的：招商

BZ164C

鹿泉区龙泰制罐包装厂

地址：河北石家庄鹿泉区                   

电话：0311-89171360                  

传真：0311-82200126                                      

参展目的：寻求铁盒包装合作                                            

展品介绍：适用于各行业的铁盒包装

BZ167C/BZ1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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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凯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YK.KT 

地址：营口市中小企业园丰园路 82 号             

电话：0417-3947817

传真：0417-3912266

邮箱：1051699904@qq.com                 

参展目的：重点推广产品，易拉罐，食品用包装罐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营推广产品，食品包装罐，塑料易

拉罐，糖果瓶，及烘焙食品罐。

 BZ169C/BZ170C

深圳坤邦标价用品有限公司

SHEN ZHEN KUNBEL LABEL-TRADE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后瑞第三工业区 B栋

电话：0755-27510998     

传真：0755-27510938    

邮箱：business@utclabel.com .cn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代理商，寻求合作！                                              

展品介绍：标签、塑料制品、玻璃瓶、食品等各类标签

制品

河南千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富田太阳城 56 号楼                 

电话：0371-55058153              

传真：0371-55058153                

邮箱：505168341@qq.com                

参展目的：承接各种布袋定制包装客户                                      

展品介绍：河南千一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型的

布袋包装厂家，集布袋的设计、印刷、缝纫为一体，全

方位为各位布袋包装定制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公司主要

生产定做各种绒布袋、棉布袋、麻布袋、帆布袋、无纺

布袋、各种包装袋、手提袋、箱包、背包、围裙等等。

BZ176C BZ179C

成都商霖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                   

电话：028-83860580                   

传真：028-83860580                   

邮箱：1792484418@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经销商，更好推广公司产品                                              

展品介绍：主要生产食品级材质塑料罐，如：易拉罐、

螺旋易拉罐，圆筒等

 BZ171C,BZ172C

景德镇尚艺坊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                   

电话：13298175054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客户                                               

展品介绍：陶瓷酒瓶及整套包装，小批量定制及整套解

决方案

 BZ173C/BZ174C

东莞市鹏伯塑胶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石鼓工业区龙安路 8号  

电话：0769-87297320                   

传真：0769-87297600                                        

参展目的：向全国推广精美包装                                             

展品介绍：食品包装盒，广泛用于休闲食品、调味品、

饮品、生鲜冰果等

 BZ175C

沧州冀鑫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沧州运河区

电话：15176890888    

传真：0317-2045271   

邮箱：1134406570@qq.com 

参展目的：专业承做白卡盒、瓦楞箱、精品礼盒；中高

档月饼礼盒、粽子盒等。                                              

展品介绍：沧州冀鑫包装容器有限公司，是国家指定专

业药品包装生产企业，是以药品，食品包装为主，其他

日杂用品包装为辅的大型包装印刷企业。公司拥有世界

最先进的海德堡，高宝多色印刷机台数；拥有全套印刷

前设计输出和印后加工处理生产线；是国内设最齐备先

进，工艺最成熟完善的大型印刷企业之一。三十年的经

验累积和文化沉淀，百余家合作名企的信赖和支持，为

河北冀鑫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壮大奠定坚实基础。

BZ177C/BZ178C

北京励思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LISEEE International Advertisement Co.,Ltd

地址：北京朝阳区来广营西路国创产业园 6号楼 503

电话：010-84782823                     

邮箱：enko@enko.com.cn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品牌理念，拓展渠道及市场                  

展品介绍：励思国际包装实验室是一家专门从事高端产

品包装的设计机构。不同于其他包装设计公司，励思国

际专注为客户从包装设计着眼，对整体品牌探究、市场

洞察、SWOT 分析、品牌定位、梳理及规划、产品命名、

造型及形态塑造、包装设计、形象及展陈设计，以及媒

介营销的全方位服务系统。从而提升客户在市场中的形

象及品牌号召力。

BZ178C

常州市浩丰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焦溪石堰村                    

电话：0519-88904158                                   

邮箱：199009607@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酒类、食品包装

BZ180C

重庆高达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工业园             

电话：023-65501990                   

传真：023-65503816                  

邮箱：2971125303@qq.com                  

参展目的：向广大客户展示不干胶产品的工艺                                              

展品介绍：酒类标签、食品标签、饮料标签、防伪标签、

日化标签

BZ182C

沈阳市于洪区东嘉兄弟木制品厂

Shenyang Yuhong District Dongjia Brothers 

Wood Products Factory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工业园                 

电话：024-88616332                   

传真：024-88610214             

邮箱：550578904@qq.com                   

参展目的：展销橡木桶及其酒盒，并诚招各地代理商                                               

展品介绍：酿酒橡木桶、内胆橡木桶、高级烤漆酒盒、

马拉车橡木桶及各种规格的橡木桶。

BZ183C

佛山市晨涵无纺布有限公司

Chenhan Non-woven Fabric bags of Foshan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谭边第一工业区自编 4号

电话：0757-85517721

传真：0757-85517721

邮箱：765629790@qq.com 

参展目的：为各大酒企/糖企提供优质的无纺布环保袋。

展品介绍：生产各类环保袋、无纺布袋、购物袋、礼品袋。

主要优势：

1、环保，且广告效益高。使用周期至少一年以上，可

反复使用，每次使用都是给品牌在做广告，是国际公认

的环保产品。

2、亦软亦挺，且承重力强。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

定制大小不同、软硬不同的彩色袋子，承重 20KG 左右，

外表有防水功能。

3、价格不高，外表高大上。相比同样大小的手工袋、纸袋、

布袋成本明显要低，外观的印花图案也比一般的丝印环

保布袋高档上档次。

  BZ184C

临朐县盛源包装有限公司

shengyuan packing co.Ltd

地址：山东省临朐县冶源宫家坡

电话：0536-3631349

传真：0536-3631349

邮箱：lqshengyuan@126.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各地需求商

展品介绍：UV 组合盖，盖中盖，铝塑组合盖，氧化盖，

防伪齿盖等。

佛山市印得高印刷有限公司

FOSHAN INDIGO LABEL PRINT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扁滘华达路 1号                   

电话：0757-26385366                    

传真：0757-26387866                    

邮箱：419568028@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业务 ,开拓客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印刷各类不干胶标签 , 酒水 , 食

品 ,饮料 ,保健品 ,日化洗涤用品等不干胶标签 .

    BZ191C/BZ192C BZ197/BZ198

郓城正荣正袋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郓城                  

电话：18678595917                                        

邮箱：275610431@qq.com

  BZ185C/BZ186C/BZ187C/BZ188C

沧州建明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沧州杜生前侯工业园                   

电话：0317-4914107                  

传真：0317-4917328                  

邮箱：784016383@qq.com

  BZ189C

郓城县鑫兴玻璃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郓城县丁里长镇                   

电话：0530-6565668                   

传真：0530-6565668                   

邮箱：37550006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国内外白，红酒生产加工商                                              

展品介绍：电镀，喷涂，烤花，乳白，精白玻璃瓶

  BZ190C

汕头市潮南区德铭彩印有限公司

Shantou Chaonan Deming Color Printing 

Co., Ltd.

地址：汕头潮南区峡山陈禾陂工业区

电话：13726533635                    

传真：0754-87921901                    

邮箱：2850752684@qq.com                  

参展目的：为食品客户提供不干胶解决方案                                               

展品介绍：产品外包装标签

    BZ193C

徐州盛海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Xuzhou Shenghai Glass Products Co., Ltd.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八段工业园  

电话：15150092108   

传真：0516-85939589  

邮箱：guoying3689@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招全国玻璃瓶客户厂家合作                                            

展品介绍：本公司主营，高白料玻璃酒瓶、饮料瓶、酱

菜瓶、红酒瓶、香油瓶，调味品瓶 /蜂蜜瓶等

  BZ194C

曹县格林工艺有限公司

CaoXianGelin gongyi Co.,Ltd.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曹县普连集镇  

电话：19861053111                               

邮箱：2667698818@qq.com    

参展目的：提供优质红酒木盒、红酒木箱、红酒包装礼

盒     

展品介绍：木制红酒包装盒，白酒木盒，精油木盒。茶

叶盒，酒桶、酒架、各种木制包装盒。

BZ195C/BZ196C/BZ029T-B

深圳市泛彩溢实业有限公司

AF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坣岗松山工业区松山西路 

12 号

电话：0755-27231122，29622900        

传真：0755-27230055               

邮箱：holo@afctech.com       

参展目的：开拓市场                                          

展品介绍：深圳市泛彩溢实业有限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通过 ISO9001:2015 认证，专注全息防伪、透

镜、3D 的组合防伪包装材料，研发及制作；产品包括：

镭射全息防伪标签，镭射全息定位印刷包装，镭射全息

防伪材料，镭射定位印 刷标签，全息透镜 (猫眼 )膜，

防伪制版等。

BZ199C

北京永生可盈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Beijing Yongsheng Keying Packaging 

Products Co., Ltd.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放光东路 18 号

电话：010-89956019                  

传真：010-89956019                 

邮箱：402572196@qq.com                 

参展目的：寻求全国各地休闲食品厂合作

展品介绍：PET 塑料瓶，罐、盒、PS 盒，PET 易拉

罐，PE 塑料瓶

BZ203C/BZ2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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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潮安区江源包装有限公司

Chaozhou Chaoan Jiangyuan Packaging Co., Ltd. 

地址：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仙溪工业区马洲头路 6号                   

电话：0768-6667089                    

传真：0768-6628430                    

邮箱：449866620@qq.com                   

参展目的：汇八方宾客，源梦想之路。                                             

展品介绍：潮州市潮安区江源包装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生

产工艺盒、粽子盒、月饼盒、年货盒、礼品盒、礼品袋、

吸塑包装、包装盒、纸卡及吊牌等其他印刷产品。一直

以来，我司以“专业品质，用心服务”为宗旨，以优良

的品质、良好的信誉、完善的服务赢得客户，竭诚欢迎

国内外各界朋友莅临指导，共创美好未来！

 BZ205C

江门市精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IIANMEN INGCHENG PACKAGING CO.LTD

地址：江门市新会区经济开发区宝源路 1号 B座

电话：0750-6361299

传真：0750-6363662

邮箱：3267189418@qq. com

参展目的：开拓客户

展品介绍：主要经营各类印刷复合包装装潢、食品、 

药品、电子、农药、化工、化妆品类等自动包装膜 /袋。

面膜袋、铝箔袋、吸嘴袋、八边封袋，自立拉链袋、抽

真空尼龙袋、高温蒸煮袋、围档广告，中异型袋等各类

印刷包装袋。

广东棋兴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Qixing Packing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东省湖安县庵埠镇护提公路官路 6号

电话：13927339298 0768-5912819

传真：0768-5912919

邮箱：qixing@qxpackaging.com

参展目的：向国内外客户展示我司包装产品，洽谈合作!

展品介绍：广东祺兴包装实业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集研

究开发新型纸塑杯 (碗 )机、纸杯机、模县。也是中国

首家生产纸塑杯、镭射纸杯、瓦楞套、亮光纸杯的生产

厂家。主要生产的产品有各种工艺纸杯 (碗 )、纸塑杯

(碗 )、纸盒、以及各种塑料盖、塑料杯、等各种纸塑

制品为一体纸塑产品技术领先的生产体纸塑产品技术领

先的生产厂家。祺兴包装技术创新领先、设备先进、质

量保证。通过 IS0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1S0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QS 认证、CMP 认证、HACCP 认证

BZ211C/BZ210C

西安双健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经济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苑路 5151

号                   

传真：029-86602522                    

参展目的：宣传我公司塑料包装制品。                                             

展品介绍：食品级杯、盘、碗、桶、盖、托、碟等敞口

塑制品容器

BZ206C

中山市励盟铝塑复合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中山市小榄镇九洲基合丰工业区建设路 103

号                      

传真：060-22258119                   

邮箱：9934739@qq.com                   

参展目的：招商                                             

展品介绍：铝箔垫片 ,铝箔封口膜 ,铝箔容器 .

BZ209C

福瑞森图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Foresee Image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园国路 398 号                                                   

传真：021--69573842                  

邮箱：bz-lyc@shyczb.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技术和服务内容，了解市场需求，

开拓客户。                                           

展品介绍：福瑞森图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隶属于全

球最大的凹印制版公司“运城制版”集团，定位是为品

牌提供包装供应链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产品包装设计

效果展示，小批量包装制作，大批量生产服务，包装营

销策划，货架效果展示，消费者关联，品牌安全和保护

的全流程解决方案。

BZ212C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华诺包装制品厂

Chaozhou city Chaoan Area Anbu Huanuo 

Printing Factory

地址：潮安区庵埠镇郭四村委会对面       

电话：0768-6617006                   

传真：0768-6618564                    

邮箱：2749827384@qq.com                    

参展目的：推广产品，增加客户资源                                     

展品介绍：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华诺包装制品厂是一家专

业从事食品塑料软包装袋、膜制品的现代化企业，本厂

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素质的员工，生产队伍技术力

量雄厚。专营月饼袋、珍珠奶茶封口膜、果冻封口膜、

休闲食品袋、充气食品袋、充气食品卷膜、肉制品袋、

高温蒸煮袋和各种系类的自动包装卷膜。

BZ213C

郓城金腾彩印包装厂

yunchengjintcaiyinbaozhuang

地址：郓城于屯开发区                    

电话：0530-6773000                   

传真：0530-6863111                   

邮箱：6431223@qq.com                 

参展目的：本公司专业生产胶帽 .瓶盖 .软木塞                                               

展品介绍：山东省郓城金腾彩印包装厂是郓城县重点民

营企业 .0优秀的包装企业。本厂设备先进，技术尖锐，

为我县最具有发展潜力企业。本厂坚持质量第一，用户

至上的原则，竭诚欢迎新老客户光临指导

BZ215C

山东郓城同禧软木制品厂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丁里长镇开发区                   

电话：15615603999                    

传真：0530-65652666                    

邮箱：350511714@163.com                   

参展目的：郓城县同禧软木制品厂生产各种规格的聚合

软木塞，天然塞，各种型号高分子塞，洋酒塞，塑料瓶

盖制品。                                            

展品介绍：山东省郓城县同禧软木制品厂是郓城县重点

民营企业，优秀的包装企业。本厂生产设备先进，技术

尖端，为郓城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我厂采用西欧

进口原材料，生产各种规格的天然·聚合软木塞，高分

子塞，适用于高·中档白酒·葡萄酒·XO 洋酒·香槟

酒·黄酒等，另外还生产各种酒器·干红蜡片等酒类包

装用品·产品畅销全国，质量深的用户肯定。本厂坚持‘质

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竭诚欢迎各地新老客户光

临指导。

BZ216C

BZ214C

深圳飞象互联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深圳                   

邮箱：251964818@qq.com       

参展目的：创意展示                                            

展品介绍：酒类包装、纸盒、酒瓶创意展示、工艺设计

 BZ217C

上海冠文特殊彩印有限公司

Shanghai Guanwen Specialized  Printing ltd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3698 号                   

电话：021-59744789                    

传真：021-59744789               

邮箱：support@eastarco.com.cn                

参展目的：产品推广                               

展品介绍：将最先进的全息的立体三维浮雕微压技术与

传统才是印刷对位套印，应用于各种塑料薄膜上，以

ISO9001 标准生产，全彩防伪标签，产品标签卷标，全

彩防伪面板等等

广东威雅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升平第二工业区 06A2

片区东侧   

电话：0754-87124277                        

参展目的：展示各种包装袋、包装膜，寻找有需求厂家   

展品介绍：各种不同袋型、不同工艺、不同材质包装袋、

包装膜

  BZ221C/BZ222C BZ227C/BZ228C

上海时达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Shida Plastic Packing 

Products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赵厅村战斗路 16 号                   

电话：021-39968063

传真：021-59548555

邮箱：shshida zhao@163.com       

参展目的：重点介绍及展示我公司生产制作各种热收缩

膜材质标签。                                            

展品介绍：上海时达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

的西北 ,占地约 10000 多平方米 ,厂房 6000 多平方米 ,

地处风景秀丽的文化名城—嘉定镇。我公司的经营团队

对于饮料及日化、医药、电子等行业的包装材料的生产，

均具有多年的务实经验，提供技术保障，具有丰富的经

验。可以为客户设计制作各种形状的物体的热收缩包装

产品。本公司已经通过了 ISO09001 认证，我们的产品

全部通过了 SGS 的 ROHS 项检查。

BZ218C

周口佳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纬八路与融辉南路交叉口                 

电话：18272801019                   

传真：0394-8708883                   

邮箱：0394-8708883                    

参展目的：宣传本公司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本公司产品 

。                                             

展品介绍：本公司专业生产塑料易拉罐，广口瓶，食品

包装罐，花茶罐等，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好，受到广大

客户的一致好评。

BE219C/BE220C

山东新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Xinhui Packaging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山东济南市天桥区清河北路 188 号

电话：0531-83161189                    

传真：0531-83161189                    

邮箱：570125894@qq.com                 

参展目的：诚招全国各地优质经销商                                               

展品介绍：糖果铁盒，食品铁盒，红白酒铁盒，茶叶铁

盒保健品铁盒及各种软包装 

  BZ223C

定州市塔鑫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定州市息冢镇贾村工业区                  

电话：15931251966                                         

邮箱：120436059@qq.com                   

参展目的：推销食品、酒类、饮料等包装制品                                               

展品介绍：酒瓶、饮料瓶、食品瓶、瓶盖

BZ224C

上海爱焙乐铝箱包装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梅家滨路 1 号               

电话：021-57891777                    

传真：021-57891717         

邮箱：info@ablpack.com              

参展目的：向参会观众介绍我公司铝箱包装产品

展品介绍：高端彩色铝箱耐烤杯（盖）、普通铝箱包装、

铝箱纸、铝箱封口机器等

BZ225C/BZ226C

山东郓城县新天软木有限公司

xintian cork co ltd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经济开发区                  

电话：0530-6413750                  

传真：0530-6413750                     

邮箱：923902707@qq。com                  

参展目的：展览推销酒类包装产品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软木塞，洋酒盖，高分子塞，开瓶

塞等一系列产品

BZ230C

泸州成邦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L u z h o u  c h e n g b a n g  M a c h i n e r y  

Engineering CO.Ltd.

传真：0830-3591465                   

邮箱：1218560661@qq.com                 

参展目的：为了能更好的推广我公司产品，让客户能直

观的感受我公司的品质。                                        

展品介绍：我告诉产品运用国内一流容器专业制造设备

和工艺制造，具有品质优良，做工精美，技术纯熟等特点，

能够满足客户的多种产品要求。

BZ233C/BZ234C

浙江苍南荣升工艺品有限公司滴塑厂

Cannan Rongsheng Technology Com,Ltd

地址：浙江龙港市巴曹社区兴港西路 78 号后面厂房

电话：0577-68665110

传真：0577-68665112                   

邮箱：275249364@qq.com \ 913096147@qq.com     

参展目的：重点诚诏全国各地合作伙伴，展示我公司产

品与服务。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洒标牌，滴胶顶标、金箔顶标、铝

牌洒标。

BZ2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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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喜悦工艺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Wenzhou Joy  Crafts Co., Ltd. 

地址：浙江温州市龙港塘东 F幢 108 号

电话：0577-64222728

传真：0577-26801866

邮箱：joy@zgjoy.com

参展目的：推广公司产品，寻找需要促销礼品、赠品的

客户。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促销礼品，吸塑广告画画 , 凹凸年

历,吸塑海报,提示牌,点菜夹，围膜，牙签筒，纸巾盒，

烟灰缸，推拉贴，台卡，宣传画，, 超市挂条 , 立体冰

箱贴等

BZ237C

沧县鹏龙塑料制品厂

PENGLONGSUYE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八里庄                  

电话：0317-4817601                        

传真：0317-4817601                  

邮箱：2297344985@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知名度，开发客户，

推广产品                                               

展品介绍：具有国家新型实用发明专利的奶嘴组合盖，

干净卫生，开启方式新颖，专业生产，品质无忧，面向

全国乳制品厂家推广。

东莞市昶成制罐有限公司 

DONGGUAN CHANGCHENG CANS CO.,LTD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高丽五路七号                 

电话：0769-82085711-8011  

传真：0769-82085381        

邮箱：2850613950@qq.com   

参展目的：寻找需求马口铁盒包装的厂家、经销商、电

商等客户。                                               

展品介绍：马口铁又名镀锡铁；马口铁盒的刚性好，搞

压性强，不易破裂，便于运输；印刷图案鲜艳美观，外

表大方上档次，相比其它材质有更好的阻气性、防潮性、

遮光性、保香性，能可靠地保护产品，所以越来越多的

企业选择用马口铁盒包装。比如：糖果巧克类、饼干蛋

糕类、月饼类、保健品类、茶叶罐类、化妆品类、电子

产品类、收纳盒类、礼品包装类、酒盒外包装等都适用

于马口铁盒包装。用户拆完包装还可以二次利用做家里

的收纳盒、纸巾盒、存钱罐等，甚至可以用来摆造型，

即达到了美观的装饰作用，又起到了广告效应。

BZ244C BZ248C

山东长盛泰玻璃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angshengtai glass products 

co.,ltd 

地址：山东省高密市柏城镇驻地                  

电话：0536-2575863                 

传真：0536-2575863                

邮箱：1243975779@qq.com                

参展目的：推销玻璃制品，玻璃酒瓶。                                          

展品介绍：乳白料玻璃酒瓶，高白料玻璃酒瓶，普白料

酒瓶大容量泡酒罐

BZ241C/BZ242C

汕头市海湾印刷有限公司

SHANTOU HARBOUR PRINT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汕樟北路 168 号      

电话：0754-88780118    

传真：0754-88780148        

邮箱：3329719069@qq.com       

参展目的：提升企业知名度，接触新客户，促销现有产

品；                                      

展品介绍：专业提供月饼、粽子、酒盒、坚果、饼干礼盒、

食品盒等高品质包装制品。

BZ243C

四川汇美环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huimei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成都 -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

成阿大道 29 号 A8-5                   

电话：18981856909                                       

邮箱：3132949147@qq.com                   

参展目：主要为酒厂、超市、餐饮、商场、礼品等各种

企业提供大量各类型的环保购袋、礼品袋、广告宣传袋。                                              

展品介绍：四川汇美环保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 月，专注于环保、实用、美观及工艺表现多样化的

手提袋生产公司，现已发展为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环保手提袋生产企业。公司有（创新产品）立体袋、

风琴袋、包边袋、打孔袋、束口袋、背包带、平口袋等。

公司具有完整的无纺布袋生产线，目前已在成都大丰、

新繁和金堂淮口建有生产基地和销售团队，厂房面积

12000 余平方米。现有车间工人 400 余人，袋子产量约

40 万只 /天，质量保证、效率高、交货快捷。

BZ245C/BZ246C

上海城市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chengyu packaging group co,.ltd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黄渡工业园区谢春路 1111 号                

电话：021-39556398                   

传真：021-39556709                   

邮箱：117352379@qq。com                   

参展目的：以宣传企业形象 提升企业知名度为目的                                              

展品介绍：一次性纸、塑 PLA 可降解包装容器（杯、碗、

盒、刀、叉、勺等系列产品）

BZ247C

汕头市更新彩印有限公司 

shantou Genxin Printing Packaging 

Industry CO.Ltd 

地址：汕头是金平区湖头东兴工业区 60 号                 

电话：0754-88109618                    

传真：0754-88109026              

邮箱：1945099191@qq.com              

参展目的：推广 , 宣传我公司产品、拓展市场                              

展品介绍：冲调包装、休闲包装、婴幼儿食品包装、蒸

煮水包装

BZ249C/BZ250C

广州博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Nice-Can Manufactur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凤和工业区自编 6号  

电话：400-800-2328     

传真：+86-20  36023299   

邮箱：tinbox09@boxin168.com     

参展目的：宣传公司形象，促进产品销售，密切联系用

户                                              

展品介绍：铁盒包装，适用行业有：糖果饼干、茶叶咖

啡，酒类、保健品类、化妆品类、促销礼品类等。我们

的铁盒符合欧洲 /美国 /中国等食品级和物质安全标

准，可以达到国家相关行业标准。有超过 1000 套现成

的模具，新产品也可开发新模具。目前二个工厂分别位

于广州、惠州，月产量 5百万只铁罐，为客户提供从设

计 /制模 /生产 /分装 /交货一条龙服务。定制热线：

4008002328

BZ251C/BZ252C

温州市川旺工艺品有限公司

chuanwang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仪邦工业区三栋 4号  

电话：0577-68697088    

传真：0577-64355033    

邮箱：736963290@qq.com       

参展目的：休闲食品 超市挂条、挂板、挂袋、挂架                                          

展品介绍：专业生产超市挂条、挂板、挂袋、挂架

 BZ253C

汕头市博雅印刷有限公司

Shantou Broadart Print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鮀浦长青路 28 号

电话：0754-82527333           

传真：0754-82527666                  

邮箱：1786632705@qq.com            

参展目的：提高公司知名度，寻求与各食品厂商的合作

机会                                         

展品介绍：公司现主要生产各种材质的杯、盒封口膜，

各种结构的自动包装膜，包装袋，高温蒸煮袋，农药包

装袋，医疗用品包装，化妆品包装，各种形状带吸嘴自

立袋等。

BZ255C/BZ256C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森意印务有限公司

Chao'an District, Chao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刘陇工业区

电话：0768-5814170

传真：0768-5811620

邮箱：731173411@qq.com

参展目的：寻求合作伙伴

展品介绍：各种包材  包装袋  包装膜  八边封蝴蝶拉

链袋  风琴袋  自立袋  卷材  洗铝包装

BZ135C/BZ136C

烟台市永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Yantai Yongsheng Sealing Technology

地址：烟台市高新区解甲庄工业园

电话：0535-6752211

传真：0535-6756269

邮箱：125750013@qq.com

参展目的：宣传企业知名度

展品介绍：公司主要生产聚乙烯发泡垫片，二维码垫片  

铝箔封口垫片

BZ137C/BZ138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