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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行业与各行各业一样，在经历了这个不一样的 2022上半年，经受疫情考验与停滞，
我们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线下再重逢，感恩所有展商与合作伙伴们在如此特殊的时期，
排除阻碍，与亚宠共同携手再度为行业呈现了一场 22.5 万平米的行业旗舰展，在这特
殊的时期，一路相伴来到深圳，却规模更胜从前，逆势增长再创新高。

疫情孕育出更多潜在养宠及情感消费需求，行业迫切需要面对面的贸易交流，没有什么
可以代替亲身对产品和新品的体验，这个 8 月，全球宠物品牌、新品，经销商零售商、
从业人士以及宠物爱好者终于再次齐聚线下。

本届亚宠展移师深圳，汇聚上万宠物品牌，全球宠物新品集中首发，同期举办“亚洲宠
物供应链展览会”、“亚洲宠物医疗大会暨展览会”，覆盖宠物行业上下游完整产业链。
亚宠展既能满足一站式采购需求，又能前瞻宠物行业的创新发展，2022 年同期举办多
个宠物行业主题峰会及“风向标”、“医疗”、“供应链”、“零售”和“创新”等专
题会议活动，汇聚宠物行业领袖、细分领域顶尖专家、跨界精英及众多行业从业者，是
宠物行业共同期待的高规格、高质量、高参与度的年度盛会。

亚洲宠物展也是宠物爱好者的狂欢盛宴。每年 8 月亚宠推陈出新，2022 带来全新的——
精致养宠生活沉浸式体验“U+ Demo Show”，线下狂欢盛宴“亚宠狂欢节”， “InnovAction 

宠物新风尚”，还有专业赛事“CKU 犬赛”、“ICE 猫赛”，以及趣味宠物赛事“狗狗
运动会”，2022 亚宠全新携手一众网红宠物友好跨界品牌，打造宠物生活方式新体验，
掀起亚宠新浪潮 @ 深圳。

第 24届亚宠展的成功举行有赖于参展商、观众、行业协会和媒体的大力协助与鼎力支持，
在此，向所有支持亚宠展的各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所有参与此次盛会的参展商、
观众、合作伙伴及与会者在展会上获得丰硕成果，有一个满意的深圳之行！

总裁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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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all other industries, the pet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a different first half of 
2022. Now we finally hold this annual offline reunion after the stagnation sentenc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is grateful to all exhibitors and partners who conquered 
all obstacles to be here in a such special period and join hands with Pet Fair Asia 
to present the industry flagship fair in this venue of 225,000 square meters. Thanks 
to everyone for accompanying us to Shenzhen during a such special period, and for 
presenting a more considerable fair than in the past, to achieve a growth against the 
trend to a new record. 

Meanwhile,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created more potential demands for keeping 
pets and emotional consumption. A face-to-face trade exchange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industry, as nothing can replace experiencing products and new arrival by 
in-person way. In this August, global pet brands, new products, distributors and 
retailers, practitioners, and pet lovers can finally gather offline again. 

The Pet Fair Aisa of this year is relocated to Shenzhen, has gather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t brands with lots of pet products debuted at once, and will hold 
"Pet Fair Asia Supply" and "Asia Pet Veterinary Conference & Exhibitio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covering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of the pet industry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et Fair Asia can not only satisfy the demand for one-stop sourcing 
but also foresee innovative developments in the pet industry. 2022 Pet Fair Asia 
will include many pet industry theme summits, and thematic sessions on " ", 
"Healthcare", "Supply Chain", "Retail" and "Innovation",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gathering of numerous pet industry leaders, segmentation experts, trans-field elites, 
and industry practitioners, this Pet Fair Asia is a grand annual event of high standard, 
high quality and high engagement, and looked forward to by the entire pet industry. 

The Pet Fair Asia is not only an annual event for practitioners of the pet industry but 
also a carnival and feast for pet lovers.  The Pet Fair Asia which is held in August 
every year will come with many new contents in 2022, including "U+ Demo Show" for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of fine living with pets, the offline carnival and feast of "Pet 
Fair Aisa Carnival", "InnovAction Pet New Trend" and professional competitions of 
"CKU All-Breed National Champion Dog Show" and "ICE World Champion Cat Show", 
as well as the fun event of "Dog Games". 2022 Pet Fair Asia joins hands with pet-
friendly trans-field brands popular on the internet to create a new experience in pet 
lifestyle and start a new PFA trend @ Shenzhen. 

The success of the 24th Pet Fair Asia depends on the great assistance and support of 
all exhibitors, visitors, the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he media. Hereb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peers supporting PFA. Wish all exhibitors, visitors, 
partn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is event fruitful results at the fair and a satisfying trip 
at Shenzhen! 

President
VNU Exhibitions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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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日期：

2022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
( 周三 - 周六 )
  
 展会时间：

专业日
2022 年 8 月 31 日
09:00-17:30
2022 年 9 月 1 日
09:00-17:30
2022 年 9 月 2 日
09:00-21:30

公众日
2022 年 9 月 2 日
09:00-21:30
2022 年 9 月 3 日
09:00-17:00

 展会地点：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展城路 1 号
电话：0755-85903000 

 展会管理：

上海万耀亚宠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 1333 号
上海展览中心商务楼
邮编：200040
电话：+86-21-6195 6088
传真：+86-21-6195 6099
电邮：pfa-service@vnuexhibitions.com.cn
网址：www.petfairasia.com

Exhibition Dates:

August 31 - September 3, 2022 
(Wednesday - Saturday)

Opening Hours:

Professional Days
August 31, 2022
09:00-17:30
September 1, 2022
09:00-17:30
September 2, 2022
09:00-21:30

Public Days
September 2, 2022
09:00-21:30
September 3, 2022
09:00-17:00

Venue:

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No.1 Zhancheng Rd, Fuhai Street,Bao’an 
District, Shenzhen
Tel: 0755-85903000

Show management:

VNU Exhibition Asia
Business Mansion, 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No. 1333 Nanjing Road (W), 
Shanghai 200040, P.R.China
Tel: +86 21 6195 6088
Fax: +86 21 6195 6099
Email: pfa-service@vnuexhibitions.com.cn
Website: www.petfair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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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向标 | Trend Indicator

8 月 30 日 / 30 August
9:30-18:00 第十一届国际宠物业高峰论坛 - 亚洲 CEO 峰会

11th International Pet Industry Summit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酒店  招华厅
 Hilton 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ZHAOHUA Grand Ballroom

 供应链 | Supply Chain

8 月 31 日 / 31 August
13:00-17:00 2022 看奇新品发布会暨看奇助力导盲犬公益项目启动仪式

2022 Cankeys New Product Launch and Helping Guide Dogs 
Welfare Project Launching Ceremony

 2 号馆馆间会议室 2BC
 2 BC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9 月 1 日 / 1 September
9:00-18:00 亚洲宠物食品营养论坛暨首届宠物营养师大会

Asia Pet Food Nutrition Forum & 1st Pet Nutritionist Conference
 5 号馆馆间会议室 5AB
 5 AB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11:00-13:00 经销商快闪见面会
Pop-up Meeting: Distributors and Brands

 10 号馆馆间会议室 10AB
 10 AB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14:30-16:30 亚宠 x 好特卖供应商招募专场
Purchasing Meeting: HotMax

 10 号馆馆间会议室 10C
 10 C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13:30-17:00 中国宠物行业跨境电商大会
China Pet Industry Cross-Border E-Commerce Conference

 南登录厅 LM101 ABC
 LM101 ABC Meeting Room at South L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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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8:00 网易天成品牌上线暨中国农业大学签约仪式
NetEase Tiancheng Brand Launch and Signing Ceremony wi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南登录厅 LM102 AB
 LM102 AB Meeting Room at South Lobby

9 月 2 日 / 2 September
09:30-12:00 亚宠 X 宠物家供应商招募专场

Purchasing Meeting: Pet'em
 南登录厅 LM102 ABC
 LM102 ABC Meeting Room at South Lobby

10:00-12:30 亚宠 x 派摩供应商招募专场
Purchasing Meeting: Petzmall

 南登录厅 LM101 ABC
 LM101 ABC Meeting Room at South Lobby

14:00-17:00 聚势共赢 | 润合供应链集团 品牌经销代理招募专场
Consortium Purchasing Meeting: Runhe Supply Chain Group

 10 号馆馆间会议室 10ABC
 10 ABC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10:00-17:30 第二届世界伴侣猫福利大会暨首届伴侣猫科学论坛
2nd World Companion Cat Welfare Conference and 1st Companion 
Cat Science Forum

 1 号馆馆间会议室 1C
 1C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14:00-18:30 冠能品牌升级发布会 
PRO PLAN Brand Upgrade Press Conference 

 6 号馆馆间会议室 6AB
 6 AB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医疗 | Veterinary

8 月 31 日 / 31 August
14:00-17:00 全国宠物医疗行业协会与学会联席会议

Joint Meeting of National Pet Veterinary Medic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Society

 南登录厅 LM101 A
 LM101 A Meeting Room at South Lobby

09:30-17:30 第二届华南宠物中兽医专科技术交流会
2nd Traditional Chinese Veterinary Medicine (TCVM) Speciality 
Seminar

 1 号馆馆间会议室 1B

 1 B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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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 / 1 September
9:00-18:00 亚洲宠物医院管理大会

Asia Pet Hospital Management Conference
 2 号馆馆间会议室 2AB
 2 AB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零售 | Retail

9 月 1 日 / 1 September
13:30-16:30 皇家首届零售宠物店行业峰会

First Retail Pet Store Industry Summit
 南宴会厅 A

 South Ballroom A

9 月 2 日 / 2 September
13:30-17:30 亚洲宠物零售大会

Pet Shop Asia
 2 号馆馆间会议室 2ABC
 2 ABC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创新 | Innovation

9 月 1 日 / 1 September
09:30-17:30 【小红书养宠客厅】行业作者对接会

Matching Meeting: Xiaohongshu Pet Industry Authors‘ Saloon
 14 号馆馆间会议室 14C
 14 C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9 月 2 日 / 2 September
14:00-17:00 抖音 KOL 亿级流量 & 品牌“撮合会”

TikTok KOL 100 Million Traffic & Brand "Gathering"
 14 号馆馆间会议室 14C
 14C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14:00-17:00 “品牌 -KOL”微博双向交流会 
Weibo Business Salon

 14 号馆馆间会议室 14A

 14A Meeting Room on L2 between h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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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号馆舞台区 Hall 14 Stage
     2022 年 8 月 31 日 -9 月 3 日         14K51

8 月 31 日 / 31 August
10:00-10:40 《2022 年中国宠物行业趋势洞察白皮书发布解读》

Interpretation of the White Paper on 2022 China’s Pet Industry 
Consumption Trends  
刘超，京东零售 - 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 - 宠物业务部 - 品类运营部总监 
Chao Liu, Director of JD Pet’s category operation department, JD Retail

10:40-11:40 《京东宠物蓝海计划发布会》
Launch Ceremony of JD Pet's Blue Ocean Plan 
杨雯棋，京东零售 - 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 - 宠物开放平台业务总监 
Wenqi Yang, Director of JD Pet’s open platform business, JD Retail 

11:40-12:00 《品牌私域营销解决方案 - 京东优选小程序》
JD Pet’s mini App for select products – a marking solution for 
brands in private domains
岳磊，京东零售 - 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 - 宠物业务部门店业务高级经理 
Lei Yue, Senior Manager of JD Pet’s store business department, JD Retail

12:00-13:00 天猫超市宠物行业招商分享会
Tmall Supermarket Pet Industry Investment Sharing Meeting 
天猫超市 
Tmall Supermarket

13:00-14:00 后疫情时代，如何搭乘内贸东风助力生意启航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How Start the Pet Business by Virtue of 
Domestic Trade
1688 宠物 
1688 Pet

14:00-15:00 它势力·正得宠——小红书萌宠品牌大会
Pets are favored - Xiaohongshu Cute Pet Brand Conference 
白泉  小红书灵感营销宠物行业总经理 
Quan Bai, General Manager of Xiaohongshu Inspiration Marketing Pet Industry  

15:00-16:00 抖音新消费浪潮下的决策价值之地 
Decision-Making Value under the New Consumption Wave of Douyin 
贝壳视频 张静迤 
Jingyi Zhang, Shell Video

16:00-17:00 科技温暖守护，共建爱宠生态圈——众安保险 X 瑞派宠物医院生  
 态合作签约仪式

Bringing Warmth with Technology,  Building Pet Ecosystem Together --  ZhongAn 
Insurance X Ringpai Pet Hospital Ecology Cooperation Signing Ceremony
众安保险 X 瑞派 
ZhongAn Insurance X Ringpai Pet Hospital

活动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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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 / 1 September
10:00-11:00 天猫国际进口宠物趋势及招商策略

Tmall Imported Pet Products Trends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曾楼  天猫国际宠物招商负责人 
Lou Zeng, Head of Tmall International Pet Investment

11:00-12:00 “路转粉”一招搞定：门店如何沟通留客
One Step to Become a Fan: How can Stores Communicate with and 
Keep Customers
Amy 老师  宠能助力站
Mrs Amy, Pet Care Station

12:00-13:00 中国宠物商业季发布会
China Pet Business Education Season
铎悦教育高研院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of Doyu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

13:00-14:00 天猫宠物全品类招商交流会
Y22 Tmall Pet Seller Conference
天猫宠物
Tmall Pet

14:00-16:00 天猫宠物观察：新一代养宠人的未来消费透视
Insights from Tmall Pet : Tapping into the Values of New 
Generation Pet Parents
天猫宠物行业品类运营负责人
Head of Tmall Pet Industry Category Operation

16:00-17:00 宠咕咕 petgugu 全新品牌发布会
petgugu New Brand Launch
宠咕咕团队
petgugu

9 月 2 日 / 2 September
  10:00-11:00 人宠瑜伽默契大比拼——狗狗瑜伽挑战

Flow with your dogs - DOGA Challenge
狗狗周末活动指南
Doggie Weekend Guide

 11:00-12:00 流量为王的时代，宠物和人类应该如何正确相处
In An Era When Traffic Is King, How Should Pets and Humans Get 
Along Properly
中国 PFH 治疗犬公益项目创始人
宠物行为专家 吴起
Qi Wu, Founder of China PFH Therapy Dog Public Welfare Project and Pet 
Behavior Expert

 12:00-13:00 拆家！打架！咬人！狗狗常见行为问题发生原因剖析
Destroying! Fighting! Biting!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ommon 
Behavioral Problems in Dogs
巨小萌科学养宠平台创始人 蚊子
Wenzi, Founder of JUXIAOMENG Scientific Pet Keep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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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16:00 2022 年首届中国人宠和谐发展论坛
2022 China People and Pet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Forum
深圳市瑞鹏公益基金会
Ruipeng Foundation  

 16:00-17:00 天猫淘宝颁奖盛典
Tmall & Taobao Seller Award Ceremony
天猫淘宝宠物
Tmall & Taobao 

 17:00-18:00 警犬基础科目，护卫表演 | 预备役警犬领养
Police Dogs' Basic Subjects, Guard Performance | Adoption of 
reserve police dogs
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 & 公爵犬舍
Nanjing Police Dog Research Institute & Duke Kennel

 18:00-19:00 微博超级萌宠节
Super Pet On Weibo 2022
微博萌宠
Weibo

 19:00-21:00 亚宠狂欢节 奇妙狂欢夜开幕秀 
 Pet Fair Asia Carnival Fun Night Opening Show

亚洲宠物展
Pet Fair Asia 

9 月 3 日 / 3 September
  10:00-11:00 GET 成为渴望崽的 100 种方式

100 Ways to be an ORIJENer
原始猎食渴望全国代理商 润合供应链
Distributor of ORIJEN——RUNHE Supply Chain Group Co. Ltd

  11:00-12:00 献给小主子们的宝贝料理：读作「宠」爱，「手作」期待
Cook for Pet Cook for Love 
ABC 料理工作室 讲师 廖轶珠
ABC Cooking Studio Consultant Liao

  12:00-13:00 给“Ta”多一点爱，深圳文明养犬宣传活动
Give "Pets" more love, Shenzhen Civilized Dog Keeping Publicity 
Activity 
深圳宝贝救助团 
Shenzhen Pets Rescue Group

  13:00-14:00 它的情绪 需要你懂；它的一生 值得记录； 
 ——我眼中的 TA 

HIMO PET PGOTOGRAPHY——its emotions,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ts life is worth recording
海马体 Lab 业务部负责人 周小婷
Abby，Head of the HIMO Lab Business Department

  14:00-15:00 宠物情绪疗愈指南—宠物芳香疗法的日常应用
The guidance for pet emotional healing: The daily use of 
aromatherapy for pets
花有引力首席芳香疗愈老师  雨沫
Yumo,The chief aromatherapist of Sensia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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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馆舞台区  Hall 3 Stage
     2022 年 8 月 31 日 -9 月 3 日         3K21

8 月 31 日 / 31 August
10:00-11:00 冠军运营成就冠军门店

Champion Achieves champions
原始猎食渴望、爱肯拿全国代理    
Distributor of ORIJEN&ACANA——RUNHE Supply Chain Group Co. Ltd

11:00-12:00 牧野奇迹新品推介会
Furry Wonder Launch Roadshow
重庆飞萌 FLYMO PET
高晟 Cole

12:00-13:00 再三 & 宠物行业白皮书联合发布：2022 年养宠家庭清洁白皮书
Zaisan& Pethadoop jointly Releasing: 2022 White Paper on 
Environment of Pet family Cleaning
再三
Zaisan

13:15-16:30 跨境电商出口选品对接会（阿里专场）
Purchasing Meeting: Pet Products Selection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联合主办：亚宠展、全球速卖通、Lazada、天猫淘宝海外
Co-organizer: Pet Fair Asia, AliExpress, Lazada, TMALL TAOBAO WORLD 
- 海外宠物市场的消费分析及市场机会

Pet consumption analysi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overseas 
markets
雪璐，全球速卖通宠物行业运营专家
Sylvia, pet industry operation expert, Aliexpress

- 2022 年东南亚宠物市场趋势解析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 Pet marketing in 2022
宜卿，Lazada 跨境宠物负责人 
Selina, Vice President, Lazglobal

- 淘宝宠物商家出海首站
Pets Seller first choice for overseas business
依珊，天猫淘宝海外华南负责人
Celine, Tmall Taobao World Head of South China Business

9 月 1 日 / 1 September

12:00-13:00 犬猫常见寄生虫问题及有效管理方案
Common Parasitic Problems in Dogs and Cats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Schemes
张海泉
Zhang Hai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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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4:00 犬猫摄食行为在产品研发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Dog and Cat Feeding Behavior in Product 
Development
张莉老师
Mrs. Li Zhang

14:00-15:00 博根拿品牌发布会
Büngener brand launch event
汉斯博根拿
Hans Büngener

15:00-17:00 加拿大宠物大牌面对面
Country Session - Canada
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
Consulate General of Canada in Shanghai 
- 主题一：大牌宠物食品

Session I ：Big name in pet food
珮利安 Petcurean，自由牧场 Open Farm，纽顿 Nutram number，克雷
蒙 Cranimals，枫趣 Pronature，欧恩焙 Oven-Baked Tradition，活力枫叶 
Holistic Blend

- 主题二：新锐宠物食品选择
Session II ：Your New Pet Food Choice
Petzlove，Foley Bites，Rollover，Zoë

- 主题三：宠物营养医学
Session III：Pet Supplements and Nutraceuticals
NHV Natural Pet，SciencePure Nutraceuticals Inc.，SierraSil Health Inc.

- 主题四：宠物精准医疗
Session IV：Veterinary Precision Medicine
Biomatcan Ltd. ，Rapid Novor Inc.，Pawsperity Biotechnologies

9 月 2 日 / 2 September
  9:30-12:00 第二届世界伴侣猫福利大会暨首届伴侣猫科学论坛

The Second World Companion Cat Welfare Congress and the First 
Companion Cat Science Forum
世界伴侣猫福利大会组委会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World Congress for the Welfare of Companion 
Cats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Ringpai national chain veterinary hospital
灵锻创生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Liosio Feline Research Center

12:00-13:00 爱犬岛杯第七届金剪刀宠物美容大赛发布会
GOLD SCISSORS
爱犬岛
ISLE OF 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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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00 京东京造与路斯股份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Signing Ceremony for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JD.Zao and 
Shandong Luscious Pet Food Inc.
路斯
Luscious

15:00-17:00 居家宠物美容，掌握这三步打造最亮的宠宝
Three Grooming Steps for Making Home Pets Shine
CKUGC

17:00-20:00 2022 年 CKU 国际宠物洗护师大赛
 暨 2022 年 CKU 国际宠物洗护师资格认证考试

2022 CKU International Pet Washer Competition and 2022 CKU 
International Pet Was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Exam 
CKUGC

20:00-21:00 宠物应激的行为表现及营养调控技术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of Pet Stress and Nutritional Regulation 
Techniques
张玲娜
Lingna Zhang

9 月 3 日 / 3 September
  10:00-11:00 猫癣反复发作怎么治？

How can repeated feline ringworm be cured?
汉维 讲师 周颖泽
Hanvet Consultant Yingze Zhou

  13:00-14:00 网易天成品牌上线仪式
NetEase Tiancheng Brand Launch
网易
Net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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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国际品牌云展区 Hybrid Pavilion 
    2022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         2G01 

10:00-11:00 全自动化烘焙宠物食品生产工艺
Fully Automated Baked Pet Food Production Technology
Reading Bakery Systems

14:30–16:30 加拿大宠物健康优品行业交流对接会
Onsite Match-making Meeting: Canadian Pet Health Capabilities

   (14:30–15:30) 加拿大宠物营养医学面面观
Pet Supplements and Nutraceuticals from Canada

 主题一：100% 天然呵护爱宠 ——人用级别的植物基草本营养剂
100% natural, human-grade plant based herbal supplements
NHV Natural Pet

 主题二：无填充物，无香精，无糖，无防腐剂。
 没有一点多余，核心功能成分让生命更久，爱更绵长

Synergistic, filler-free, balanced nutritional pet health supplement
SciencePure Nutraceuticals Inc.

 主题三：火山矿物质专利配方，宠物关节健康专家
Best ingredient to stop pain and support pet joint health and 
movement
SierraSil Health Inc. 

   (15:30–16:30)  加拿大宠物精准医疗——医学前沿技术与生物信息大数据的完美结合
Canadian Veterinary Precision Medicine
            

 主题一：革新性超纯型宠物专用再生骨材料，专业用于非承重骨  
 的骨缺损和骨缝的填补

Next generation, ultra-pure bone regeneration composition for 
industry's leading veterinarians
Biomatcan Ltd.   

 主题二：下一代蛋白测序和抗体发现服务助力兽医药公司研发新试 
 剂，诊断和治疗动物健康

Empowering animal health breakthroughs with next generation 
protein sequencing.
Rapid Novor Inc.

 主题三：人工智能赋能宠物个性化医疗健康指引，助力更有效临  
 床诊断与治疗

AI-powered diagnostics for companion animals，using molecular 
profil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wsperity Bio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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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 IPIS 国际宠物业高峰论坛
—— 亚洲 CEO 峰会
11TH INTERNATIONAL PET INDUSTRY SUMMIT (IPIS)

     2022 年 8 月 30 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希尔顿酒店  招华厅 

09:30-09:50 开场致辞
Opening Address

Part 1 趋势洞察：观经济，探双碳
Trends and Outlook: Carbon Neutral & Global Views

09:50-10:20 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

 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宠物行业的业务发展机遇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Pet Industry through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Transition 
梁希，伦敦大学学院（UCL）可持续基建转型长聘教授
Xi Liang, Professor in Sustainable Transition in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0:20-10:30 圆桌讨论
Panel Discussion

 国际宠物市场新常态：新趋势、新科技或新机遇？
Shaping the pet industry future: Emerging trends in global market
◉ 主持嘉宾 Moderator:
仲刚，apa 亚宠会 常务副会长 & 执委会主席 / 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 创始
人 & 总裁 / 上海万耀亚宠展览有限公司 董事长
David Zhong, Chairman of Executive Committee & Vice-Chairman, apa / 
Founder and President, VNU Exhibitions Asia / Chairman, Pet Fair Asia
◉ 讨论嘉宾 Panelists:
Pete Risano，美国世界宠物协会（WPA）会员和合作业务副总裁
Pete Risano, VP of Membership & Partnerships, World Pet Association (WPA)
Rowena Arzt 博士，德国宠物贸易和工业协会展览总监
Dr. Rowena Arzt, Head of Exhibitions ZZF/W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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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跨界分享：破新局、觅增长
Cross-industry Insights: Growth Strategy & New Model

10:30-11:10 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

 同质化时代，品牌的破局增长之路
Beyond homogen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brand growth strategy
江南春，分众传媒创始人、董事长
Jason Jiang, Founder and Chairman, Focus Media

11:10-11:40 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

 新消费机制下，品牌 DTC 平台模式
Shifting towards a DTC model to unlock the new consumption 
patterns
石麟，阿里巴巴淘宝天猫产业发展和运营中心宠物总经理
William Wang, General Manager of Alibaba Taobao Pet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Center

11:40-12:10 主题演讲
Keynote Speech

 解码出行数据，洞察未来宠物出行
Unveiling the pet travel future based on current data
汪妙聪，携程集团品牌合作营销 CEO
Wang Miaocong, CEO of Brand Cooperative Marketing, Trip.com Group

Part3  宠圈探讨：全链路、新趋向
Pet Industry Dialogue: Market Dynamics & Future Layouts

13:30-14:40 联合发布
Joint Report

 宠物行业蓝皮书：2022 中国宠物行业发展报告
China Pet Industry Annual Report 2022
郝波，apa 亚宠会副会长、执委会副主席兼零售委员会主席，新瑞鹏集团行业
新通路事业部总经理
Benny Hao，Vice President of apa, Vice Chairman of the apa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apa Retail Committee, General Manager of 
Industry New Channel Division,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流动时代下的人宠关系重构：2022 宠物行业趋势洞察与营销策略
Rebuild Human-Pet Relationship under Flowing Era: Insights of 
2022 Pet Industry Trend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苏寅，阿里妈妈营销研究中心负责人，阿里巴巴集团
Su Yin, Head of Alimama Marketing Research Center, Alibab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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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球宠物行业现状看中国宠物市场机会
Opportunities in Pet Industry – From Global to Local
单华婧，欧睿信息咨询商业总监，宠物与家居，零售与科技
Katherine SHAN, Commercial Senior Leader of Retail & Tech, Home and Pet 
Industries, Euromonitor

14:40-15:10 圆桌讨论
Panel Discussion

 宠物医疗未来趋向：数字化、科技化、零售化？
Pet healthcare market drivers: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icalization, 
Retailization
◉ 主持嘉宾 Moderator:
刘朗 博士，apa 亚宠会副会长兼医疗委员会主席，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
Dr. Liu Lang, Vice-Chairman of apa and Chairman of apa Veterinary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of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 讨论嘉宾 Panelists:
贾彤，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Jia Tong, Vice President,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胡文强，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轮值总裁
Hu Wenqiang, Rotating President of Ruipai Pet Hospital Management
孙锶铭，摩根士丹利亚太区投资银行部医疗行业组董事总经理
Kenneth Sun, Managing Director, Asia Pacific Healthcare Investment Banking 
Division, Morgan Stanley
李毅，硕腾中国副总裁，硕腾中国宠物事业部总经理
Li Yi, CA Business GM, Vice President of Zoetis China
孙婷，众安保险数字生活品牌创意总监
Sun Ting, Director of Digital Life Brand Operations, ZhongAn Insurance

15:10-15:50 圆桌讨论
Panel Discussion

 精细化养宠趋势下，宠物营养的“需”与“供”
Pet food nutrition research trends matching the precision pet 
feeding demand
◉ 主持嘉宾 Moderator:
邓百川 副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宠物营养研究中心负责人
Deng Baichuan, Associate Professor, Head of Pet Nutrition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讨论嘉宾 Panelists:
王金全，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
Wang Jinqua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Feed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AAS)
邢志国，中农宠物营养研究院执行院长
Xing Zhiguo, Executive DEAN, Sino-Agri Pet Nutrition Research Institute
陈晓东，资深总裁，雀巢大中华大区普瑞纳宠物食品业务
Chen William, Senior President, Nestlé Purina Zone Greater China Pet Care 
Busines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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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雯，apa 亚宠会理事，健合集团 PNC 中国区总裁 
Niki Ding, Board Member of apa, CEO of H&H Group Pet and Nutrition Care 
Business China

15:50-16:10 圆桌讨论
Panel Discussion

 飞越现时，北美宠物食品新趋向
Go beyond trends, how pet food brands in North America are 
choosing?
◉ 主持嘉宾 Moderator:
Ginger Jiang，apa 亚宠会北美代表，中宠加拿大分公司总经理，加拿大金桥国
际宠物品牌服务公司创始人兼 CEO
Ginger Jiang, North American Representative of apa, Founder and CEO of 
Golden Bridge International Pet Brands & Service, CEO of Canadian Jerky 
Co. Ltd.
◉ 讨论嘉宾 Panelists:
Natalie Asaro，PetCurean 动物营养学高级经理
Natalie Asaro, Nutrition Manager of PetCurean
Lindsay Meyers，Primal 产品开发总监
Lindsay Meyers, Director of Product Development, Commercialization & 
Veterinary Channel, Primal Pet Group

16:10-16:50 即兴演讲
Free Talk

 潮在未来，新生代品牌创新风向
New Generation Brands’ Innovation Stories
◉ 主持嘉宾 Talk Host:
唐文卫，apa 亚宠会副会长兼创新委员会主席 / 必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Tang Wenwei, Vice President of apa, Chairman of apa Innovation Committee / 
Chairman, BEST-RUN TECHNOLOGY CO., LTD. 
◉ 即兴演讲嘉宾 Talk Presenters:
刘扬，apa 亚宠会理事 / 金鼎资本创始合伙人
Liu Yang, Board Member, apa / Founding Partner, JINGDING CAPITAL
红兵，豆柴创始人
Hong Bing, Founder, Docile
李顺，再三创始人
Li Shun, Founder, Shanghai Zhu Feng Industrial Co., Ltd.
Sunny，apa 亚宠会理事，鸟语花香联合创始人
Sunny, Board Member of apa, Co-founder of Pet Marvel
叶生博，阿飞和巴弟联合创始人
Ye Shengbo, Co-founder, Alfie & Bu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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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17:30 圆桌讨论
Panel Discussion

 破局疫情常态化，渠道如何布局未来
To boost post-pandemic recovery, how the wholesale distributors 
are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 主持嘉宾 Moderator:
梅国华，上海宠商企管咨询执行长
Mei Kuo Hua, CEO, Shanghai Pet Business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
◉ 讨论嘉宾 Panelists:
胡华，apa 亚宠会副会长兼章程委员会主席，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
Hu Hua, Vice-Chairman of apa and Chairman of apa Regul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of Hangzhou Huayuan Pet Products Co., Ltd.
向旭东，apa 亚宠会副会长兼渠道委员会主席，四川派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Xiang Xudong, Vice-Chairman of apa and Chairman of apa Channel 
Committee, General Manager, Sichuan Petzmall Internet Technology Co., 
Ltd.
阎金胜，apa 亚宠会副会长兼北京工作委员会主任，圣宠宠物董事长
Yan Jinsheng, Vice-Chairman of apa and Director of apa Beijing Branch, 
Chairman, FAVOR PETS
李万邦，润合供应链集团常务副总
Li Wanbang,Executive Vice President，Runhe Supply Chain Group Co., Ltd.
陈鸿飞，apa 亚宠会理事，广州市君鸿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Chen Hongfei, Board Member of apa, General Manager of Guangzhou J&H 
Trade Co., Ltd.
清龙珠，拼多多宠物板块负责人
Qing Longzhu, Head of Pet Business, Pinduo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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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宠物医院管理大会
ASIA PET HOSPITAL MANAGEMENT CONFERENCE

     2022 年 9 月 1 日        2 号馆馆间会议室 2AB

大会主席 | Chairman:
刘朗博士，apa 亚宠会副会长兼医疗委员会主席，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Dr. Liu Lang, Vice-Chairman of apa and Chairman of apa Veterinary Committee, Vice 
Chairman of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09:20-10:00 宠物元宇宙
Pet  Metaverse
贾彤，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Jia Tong, Vice President,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10:00-10:40 宠物医院的特色定位和专科发展
Veterinary Specialty Hospital: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夏兆飞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院
Prof. Xia Zhaofei, Head of Veterinary Teaching Hospital a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0:40-11:20 动物医院的精益管理
Lean Management of Animal Hospital
董轶 博士，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副总裁
Dr. Dong Yi, Vice President of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11:20-12:00 五家千万级宠物医院的多次复制历程
Repeatable Success Journey of Five Ten Million Level Animal 
Hospitals
汪喆 博士，联合动物医院连锁机构 创始人、董事长
Dr. Wang Z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United Animal Hospital Chain

12:00-12:40 宠物医院的专业团队建设
Build A Professional Team for Pet Hospital
陈瑜，广州爱诺百思动物医院院长
Chen Yu, Director, Guangzhou Ainuo Blessing Veterinary Hospital

13:40-14:20 宠医院线的超级会员营销与体系建设
SVIP Membership Marketing Program for Vet Clinics
王翔，瑞码 SVIP 宠物医疗超级会员管理与客群生态打造中国区 CEO
Gavin Wang, China Region CEO, Swicode Pet Healthcare SVIP Management 
and Consumer Community Building

14:20-15:00 赢在新营销—2022 宠物医院业绩增长必修课
Win in New Marketing - Compulsory Course for Performance 
Growth of Pet Hospitals in 2022
王大猛，宠物诊疗行业资深营销策划人
Damon Wang, Senior Marketing Planner in Pe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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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40 宠物医院的高效管理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Pet Hospitals
沈瑾瑜，深圳联合宠物医院人事行政管理经理
Shen Jinyu, HR Manager, Shenzhen United Pet Hospital

15:40-16:20 国际动物医院管理经验分享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Pet Hospital 
Management 
张元，瑞派上海申生动物医院院长
Dr. Yuan Chang, Founder, Shanghai ShenSheng Veterinary Hospital

16:20-17:00 打造高绩效团队 -- 高杠杆率管理
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High-performance Teams
黄睿深，深圳联合宠物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Huang Ruishen, General Manager, Shenzhen United Pet Medical 
Management Co., Ltd.

17:00-17:40 圆桌讨论
Panel Discussion

 未来五年，中国宠物医院将何去何从？
How China pet hospitals are planning for the next five-years?
◉ 主持嘉宾 Moderator:
喻信益，深圳市宠物医疗协会会长
Yu Xinyi, President, Shenzhen Pet Medical Association
◉ 讨论嘉宾 Panelists:
江碧秀，apa亚宠会副会长兼财务委员会主席，新瑞鹏国际医疗事业部副总经理，
上海顽皮家族宠物医院总经理 
Jiang Bixiu, Vice-Chairman of apa and Chairman of apa Finance Committe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International Hospital Division,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Naughty Family 
杨其清 博士，apa 亚宠会副会长，瑞辰宠物医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裁、
瑞辰学院院长，首席兽医官，上海爱侣宠物医院创始人 
Dr. Yang Qiqing, Vice-Chairman of apa, CEO and CVO of Ruichen Pet Hospital 
Group, Founder of Shanghai Companion Animal Hospital
牛光斌，上海派菲尔德宠物医院院长
Niu Guangbin, President, Petfield Pet Hospital
吕军，艾吉宠物连锁总经理
Lv Jun, Founder and CEO of IJOY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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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宠物食品营养论坛暨首届宠物营养师大会
ASIA PET FOOD NUTRITION FORUM & 1ST PET 
NUTRITIONIST CONFERENCE

     2022 年 9 月 1 日         5 号馆馆间会议室 5AB

Part 1  宠物营养趋势洞察：法规、标准、人才
Pet Food Nutrition Trends: Regulation, Standard, People 

09:30-10:00 国际国内宠物食品营养标准
Pet Food Nutritional Standards in China and abroad
邓百川 副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宠物营养研究中心负责人
Prof. Deng Baichuan, Head of Pet Nutrition Research Cent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10:00-10:30 中国宠物营养师的诞生与发展
Pet Nutritionist: Born and Development
王天飞，中国宠物营养师职业评审总裁判长
Wang Tianfei, Chief Referee, China Pet Nutritionist Accreditation

10:30-11:00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相关法规：原料与工艺
Latest Pet Feed Related Regulations: Raw Materials and 
Processing
张明睿，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饲料分会宠物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
Zhang Mingrui, Member of Pet Nutrition Committee, CHIAFEED

Part 2  宠物营养科学：研究进展、技术合作
Pet Nutrition Science: Research Status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11:00-11:30 精准营养在宠物健康与产品创新中的角色
Role of Precise Nutrition in Pet Health and related Products 
Innovation
莫蕊瑕，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宠物行业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Mo Ruixia, Expert Member of Pet Industry Committee,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of I/E of Foodstuffs, Native Produce and Animal By-products 
(CFNA)

11:30-12:00 铲屎官眼中食品营养
Pet Owners’ Choice for Pet Food Nutrition
许康，大喆传媒创始人
Karl Xu, Founder, Dazhe Media

14:00-14:30 宠物食品“好吃”背后的营养真相 -- 适口性
Nutritional Facts behind Great Palatability
李婧，皇家宠物食品中国区科学技术部总监
Ashley Li, Science Senior Manager， Royal Canin Asia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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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5:00 藏在宠物营养分层中的奥秘 
The Secret Hidden in Pet Nutrition Tower 
孙金娟，雀巢普瑞纳大中华大区首席科学官 
Sun Jinjuan, Nestlé Purina Greater China Zone，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15:00-15:30 益生菌解决宠物健康问题及研究进展
Treat Pet Health Problems with Probiotics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聂实践博士，宠儿香创始人
Dr. Shijian Nie, Brand Founder

15:30-16:00 犬猫营养与肠道健康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Nutrition and Intestinal Health of Dogs and Cats
马东立 博士，中农宠物营养研究院副院长
Dr. Ma Dongli, Vice President, Sino-Agri Pet Nutrition Research Institute

Part3  宠物营养品创新：原料、工艺、配方、检测
Pet Nutritional Products Innovation: Raw Materials, Processing, 
Formulation, Testing 

16:00-16:30 加拿大的饲料研究与研发
Pet Fe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anada
Rex Newkirk 博士，加拿大饲料研究中心（CRFC）科学负责人
Dr. Rex Newkirk, Research Chair, Canadian Feed Research Centre

16:30-16:45  “它经济”下，定义猫粮新标准
Define New Cat Food Standard under Pet Economy
刘仕儒，宠物新锐品牌元气怪兽创始人
Liu Shiru, Founder, Yuanchi Monster, a Star Pet Brand

16:45-17:15 宠物湿粮生产中的新工艺
New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Pet Wet Food Manufacturing
靳峰，维尔福宠物课堂创始人
Jin Feng, Founder, Wellfood

17:15-17:45 宠物食品营养检测：指标、标准及可能风险点
Pet Food Nutrition Testing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Standards 
and Potential Risks
权美英，华测宠物食品实验室
Quan Meiying, Pet Food Service,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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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宠物零售大会
PET SHOP ASIA

    2022 年 9 月 2 日          2 号馆馆间会议室 2ABC

13:30-13:35 欢迎辞
Welcome Address

13:35-13:45 开场发言：零售大会的初衷
Opening Speech: Why Pet Shop Asia?
郝波，apa 亚宠会副会长、执委会副主席兼零售委员会主席，新瑞鹏集团行业
新通路事业部总经理
Benny Hao，Vice President of apa, Vice Chairman of the apa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apa Retail Committee, General Manager of 
Industry New Channel Division,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Part1  零售说
Retail Talk

13:45-14:30 激活人心，创造零售业高利润
Customer Activation to Create High Profitable Retail
李文鸿，和英咨询经营顾问
Li Wenhong, Operation Advisor, Heying Consulting

14:30-15:00 从母婴看宠物零售业 -- 下一个十年：进化特征与未来形态
From Maternal & Child to Pet Industry Retail -- Evolution Features 
and Future Ecosystem for the next 10 years
杜凤林，凤凰奥美品牌咨询机构创始人
Du Fenglin, Founder, Phoenix Aomei, a brand consulting company

15:00-15:10 互动环节
Interactive Time

Part 2  开店吧
Shop Talk

15:10-15:40 破解宠物店的赚钱数字
Unlock the Secrets of Profit Numbers for Pet Stores 
梅国华，上海宠商企管咨询执行长
Mei Kuo Hua, CEO, Shanghai Pet Business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

15:40-16:10 小 IP，高价值私域流量的秘密
Personal IP – The Secret of High-value Private Traffic
黑捕，畅销书《小 IP 定位 -- 高价值私域流量的秘密》作者
Hei Bu, Author of the bestseller book ” Personal IP – The Secret of High-
value Private Traffic”



现场活动预览
On-site Activity Agenda

25

16:10-16:40 摄影影响你的销售
Photography can Affect Your Sales
锦字，锦字摄影学堂创始
Jin Zi，Founder，Jinzi Photography Studio

Part 3  专业咖
Expert Talk

16:40-17:25 宠物店主必备的医疗常识
Must-known Pet Care Knowledge for Pet Store Owners
魏仁生，爱诺动物医院品牌创始人，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副总裁
Wei Rensheng, Founder of Ainuo Animal Hospital, Vice President of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17:25-17:30 结束语
Closing Remark
郝波，apa 亚宠会副会长、执委会副主席兼零售委员会主席，新瑞鹏集团行业
新通路事业部总经理
Benny Hao，Vice President of apa, Vice Chairman of the apa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apa Retail Committee, General Manager of 
Industry New Channel Division, New Ruipeng Pet Healthcar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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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01

3M03

名
匠

科
技

3G01

3G05
卫兰
仕

路
通

动
物

沟
通

联
盟

弘
德

生
物

林
浩

皮
克
方

3N06
3N01
Pass On
Perfect

乐
燕

派可
妮

"冠
能

杯
"ICE冠

军
名

猫
展

"PRO PLAN" ICE Championship Cat Show

3F91

Organizer office

Stage

2号
门

1号
门

3号
门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5号
门

6号
门

7号
门

通
往

4号
馆

To H
all 4 

通
往

5号
馆

 To H
all 5

□  宠物粮食 Pet Food
宠物用品 Pet Products

■  宠物保健品 Pet Healthcare
宠物医疗器械 Pet Surgical Equipment
宠物医疗 Veterinary Articles
宠物医院 Pe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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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馆
Hall 4

4G21
4H11

4J11
4K21

4M11
4N11

4P11

4R01
4R21

4R51
4R71

4A21
4B21

4A01
4C01

4D01
4F01

4K01

4F21
4D21

红
 狗

4C21

礼
蓝

动
保

卫
仕

4K81

4D51
4F51

4J51
4K51

4L51
4N51

4C81

4S01
4S21

4S51
4S71

云
檀

宠
物

Nulo
Vital 

Essentials
Open Farm
Tiki Pets

4C51
4A51

喵
哒

&嗗
达

法
米

娜
FARMINA 

维
倍

思
VET'S BEST 

4B51

华
元

4G51
4H51

Primal
Instinct

生
鲜
本
能

ADVANCE

爱
旺
斯

Nature Magic

自
然
魔
法

Regal

奎
奥

HIMALAYAN

谷
登&MAG

小
壳

Cature

轻
松

牧
场

猫
殿

下
汉

维

景
辉

蓝
特

斯

KISSGROOMING
瑞

派

百
林

康
源

4G01
4H01

广
盛

源
康

华
生

物

MORANDO 

茉
兰

朵
 

COOKING

狂
野

主
厨

4M81

倍
美

特

海
正

动
保

朗
博

特

硕
腾

昆
汀

GO！
SOLUTIONS

NOW FRESH

4D81
4F81

4G81
4J85

4M51
4P51

Pet Inn Here
Harmurry

和
颜

沐
语

联
邦

动
保

4L01
4N01

回
盛

生
物

4A81

4L71
4N71

4Q06

4Q81

4S91

Taste of the Wild
荒

野
盛

宴
Be my baby

宝
能

NG恩
萃

华
美

宇
和

粤
朗

小
宠

法
国

诗
华

 CEVA

4B81

4P01

恒
丰

强

（
泰

淘
气

）

4N21

惠
伦

宝

4L11

4L21希
诺

谷

奥
滋

燕
麦

·
inform

4R11
4R75

倍
珍

保

4S08
4S05

4S26
4S25

4S58
4S55

4S75

Dr.Clauder's
&

Vitakraft

百
洛

仕

日
和

优
宠

 
HIYORI PET

Burgess
Natural
trail

Petsmile

4J21HUNTER

利
其

尔
Richell 

拜
迪

恩

4F08

西
玛
拉
雅
、

The Zoos、
Bennys、

Max&Molly、
Pet the man

金
盾

谛
宝

诚

仙
乐

果

我
和

你

4S78

Keely
Keeri

极
越

Haqihana
puppytie

嘉
尔

浦
 A.P.D.C.

4L15

大
连

中
西

4S96
EZYdog Monster

ZIWI

滋
益

巅
峰

4P61

4N81
4P81

猎
奇

Hunting

4J81

法
国

威
隆

陪
不
累

PAWBERRY

元
宠
王
 

KingPets

4P66

深
圳

旺
金

深
圳

图
腾

尤
迪

咔

富
瑞

白
&唯

特
仕

4P71

兴
和

Animal Ayurveda

4Q21

香
港

威
龙

4R95

4S02
4S03

GFC

wonderpaw
祖

芙
拉

猫
壱

Necoichi

尚
爱

嘉
宠

4S97

4P63

妙
选

宝
臣

4S95

合
宠

生
物

Food
Export

青岛中腾4Q08

洛阳朗威

Natureru

4P18

百

美
达

维
多

比
亚

中
国

Veptopia

4M21

BONDIR

4M71

续
农

宠
物 4M16

4H21

4B01

惠
中

动
保

宠儿
飞

4H15

4P21

诺
思

贝
瑞

奥
奈

阿宠巴巴

法
国

维
克

4P13
4P16

申
基

生
物

领
地

动
诊

河
北

志
尚

陕
西

天
宠

香
港

强
生

YEOWWW! 

疯
狂
猫

4Q88

4Q51

Naomi
Pet

天
然
粮

宝
贝

救
助
团

4R98
4R91

阿
猫

阿
狗

博科
熙

4Q11

京东健康MimofPet

4Q61

4Q71

聪惠冻干

艾
禾

美
(ARM & HAMMER)

聚民生物BAQTALE

5号
门

6号
门

7号
门

8号
门

9号
门

2号
门

3号
门

1号
门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宠
物

入
口

通
往

6号
馆

 To H
all 6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通
往

2号
馆

 To H
all 2

15号
门

14号
门

13号
门

12号
门

11号
门

■  宠物保健品 Pet Healthcare
宠物医疗器械 Pet Surgical Equipment
宠物医疗 Veterinary Articles
宠物医院 Pet Hospital

■ 进口宠物产品 
      International Pe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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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馆
Hall 5

5A21

5B71
5C71

5D71
5E71

5F71
5H71

5A08
5B08

5C08
5D08

5E08
5F08

5A51

5B21
5C21

5D21
5E21

5F21

5A91
5B91

5C91
5D91

5E91
5F91

5G91

5S27
5S59

5R07
5R29

正
昌

宠
粮

工
程

本
优

机
械

5C11

5C51

汉
普

5A11

金
鼎

5B51

5B11

5D51

5D16

5E51

5E11 宇
杰

沛
愉

包
装

名
博

5F51

5F16

瑞
志

机
械

布
勒

鑫
瑞

森

晓
进

机
械

5H21

5B81
5C81

5D81

5B01
5C06

5D06
5A01

5G08
5H08

5G21

5G11 上
海

石
田

欧
迈

威

义
龙

包
装

5H51

金
泰

汉
特

曼

合
昕

凯
莱

智
信

凸
版

汉
欧

展
彤

科
润

德

好
为

尔

金
旺

数
郜

鼎
诺

方
大

青
天

5J71

5J91

5J21
5K21

5J08

5J51

5J17

思
辟

德

中
孚

诚
业

5A81

中
兴

盛
威

犹
乐

仕

泽普
林

5G81普
派

5G06 裕
德

5E06

5E83

5H06
5J06

5R05
5R03

5E68

5S215R21

太
雅

跨
跃

骏
川

谱
绿

5K51

奥
华

凯
达

梅
特

勒

乔
悦

川
达

机
械

5C01
5D01

5E01
5F06

5F01

5E86
5F86

5F81

5C86
5D86

麦
海

日之
容

5F11

新
联

京
澳

荣
星

益
宠

伟
斯

包
装

 友
邦

通
程

防
伪

科
技

华
康

5L51

5L06

5R23
5R27

5G01
5H01

5K01
5K08

5J11

5K68
5K71

5H68

5J88
5H91

5H86

5H85
5H81

5G86

5E82

5G71

5G51翼
邦

德
必

福

5R51

高
宠

华
和

润
菁

生
物

鼎
力

机
械

欧
维

力
生

锦

华
泰

唐
朝

晨
阳

美
丰

5K11
5K16

华
洋

精
丽

5R59
5R57

乐
达

真
诺

成
瑞

机
械

5R55
5R53
惠

友
机

械
博

升
安

宠

福

斯
华

盛
隆

包
装

5J03

5J01

5K06

永
辉

塑
料

5J55
5J53

中
物

光
电

SGS

通
标

群
乐

5D83

5S09
5S07

5S06
5S05

5S03
5S01友

高
领
翔

华
测

今
汉

浩
铭
达

镧
泰

5S26
5S25

5S23
莫
迪
维
克

5S58
5S57

5S56
5S55

5S53
5S52

5S51
永
虹
食
品

博
瑞

5E81
广

成
机

械

高
峰
淀
粉

5E85

派
乐

加

中
世

达
5F85

启
东骅呈

5G85
玉

琪

5H83
远

东
机

械

恒
美

5J83
5J81

中
孚

奇
乡

优迈机械 5J16
天
一

生
物
 

南海利达 东泽
5K53

新金
山

5K91

5K81

河
北

骏
邦

包
装

5L83

5L68

益
高

海
斯

雅
博

华
赟

包
装

5L13

5L11

乐斯福

5R01科
泰

梅
里

埃
保

龄
宝

中
科

汇
百

泰
力
格

方
鼎

挪
亚

圣
诺

洁
诺
德

中
瑞

东
奥

缘
肽

Leiber
GmbH

冷
鲜

联

联
兴

彩
印

鼎
泰

盛

5L86

阳
阳
包
装

联
宾

纸
塑

亚
新

包
装

5D11

浩
宇

包
装

新
大

新

鲁
康

鸿
硕

休息区

蓬
仙

制
冷

领
尚
包
装

鑫东裕

鑫
东
裕

鑫
东
裕

青
牛

科
技

5L15

万
利

科
技

齐
裕

同
景

A-Tin密
封
罐

吉宝中新

豫
鑫

金
鑫

净
化

万
耀

维
盛

皓
泰

5K86

新
隆
亚

5L56
金

茂
包

装

道
和

海
龙
元

印得
高

 XTransfer
瑞

泰

5L08

5L05

5L03

5L01

飞富
润

安
普

谱
尼

测
试 宠宝
来

14号
门

13号
门

2号
门

1号
门

3号
门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15号
门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通
往

6号
馆

To H
all 6 

通
往

3号
馆

 To H
all 3

□  食品原料及添加剂
Food Ingredients and Additive
食品加工机械及设备
Food Process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检测设备
Test Equipment
包装材料及机械 
Packaging Material and Machinery
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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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馆
Hall 6

6A51
6K51

6L51

6A21
6L11

6M11
6N11

6P11
6Q11

6Q01

6R31
6R51

6R81
6R91

6S01
6S21

6S51

6A81

6D51
6E51

6F51
6G51

6H51
6J51

6C51

6D81
6G81

6G01
6K01

6N01
6D01

6C21

新
瑞
鹏

New Ruipeng

Shanghai Wei Ren

上
海
唯
仁

6D21
6E21

6F21
6G21

6H21

佩
蒂
集
团

Peidi Group
路
斯
股
份

豆
柴
 

蓝
氏

阿
飞
和
巴
弟

好
主
人

Pjoy彼
悦

6J21

帕
缇
朵

6M51
6Q51

6K81

沛
米

科
技

汉
欧

hanou

约
翰

农
场

爱
立
方

萌
宠
出
动

萌
力
星
球

中
源

黑
鼻
头

猫
博
士

海
辰
有
机

6A01

6R01

6F01

丸
味

SpectrumBrands 

品
谱
集
团
  

6C81
6F81

雷
米
高

派
森

6M01
6H01

6J81

领
跑
宠
物

6M21
6N21

6P21

6S57

6R37
6R56

好
侣

宠
云
行

供
应
链
集
团

佩
达

昵
趣

Natruse

有
鱼

吉
吉
白
泽

立
蓓

乐
施

6S26

6R86

6P01

佩
依
特

卷
尾
巴

萌
冠

纯
皓
、
格
伦
仕
宝
、

艾
瑞
蔻
、
爱
它
 

6R97

宠
出
没

6P51

亿
思
佳

6R06

爱
倍

青
岛
鸿
大

皓
宠

、
肉

食
回

归
、

猫
伢

狗
伢

、

够
味

居
、

卡
斯

普

鼎
望

6P71

晒
萌

有
趣
的
阿
皮

汤
姆
医
生
 咔

咔
莎

宠
之
优
品

6S07

6J01

梵
一

郝
哧

繁
育
者
的
秘
密

Breeder’
s secret  

华
美
达

波
蛋

中
和

憨
斗

德
海

纽
贝
恩

贝
斯
蒂

派
克

中
罐

休息区班顿

焙
极
鲜

6N51

6N71

Peton

布
克

烟
台
金
润
达

Tricky

导
弹
鬼

启
醇

欧
乐

6K21

麦
乐
多

6L21

卡
思
可

欧
力
优

自
然
价
值

6C01

阿
溯

VIP
LOUNGE

贵
宾
休
息
室

apa亚
宠
会

"冠
能

杯
"CKU全

犬
种

冠
军

展
 "PRO PLAN" CKU NATIONAL ALL-BREED CHAMPIONSHIP SHOW

CKU宠
物

美
容

师
大

赛
及

考
试

CKU GROOMER ELITE COMPETITION&EXAMINATION

CKU牵
犬

师
（

青
少

年
牵

犬
师

）
大

赛
&考

试
CKU HANLDER（

JUNIOR HANLDER）
 ELITE COMPETITION & EXAMINATION

5号
门

6号
门

7号
门

8号
门

9号
门

2号
门

3号
门

1号
门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通
往

8号
馆

 To H
all 8

上
下
二
楼
连
廊

通
往

4号
馆

 To H
all 4

15号
门

14号
门

13号
门

12号
门

11号
门

□ 宠物粮食 Pet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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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馆
Hall 8

8G51
8H51

8J51

8R01
8R21

8R51

8K21
8L11

8K51

8A01
8D01

8G01

8A21
8C21

8D21
8E21

8F21
8G21

8A51
8C51

8D51
8E51

wanpy

顽
皮

冠
能

PRO PLAN
伯
纳
天
纯

Pure&Natural

麦
富
迪

Myfoodie

麦
德
氏

纽
顿

8S01
8S81

8S91

8D81
8G81

bile 比
乐
 

海
洋
之
星

Fish4Dogs

8H21
8J21

安
贝

帕
 特

宠
速
达
 Petdeliver

德
勒
兹
  Deleuze

我
新
宠
  Novelpet

臻
爱
 Love first

朗
诺

ADM

宠
物
业
务

慕
乐

贵
族

nature's
premium

开
心
宝

倍
内
菲

8P21
8M21

8L51
8M51

8P51

丰
尚

8L71

8K01

8R81
8R91

宠
之

优
品

翡
冷
翠

8A81

源
味
九
分

8E81

TEB!汤
恩
贝

猫
宅
一
生

小
末

贝
多
芬

8J81

宝
乐
嘉

8J01

网
易
严
选

8C81
8K81

8P81
8Q81

8M81

富
粒
滋
 多

美
洁
 耐

吉
斯

中
科
喵
苑

8M61

8L21

8R27
8R07

Natural Core

自
然
核
心

雅
米

布
兰
德

呣
咕

呣
咕

TOPTREES

领
先

8R55

8S83

朗
锐

宜
趣

曼
赤
肯

8R83

8S97

8R98
四
月
名

aprilone

大
玛
仕

怪
兽

奔
跑

杰
森

8P61
8P71

8M71

科
奈
尔

道格
麦

咪
西

乐
檬

艾美
康

外来
族

拙
极

休息区

唛
勒
芙

8R92
QRILL Pet I
挪
威
阿
克
海
洋

喵
哇

森
也

助
邦

8R88
红
骨

台
湾
威
比

摩
米
特
尔

布
兜

东
匠

8R89

8Q88 大
脸
猫

黑
氏

Feline House
肥
脸

华
灏

宠
物

8P01
8M01

8M06

新

彩
虹

8L01
8L08

山
川

善
能

8S21
8S27

8S51
8S56

摩
瑞

8S53
8S85茉

莉
卡
乐

泰
宠

金
世
王
国

吉萌
萌

瑞
祥
诺
尔

一
贯

星
鲜
宠

优
朗

宋
潮
御
宠

8Q01

京
东

直
播
间

松
谷

萌
潮

8Q11

8Q51

素
力
高
 solid gold 

快
乐
一
爪
 zesty paws

美团外卖8Q71

支付宝

渔
晓
吃
，
渔
极
，
医
仕
高

福
贝
宠
食
 

2号
门

3号
门

1号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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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用品 Pet Products
宠物零食 Pet Snacks

宠物平台 Pet APP
宠物软件 Pet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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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用品 Pet Products
宠物零食 Pet Sn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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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用品 Pet Products
宠物食品 Pet Food

■ 小宠、爬宠、水族专区
Small Animals、Reptile and Aqu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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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文名称
Company Name in Chinese

公司英文名称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展馆 / 展台
Hall/Booth

1688 宠物行业  3 3F01

ADM 宠物业务 ADM PET SOLUTIONS CHINA 8 8H51

ADM 动物营养 - WISIUM 维泽慕 ADM ANIMAL NUTRITION-WISIUM 5 5H68

阿宠巴巴 ( 江苏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TPAPA (JIANGSU) BIOTECHNOLOGY CO., LTD 4 4Q21

阿里巴巴集团  2 2L01

阿里大淘宝宠物产业发展中心  10 10B21

阿猫阿狗宠物娱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 4R95

艾宝食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ABC COOKING STUDIO CO., LTD. 14 14B91

艾尔法（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ALFA（ZHEJIANG）TECHNOLOGY CO.,LTD 10 10G01

艾斯彼特（广州）商业有限公司 ISPET(GUANGZHOU) COMMERCIAL CO., LTD. 10 10S21

艾澌克（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D21

艾澌克（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S01

爱德胜食品新西兰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2 2P21

爱乐萌（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I MOK (BEIJING) BIOTECHNOLOGY CO.,LTD 14 14L01

爱利福（青岛）商贸有限公司 ALP (QINGDAO) TRADING CO., LTD. 8 8K81

爱猫方舟商贸 ( 深圳 ) 有限公司  2 2S01

爱跃咪萌徐州科技有限公司 MORNING PAWS XUZHOU TECHNOLOGY CO. LTD 8 8F21

安贝（北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K51

安徽安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5 5R57

安徽东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S97

安徽恒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3N83

安徽华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HUAYUN PACKAGING 5 5L13

安徽喵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C81

安徽沛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PEIYU PACKAGING TECHNOLOGY CO.,LTD 5 5E21

安徽千遇服饰有限公司 SUGAR 3 3E21

安徽省际元宠物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ANHUI JIYUAN PETPRODUCTS CO.,LTD 14 14R21

安徽省鹏飞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ANHUI PENGFEI SPORTING GOODS CO.,LTD 10 10M01

安徽诗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G21

安徽新彩虹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NEW RAINBOW FEED TECHNOLOGY CO.,LTD 8 8M06

安徽邑居格家居饰品有限责任公司  12 12B01

安吉辰霖家具有限公司 CHOTTO PET FURNITURE 3 3S56

安吉派特（北京）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N81

安琪电子商务（宜昌）有限公司  3 3R10

鞍山猫咪旺贸易有限公司 CATWANT (ANSHAN) TRADE CO., LTD. 12 12M81

鞍山市立山区暖三冬电热毯厂 ANSHAN LISHAN DISTRICT NUANSHANDONG  3 3M81 

 ELECTRIC BLANKET FACTORY

澳爱（上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REAL PET FOOD COMPANY 2 2J21

澳弗 ( 上海 ) 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3 3R58

霸州市多乾宠物用品厂  14 14M06

霸州市旭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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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美达医药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BIMEDA 4 4P21

柏森宠物营养有限公司 PASSION PET NUTRITION LIMITED 2 2H21

保定白沟新城牧马人户外用品厂  14 14J07

保定白沟新城喜信箱包厂  14 14L16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5 5R23

北京爱益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R05

北京傲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S27

北京百林康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4 4M21

北京承赟凡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G21

北京宠惠德商贸有限公司  2 2K81

北京红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RED BONES 8 8R83

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 HSL CERTIFICATION SERVICE 2 2S91

北京华熙海御科技有限公司  14 14A81

北京金嘉信商贸有限公司  3 3K07

北京京东健康有限公司  4 4Q5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JD 3 3B5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8 8Q01

北京久久悦商贸有限公司  2 2S57

北京可亚鑫德食品有限公司  8 8G81

北京两小和无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0 10M81

北京绿云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3F18

北京萌隆宠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H13

北京萌爪科技有限公司  3 3K08

北京米修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MIXIU PET SERVICE CO. LTD 6 6L11

北京喵来啦商贸有限公司  14 14Q88

北京妙选科技有限公司  4 4S97

北京派读科技有限公司  3 3L21

北京守护训犬装备用品有限公司  10 10S01

北京天尔乐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LLS ANIMAL HEALTH 3 3D03

北京丸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MARUMI 6 6D01

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L21

北京亚欧环球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YAOU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12 12R26

北京仰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A21

北京怡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YIXIANG 14 14A08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3K66

北京致程众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ZHICHENG ZHONGHE INTERNATIONAL  4 4M51 

 TRADE CO.,LTD

北京中科汇百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HI-PACK CODING LTD. 5 5R27

北京中闽威威商贸有限公司 K9 12 12E51

北京中岩联合经贸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YAN UNITED TRADING CO.,LTD. 10 10R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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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越物语宠物用品销售中心  12 12R86

倍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UBLE FAVORS 3 3B88

倍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NG KONG BEIJIAN BIOTECHNOLOGY CO., LIMITED 3 3A07

焙极鲜烘焙粮 BAKING FRESH PET FOOD 6 6S01

比利时凡赛尔 VERSELE-LAGA 14 14H21

波蛋（广东）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6 6N11

博宠网络科技 ( 厦门 ) 有限公司  14 14R97

博佩基因 SBCBIOPET 3 3G65

布兜（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 8R92

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BÜHLER (CHANGZHOU) MACHINERY CO., LTD. 5 5D21

沧县永辉塑料制品厂  5 5L06

沧州鼎诺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CANGZHOU DINGNUO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5 5A11

沧州智哆猫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CANGZHOU ZHIDUO CAT PET PRODUCTS  14 14J91 

 TECHNOLOGY CO., LTD

常熟市正太纺织有限公司 CHANGSHU ZHENGTAI TEXTILES CO.,LTD. 14 14N11

常州溧阳楷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J11

潮州市川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AOZHOU CHUANBI PET SUPPLIES CO., LTD 14 14S92

潮州市泓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AOZHOU HONGCHENG PET PRODUCTS CO.,LTD. 12 12L61

潮州市金源利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10 10F81

郴州申子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ENZHOU SHENZICHEN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L21

成都好主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F51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4 4G01

成都猫研所科技有限公司  3 3S01

成都唐米科技有限公司  3 3G07

成都星球大站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S83

成都一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D01

宠八公（上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R26

宠贝呗 CHONGBEIBEI 14 14N61

宠出没（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6 6C81

宠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8 8G21

宠启 RUNNING AGAIN  4 4H15

宠尚（浙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PETON 6 6N51

宠物公民 PETIZEN  3 3D21

宠悟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PETINSIGHT TRADINGS CO.,LTD. 3 3G68

宠意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PETIDEA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2 2G03

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ZPAP 14 14R83

慈溪市伊贝斯日用品有限公司 CIXI EBEST COMMODITY CO., LTD 12 12S01

磁县诺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UOCHONG 14 14H55

达芬奇黑洞  14 14H71

大连爱丽思欧雅玛发展有限公司  10 10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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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达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K81

大连高新区宠儿飞宠物用品店 CEF 4 4S96

大连惠尔森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6R51

大连善德来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DALIAN SUNDLY HOME PRODUCTS CO.,LTD 14 14P15

大连中诺猫砂制品有限公司 SINOFIZ CAT LITTER PRODUCTS(DALIAN)CO.,LTD 14 14N06

大连中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4 4S78

大庆市萨尔图区艾蒂斯宠物用品商店  12 12Q21

大荣行有限公司 TAI WING HONG COMPANY LTD. 2 2R55

丹东鸿洋食品有限公司  3 3S03

丹麦福斯分析仪器 FOSS 5 5G06

丹阳市悠咪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3 3G63

单县永征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E81

蛋壳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ANKE CO.,LTD 10 10F51

德国贝里家宠物食品 BEWITAL PETFOOD 2 2G51

德清天晟工艺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EQING TIANSHENG CRAFTS TECHNOLOGY CO.,LTD 14 14E53

德清优创工艺品有限公司 DEQING YOUCHUANG ART&CRAFT CO.,LTD 14 14L06

德之馨宠物食品（原戴安娜宠物食品） SYMRISE PET FOOD (FORMER DIANA PET FOOD) 5 5G71

登陆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LAND PET FOOD (SHANGHAI) CO., LTD. 8 8P51

迪崴 ( 上海 ) 商贸有限公司 ODOUT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2 2R25

迪约宠物用品科技（香河）有限公司 DYO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XIANGHE) CO., LTD 10 10H71

谛宝诚（上海）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4 4R11

顶峰宠物用品销售 ( 天津 ) 有限责任公司 3 3S09

东莞恩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NPAI 12 12R81

东莞汇宠乐玩具有限公司  3 3A71

东莞猫兄狗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BROTHER CAT DOG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J06

东莞派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PAPERCAT PET PRODUCTS CO., LTD 3 3G16

东莞市百洛仕贸易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BAILUOSHI TRADING CO., LTD. 4 4A81

东莞市春藤实业有限公司  12 12K11

东莞市得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0 10R51

东莞市富腾电机有限公司 DONGGUAN FUTENG MOTOR CO., LTD. 14 14P21

东莞市华松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HUASONG ARTS & GIFTS CO., LTD 14 14J83

东莞市嘉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JIAYU PET PRODUCTS CO., LIMITED 14 14P53

东莞市精丽制罐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JINGLI CAN CO.,LTD 5 5R21

东莞市科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KINGSPEED INTELLIGENT  3 3J63 

 TECHNOLOGY CO., LTD.

东莞市蓝品家居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LANDPION FURNISHING CO.,LTD 14 14H16

东莞市乐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3L85

东莞市梅花脚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10 10M21

东莞市美鉴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MJPET 12 12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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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拍拖皮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PETOPIA 12 12M71

东莞市派拓实业有限公司  12 12P21

东莞市胖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BENBEN PET PRODUCTS CO., LTD. 3 3L82

东莞市瑞欣美耐皿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RUIXIN MELAMINE WARE CO.,LTD. 14 14A88

东莞市伟辉实业有限公司  14 14S59

东莞市翔胜日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XIANGSHENG COMMODITY CO. , LTD. 3 3C17

东莞市小兔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LITTLE RABBIT TECHNOLOGY CO.,LTD. 12 12K01

东莞市宜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ETOYS PET PRODUCT CO., LTD 10 10B51

东莞市亿宠实业有限公司 DONGGUAN YICHONG INDUSTRIAL CO., LTD. 14 14H83

东莞市峄荣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14 14F58

东莞维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 3C56

东莞展宏织带有限公司 DONGGUAN ZHANHONG WEAVING STRING CO., LTD. 14 14H51

东西志览国际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3 3M63

东阳市白云狂丑宠物用品厂  3 3K71

东阳市唛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YANG MIDEPET PRODUCTS CO.,LTD 3 3F68

东阳市协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S28

东营盛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YING SHENGTENG PET PRODUCTS CO., LTD 8 8R81

东昭环境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DONGZHAO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3 3G13 

 (SHANGHAI)CO.LTD.

多格漫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DOGGYMAN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10 10C51

多尼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DOGNESS GROUP LLC 12 12B11

（FIDA）必然科技有限公司 BEST-RUN TECHNOLOGY CO.,LTD 10 10D51

FOFOS 两只福狸 FOFOS（SHANGHAI）LIMITED 10 10B01

丰尚农牧装备有限公司 FAMSUN CO., LTD. 8 8M21

佛山高峰淀粉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GAOFENG STARCH TECHNOLOGY CO., LTD 5 5E82

佛山皓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FOSHAN HAOTAI ANIMAL PHARMACEUTICAL CO., LTD 5 5G91

佛山市爱立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 FOSHAN AILIHUA SANITARY WARE CO. LTD 14 14S11

佛山市摆尾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F17

佛山市贝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S23

佛山市方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SQUAR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10 10P86

佛山市嘉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JIACHE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3 3R63

佛山市雷米高动物营养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6 6D81

佛山市猫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R81

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5 5K01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祥业金属制品 FOSHAN XIANGYE METAL PRODUCTS CO., LTD 3 3H18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印得高印刷有限公司 FOSHAN INDIGO LABEL PRINTING CO.,ITD 5 5J88

弗安派宠物用品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 FUANPAI PET SUPPLIES TECHNOLOGY 14 14Q53 

  (SUZHOU) CO., LTD.

福建宠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 6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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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 KAIDA GROUP 5 5J08

福建省宠爱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6 6K51

福建省乐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FUJIAN LEMENG PET FOODS COMPANY LIMITED 8 8R55

福建宇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5 5E51

福建云海宠物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12 12M51

福清市美宠汇宠物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FINE PET CO., LTD 14 14S96

福益（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 8A51

福益（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 6F01

福州凡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C05

福州海源织带有限公司 FUZHOU HAIYUAN LANYARD CO.,LTD 10 10L01

福州净唯他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0 10M11

福州威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FUZHOU WEIKAI PET PRODUCT LIMITED 12 12P71

GLOBAL CART, INC  4 4P63

高碑店市悦佰兔商贸有限公司  14 14J17

高乐氏香港有限公司 CLOROX HONG KONG LIMITED 10 10G81

高密康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AOMI KANGBEI PET PRODUCTS CO., LTD 3 3G21

高密市博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J56

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  3 3L08

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2J81

冠军宠物食品 CHAMPION PETFOODS 2 2A51

冠维 ( 天津 )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 3H55

广东诚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PETSMILING（HK）INTERNATIONAL LIMITED 10 10Q51

广东达洋宠物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DAYANG PET PRODUCTS  10 10L51 

 INDUSTRY CO.,LTD.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GUANGDONG HAOMINGDA AUTO PACKING  5 5S09 

 MACHINE CO.,LTD

广东汇赢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IYING PET PRODUCTS CO., LTD 3 3S06

广东惠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WITTY PET 10 10S88

广东金鑫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5J83

广东锦华泰包装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 5H71

广东林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LINSUN SMART TECHNOLOGY CO.,LTD 14 14K07

广东曼赤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R21

广东铭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GUANGDONG WINCOM FLAVORS &  3 3G17 

 FRAGRANCES CO., LTD.

广东欧迈威机械有限公司  5 5C11

广东佩依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PEITEE FOOD TECHNOLOGY CO.,LTD 6 6S21

广东尚爱嘉宠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4 4P01

广东盛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SHENGWEI MACHINERY  5 5A81 

 TECHNOLOGY.,LTD

广东顺德宠精灵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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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3R52

广东中科有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CASYOE BIOTECHNOLOGY CO., LTD. 3 3E51

广东中瑞制罐有限公司  5 5R59

广西平南县众康动物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4 4N11

广州宠小到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PAWGETHER PET PRODUCT  12 12C81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豆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 3D68

广州汇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10B81

广州凯帝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ATYA PET 14 14M11

广州漫步熊皮具有限公司  14 14E63

广州纳威尔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 啪卟宠物 NARWAL PET TECH 3 3L91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PETSHINE PET PRODUCTS CO,.LTD 12 12D71

广州齐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 5J17

广州润之泰贸易有限公司  14 14H56

广州沙米陶家居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TAO HOME L.T.D 12 12R21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ORION TRADING CO.. LTD. 8 8R01

广州市宠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J PETS ISLAND LIMITED 3 3K68

广州市度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DUFAN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Q01

广州市恒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HEINER ELECTRIC MANUFACTURE CO.,LTD 12 12P11

广州市刨刨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R56

广州市瑞友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RIYKA HOUSEWARE CO.,LTD 12 12A21

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 SUNON PET 6 6R31

广州市梧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 3L16

广州市越秀区阿派关爱小动物社会 HELLOTHEPAW 3 3M86 

发展中心

广州窝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N71

广州心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CHUANG BRAND  4 4G81 

 MANAGEMENT CO., LTD.

广州星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 10S03

广州伊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YISUO.INTERNATIONALTRADECO.,LTD 14 14F91

广州有猫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 14H86

海际（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AIJI (CHONGQ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2 2A21

海门市云峰宠物用品厂  14 14J81

海南猫兄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D71

海森华宠进出口贸易涿州有限公司 HAISENHUACHONG IMPORT&EXPORT  12 12S97 

 TRADING ZHUOZHOU CO.,LTD.

韩国吉萌萌 KOREA GEMOMO 8 8M01

汉特曼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HANDTMANN MACHINERY TRADING  5 5H51 

 (SHANGHAI) CO., LTD.

杭州阿默科技有限公司 AMO PETRIC 10 10E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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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艾宠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AICHONG BIOTECH CO.,LTD 3 3R57

杭州博科熙动物高压氧舱  4 4R98

杭州宠胖胖科技有限公司  10 10E21

杭州纯真宠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HANGZHOU CHUNZHEN PET FOOD GROUP CO., LTD 8  8J81

杭州蒂一贸易有限公司  4 4B51

杭州非适利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C13

杭州复耐吸科技有限公司  14 14K06

杭州咕噜智宠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URRPY TECHNOLOGY CO., LTD 12 12S26

杭州哈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HA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3 3L18

杭州海莫星摄影有限责任公司  14 14B01

杭州灏栗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12 12B51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4 4J51

杭州华元田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 善水缘 14 14B61

杭州嘉尔浦贸易有限公司  4 4S71

杭州嘉杰实业有限公司 HANGZHOU J&J INDUSTRIAL CO.,LTD. 10 10R56

杭州捷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JIE FENG LEISURE PRODUCT CO,. LTD 12 12J71

杭州瑾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JINMI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10 10P83

杭州久积控股有限公司 HANGZHOU HISAZUMI HOLDINGS CO.,LTD. 14 14C81

杭州筠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AMSION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2 2F51

杭州卡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KARA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H51

杭州康管家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 2M01

杭州科晟纺织有限公司 HANGZHOU KESHENG TEXTILES CO.,LTD. 14 14F81

杭州蔻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4 4J51

杭州昆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4F51

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J01

杭州路明进出口有限公司  3 3D55

杭州咪家科技有限公司  8 8R51

杭州喵想树科技有限公司  14 14G06

杭州铭悦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ENABOT 12 12R51

杭州暖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J21

杭州帕特诺尔宠物有限公司  8 8D01

杭州群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 5D06

杭州荣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HANGZHOU RONGXING MACHINERY  5 5F08 

 EQUIPMENT CO., LTD.

杭州三野服饰有限公司 HANGZHOU SANYE CLOTHING CO., LTD. 12 12E71

杭州善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 2N21

杭州泰凯科技有限公司  3 3J07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TIANYUAN PET PRODUCTS CO.,LTD 12 12F21

杭州兔窝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4 14J51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8 8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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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雪萌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M71

杭州宜中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N61

杭州有赞科技有限公司  14 14D08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  14 14S95

杭州昱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S55

杭州禛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ANGZHOU ZHENCHUANG E-COMMERCE CO.,LTD. 10 10A81

杭州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2 2M81

杭州宙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ZEUS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R02

豪傲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OAO INTERNATIONAL MINING  CO LIMITED 12 12S86

豪盛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12 12R07

好侣 ( 中国 ) 有限公司 PERFECT COMPANION (CHINA) CO.,LTD. 6 6F81

好为尔机械（山东）有限公司 HIWELL MACHINERY (SHANDONG) CO.LTD 5 5G11

合宠科技 ( 青岛 ) 有限公司 PAWAII INC. 14 14F08

合肥友高物联网标识设备有限公司 HEFEI YOUGAO IOT IDENTIFICATION  5 5S01 

 EQUIPMENT CO., LTD 

河北诚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CHENGY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5 5B01

河北川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CHUANDA MACHINERY  5 5D71 

 MANUFACTURING CO. , LTD.

河北福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HEBEI FAIRSKY BIOTECHNOLOGY  14 14R58 

 DEVELOPMENT CO.,LTD.

河北傅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BEI FUCHEN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S26

河北汉普创制机械有限公司  5 5C51

河北华洋塑料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5 5K16

河北金若科技有限公司 HEBEI JINRUO TECHNOLOGY CO., LTD. 12 12M21

河北茉莉卡乐贸易有限公司  8 8S85

河北沐晟皮具集团有限公司 HEBEI MUSHENG LEATHER GROUP CO., LTD 14 14S93

河北牧赞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C86

河北仕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BEI SHIPET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D81

河北晓进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5 5F21

河北新龙饲料有限公司新安分公司  3 3C53

河北亿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BEI YIDA PET PRODUCTS CO., LTD. 3 3D51

河北悦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Q81

河北志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M16

河南华美万邦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HOMEY WONBOND GROUP 3 3H07

河南省万宠千缘商贸有限公司 PETLOVE CO.,LTD 2 2P11

河南卫兰仕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G05

河南豫鑫糖醇有限公司 YUSWEET CO.,LTD. 5 5J71

河南智信塑业有限公司  5 5D81

菏泽佳诺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ZE JIANUOJIA PET PRODUCTS CO., LTD 3 3E71

鹤山市巴克橡塑制品厂 HESHAN BAKE RUBBER&PLASTIC PRODUCTS FACTORY 14 14P83



展商名录（按公司中文拼音排序）
List of Exhibitors

44

公司中文名称
Company Name in Chinese

公司英文名称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展馆 / 展台
Hall/Booth

鹤山中兴复合包装有限公司 HESHAN ZHONGXING LAMINATED PACKING CO.,LTD. 5 5A91

黑鼻子（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8 8R88

黑龙江宠印宠物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HEILONGJIANG PETSEAL PET PRODUCTS CO. LTD 3 3J61

黑米先生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3 3S29

黑山县万程膨润土有限责任公司  14 14R25

湖北爱摩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F88

湖北贝贝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L51

湖北德盈防护材料有限公司  3 3D08

湖北孩提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HUBEI HAITILE CHILDRENS PRODUCTS CO., LTD 14 14S06

湖北罗黛蒂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RODITE INDUSTRY AND TRADING CO.,LTD. 14 14G88

湖北婴贝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UBEI YINGBEILE ELECTRONIC COMMERCE CO.LTD 14 14S09

湖南孚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R25

湖南今汉药业有限公司 GENEHAM PHARMACEUTICAL CO.,LTD. 5 5S07

湖南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HUNAN LID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LTD 14 14A06

湖南魔力萌兽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F55

湖南你好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UNAN NIHAOMENG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S29

湖南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6M51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5 5S05

华美达（福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M11

华美宇和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HUAMEIYUHE INTERNATIONAL  4 4L51 

 TRADE(BEIJING)CO.,LTD.

华生维克生物工程（漯河）有限公司 HS,VIKO 3 3R02

华盛行贸易有限公司  14 14J11

华幄（上海）推剪贸易有限公司 WAHL CLIPPER 2 2R21

淮北玛缇娜工艺品有限公司  3 3B01

环球宠物有限公司 UNIPET HOUSE COMPANY LIMITED 2 2F81

皇誉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ROYAL CANIN 2 2D21

黄骅市索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AWYERPET 14 14E81

黄山道格麦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M61

黄山市精锐创意包装有限公司  5 5S26

灰熊（天津）宠物有限公司  14 14C16

惠州市联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LX PACKAGING&PRINTING (HUIZHOU) CO.,LTD. 5 5K91

慧伦宠物护理有限公司 WAYLUN PET CARE LIMITED 4 4K81

济南晨阳科技有限公司  5 5J11

济南广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H01

济南启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JINAN QIDONG MACHINERY CO., LTD 5 5F85

济南深蓝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JINAN SHENLAN ANIMAL HEALTH PRODUCTS CO.,LTD 3 3R51

加拿大爱宠美康有限公司 BIOMATCAN LTD. 2 2G01-2

加拿大国家馆 CANADA PAVILION 2 2F21

加拿大麦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CANADA MYLOVE PET FOOD CO.,LTD. 10 10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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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乐优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JIAXING LEYOU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E16

嘉兴珞翊电器有限公司 JIAXING LUOYI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3 3H71

嘉兴暖阳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JIAXING SUNRAY OUTDOOR PRODUCTS CO.,LTD. 12 12N01

嘉兴市合昕凯莱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JIAXING K-LINE MACHINERY CO.,LTD 5 5D08

嘉兴市微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JIAXING TINYPET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12 12S06

嘉兴市悦宠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2 12S51

嘉兴市真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J01

嘉兴燕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JIAXING YANPENG HOUSEHOLD PRODUCTS CO.,LTD 3 3H61 

健合（中国）有限公司  8 8A01

江门市米多宠物用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 3M53

江苏动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JIANGSU TOPDIVE SPORTS GOODS CO.,LTD 3 3A03

江苏广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 5E81

江苏哈咔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AKA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CO. LTD 14 14E21

江苏合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F08

江苏恒丰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 4N01

江苏华峰自然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JIANGSU HIMALAYA NATURAL FIBER  14 14Q06 

 PRODUCT CO., LTD

江苏欢欢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JANGSU HUANHUAN PET FOODS CO.,LTD 12 12M01

江苏金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 5B81

江苏卡尔诺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SU KARNO PET PRODUCTS CO., LTD. 10 10D21

江苏老树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ISTOTREE 10 10S98

江苏麦乐多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MILESTONE TECH, LTD 6 6K21

江苏派可为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12 12H21

江苏莎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14 14F01

江苏盛典礼品工艺有限公司  14 14D91

江苏雅博动物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ABRAM(JIANGSU) ANIMAL HEALTH CO.,LTD 5 5L68

江苏益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5D01

江苏益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SU MATCHWELL PET PRODUCTS SUPPLY CO.,LTD 12 12K71

江苏益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E-LEADER BIOTECH CO.;LTD 4 4B21

江苏煜烁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14 14S98

江苏泽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C51

江苏长乐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3 3L11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  5 5A51

江苏正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E61

江苏中恒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0 10K51

江西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M82

江西唛勒芙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M81

江西乔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XI QIAOFENG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P13

江西生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JIANGXI SENCEN HYGIENIC PRODUCTS CO, LTD. 10 10J01

江西宜宠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XI YICHONGJU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J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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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羽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P85

揭阳市永美塑胶制品厂 JIEYANG YONGMEI PLASTIC PRODUCTS FACTORY 12 12P01

杰森（山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YSON (SHANDONG) BIOTECHNOLOGY CO.LTD 8 8P81

金华猫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ICAPIN ELECTRONIC COMMERCE CO., LTD., JINHUA 12 12E21

金华市吉达玩具有限公司 JINHUA JIDA TOYS CO., LTD 14 14F71

金华市金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3 3K51

金华市赛利得工具有限公司 SOLID TOOLS 14 14R56

金华舒邦日用品有限公司 JINHUA SPONGEKING CLEANING PRODUCTS CO.,LTD 3 3K06

晋江市盛隆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5 5H01

荆州市宠之爱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G81

巨鹿县佳乐宠物用品厂  14 14B53

巨鹿县兴宁宠物用品厂 JULU XINGNING PET PRODUCTS FACTORY 14 14S21

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MIN BIO-TECHNOLOGIES CO., LTD. 4 4Q11

倔强嘴巴  12 12C21

俊宝上海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2 2P61

咔小伊  3 3E55

卡赫贸易 ( 中国 ) 有限公司  14 14F61

卡哇低卡（上海）食品厂  3 3F11

开心宝宠物食品（深圳）有限公司  8 8K21

康贝 ( 上海 ) 有限公司 COMBI (SHANGHAI) CO., LTD 14 14E08

康泰医学系统 ( 秦皇岛 ) 股份有限公司 CONTEC MEDICAL SYSTEMS CO.,:TD 3 3J06

科隆智能科技 ( 重庆 ) 有限公司 KELONG SMART TECHNOLOGY (CHONGQING) CO., LTD 12 12R97

科瑞宠物用品（浙江）有限公司 KERUI PET SUPPLIES CO.,LTD 14 14Q71

莱博有限责任公司 LEIBER GMBH 5 5H06

莱诺宠物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12 12N21

蓝氏 LEGENDSANDY  6 6G51

廊坊市成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 5E01

廊坊市广阳区北旺星海服装厂  3 3S63

廊坊市惠友机械有限公司  5 5R53

廊坊市桥烁贸易有限公司 ONTO STORE 4 4N51

朗锐包装技术（沧州）有限公司 PROVOL PACKAGING TECHNOLOGY(CANGZHOU)CO., LTD 8 8P21

乐达（广州）香味剂有限公司 LUCTA （GUANGZHOU）FLAVOURS CO., LTD 5 5R51

乐嘟宠物圈  2 2S88

乐思达（杭州）服饰有限公司 LOOSTAR(HANGZHOU)FASHION ACCESSORIES CO.,LTD 14 14S55

了不起生物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3 3L86

礼蓝（四川）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4 4G21

利其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RICHELL (SHANGHAI) CORPORATION 4 4S21

连我（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LINE FRIENDS (SHANGHAI) COMMERCIAL  14 14C21 

 TRAD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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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佳百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LIANYUNGANG CATEPET FOOD CO. LTD. 12 12H01

辽宁合盛宠物用品加工有限公司 HESHENG PET PRODUCTS CO.,LTD 3 3L65

辽宁壹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 14C06

辽阳乾源木业有限公司  3 3M71

聊城凯滋特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L21

临沂贝娃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S07

临沂华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6 6N71

临沂喵记家具有限公司 LINYI MIAOJI FURNITURE CO., LTD 3 3M68

临沂秋实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4 14G81

临沂市兰山区宠宠猫宠物用品厂  3 3J71

临沂天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L55

零点宠物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ZEROO PET FOOD(TIANJIN)CO.,LTD 6 6P51

领地动物诊疗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LINGDI ANIM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4 4P16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领跑宠物星球 LINGPAO 6 6G81

鹿島株式会社 /KASHIMA KASHIMA CO., LTD. 2 2S28

洛阳惠中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HUIIZON 4 4B01

洛阳朗威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LUOYANG  LANGWEI  ANIMAL   4 4Q08 

 PHARMACEUTICAL  CO.,LTD.

洛阳仁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UOYANG GENETURE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3 3F07

洛阳玉琪食品有限公司  5 5G85

麻城市白果镇鸿运皮具用品厂  3 3S05

蚂蚁集团  8 8Q71

麦仕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10 10A21

蛮果（厦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MANGO PETS 10 10R27

毛球健康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MAOQIU HEALTH TECHNOLOGY (HANGZHOU) CO., LTD 3 3F91

玫咯 MEILUO  3 3G71

眉山市坛罐山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14 14E86

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 MÉRIEUX NUTRISCIENCES CHINA 5 5R03

梅特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5 5F81

美国爱达荷州 STATE OF IDAHO 2 2S85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食品 FOOD EXPORT USA MIDWEST & NORTHEAST 4 4P66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 MEGASOFT (CHINA) CO.,LTD. 14 14J61

美团外卖  8 8Q51

喵达 & 嗗达 MEOWSTARD &WOOFSTARD 4 4A51

名益宠尚  12 12G71

摩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S51

魔术袋（厦门）贸易有限公司 MAGIC POCKET(XIAMEN) TRADING CO.,LTD. 12 12Q51

莫迪维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MULTIVAC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5 5S25

慕乐  8 8G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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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V NATURAL PET PRODUCTS  2 2G01-3

纳爱斯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10 10R01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繁简设计工作室 14 14P66

南和区韩尚宠物用品加工厂  14 14E71

南京宠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D21

南京享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 12D21

南京复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FUXIN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3 3R53

南京金版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ANJING JINBANNA PET PRODUCTS CO LTD 10 10R55

南京金盾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 4J11

南京景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ELOGIC (NANJING) BIO TECHNOLOGY CO.,LTD 4 4K21 

南京朗博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LANBOTO 4 4R51

南京喵乐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B71

南京仟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 5E83

南京申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SYNTHGEN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4 4P13

南京盛锦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4C21

南京苏茂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ANJING SUMAO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H71

南京唯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B18

南京云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 3R25

南通普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ANTONG PULONG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3 3K01

南通闪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N71

南通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TONG SIRUI BIOTECHNOLOGY CO.,LTD. 3 3R06

南通馨宇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2 12R91

南通馨宇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4 14D16

南通远扬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NANTONG YUANYANG LEISURE PRODUCTS CO.,LTD 10 10S91

内蒙古佰利亨工贸有限公司 XINGKANGMU 3 3S21

内蒙古联邦动保药品有限公司 THE UNITED ANIMAL HEALTHCARE (INNER  4 4F01 

 MONGOLIA)CO.,LTD.

内蒙古普泽动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 3E08

内蒙古润隆膨润土科技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RUNLONG BENTONITE  14 14F06 

 TECHNOLOGY CO.,LTD

宁波爱克利浦电器有限公司 NINGBO ICLIPPER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14 14G17

宁波百加世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2 2D51

宁波保税区百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 2M51

宁波保税区蓝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 3R28

宁波海曙凯邦饲料有限公司  6 6Q51

宁波好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G91

宁波吉百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NINGBO LUCKIBUY IMP & EXP CO., LTD 3 3K61

宁波家鑫宁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INGBO MANKEE COMMODITY CO., LTD 3 3H16

宁波嘉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NINGBO JIAHONG PLASTICS CO.,LTD 3 3C16

宁波杰出新材料有限公司 NINGBO OUTSTANDING NEW MATERIAL CO.,LTD. 14 14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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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京澳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5 5F06

宁波科瑞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3 3G0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宠国际贸易 NINGBO MEISHAN BONDED AREA NZPET 2 2J01 

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宁波南洋车业有限公司 NINGBO NANYANG VEHICLE CO.,LTD. 14 14J08

宁波市佩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INGBO  PEITE PET PRODUCT CO., LTD. 14 14Q86

宁波市园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S91

宁波微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4 14H52

宁波唯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V-PET 3 3G11

宁波雅多特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NINGBO YADUO SPECIAL FIBER PRODUCTS CO., LTD 14 14J85

宁波宇鹰有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E85

宁波裕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INGBO YUS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P58

宁波运宝电器有限公司  14 14B71

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 NINGBO ZHONGWU STERILIZATION TECHNOLOGY CO., LTD. 5 5J55

宁城县遵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4 14S51

宁都菌密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S57

纽贝恩（江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EWBEN(JIANGSU)BIOTECHNOLOGY CO.,LTD 6 6R37

纽宠有限责任公司（新西兰） PETNZ LIMITED (NEW ZEALAND) 2 2N11

挪威阿克海洋生物 AKER BIOMARINE ANTARCTIC AS 8 8R27

挪亚圣诺（太仓）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NOVOSANA (TAICANG) BIO-FEED CO.,LTD. 5 5J01

诺葳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NOVA CHIC TRADE(SHANGHAI)CO.,LTD. 8 8L21

PAN'S 锅氏宠物用品  10 10E01

PHILEO 乐斯福动物营养与健康 PHILEO BY LESAFFRE 5 5L11

PUPPYTIE( 中国 ) PUPPYTIE( 中国 ) 4 4S08

帕缇朵（北京）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PTIDO (BEIJING) INTERNATIONAL  6 6E51 

 BIOTECHNOLOGY CO., LTD

派地奥（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PETIO(SHANGHAI)CO.,LTD 12 12B21

磐安县利佳服饰厂 PANAN LYGA COSTUME&ACCESSORIES FACTORY 14 14P08

陪不累（深圳）宠物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4J85

沛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PEIMI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6 6G21

佩蒂动物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6A51

蓬莱海天矿业有限公司  10 10J11

蓬莱市蓬仙制冷空调有限公司  5 5F86

鹏嘉企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2 2Q81

平顶山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H91

平湖独库宠物装备有限公司  3 3J51

浦江瑞喜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N18

浦江县汇多宝玩具厂  3 3E56

普宁市优久诚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3 3A06

普派（苏州）包装有限公司 EKA GLOBAL 5 5G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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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宠智能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12 12P81

茜德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CDVET (SHANGHAI) CO.,LTD. 3 3R03

强生 ( 香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HONG KONG) PET  4 4P11 

 PRODUCTS CO., LTD.

青岛艾瑞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P03

青岛奥华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AOHUA PACKAGING CO LTD 5 5K51

青岛澳能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AONENG TECHNOLOGY CO., LTD 10 10K81

青岛百健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D81

青岛彬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BINLEE PET PRODUCTS CO., LTD 3 3B81

青岛博联商贸有限公司 ULO GLOBAL CO.,LTD（QINGDAO ULO GLOBAL  12 12A01 

 TRADING CO.,LTD.）

青岛博瑞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QINGDAO BORUI EQUIPMENT MANUFACTURE CO.,LTD 5 5S59

青岛宠怡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2P71

青岛大任富城畜牧有限公司 QINGDAO DAREN FUCHENG ANIMAL TECHNOLOGY CO., LTD. 14 14J71

青岛道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QINGDAO DAOHE PACKAGING MATERIAL CO.,LTD 5 5H91

青岛稻进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INABA FOODS CO.,LTD 12 12A51

青岛东平骏川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 5E71

青岛方大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QINGDAO PACKAGING COMPANY LIMITED 5 5F71

青岛海派食品有限公司  3 3E61

青岛浩宇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HAOYU PACKAGING CO.,LTD 5 5D16

青岛禾禧嘉食品有限公司  12 12N11

青岛恒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HENG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3 3B91

青岛鸿大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6 6R06

青岛华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HUAKANG PLASTIC PACKAGING CO.,LTD 5 5B11

青岛吉宝中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 5K11

青岛佳家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JIAJIACHONG PET FOOD CO., LTD 14 14G11

青岛九安尚品木业有限公司  14 14E11

青岛科奈尔饲料有限公司 QINDAO CTC FEED CORP. 8 8L71

青岛可乐淘商贸有限公司 KELETAO TRADE 14 14N03

青岛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L11

青岛萌蒂食品有限公司 MUNDI 12 12J13

青岛明月安欣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12 12L11

青岛纽瑟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NSC BIOTECHNOLOGY CO. , LTD. 14 14N21

青岛欧乐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OLE PET FOOD CO., LTD 6 6P11

青岛派特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 10K01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 5F01

青岛双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6C21

青岛天硕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TIANSHUO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C08

青岛蔚蓝智创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BLUE SMART ANIMAL NUTRITION  3 3S08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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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小驴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 14E88

青岛馨华和荣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XINHUA HERONG PACKING CO.,LTD 5 5C91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 5K86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 5J03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 5S53

青岛义龙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INGDAO YILO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 LTD 5 5D51

青岛艺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YIWEI HOUSEHOLD ARTICLES CO.,LTD 14 14P88

青岛约翰农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JOHNSFARMS 6 6J21

青岛约书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JOSHUA PET FOOD CO., LTD 3 3L03

青岛中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 4Q06

趣高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UGAO 3 3A83

全球易供（香港）有限公司 GLOBAL SUPPLY ECOMMERCE CO.,LIMITED 2 2G21

泉州市艾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S05

RAPID NOVOR INC.  2 2G01-4

READING BAKERY SYSTEMS  2 2G01-1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 2G06 

广州代表处 （JETRO）GUANGZHOU OFFICE

日本全药工业株式会社 NIPPON ZENYAKU KOGYO CO., LTD. (ZENOAQ) 4 4M51

日不落（大连）贸易有限公司  2 2M21

日东（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 NITOMS INC. 2 2N81

日和优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 4S26

日照市云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 3L71

荣环 ( 北京 )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RH (BEIJING) TECH CONSULTING LTD 2 2S05

瑞登梅尔（上海）纤维贸易有限公司 RETTENMAIER (SHANGHAI) FIBER TRADING CO., LTD. 14 14R53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RINGPAI PET HOSPITAL 4 4C01

睿哲国际 RUEY JENR INTERNATIONAL LIMITED 6 6A21

润铭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2 2R81

饶平县金利佳机电有限公司  3 3L83

SCIENCEPURE NUTRACEUTICALS INC.  2 2G01-5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 5 5C01

SIERRASIL HEALTH INC.  2 2G01-6

SPECTRUMBRANDS 品谱集团 SPECTRUMBRANDS 6 6A81

桑霓宠物食品（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3 3E88

森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6N21

厦门拜格斯塑胶有限公司 XIAMEN BAIGESI PLASTIC CO.,LTD 3 3H65

厦门固家五金有限公司  14 14G08

厦门猫一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亚洲动物沟通联盟 3 3M06

厦门欧万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 OWON TECHNOLOGY CO., LTD. 14 14C01

厦门三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IAMEN SANSUI PET SUPPLIES CO. ,LTD. 14 14H08

厦门市米尤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 MIYOU TECHNOLOGY CO., LTD 3 3A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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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万塑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14 14J88

厦门市煜城商贸有限公司  3 3B16

厦门一正安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ANNO 3 3R30

山川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8 8L01

山东奥奈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4 4M11

山东八方牧歌集团  3 3F61

山东巴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L68

山东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BAIDE BIOTECHNOLOGY CO., LTD 3 3B68

山东贝斯蒂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R86

山东晨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E16

山东宠速达通路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8E51

山东宠云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INFOPETCARE 6 6J81

山东宠之优品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UPERB PET FOODS (SPF) 8 8L51

山东大脸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Q81

山东德海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DEHAI PET FOOD CO. LTD 6 6S26

山东鼎泰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DINGTAISHENG MACHINERY  5 5K81 

 TECHNOLOGY CO., LTD

山东鼎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6S51

山东东洋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14 14B08

山东高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HIGH PET PET FOOD CO., LTD 5 5E86

山东高乐萃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E11

山东贵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H08

山东哈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HABE PET SUPPLIES CO. LTD 14 14S56

山东海奥森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HAIAOSEN PET PRODUCTS CO., LTD 3 3E68

山东海龙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HAILONGYUAN BIO-TECH CO.,LTD 5 5S57

山东汉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6J51

山东汉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5B71

山东亨嘉纸业有限公司 SHANDONG HENGJIA PAPER CO.,LTD 14 14P11

山东华辰制药有限公司  12 12B71

山东华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R89

山东华萌中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SHANDONG HUAMENG  TRADITIONAL CHINESE  3 3G18 

 MEDICINE RESEARCH CO., LTD

山东汇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B11

山东吉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JI PET PRODUCTS CO. , LTD. 14 14P05

山东君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C03

山东开禧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C68

山东科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 3J09

山东鲲鹏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SHANDONG KUNPENG FITNESS EQUIPMENT CO., LTD 3 3A05

山东乐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F51

山东力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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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昌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3 3C06

山东鲁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LUKANG BAOZHUANG JIXIE CO.,LTD. 5 5B08

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LUSCIOUS PET FOOD CO.,LTD. 6 6C51

山东麦富迪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8 8D51

山东猫寵宠物有限责任公司  12 12K51

山东派克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PAIKE PET FOOD CO.,LTD. 6 6P01

山东派乐加食品有限公司  5 5E91

山东派森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PETSENSE FOOD CO., LTD 6 6H51

山东瑞祥诺尔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8 8S56

山东森也食品有限公司  8 8S81

山东省博兴县领翔不锈钢机械厂  5 5S03

山东省宠物行业协会 SHANDONG PET INDUSTRY ASSOCIATION 3 3L15

山东省恒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2 2P81

山东省泗水县圣昌肉制品有限公司  3 3M83

山东顺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SOGOOD HYGIENE PRODUCTS CO.,LTD 14 14N15

山东万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G53

山东威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F21

山东小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XIAOGO PET SUPPLIES CO., LTD 12 12N81

山东辛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INCERE PET PRODUCTS CO.,LTD 12 12S81

山东新大新食品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XINDAXIN MACHINERY CO., LTD 5 5G86

山东新隆亚工贸有限公司  5 5D91

山东兴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P61

山东亚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ASIAPET FOOD CO. LTD 3 3F71

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SHANDONG YAXIN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5 5S23

山东一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S53

山东宜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P71

山东宜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8K01

山东亿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YISHENG PET PRODUCTS CO.,LTD 10 10S51

山东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YINGRUN BIOTECHNOLOGY CO., LTD 3 3S22

山东雨泽银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3 3R61

山东真诺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5 5R29

山东中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S25

山东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ZBON  BIO TECHNOLOGY CO.,LTD 8 8R91

山东尊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C91

陕西启贝牧业有限公司 SHAANXI QIBEI ANIMAL HUSBANDRY CO., LTD. 3 3C55

陕西天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YPET BIOLOGICAL 4 4P18

陕西席域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ANXI XIYU PET NUTRITION CO., LTD. 8 8H21

陕西中和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JOYHOL 6 6R01

汕头市金茂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5 5L56

汕头市皮恩希玩具有限公司  3 3M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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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张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HANTOU ZHANGWU METAL PRODUCTS CO., LTD 14 14P51

膳魔师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3 3K55

商丘市萌物奇缘宠物销售有限公司  14 14H18

上海艾萌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IMOE SMART 10 10L71

上海爱宠动保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CAT@DOG 3 3B08

上海嗷屋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HANGHAI AWOO BIOTECHNOLOGY CO., LTD 3 3D18

上海吧唧吧唧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10 10R21

上海柏麓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OLU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E81

上海薄荷纺织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OHE TEXTILE CO.,LTD 3 3L53

上海贝恩斯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AINESDE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N58

上海贝瑞电子科技 SHANGHAI BERR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3 3B07

上海本优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BEYOND MACHINERY CO.,LTD. 5 5C21

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A21

上海波波酷宠物有限公司 SHANGHAI BBK CO.,LTD. 3 3H03

上海波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OKAPET 3 3D66

上海哺佑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BUYON 3 3R23

上海布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0 10N71

上海畅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 12P51

上海宠爱润合供应链有限公司 FAVOUR RUNHE SUPPLY CHAIN (SHANGHAI)CO.,LTD 10 10G51

上海宠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 3E03

上海宠幸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OWSING PET PRODUCTS CO., LTD 4 4A21

上海宠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SURPLUS PETS PRODUCTS TRADE CO.,LTD 2 2F01

上海酬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 4D81

上海春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CHUNZHOU PET PRODUCTS CO.,LTD. 10 10L11

上海达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2R98

上海德尔星瑞实业有限公司 THE STARZCLUB INDUSTRIAL CO.,LTD 10 10L21

上海朵恩商贸有限公司  4 4S25

上海凡爱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FANTASTIC PET PRODUCTS CO., LTD 10 10S81

上海方养宠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 2G81

上海风神与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KISSGROOMING 4 4D01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F21

上海福贝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FUBEI(SHANGHAI)CO.,LTD . 8 8A51

上海瓜土地贸易有限公司 DR.PET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2 2S02

上海汉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ANVET 4 4H21

上海郝哧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6 6R56

上海很努力的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S05

上海宏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E91

上海花奕贸易有限公司  4 4M81

上海骅呈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5 5F11

上海吉吉白泽宠物有限公司 SHANGHAI JIJI BAIZE PET CO., LTD. 6 6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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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JIACHONG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 3 3H63

上海匠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ANIMAL HEAVENLY  BODY 12 12J01

上海洁诺德包装容器集团有限公司  5 5S06

上海凯呗贸易有限公司 K BABY 2 2S21

上海科邦医用乳胶器材有限公司 SHANGHAI KEBANG MEDICAL LATEX EQUIPMENT CO.,LTD 3 3F05

上海坤晟贸易有限公司  14 14S52

上海镧泰微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LANTAI MICROWAVE EQUIPMENT  5 5S52 

 MANUFACTURING CO., LTD

上海联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CATLINK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12 12G01

上海零赫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FROHZ PET SUPPLIES CO. LTD 14 14B83

上海妙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B21

上海鸟语花香宠物有限公司 NIAOYU HUAXIANG PET CO., LTD. 10 10G21

上海派瑞德实业有限公司  3 3B63

上海派智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PAIZHIEN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3 3L61

上海普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PUJIA METAL MANUFACTURING CO.,LTD. 3 3C01

上海谱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5 5E68

上海启恒织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QIHENG WEAVES COMPANY 14 14R91

上海乔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QIAOYUE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5 5R07

上海趣阿皮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6 6R81

上海闪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GENCYCHINA CO. LTD. 4 4J81

上海善猫能狗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L08

上海石田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5 5G21

上海世畅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14 14H15

上海仕昊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EAHOW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14 14G71

上海数郜机电有限公司 SHANGHAI SHUGAO MECHANICAL & ELECTRIC CO.,LTD 5 5E11

上海谁的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WHO'S CAT PET FOOD CO. LTD 14 14D11

上海顺弓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HUNGONG INDUSTRIAL CO.,LTD. 6 6C01

上海汤士美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OMSMECA 8 8E21

上海凸版有限公司 TOPPAN LEEFUNG PACKANING (SHANGHAI)CO.,LTD 5 5A08

上海拓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 12S91

上海旺元商贸有限公司  12 12S21

上海污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4 14S03

上海喜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C71

上海星暹供应链有限公司  2 2E51

上海依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C21 

上海壹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2S95

上海亿达馨商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YDX  TRADING CO.,LTD 2 2Q01

上海易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ID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B16

上海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WING BIOTECH(SHANGHAI)CO.,LTD 5 5G51

上海尤迪咔贸易有限公司  4 4R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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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妤美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YOMI INDUSTRIAL CO., LTD 12 12N51

上海裕德利客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YUDELIKE PACKAGING EQUIPMENT CO.,LTD 5 5G08

上海缘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YUAN PEPTIDE BIOTECH CO.,LTD. 5 5S56

上海悦舜工艺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YUESHUN HANDICRAFT CO., LTD 10 10S57

上海粤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4 4R71

上海展彤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ZHANTONG INDUSTRY CO.,LTD. 5 5C81

上海竺丰实业有限公司  12 12D51

上海尊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ZUNCHONG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10 10F01

上饶惠家宠物用品厂  12 12L01

绍兴波波宠物用品厂  12 12D01

绍兴佳佳宠物用品厂 SHAOXING JIAJIAPET PRODUCTS FACTORY 12 12P61

绍兴乐丰笼具设备有限公司 SHAOXING LEFENG CAGE EQUIPMENT CO., LTD. 3 3J68

绍兴上虞楷航针织厂 SHAOXING SHANGYU KAIHANG KNITTING FACTORY 14 14F51

绍兴市禾欧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SHAOXING CITY HEOU LEISURE GOODS CO., LTD. 14 14N81

绍兴英伦家纺有限公司 SHAOXING YINGLUN HOME TEXTILE CO., LTD 3 3A15

深圳百事得贸易有限公司 BRIGHTSTARPETFOOD.CO.,LTD。 2 2B01

深圳宝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8R98

深圳宝葫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BFULO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N91

深圳才猫双犬科技有限公司  3 3L51

深圳宠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 3C11

深圳宠友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PET YOUYOU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Q16

深圳大喆文化传播咨询有限公司  3 3A65

深圳点趣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COODESIGN COMPANY LIMITED 14 14P13

深圳冻干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FREEZE DRIED PET PRODUCTS CO., LTD 6 6S07

深圳福狸尾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FULIWEIBA PET FOOD CO.,LTD 3 3A91

深圳赋宠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3 3E66

深圳乐贝坊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3 3S26

深圳喵星探索科技有限公司 DISCOPET 3 3B05

深圳喵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IUFISH CO.,LTD 14 14R28

深圳沐岚科技有限公司  3 3L17

深圳三平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ANPING IMAGE TECHNOLOGY CO., LTD 3 3L01

深圳市艾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 4S03

深圳市艾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AIWO PET PRODUCTS CO,. LTD 10 10J21

深圳市安合盛胶袋厂 SHENZHEN ANHESHENG PLASTIC BAGS FACTORY 3 3D53

深圳市安顺腾商贸有限公司  3 3H13

深圳市宝臣宠品贸易有限公司  4 4S95

深圳市倍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EMATE BIO-TECHNOLOGY CO.,LTD 4 4R21

深圳市倍诺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BENOWTELECOMTECHNOLOGYCO.LTD. 2 2S03

深圳市倍诺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BENOWTELECOMTECHNOLOGYCO.LTD. 3 3D07

深圳市宠礼科技有限公司 FURFAM 3 3L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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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宠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0 10H81

深圳市大千水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BOUNDLESS AQUATIC & PET  4 4C81 

 SUPPLIES CO. LTD.

深圳市鼎信商贸有限公司 SHENZHEN DINGXIN TRADING CO., LTD 14 14L08

深圳市豆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CILE 6 6D21 

深圳市皓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4 14A01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4D21

深圳市金录资讯广告有限公司  3 3L02

深圳市君宇源科技有限公司 JUNYUYUAN 14 14P63

深圳市骊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 3B03

深圳市利都发展有限公司  8 8J21

深圳市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 3M03

深圳市猫网爱护动物志愿者协会  2 2Q91

深圳市魔创宠宝科技有限公司  14 14C17

深圳市品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2 12J21

深圳市犬类管理协会  4 4P71

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3 3L07

深圳市赛酷电子有限公司  4 4Q71

深圳市尚之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 8R07

深圳市设际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ZOU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CO.LT. 14 14J01

深圳市烁壳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OIKOI TECHNOLOGY CO.,LTD 14 14Q56

深圳市泰力格打印技术有限公司  5 5S27

深圳市唐朗迅菲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TSZO TECHNOLOGY CO., LTD. 14 14S27

深圳市通程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ONGCHENG ANTI-COUNTERFEITING  5 5E06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图腾动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 4L11

深圳市拓普摩尔电子有限公司 TOPMORE 14 14H58

深圳市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ANGJIN BIOTECHNOLOGY CO., LTD. 4 4L15

深圳市馨鹏睿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PENGRUI - TECH CO., LTD. 14 14G01

深圳市易扣展示制品有限公司 ECO DISPLAY 3 3S02

深圳市英绅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ING SHEN TECHNOLOGY CO., LTD 10 10R88

深圳市悦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EASYINSURE TECHNOLOGIES CO., LTD. 14 14M16

深圳松谷宠物用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8 8P01

深圳万利科技有限公司  5 5K08

深圳小黑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UTEPET 3 3J55

深圳壹木木制品工作室，喵生理想  14 14B81

深圳益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ICLE HOUSEHOLD ARTICLES LIMITED 14 14S01

深圳瀛宠科技有限公司 J-PET SHENZHEN TECHNOLOGY CO.,LTD 2 2S81

深圳有哈科技有限公司  10 10A01

深州骏邦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涿州市浩森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5 5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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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昵趣实业有限公司 NATRUSE 6 6L51

盛德佳宠物用品制造厂 SHENGDEJIA 3 3M85

盛泽（高密）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F88

诗华诺康科技发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4 4F81

石家庄哼唧嘉商贸责任有限公司  14 14G16

石家庄柯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R93

石家庄市米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D71

石家庄万江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WANJIANG PET PRODUCTS  3 3D91 

 SALES CO., LTD

时代宠物  3 3L05

史达德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STADA(SHANGHAI)TRADING CO.,LTD 4 4S02

世纪萌邦 ( 上海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3R21

硕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 4G51

思玛酷（上海）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2 2L21

思辟德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5 5J51

四川惠宠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WITPET TECHNOLOGY CO., LTD. 12 12Q71

四川康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E01

四川派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PETZMALL INTERNET TECHNOLOGY CO., LTD. 10 10A51

松山区屎哼哼宠物服装店 SHIHENGHENG 14 14F16

松下电气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PANASONIC 3 3A08

宋溪湖 ( 浙江 )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E81

苏州澳利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FC 4 4R91

苏州晨事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4 14R85

苏州宠咕咕技术有限公司  14 14M21

苏州东方贵迷宠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 10D01

苏州久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4N71

苏州科比电器有限公司 SUZHOU KVC ELECTRIC CO., LTD 3 3H17

苏州佩德漫特工贸有限公司  14 14C91

苏州荣采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GLORISON INNOVATION CO.,LTD. 14 14G63

苏州盛康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SUZHOU SHENGKANG 14 14L11

苏州市伟克斯电器有限公司  14 14N83

苏州泰澜纺织有限公司  14 14H81

苏州天然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NATRUALPETFOOD 3 4Q81

苏州欣美域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SUZHOU XINMEIYU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P61

苏州旭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UZHOU XUPENG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R08

苏州益高海斯商贸有限公司 SUZHOU ECO HEALTH CO.,LTD 5 5L86

苏州中恒工艺品有限公司 SUZHOU ZHONGHENG ART&CRAFT CO.LTD 14 14P16

它居居 TAJUJU 14 14R88

它说宠物用品厂 IT SAID PET SUPPLY FACTORY 14 14S08

它星球（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4 4L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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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华茂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 HUAMAO HANDICRAFT ARTICLE CO., LTD 10 10H21

台州市布伦特塑业有限公司 BRIGHT PLASTIC CO.,LTD 14 14A83

台州市黄岩奥通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4 14A71

台州市黄岩帝宠塑业有限公司  12 12D81

台州市黄岩南荣工贸有限公司  14 14H88

台州市黄岩翩翩宠物用品厂  12 12A81

台州市黄岩塑权塑业有限公司 TAIZHOU HUANGYAN SUQUAN PLASTIC 12 12P88 

  INDUSTRY CO., LTD

台州市中益家具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宇宁家具有限公司 ) 14 14H01

肽泽（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R01

泰安市超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AI'AN CHAOTAI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N51

泰安泰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AI'AN TAICHONG 8 8S21

泰亚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THAIYA CORPORATION (SHANGHAI) CO., LTD 2 2D01

泰州博莱得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E06

泰州宅木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C51

泰州镇瀚贸易有限公司 TAIZHOU ZHENHAN TRADING CO.,LTD 3 3A68

唐山吉常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ANGSHAN JICHANGBAO PET SUPPLIES CO.,LTD 12 12F01

糖泡泡宠物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4 4P81

天津艾里克斯香水科技有限公司  14 14E06

天津博锐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BRIC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14 14E15

天津宠次元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PDOC 6 6F21

天津恒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5 5S51

天津朗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N21

天津朗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IANJIN RANOVA PETFOOD CO., LTD. 8 8J51

天津麦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5F91

天津雀巢普瑞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A21

天津深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4 14P18

天津市辰霏美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M01

天津市一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3 3M65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2 12F51

天津太雅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IANJIN YES FOOD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5 5H08

天津唐朝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5 5H81

天津威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 3R55

天津希翼康佳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3 3J01

天津小胖子科技有限公司  3 3M61

天津壹米宠物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TIANJIN YIMI PET FOOD SALES CO., LTD 6 6Q01

天空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4 14F11

天猫超市  14 14A51

天农大爱宠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3 3R09

天然百利中国有限公司 NATURE'S VARIETY CHINA LTD. 2 2J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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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市富宝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14 14P91

桐乡市布新纺织有限公司 BUXIN TEXTILE COMPANY 14 14R95

WANPY 顽皮  8 8C51

完美宠（北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PURRFECT TRADING CO,.LTD. 4 4S05

万士博 ( 亚洲 ) 有限公司 MAXIPRO (ASIA) LIMITED 2 2P51

万耀维盛 ( 青岛 ) 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WANYAOWEISHENG (QINGDAO) PET FOOD CO.LTD 5 5H85

王牌控股  12 12C51

威海博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BEST-LINK PET SUPPLIES CO., LTD. 14 14H57

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WEIHAI FANGZHENG INTERNATIONAL  2 2P01 

 COOPERATION CO., LTD.

威龙优化生活集团有限公司 WELLON BETTER LIVING GROUP LTD. 4 4S91

微宠医  3 3L81

微康益生菌 ( 苏州 ) 股份有限公司 WECARE PROBIOTICS CO., LTD 3 3R08

巍隆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VETOQUINOL 4 4A01

唯科矿产 ( 建平 ) 有限公司  12 12L81

唯意宠物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 UNIPET TECHNOLOGY (SHENZHEN)CO.,LTD 2 2S55

维多比亚有限公司 VETOPIA LIMITIED 4 4B81

维克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VIRBAC TRADING （SHANGHAI） CO.,LTD 4 4H11

维塔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AITAKI BIOSCIENCES 2 2S51

维特魔轮 WITTE MOLEN 14 14H61

潍坊佳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C85

潍坊鑫都食品有限公司 WEIFANG XINDU FOODSTUFFS CO.,LTD 3 3J62

蔚刻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 10E51

温岭市鑫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12 12B61

温州宠宠商贸有限公司  8 8Q53

温州飞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FEI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F63

温州萌主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M91

温州齐平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10 10P51

温州晟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WENZHOU SHENGKAI TECHNOLOGY INDUSTRY CO.,LTD 14 14K08

温州市克力宠物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WENZHOU CALY COSTUME MANUFACTURING CO., LTD. 3 3B53

温州市普罗米工贸有限公司 YONGJIA PULUOMI INDUSTRY AND TRADE CO.,LTD 14 14D88

温州市趣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CHEEPET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A11

温州首上宠食有限公司 WENZHOU SHOUSHANG PET FOOD 3 3F81

温州它联科技有限公司  6 6H01

温州万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P06

温州伟斯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 WES 5 5C06

温州逸启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14 14P02

温州优米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YOUMIDI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N86

温州誉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VIGOROUS PET PRODUCTS CO.,LTD 10 10N51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WENZHOU YUANFEI PETTOY PRODUCTS CO.，LTD 2 2R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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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WENZHOU YUANFEI PETTOY PRODUCTS CO.，LTD 14 14R23

文安县莱沃派宠物用品厂  10 10K21

我和你 ( 上海 ) 宠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 4R01

沃尼兹（吉林）生物发展有限公司 WARNIX (JILIN) BIOLOGICAL DEVELOPMENT CO.,LTD 3 3L06

无锡摩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S91

无锡琦玉通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UXI SAITAMA TUSHO INTERNATIONAL  2 2R91 

 TRADING CO.,LTD

无锡珊瑚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H11

无锡市青青草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H11

无锡市雅士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14 14E91

无锡天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WUXI TIANLONG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S53

无锡威士德气体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WUXI WISDOM GAS PURIFICATION  14 14K16 

 TECHNOLOGY CO., LTD

芜湖吉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 10F21

五方世纪生活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ADP PENTAGON PETS LIMITED 2 2C21

武汉菲德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H53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HVSEN BIOTECHNOLOGY CO.,LTD 4 4L01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良哲日用品厂  14 14R98

武汉科泰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CHORTLE BIO-CHEM TECHNOLOGY LTD. 5 5R01

武汉黎耀药业有限公司  3 3R62

武汉喵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S20

武汉神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0 10D81

武汉筱野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4 14P71

武汉研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J21

武汉誉诚科技有限公司  3 3D01

武义诺曼工贸有限公司  14 14N08

XMM-830 喵喵星亚宠数字藏品馆  3 3M21

西安飞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 4N21

西安天一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CETARBIO-TECHINC. 5 5J16

西安正大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XI 'AN ZHENGDA ANIMAL HEALTH PRODUCTS CO. , LTD. 3 3K03

仙乐果（南京）宠物生活有限公司  4 4S51

香港 7 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 OCE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2 2H51

香港玛蒂亚贸易有限公司 HONG KONG MATTIA TRADING CO.,LTD. 2 2N51

香港萌多国际 CUTE PET TECHNOLOGY (HK) LIMITED 2 2D81

香港睿文国际有限公司 YUIM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2 2K01

香港晟煜贸易有限公司 HONG KONG BRILLIANT TRADING LTD 2 2R85

香港实金宠物贸易有限公司 HK GOLDEN PET TRADING LIMITED 2 2L51

香港索騰股份有限公司 HK SUNTON CO.,LIMITED 3 3E83

项城市官会镇金玉达皮具厂 XIANGCHENG JINYUDA PET LEATHER PRODUCT  10 10R81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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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  3 3D17

小脑斧（杭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 6G01

小顽童 ( 山东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D81

小壹智能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YANGZHOU XIAOY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3 3A51

小爪爪科技 ( 广东 ) 有限公司  3 3N66

新浪微博  14 14E18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6 6D51

新西兰 ZEAL 真致  2 2C51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2 2E21

新乡市八牧科技有限公司  3 3H01

鑫岸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 6M01

鑫瑞森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LEGEND TRADE (DALIAN) CO., LTD. 5 5F51

鑫源康健国际有限公司 AS HEALTH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2S86

星益生趣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2 2A81

邢台聪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4 4Q61

邢台鸿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 5K06

邢台九命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3 3M55

邢台萌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原邢台金贝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 3S27

邢台诺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INGTAI NUODE PET PRODUCTS CO., LTD 3 3B21

邢台蒲公英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XINGTAI DANDELION PET PRODUCTS  14 14Q13 

 TECHNOLOGY CO., LTD

邢台启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P71

邢台市比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XINGTAI BIC PLASTIC TECHNOLOGY CO., LTD. 3 3K53

兴和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KOWA(SHANGHAI)COMPONY,LTD 4 4S75

兴化市东奥食品有限公司  5 5K71

兴化市永虹食品有限公司 XHYHSP 5 5S58

兴瑞宠物用品（泰州）有限公司  3 3F53

雄县联宾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XIONGXIAN LIANBIN PAPER AND PLASTIC  5 5J91 

 PACKAGING CO., LTD

雄县新联复合包装有限公司 XIONG COUNTY NEW UNION COMPOSITE  5 5S21 

 PACKAGING CO. , LTD.

徐州笨猫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4 14L21

徐州汉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HANBEI PET PRODUCT CO., LTD 14 14E01

徐州佳多科技有限公司  14 14K21

徐州迈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R29

徐州麦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MAIDUO PET PRODUCTS CO.LTD 12 12S56

徐州漫喵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MANMEOW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N01

徐州喵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MIAOZAN 14 14D21

徐州市宏翔蛋白饲料有限公司  14 14K18

徐州市佳喜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JIAXILE PET PRODUCTS CO.,LTD. 12 12J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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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舒正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SHUZHENG PET PRODUCT CO.,LTD 12 12J51

徐州维尔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R27

徐州我爱我宠饲料有限公司  3 3S65

徐州优派特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CHANNEL PETFOOD CO.,LTD 3 3N86

续农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SUS-AGRI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4 4M71

宣城市宠爱卫浴有限公司 XUANCHENG CHONG AI SANITARY WARE CO., LTD 14 14N88

YAPPY PETS PTE LTD  2 2A01

烟台艾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S97

烟台格莱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TAI GLAD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M18

烟台金润达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6 6R97

烟台麦瑞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RRY  PET  FOOD  CO., LTD. 3 3L13

烟台美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IFENG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5 5R05

烟台美鹏猫砂制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IPENG CAT LITTER PRODUCTS CO.,LTD 14 14F21

烟台美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IYI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P86

烟台欧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TAI OCEAN BIOTECH CO.,LTD 3 3C88

烟台荣宠食品有限公司 YANTAI RONGCHONG FOOD CO.,LTD 3 3E18

烟台市春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 3A13

烟台小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TAI XIAOLI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P01

烟台雅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8 8M51

烟台中孚冷链设备有限公司 YANTAI TRUE CLOD-CHAIN CO.,LTD. 5 5A01

扬州肥脸猫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通通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8 8Q88

扬州科润德机械有限公司 YANGZHOU KERUNDE MACHINERY CO., LTD. 5 5H21

扬州市邗江利达宠物用品厂  3 3A11

扬州易酷玩具有限公司  12 12P16

扬州中贸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GZHOU ZHONGMAO PET PRODUCTS CO.,LTD 3 3C66

仰帝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YD INTERNATIONAL TRADING(SHANGHAI)CO.,LTD 4 4P51

一宠一生  3 3D61

依安县钧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UNXIANG PET PRODUCTS.,LTD 3 3J53

壹号佳品 ( 山东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A01

壹圆（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ONE YUAN (GUANGZHOU) TRADING CO., LTD. 2 2K51

宜兴市大陆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ONTINENT PET CO.LTD 6 6S57

义乌聚创冷热科技有限公司 YIWU JUCHUANG HOT COLD TECHNOLOGY CO., LTD 12 12B81

义乌靓宠宠物用品厂 HELLOMOON 14 14G86

义乌森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N68

义乌市布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IWU BUDUO PET PRODUCTS CO. , LTD. 3 3H21

义乌市憨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IWU HANDOU PET SUPPLIES CO. , LTD. 14 14A91

义乌市俊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N17

义乌市圣锦工艺品有限公司  3 3B17

义乌市双华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G53

义乌市窝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IWU WOJU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E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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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享橙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Q21

义乌市众云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14 14C88

义乌语佳明贸易有限公司 YIWU YUJIAMING TRADING CO., LTD 14 14K11

易加安 YIJIAAN 3 3B66

意大利 HAQIHANA 中国总代理 HAQIHANA 4 4S58

婴舒宝（中国）有限公司 INSOFTB (CHINA) CO., LTD. 14 14L18

优宠宠物食品 ( 广东 ) 有限公司 GOODPET PETFOOD (GUANGDONG) CO., LTD 2 2S08

优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N01

优迈包装机械（武汉）有限公司  5 5J06

优鲜宠  3 3B65

尤妮佳生活用品 ( 中国 ) 有限公司 UNICHARM 12 12S25

犹乐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LES BIOTECHNOLOGY CO.,LTD 5 5K21

宇艺实业有限公司 ARTFUL COSMOS INDUSTRIAL CO. LIMITED 14 14F83

禹城市美瑞万家玩具有限公司 MERRIMAN HOUSE 10 10R05

煜宠宠物（湖北）有限公司  10 10M51

元宠王 ( 深圳 ) 科技有限公司  4 4P61

元气格里芬（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4 14D51

元素派对（大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2 12L71

源味九分  8 8A81

远东机械厂  5 5H83

越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QI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2 2K21

云浮市新金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EW FRANCISCO （YUNFU CITY） 5 5K53 

 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云鲸智能科技 ( 东莞 ) 有限公司 NARWAL 14 14K01

云檀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4 4D51

泽普林固体物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ZEPPELIN SYSTEMS CHINA (BEIJING) CO., LTD 5 5F16

张家港宠先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ANGJIAGANG MR.PET PETS SUPPLIES CO;LTD 12 12F81

张家港乔爱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F16

张家港市锐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KEEN PET 14 14M08

漳州萌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P21

漳州青牛科技有限公司  5 5D11

漳州中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6R91

长春市多咪乐宠物食品用品有限公司 DR.MILLER 3 3C81

长春吾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WUWEI CULUTRE 14 14B11

爪子空间（江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PACEZZ(JIANGSU)PET PRODUCTS CO.,LTD. 3 3S55

肇庆市宝澜贸易有限公司  4 4S01

柘荣县萌宝宠物工作室 MINI MEMBER 3 3S58

浙宠 ( 浙江 )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G51

浙江安吉赛安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R65

浙江贝迪科技有限公司  12 12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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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贝京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14 14R01

浙江博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 5R55

浙江丑小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CHOU XIAOBAO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G61

浙江东泽控股有限公司 ZHEJIANG DONSER HOLDINGS CO.LTD. 5 5K68

浙江恩太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ENTAI PET THCHNOLOGY CO., LTD 10 10P71

浙江方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FANGDING PACKAGING TECHNOLOGY CO., LTD. 5 5L83

浙江福丸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12G51

浙江哈斯曼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HASSMANN PETFOOD LTD CO 3 3G51

浙江海蓝纺织有限公司  14 14Q11

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HISUN ANIMAL HEALTHCARE  4 4K01 

 PRODUCTS CO., LTD. 

浙江华正进出口有限公司  2 2N01

浙江今发实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FA INDUSTRIAL CO., LTD. 3 3B55

浙江金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GOLDEN-SHELL PHARMACETICAL CO., LTD. 3 3R56

浙江君泽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3 3S53

浙江康联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5 5C08

浙江跨跃印刷有限公司 ZHEJIANG KUAYUE PRINTING CO.,LTD 5 5E08

浙江坤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KUN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3 3H68

浙江领尚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5 5S55

浙江麦德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 JIANG MDEHO PET PRODUCTS CO.,LTD 3 3R07

浙江咪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4 14B63

浙江民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3F08

浙江名博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MINGBO MACHINERY CO.,LTD. 5 5B51

浙江铭欧科技有限公司  4 4Q88

浙江铭玺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3 3J03

浙江青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QINGTIAN PACKING TECHNOLOGY CO.,LTD 5 5B91

浙江瑞志机械有限公司  5 5B21

浙江省浦江三联链条有限公司 ZHEJIANG PUJIANG SANLIAN CHAIN CO.,LTD 14 14H06

浙江圣伟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14 14F18

浙江它它科技有限公司  3 3S61

浙江同景冻干科技有限公司  5 5L15

浙江鑫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XINDING PLASTIC CO.,LTD 12 12C01

浙江阳阳包装有限公司  5 5D83

浙江亿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2 12K21

浙江益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ENSENMI BIO-TECHNOLOGY CO., LTD. 5 5J53

浙江优创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EXCELLENT CHANGE OUTDOOR  14 14K13 

 PRODUCTS CO.,LTD

浙江友善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YOSHINE PET PRODUCTS CO.,LTD. 14 14R03

浙江羽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 14H19

浙江中美日化有限公司  12 12H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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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顶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NGZHOU DINGZHI PET PRODUCTS CO., LTD. 12 12G11

郑州立蓓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ZHENGZHOU LIBEI BIOENGINEERING CO. , LTD. 6 6M21

郅淳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REFINE PETFOOD 2 2C81

中宠汇（徐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ONGCHONGHUI (XUZHOU)  14 14J16 

 BIOTECHNOLOGY CO., LTD

中孚油脂（广州）集团  5 5J81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宠物产业 CHINA PET INDUSTRY ASSOCIATION 3 3M01 

工作委员会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 3D06 

浙江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 10J51

中农合规 ( 北京 )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FEED CHINA REGISTERED LICENSE CENTER 2 2S25

中农弘企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MYCOTECH BIOLOGICAL FOOD  3 3N65 

 DEVELOPMENT CO., LTD

中鲨宠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JOINSHA PET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3 3C21

中山市东凤镇小潼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3 3J08

中山市海宝电器有限公司 ZHONGSHAN HAIBAO APPLIANCE CO.,LTD 14 14Q51

中山市吉美手袋配件有限公司 ZHONGSHAN JIMEI HANDBAG PART CO., LTD 14 14Q08

中山市西格尔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3 3S51

中山市依家优品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ZHONGSHAN EKAR UPING HOUSEWARE CO., LTD. 12 12R01

中世达（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ZHONGSHIDA (BEIJING) TECHNOLOGY  5 5E85 

 SERVICE CO., LTD. 

中誉宠物食品 ( 漯河 ) 有限公司  14 14E51

中源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6 6H21

众安保险 ZHONG AN INSURANCE 3 3H51

重庆博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ONGQING PET UNION BIOLOGICAL  10 10C01 

 TECHNOLOGY CO., LTD.

重庆飞萌宠物有限责任公司 FLYMO PET 4  4C51

重庆萌宠添翼科技有限公司 CHONGQING MENG PET TIANYI TECHNOLOGY CO., LTD 4 4K51

重庆萌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MENGWA PET PRODUCTS CO., LTD 14 14R51

重庆思味特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SWEET PET PRODUCT CO., LTD 14 14B51

重庆易宠科技有限公司  10 10C21

重庆智笠创商贸有限公司  3 3C08

珠海市休普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SUPER DESIGN MANUFACTURE CO., LTD. ZHUHAI 10 10H51

珠海亚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10J81

诸城鼎力机械有限公司  5 5G01

诸城三丰源食品有限公司 ZHUCHENG RICHORIGIN FOODSTUFFS CO.,LTD 3 3A88

诸城市金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5 5A21

诸城市金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5 5C71

诸城市友邦工贸有限公司  5 5J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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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坤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ZHUJI KUNDA IMPORT&EXPORT CO.,LTD 14 14Q01

诸暨市蓝了贸易有限公司  3 3D11

准动网络科技 ( 厦门 ) 有限公司 ZHUNDONG NETWORK TECHNOLOGIES 14 14C11 

 （XIAMEN） CO.，LTD

滋益有限公司 ZIWI LMITED 4 4H51



展商名录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2 馆 / Hall 2 069···100

3 馆 / Hall 3 101···191

4 馆 / Hall 4 192···226

5 馆 / Hall 5 227···286

6 馆 / Hall 6 287···308

8 馆 / Hall 8 309···334

10 馆 / Hall 10 335···364

12 馆 / Hall 12 365···407

14 馆 / Hall 14 40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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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A01
YAPPY PETS PTE LTD
Tel / 电话：13123917222
E-mail / 邮箱：emstandang@163.com

Yappy 宠物于 1994 年由 Mr. Yap Seng Teck 成立于新加坡。经过 28 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
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宠物类目经销商及生产商之一，并正向全球市场进军。目前公司拥有超
过 16 个国际品牌的地区代理权，其中包括 ZIWI 滋益巅峰、Inaba 伊纳宝、Happi Dogg、
NurturePro 纯然密码和 Boneve 本牧等被中国消费者所熟知的品牌。

HALL 2 - 2A21
海际（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AIJI (CHONGQ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3560302129、13560302129
E-mail / 邮箱：lijiaqi@gutou.com

海际（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专注服务宠物店的互联网公司，累计
合作 130 个品牌、服务 5 万家门店。通过独立研发的 B2B 采购平台它品为用户提供便捷采销、
专业营销支持等，致力成为宠物店的赋能专家。

HALL 2 - 2A51
冠军宠物食品
CHAMPION PETFOODS
Tel / 电话：1-877-939-0006
E-mail / 邮箱：cgu@championpetfoods.com

作为原始猎食渴望和爱肯拿宠物食品的制造商，Champion Petfoods 已经拥有超过 40 年的行
业经验，专注制造符合宠物们生物学性的营养膳食。我们的产品配方皆由专业团队精心打造，
同时也代表着我们的承诺——还原猫狗的饮食本质。新鲜或生鲜的肉类、禽类和鱼类始终是
原始猎食渴望和爱肯拿配方的主要食材，旨在为宠物提供最佳的营养、最优的滋养和极致的
风味。
我们的自有工厂在整个宠物行业中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它们是专门为了我们独特的产品配
方而量身定制的，旨在更充分地利用好配方中的新鲜及生鲜食材。
为宠物带来健康和快乐始终是我们秉持着的热情，这份热情也一直激励着我们做出最好的食
物。

Champion Petfoods, makers of ORIJEN® and ACANA® pet foods, have been crafting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diets for over 40 years.  Our recipes are crafted with purpose and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mirror the diet nature and evolution intended dogs and cats to 
eat. Fresh or raw meat, poultry or fish are always the lead ingredients in ORIJEN® and 
ACANA® recipes to provide pets with peak nutrition, optimal nourishment and ultimate 
flavor.
Our kitchens are some of the most advanced in the industry. They are purpose-built and 
custom-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our unique recipes that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clusion of 
fresh and raw ingredients.  
Our passion for the health and happiness of pets has always inspired us to make the best 
food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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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A81
星益生趣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太仓路 233 号 12 楼 12-06A 单元
Tel / 电话：021-50988686
E-mail / 邮箱：fyao@stellaandchewys.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tellaandchewys-devcn.com/

星益生趣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为美国 Stella & Chewy′ s 设立在中国的子公司。Stella 
& Chewy′ s 星益生趣是来自美国的冻干宠物食品品牌，于 2003 年诞生于美国纽约。Stella & 
Chewy′ s 为你的爱宠生产选自全球天然优质原料的冻干生食。倡导为爱宠提供生食喂养的生
活方式，用爱与宠物一同探索快乐生活。

HALL 2 - 2B01
深圳百事得贸易有限公司
BRIGHTSTARPETFOOD.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海景二路 1018 号精茂城 6
楼 661 室
Tel / 电话：13632946652、0755-28681239
E-mail / 邮箱：1738223024@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brightstarpetfood.com/

百事得贸易有限公司 （“BrightStarPetFood”）一直致力于提供高质量宠物食品。自 2010
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创立。
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寻找最好的产品，给客户提供最高质量的宠物食品，打造最值得信赖
的品牌。
我们将努力找到最高的质量和最有竞争力的价格，将宠物食品在北美，欧洲和世界各地传递
给最珍爱宠物的你们。
一切都为了宠物

HALL 2 - 2C21
五方世纪生活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ADP PENTAGON PETS LIMITED
Add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 B 栋 2705
Tel / 电话：15019460836
E-mail / 邮箱：995491015@qq.com

五方世纪生活用品（深圳）有限公司主营宠物产品的正规进口及专业代理业务，拥有全球多
个国家的宠物品牌独家代理权，如意大利雪诗雅、美国纽优果、新西兰依蒂、德国翠思、日
本马露卡、比利时赛维克等等。
五方世纪有着十余年进口贸易、渠道经销及门店管理经验，致力于传播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
正积极引进更多品牌于中国市场销售，令代理产品更多元化。

ADP Pentagon Pets Limited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formal import and professional 
agency business of pet products, and has the exclusive agency rights of pet brands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Italian Schesir, American AvoDerm, New Zealand ITI, 
Germany Chipsi, Japan Marukan, Belgium SAVIC, etc.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in import trade, channel distribution and store 
management, ADP is committed to disseminat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is actively introducing more brands to the Chinese market to make its agent products more 
diver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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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C51
新西兰 ZEAL 真致
Tel / 电话：0535-6722865、400-111-8698
E-mail / 邮箱：jiangy@wanpy.com.cn

ZEAL 为新西兰天然宠物食品公司 The Natural Pet Treat Company (NPTC）旗下品牌，创立
于 1999 年，致力于为爱宠提供一系列新西兰原装进口宠物食品，包括犬猫专用牛奶、软犬粮、
湿粮罐头、零食、鳕鱼油等，产品销往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ZEAL 产品原材料均为自然环境放牧方式饲养的牛、鹿、羊、鸡； 海鲜类别取材自无污染的
深海海域，全程可追溯，均达新西兰人食用级别，生产过程中绝不添加各类填料、香料、着
色剂、合成防腐剂等，质量安全的同时为宠物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目前，ZEAL 已获列入新
西兰食品安全局【NZFSA】风险管理计划，以来自纯净国度的真致品质征服了海内外的消费者。

HALL 2 - 2C81
郅淳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REFINE PETFOOD
Add /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南二路 107 号
Tel / 电话：15618976600、021-54015700
E-mail / 邮箱：leoxia@refinepetfood.com

Refine Petfood 郅淳宠物食品，经营范围遍及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工厂位于生态之国新西兰、
布局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Refine Petfood 主要业务涉及高端进口宠物食品、宠物零食、
宠物营养品、宠物清洁及洗化用品、新媒体及传播、宠物零售等领域。旗下拥有 “aTwoValley
淳感”、“TripePet 野胃”等多个品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和喜爱。

Refine Petfood，the business scope is spread across more than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factories are located in the country of ecology New Zealand, the global layout,
Has a number of branches. The main business involves high-end imported pet food, pet 
snacks, pet nutrition, pet cleaning and washing product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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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D01
泰亚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THAIYA CORPORATION (SHANGHAI)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心路 1158 号科技绿洲 21B608-2 泰亚食品
Room 608-2, Building 21, No. 1158, Jiuting Zhongxin Road, Jiuting 
Tow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China
Tel / 电话：18505182391、4001278886
E-mail / 邮箱：thaiya@monchou.cn
Website / 网站：https://www.monchou.cn/

monchou 慕安士是亚洲宠物护理有限公司的自有品牌，在中国由全资子公司泰亚食品（上海）
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亚洲宠物护理有限公司是亚洲海洋企业有限公司（股票代码：ASIAN）
的子公司。 亚洲海洋企业有限公司，注册于泰国，是一家在泰国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企业。
我们的集团在泰国拥有现代化的宠物食品工厂，具备 HACCP，BMP，ISO9000 品质管理认证。
我们靠近生物安全禽类和海鲜养殖场，采用来自泰国海湾和安达曼海未受污染水域的海产品
原料。

monchou is the proprietary brand of Asian Pets Care Corporation Co., Ltd. and is 
distributed in China by its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Thaiya Corporation (Shanghai) Co., Ltd. 
Asian Pets Care Corporation Co., Ltd. is part of Asian Sea Corporation Public Company 
Limited,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ailand and listed on the Stock Exchange of Thailand 
(Symbol: Asian). Our Group operates a state of the art pet food factory in Thailand, certified 
to HACCP, BMP and ISO9000 quality standards. We are located close to bio-secured farms 
of chicken and seafood and responsibly sourced seafood products from unpolluted waters 
in the Thai Gulf and the Andaman Sea.

HALL 2 - 2D21
皇誉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ROYAL CANIN
Tel / 电话：021-37180288
E-mail / 邮箱：beverly.ding@royalcanin.com

皇家宠物食品 ROYAL CANIN® 隶属于玛氏集团。50 多年来，皇家宠物食品一直致力于借助
科学研究与观察来创造专属的营养解决方案，为宠物健康提供适合的营养素水平，改善宠物
的生活。今天，皇家宠物食品通过与繁育者、宠物专家和兽医师密切合作，对宠物悉心观察
研究，把健康营养做到极致。以顶级兽医大学的前沿科学为基础，我们已经创建了 200 多个
配方，每个配方都为犬猫量身定制，以满足不同品种、年龄、体型和实际健康状况的专属需求。

ROYAL CANIN® is a division of Mar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using the best and most 
precise nutrients possible, Royal Canin set out to transform pets’ lives with the gift of 
magnificent, radiant health. Today Royal Canin partners with breeders, pet professionals 
and vets to observe pets in every detail, and to hone the magical power of health nutrition. 
Using cutting-edge science from top veterinarian universities, we’ve created over 200 
individual formulas, each tailored to the real needs of individual pet breeds, ages, sizes 
and medi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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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D51
宁波百加世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16949441
E-mail / 邮箱：15966854756@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petjust.com/

百加世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希望把关爱生命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热爱宠物热爱生命的人。
百加世以“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为主旨，以宠物健康为服务根本，为大家提供安全可
靠的宠物产品，推广科学养宠观念。百加世产品涵盖宠物粮、宠物用品、宠物零食，拥有看
奇 CANKEYS、YUMGUARD 营加、Pasture NZ 牧场滋味、NUTREATS 纽滋宠等品牌，为消
费者提供省心的一站式购物和服务。

HALL 2 - 2D81
香港萌多国际
CUTE PET TECHNOLOGY (HK)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九龙长沙湾道 788 号罗氏商业广场 6 楼 603 室
Suite 603,6/F,Laws Commercial Plaza,788 Cheung Sha Wan 
Road,Kowloon
Tel / 电话：13910186101、18001153699
E-mail / 邮箱：6617155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cutepet-hk.com/

萌多国际贸易 Cute Pet Technology (HK) Limited成立于 2018年，主营进口及国产宠物干粮、
罐头以及零食。精选优良品牌，让中国人的爱宠吃到天然优质的食品，是萌多一直不变的目
标。在宠物领域，萌多尚属于年轻企业，但已建立强大的海外集中直采体系，不断降低成本，
让消费者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进口宠物粮，把进口粮变得更可靠而且平价，确保中国的
毛孩子足不出户，便能吃遍全球。与此同时，萌多也没有忘记国货当自强的理念，联手高端
国内品牌，推广优质的国产宠粮。

HALL 2 - 2E21
新西兰贸易发展局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Tel / 电话：021-63868075
E-mail / 邮箱：fiona.wang@nzte.govt.nz

该国家馆由新西兰贸易发展局组织，集合了新西兰知名的宠粮品牌及明星产品。
作为久负盛名的肉类生产国，新西兰生产优质、营养和适口的宠粮。
如果您有兴趣，欢迎查阅并联系我们！

Organized by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this pavilion consists of New Zealand’s 
distinguished pet brands and star products. 
New Zealand is home to various high-quality, nutritious, and palatable petfood products 
selling worldwide. Our long-standing reputation as a meat producer with love of pets 
underpins its vibrant petfood industry. 
Please check it out and contact us if you are inter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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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E51
上海星暹供应链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9423057814
E-mail / 邮箱：weini.su@freshsupply.com.cn

上海星暹供应链为雀巢旗下美国进口高端宠粮品牌 Merrick 麻利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以
及日本高端乳酸菌 H&JIN 艾绮金、新加坡宠物食品 Sparkles 新烁等诸多国外知名品牌的中
国大陆地区总代理。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星暹供应链致力于将全球优质严选宠物好品带入中国，改善中国宠物健
康及生活品质。 星暹（新鲜）供应，给中国宠物家长带来值得信赖的宠物食品。

HALL 2 - 2F01
上海宠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SURPLUS PETS PRODUCTS
TRADE CO.,LTD
Tel / 电话：021-59815978、021-59815978
E-mail / 邮箱：hanhuilan@surpluspets.com

上海宠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致力于引进优质的进口宠物产品，多年与国外各大品牌商合作 ,
积累了良好的信誉，搭建好优质的进口渠道，尽我们所能的让更多中国宠物家长用上高品质
的宠物产品 。
宠盈不断从北美、欧洲、新西兰等国引进在当地有良好口碑的宠物产品，目前代理的国际知
名品牌有：
BLACKWOOD珀萃、CAT MAGIC喵洁客、ODORLOCK晶乐客、Sunday Pets、Eye Envy天使眼、
Pure Paws 飘仕等。
未来宠盈将一如既往地带着对毛孩子的关爱，为中国宠物家长甄选全球优质产品。

Shanghai Surplus Pets Products Trade Co.,Ltd   especially focused in high quality imported 
oversea pet products .
After long term cooperation with many oversea big brands and manufacturers,  we set 
up our professional import channels.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provide the high-quality pet 
products for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t parents  .
Acted as a bridge to connect North American,  Euro and New Zealand to China ，now 
we are the exclusive distributor for several famous international brands ，include 
BLACKWOOD、CAT MAGIC、ODORLOCK、Sunday Pets、Eye Envy、Pure Paws.
Hope our road will come across to set up a bright lovely future for all furry friends !

HALL 2 - 2F21
加拿大国家馆
CANADA PAVILION
Add /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788 号 8 楼
ECO City Building, 8th Floor, 1788 Nanjing Xi Lu, Shanghai 200040, China
Tel / 电话：021-32792926
E-mail / 邮箱：lujia.luo@international.gc.ca

加拿大国家馆首次亮相亚洲宠物展，将为专业卖家和公众带来优质加拿大原产宠物食品和宠
物用品。本次展团由克雷蒙、活力枫叶、纽顿、珮立昂、枫趣等众多品牌组成。了解更多加
拿大宠物品类品牌及工厂信息，请莅临展位参观交流。
展会期间更有多个活动及会议开展，敬请关注“加在上海”或“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获
取活动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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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ime that Canada hosts a country pavilion at the Pet Fair Asia, providing easily 
accessibl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a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wide selections of premium 
pet food and pet products, all proudly made in Canada. This time, we will be joined by 
Cranimals, Holistic Blend, Nutram, Petcurean, Pronature and so on.

HALL 2 - 2F51
杭州筠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AMSION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Add / 地址：http://www.bamsion.com
Tel / 电话：17502177304
E-mail / 邮箱：zoro.wang@bamsion.com

筠希代理经销海外众多知名宠物食品品牌，并为它们进入中国提供一些列市场策划，品牌曝光，
跨境供应链运营工作。

HALL 2 - 2F81
环球宠物有限公司
UNIPET HOUSE COMPANY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荃湾横龙街 78 至 84 号正好工业大厦 3 字楼 A/B 室
RmA&B,3/F,Jing Ho Industrial Building 78-84 Wang Lung St,Tsuen 
Wan,NT,HK
Tel / 电话：15818288390、00852-23963399
E-mail / 邮箱：1277267177@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unipethouse.com/index.php

环球宠物有限公司早于八十年代在香港成立，是宠物用品零售商、饲养员、培训师、诊所、
酒店、美容师、俱乐部……等等的领先批发供货商。我们拥有宠物业界最广泛的优质产品，
为宠物和牠们的主人带来生活所需。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服务于香港、澳门和中国内
地的宠物专业团体。我们在香港和中国东莞设有办事处，除了有自家品牌外，还提供多种全
球领先的制造商产品线给区内超过2000家宠物零售及专业团体。 欲了解本司更多数据及产品，
请致电 +852 2396 3399 与我们联系或注册成为会员。

Unipet House Company Limited was founded in 1980’s in Hong Kong is the leading 
wholesale supplier of pet products, services and solutions for pet retailers, breeders, 
trainers, VET, hotels, groomers, Clubs, ….. etc.  We carry the industry's broadest selection 
of premium products for pets and their owner’s needs.
We have been serving Hong Kong, Macau and China pet specialty community since 80s.  
With our offices in Hong Kong and Dongguan China, we manage many worldwide leading 
manufacturers' product lines and provide to over 2000 pet retails and professionals here i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to our own Private Label Brand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852 2396 3399 or to set up an account please 
submit your registration at Login (For Pet retails and professional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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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G01-1
READING BAKERY SYSTEMS
Add / 地址：380 Old West Penn Avenue
Robesonia, Pennsylvania 19551 USA
Tel / 电话：+1 610-693-5816
E-mail / 邮箱：info@readingbakery.com
Website / 网站：www.readingbakery.com

RBS 是一家拥有超过 128 年历史，并且引领全球的烘焙产线供应商，我们为各类烘焙零食和
烘焙宠物干粮的生产提供最先进的工艺科技，以便能为您实现高效率、全自动化的烘焙宠物
食品生产线。近年来，凭着其拟人化的加工方式，烘焙宠物食品的市场需求有着显著的增长，
我们能从配方、搅拌、成型、烘焙直到干燥的每个步骤给予客户相关的资讯和引导。RBS 的
研发中心能让您通过测试生产来验证新配方，助您开发领导市场的创新产品！

HALL 2 - 2G01-2
加拿大爱宠美康有限公司
BIOMATCAN LTD.
Add / 地址：Unit 1, 151 Whiting Road, Fredericton, New Brunswick, 
E3B5T5, Canada
Tel / 电话：1 800 558 1979
E-mail / 邮箱：Svetoss@vet.biomatcan.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svetoss.com/

公司王牌产品 S-VETOSS 是全新超纯型宠物专用再生骨材料，专业用于非承重骨的骨缺损和
骨缝的填补。由专业科学家团队精心研制，并严格按照 ISO 13485 医用器械国际标准进行全
面质量管理，经临床验证为安全有效的宠物自体骨替代方案，全面呵护爱宠健康。
S-VETOSS 颗粒应用场景包括 ：
口腔疾病 :
• 牙周病引起的骨下囊袋
• 拔牙部位
• 牙周囊袋
• 牙内周病变
• 与牙髓底部或横向牙根穿孔相关的创伤性
缺陷或内穿孔
骨科疾病 :
• 骨填充或骨切术后的修补
• 关节融合术
• 囊肿或肿瘤切除后部位的填充
• 由于自体骨或异体骨的连接
• 用于干骺端骨缺损和重建
• 胫骨粗隆前移术 (TTA)
• 不愈合 / 延迟愈合
• 其他需要骨移植物材料的地方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2号馆
Hall 2

77

HALL 2 - 2G01-3
NHV NATURAL PET PRODUCTS
Add / 地址：Unit 505 - 1681 Chestnut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6J 4M6
Tel / 电话：+1-6046294775
E-mail / 邮箱：patra@nhvnaturalpetproducts.com
Website / 网站：www.nhvnaturalpetproducts.com

NHV Natural Pet Products，让我们的宠物家庭成员更长寿、更健康、更快乐。
NHV 是一家主打兽医专业组方、配比的草本植物膳食补充剂制造商，产品旨在优化宠物健康。 
NHV 宠物草本营养剂系列产品的研发源自于专业兽医以及草药师在动物健康和植物疗法领域
超过 50 年的研究积累。主要优势包括：
• 100% 天然、人药级别的植物基草本营养剂，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调味剂或人工色素。
• 37 个 SKU 组成的全系列补充剂，可为 150 多种宠物健康状况提供支持。
• 着力投入临床试验和研究以科学证明疗效的品牌。
• 兽医专业配制的复合补充剂。这些复合配方是专有混合物，与市场上现有可用的单一草药
提取物相比优势突出。
• 基于非转基因植物甘油制成的高度可口的液体补充剂，长期使用简便安心。只需添加到宠
物的食物或日常进食中即可轻松服用。

At NHV Natural Pet Products we help pets live longer, healthier, happier lives.
NHV Natural Pet Products or “NHV” are makers of vet formulated, compounded, herbal 
botanical dietary supplements, designed to optimize a pet’s health. The NHV line of herbal 
supplements for pets was developed through extensive research and formulated by a 
holistic veterinarian and master herbalist, who have a combined 5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nimal health and plant-based remedies.
• 100% natural, human-grade plant based herbal supplements that are free of any added 
preservatives, additives, flavorings or artificial color. 
• A full spectrum line of supplements made up of 37 SKUs that offer support for over 150 
health conditions.
• A brand that is investing heavily in clinical trials and research to prove efficacy 
scientifically.
• Veterinarian formulated compounded supplements. These compounded formulations are 
proprietary blends and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single herb extracts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 Highly palatable liquid-based supplement made with non-GMO vegetable glycerin, is safe 
for long term use and is easy to administer by just adding to the pet’s food or favorite treat.

HALL 2 - 2G01-4
RAPID NOVOR INC.
Add / 地址：137 Glasgow St, Unit 450, Kitchener, Ontario N2G 4X8, CA
Tel / 电话：+1 (855) 899-9990
E-mail / 邮箱：yli@rapidnovor.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rapidnovor.com

Rapid Novor 帮助兽医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挖掘抗体的全部潜力。我们提
供和开发的服务与新技术，可以及时可靠地帮助研发新试剂，诊断和治疗动物健康。凭借我
们的下一代蛋白测序和抗体发现服务，研究人员已经推进了数千个项目，申请了抗体疗法专
利，并开发了第一个重组多克隆抗体诊断。我们的技术有可能开启一个新的领域的发现，这
将影响未来的研究，惠及动物的健康。在 Rapid Novor，我们相信，解码免疫是探寻更有效、
成本更低、更容易开发的治疗方法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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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G01-5
SCIENCEPURE NUTRACEUTICALS INC.
Add / 地址：7696 Bradner Rd, Abbotsford BC V4X 2B6
Tel / 电话：+1-604(392)6996
E-mail / 邮箱：amrit@sciencepure.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sciencepure.com

PureForm Pet Health Supplements 和 VetForm 是同一母公司 SciencePure Nutraceuticals 
Inc. 旗下的两大优势产品系列。这两大品牌作为协同天然、不含填充剂、营养均衡的宠物膳
食健康补充剂，均可以通过小剂量、高效益的方式优化宠物行为和健康。
PureForm 目前的销售网络涵盖整个加拿大以及韩国，但在销售渠道多样化方面仍有巨大潜
力。我们产品的主要特点和竞争优势包括：
• 加拿大制造的优质保健品，不含填充剂、调味剂或防腐剂，保质期为 3 年。
• 易于服用、适口且可溶的粉末配方。与使用粘合剂或防腐剂的片剂 / 丸剂、咀嚼剂或液体的
竞争对手相比，健康优势显著。
• 剂量集中，因此实际所需使用量较小。
• 我们的配方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有助于快速吸收。宠物最快在一周内就能看到效果，改善
活动能力、精力、情绪和整体健康状况。
• 我们为所有 B2C 订单提供退款保证。
• 对于分销商、再批发商或大型连锁客户，我们提供贴牌代工选项，通过在合同制造 / 营销策
略上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挖掘市场。

SciencePure Nutraceuticals Inc. is the manufacturing parent company of the brand 
PureForm Pet Health Supplements and VetForm ; a synergistic, filler-free, balanced 
nutritional pet health supplement administered in small, cost effective doses, resulting in 
pets with sound behaviour and great health.
The majority of PureForm’s current clients are retailers across Canada, along with 
distribution in South Korea, but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to sell Canadian pet supplements to 
foreign markets and diversify our sales channels. Key featur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at make our products attractive to potential export customers are:
•A high-quality, Canadian made health supplement without fillers, flavours or 
preservatives with a 3-year shelf-life.
•Easily administered, palatable and soluble, powder formula. In contrast to competitors 
manufacturing tablets/pills, chews or liquid, which both need binders or preservatives.
•Doses are concentrated, resulting in smaller amounts administered.
•Our formula contains high amounts of vitamin C, which helps with rapid absorption, 
allowing users to see results in as little as one week, in mobility, energy, mood and overall 
health improvements.
•We offer a money-back guarantee on all B2C purchases.
•For distributors, re-wholesalers or large chains, we offer the option of private labeling 
which provides us with the ability to further penetrate their market by collaborating on 
labeling/marketing strategies.

HALL 2 - 2G01-6
SIERRASIL HEALTH INC.
Add / 地址：1501 Broadway W Unit 400,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6J 4Z6
Tel / 电话：+1-604-676-4450
E-mail / 邮箱：https://sierrasil.com

缓解疼痛的同时支持健康的关节和活力，用最好的营养成分给爱宠最贴心的爱护。我们的宠
物健康产品均采用独家专利活性成分 SierraSil® 火山矿物质，这一有效成分可作为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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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养补充剂。在人体临床研究中，发现 SierraSil 可有效缓解炎症、减少软骨分解并螯合体
内毒素。 在我们的主打产品Leaps and Bounds for dogs 中，SierraSil®与天然营养成分混合，
加入醇正鸡肉，创造出令宠物神往的终极美食。可口美味的同时能够缓解疼痛和治愈炎症的
最佳方案。

Love your pets with the best ingredient to stop pain and support health joints and 
movement. Our products all feature our active ingredient, SierraSil®. Volcanic minerals 
patented as a nutritional supplement for osteoarthritis. In human clinical studies, SierraSil 
is found to ease inflammation, reduce cartilage breakdown, and chelates toxins from the 
body. In Leaps and Bounds for dogs, SierraSil is blended with natural ingredients, including 
real chicken to create a treat your pet will crave. Great tasting and great results for the 
relief of pain and inflammation.

HALL 2 - 2G03
宠意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PETIDEA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Tel / 电话：15999643434
E-mail / 邮箱：petidea01@163.com

早在 19 世纪末，博根拿家族便在德国研发出了最早的专业宠物食品之一。从那时起，整个家
族开始致力于将创新的研究成果及优良的产品品质实现在宠物食品生产中，为宠物提供卓越
的营养与呵护。
百年来，博根拿家族一直致力于提供优质的宠物食品。经过家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将传统
与创新融为一体。在这种奉献的背后有一股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就是对动物的热爱。
这些产品不只面向受到健康问题困扰的宠物，博根拿也希望通过研发的功能性食品，为更多
宠物提供更好的护理和营养，帮助宠物延长寿命，让陪伴更长久。

HALL 2 - 2G06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广州代表处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
GUANGZHOU OFFICE
Add /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办公楼 2602 室
Tel / 电话：020-87520060
E-mail / 邮箱：pcg-mkt@jetro.go.jp
Website / 网站：http://www.jetro.go.jp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相当于中国的商务部、发改委）下属专门
致力于促进日本与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的政府机构。
本次 JETRO 携手 8 家日本宠物相关行业的企业联合参展，展品全部为日本制造的放心、高质
量的产品，产品精致、人性化，呵护爱宠的健康，为您的养宠生活提供便利、增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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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G21
全球易供（香港）有限公司
GLOBAL SUPPLY ECOMMERCE 
CO.,LIMITED
Tel / 电话：4009689488
E-mail / 邮箱：info@gse.com.hk
Website / 网站：https://www.gse.com.hk/

全球易供（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中国领先的进口宠物粮代理商。
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将全球优质宠物营养产品带入中国，改善中国宠物的健康和生
活品质。
目前，全球易供是 Hagen Nutrience、Timberwolf、Serengeti、The Honest Kitchen 等品牌
的中国授权代理商。

HALL 2 - 2G51
德国贝里家宠物食品
BEWITAL PETFOOD
Tel / 电话：136 3266 5983
E-mail / 邮箱：nelson.zhou@mgpet.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bewital-petfood.com/

Bernhard Wigger 的家族是贝里家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世代从事农业工作。我
们可持续生产的理念使得我们成为德国最现代化的宠物食品制造商。 我们专注于物有所值的
质量，仅出售完全完善的产品。50 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批发商和专业贸易商可靠的长期合作
伙伴。健康的宠物食品才能让宠物长寿。

HALL 2 - 2G81
上海方养宠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3811291102
E-mail / 邮箱：molly@kiwikitchens.cn

Pet Nutrition NZ Limited Partnership ( 新西兰宠物营养有限公司 ) 由宠物营养方面的专家
Calvin Smith 和 Joanne Smith 于 2015 年创立，我们在全球宠物食品行业拥有 11 年的经验，
尤其是冻干宠物食品。
我们的公司坐落于新西兰南岛美丽的花园城市 Christchurch（基督城），所有产品都在新西
兰生产，宠物营养是我们的激情所在。Kiwi kitchens 的初衷就是希望为宠物带来纯净新西兰
风味，也带来更天然更健康的饮食。

Pet Nutrition NZ Limited Partnership was founded in 2015 by Calvin Smith and Joanne 
Smith, experts in pet nutrition, with 11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global pet food industry,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freeze dried pet food.
Located in Christchurch, a beautiful garden city on the South Island of New Zealand,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made in New Zealand and pet nutrition is our passion. kiwi kitchens 
started with the desire to bring pure New Zealand flavours to pets and a more natural and 
healthy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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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H21
柏森宠物营养有限公司
PASSION PET NUTRITION LIMITED
Add / 地址：Unit No.8 30/F Cable TV Tower.No.9 Hoi Shing 
Road,Tsuen Wan.NT Hongkong
Tel / 电话：(852)25438033
E-mail / 邮箱：passionpetwangqun@outlook.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passion-pet.com.hk/

柏森宠物集团成立于 2012 年，我们专注于营销美国、加拿大著名宠物食品品牌，为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带来更多优质宠物食品。
随着业务不断发展 , 柏森宠物集团设立旗下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 柏森宠物营养有限公司
和宠汇商贸有限公司。
柏森宠物主要营销 Hagen Nutrience, RAWZ, NWN,NanoSanitas,Naked 与猫水 Cat Water，
宠汇商贸主要营销 Carna4, Earthborn, Venture, Propac Ultimates, Sportmix Wholesomes 
及 Tucker's。
凭借团队多年的专业经验 , 我们力争将其优质产品、贴心服务传递给爱宠人士

Passion Pet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2012. We focus on marketing famous pet food bran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ringing more high-quality pet food to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Passion Pet Group has established two 
wholly owned subsidiaries: Passion Pet Nutrition Ltd. and Ipoint Trading Ltd.
Passion Pet mainly markets Hagen Nutrience, RAWZ, NWNa,Naked fish-based pet food 
and Cat Water. Ipoint Trading mainly markets six brands: Carna4, Earthborn, Venture, 
Propac Ultimates, Sportmix Wholesomes and Tucker’s.
Relying on the team's years of expertise, we strive to deliver our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caring services to pet lovers from all corners of China.

HALL 2 - 2H51
香港 7 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 OCE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九龙旺角花园街 2-16 号好景商业中心 5-502C
Tel / 电话：18622318114
E-mail / 邮箱：seven_ocean_int@163.com

香港七海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主营进口宠物食品，用品的批发。公司拥有多个国外
品牌的代理权。和多个国外宠物食品批发公司合作，直接采购，品质 100% 保证正品。希望
国内对宠物食品有品质要求的经销商一起合作，致力于让我们的中国宠物主们吃上放心的正
品进口粮而一起努力。

Hong Kong 7 Oce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5, mainly 
distributed the highest quality petfood in Hong Kong and China. Our company currently has 
exclusive distribution for many international petfood brands, and cooperated with some 
US and Europe pet food wholesale companies. We directly purchase many genuine brands 
from oversea and import into Hongkong. We look forward to work with more domestic 
distributors，and committed to deliver our safe imported petfood to our pet owners in 
China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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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J0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纽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INGBO MEISHAN BONDED AREA NZPET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Tel / 电话：13524545458
E-mail / 邮箱：roywilliam@aorakipet.nz

简介中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你的宠物猫将在食用 AORAKI 云顶星后
以肉眼可见的壮实告诉你

HALL 2 - 2J21
澳爱（上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REAL PET FOOD COMPANY
Add /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518 号虹桥绿谷广场 C 栋 406 室
Room 406, Build C, Green Valley Plaza, No.518 Shenchang RD ,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13818541220、021-62291330
E-mail / 邮箱：wei.cai@realpetfoodco.com
Website / 网站：www.realpetfoodco.com.au

我们是 REAL PET FOOD COMPANY.
我们是宠物食品新时代的创新者。
我们鼓励每个爱宠家庭选择新鲜、自然和真材实料的宠物食品。凭借四十多年、我们以不同
的角度看待 - 我们的宠物、我们的宠物食品和我们人类。
我们的核心是以坚定不移的热情追求动物的幸福和快乐。我们相信宠物食品应该是全面而均
衡的 , 应由最优质的原料制成 , 同时能够提供差异性和多样性。
我们相信长寿 , 我们对世界充满热情 , 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无害于环境且是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
我们是 REAL PET FOOD COMPANY.
TOGETHER FOR REAL.

WE ARE THE REAL PET FOOD COMPANY.
We are innovators of a new era in pet food. lnspiring every pet loving family to choose 
all that is fresh, natural and real. With over four decades of experience, we see things 
differently - in our pets, our pet food and our people.
At our core is an unwavering passion for the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of animals. We 
believe that pet food should be complete and balanced, made with the highest quality 
ingredients, whilst offering range and diversity.
 We believe in longevity and we're passionate about the world we live in so everything we 
do must be environmentally sound and agriculturally sustainable.
We are the Real Pet Food Company.
TOGETHER FOR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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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J51
天然百利中国有限公司
NATURE'S VARIETY CHINA LTD.
Tel / 电话：18320893924、18101697042
E-mail / 邮箱：Jing.lv@naturesvariety-china.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instinctpetfood.cn/

天然百利中国有限公司是隶属于美国天然百利公司 (Nature's Variety Inc) 的子公司。旨在负
责天然百利公司在大中华区的运营，及母公司旗下 Instinct( 生鲜本能 ) 品牌和 ADVANCE( 爱
旺斯 ) 品牌的销售。
Instinct 生鲜本能作为“RAW”生鲜营养的引领者，致力于将更多天然、完整、无以伦比的生
鲜营养放入更多宠物的碗里。重新定义更好的宠物食品，提升宠物生活。
ADVANCE爱旺斯是西班牙宠物食品公司Affinity旗下品牌，拥有超过 50年动物食品制造经验。
作为有着专业兽医营养配方的品牌，致力于将所有的营养学经验送到消费者的手中。不管何时，
始终都能为爱宠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HALL 2 - 2J81
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牡丹江路 8 号
Tel / 电话：17763508009
E-mail / 邮箱：jinxiaonan@gambol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gambolpet.com

K9 Natural宠源新是来自新西兰的犬类高端宠物食品品牌，甄选源自新西兰的天然优质食材，
只选用可持续、自由放牧、青草饲养的肉源，致力于为爱宠打造最佳天然营养组合膳食。

HALL 2 - 2K01
香港睿文国际有限公司
YUIM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荃湾沙咀道 45-53 号 Surerluck Ind Center 8 楼 1
座 H 室
Tel / 电话：+00852 26747322
E-mail / 邮箱：wangdan921010@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YuiManltd.com

睿文国际有限公司于 2018 年正式成立。深度贯彻“科学养宠，从每一个细节做起”的品牌理
念。用严谨态度挑选优质产品，钻研的精神学习知识，深入世界各地，与全球最优质的宠物
品牌供应商进行合作，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能够将科学养宠的理念及更为优质的宠物产
品传递给国内爱宠人士。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2号馆
Hall 2

84

HALL 2 - 2K21
越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QI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Add /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建设东路青年创业园 -D 栋 301
Jian Dong Lu youth pioneer garden-d building 301,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18688925923
E-mail / 邮箱：120408428@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tianqi.com.hk/

天奇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是高端宠物用品代理商，倾力打造萌宠专线，专注宠物全产品跨
境贸易，旨在帮助经销商与消费者降低渠道成本、专享优质产品，以更高性价比获得高端宠
物用品。
目前，天奇贸易旗下代理 Raw RawR、Alpha Spirit、Primal Spirit、OzPro、SeaDNA、
Dolina Noteci 等多家知名品牌及产品，均已开放加盟。

TIANQI TRADING (HONG KONG） LIMITED. is a high-end pet products agent,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create a pet special line, focusing on the cross-border trade of all pet products, 
which aims to help dealers and consumers reduce channel costs, enjoy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obtain high-end pet products with higher cost performance.
At present, Tianqi Trading's agent Raw RawR, Alpha Spirit, Primal Spirit, OzPro, SeaDNA, 

HALL 2 - 2K51
壹圆（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ONE YUAN (GUANGZHOU) TRADING CO., LTD.
Add / 地址：香港九龙旺角上海街 426 号 万事昌商业中心 20 楼
2002C
426 Shanghai Street,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2002C, 20th 
Floor, Wanshichang Commercial Center
Tel / 电话：+86(020)3337 0083
E-mail / 邮箱：thomas@oneround.hk
Website / 网站：http://www.oneround.com.cn/

壹圆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在香港成立，主要销售网络遍布中国香港 / 内地。团队专注宠物
行业多年，先后主导十多个宠物食品品牌在中国区域的运营与推广，对市场各个关键点有着
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助推品牌销量快速增长。
壹圆是一家以优质的客户服务、最具创新性和行业领先地位的优质宠物用品供应商，正规的
产品进货渠道，给予店铺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对产品进行市场推广传播。“客户信赖、首
选的品牌供货商”是壹圆贸易追求的目标。

One Round Trading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in 2015, and its main sales 
network covers Hong Kong/Mainland China. The team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pet 
industry for many years, and has led the 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more than ten pet 
food brands in China.
One Round is a high-quality pet product supplier with high-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industry-leading position, regular product purchase channels, 
technical support and after-sales service for stores, and market promo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products. "Customer trust, preferred brand supplier" is the goal pursued 
by Yiyuan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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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K81
北京宠惠德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11766051
E-mail / 邮箱：amberzwork@163.com

北京宠惠德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03 月 09 日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销售宠物用品、
宠物食品、日用品、工艺品（不含文物）、文化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等。

HALL 2 - 2L01
阿里巴巴集团
Tel / 电话：17767278123
E-mail / 邮箱：chenyun.tc@alibaba-inc.com

HALL 2 - 2L21
思玛酷（上海）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00477717、021-60291912
E-mail / 邮箱：sunshifeng@smackpet.com.cn

日本思玛酷株式会社成立于 1964 年，总部位于日本爱知县。“为了宠物得幸福和微笑”思玛
酷公司努力打造安全、健康、可口得宠物食品。产品覆盖全龄段宠粮、功能性宠粮。满足宠
物多样化得需求，是您可以放心选择得品牌。2018 年思玛酷进驻中国市场，将日本先进得宠
物健康理念带入中国宠物家庭。

HALL 2 - 2L51
香港实金宠物贸易有限公司
HK GOLDEN PET TRADING LIMITED
Tel / 电话：0763-3818529
E-mail / 邮箱：446310034@qq.com

香港实金宠物贸易有限公司，从 2009 创立至今，从事进口宠物食品行业长达十一年，业务范
围包括主粮，零食，罐头，营养品，猫砂等。我们曾代理：Solidgold 素力高，Carna4 加卉，
天衡宝。 为了快速满足毛孩子们的需求，实金宠物拥有浙江和济南两地大贸仓库，为大贸产
品提供更便捷和快速的物流服务。与上海和金义保税仓合作，为跨境品牌提供更多元化的选
择。我们对国内宠物行业的飞速发展非常有信心，期待下一个十年还能继续为各大宠主服务，
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

HK Golden pet trading Co., Ltd.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import of pet food industry for 11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9. Its business scope includes Kibble, Snacks, Canned 
food,  Cat litter, etc. We used to act as agents: Solidgold , Carna4 ,Natural balance . In 
order to quickly meet needs of the fluffy, Golden pet has two general trade warehouses 
in Zhejiang and Jinan, providing more convenient and fast logistics services for big trade 
products. Cooperate with Shanghai and Jinyi bonded warehouse to provide more diversified 
choices for cross-border brands. We are very confiden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pet industry and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provide services to major pet 
owners and provide more high-quality products in the next ten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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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M01
杭州康管家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10162607
E-mail / 邮箱：750145406@qq.com

HALL 2 - 2M21
日不落（大连）贸易有限公司

HALL 2 - 2M51
宁波保税区百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Tel / 电话：021-54150557
E-mail / 邮箱：marketing@petwifi.com.cn

百配 2012 年成立于香港，从国际品牌的洽谈，储备、和物流，到国内市场的销售。2016 年
起打造数字化分销平台，致力成为一个为在线线下宠物食品用品商户提供优质商品、合理价
格的专业服务平台。打造「人，物，店」 一体化进口宠物食品供应链， 赢得了宠物行业的长
期支持与信赖。

Bark N Purr was established in HK in 2012, from negotiation, storage and logistics of 
international brands to sale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We have built a digital distribution 
platform since 2016, we committed to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service platform that 
provides high quality products at reasonable prices for online and offline pet food 
supplies merchants. Create an integrated imported pet food supply chain of “ Customer-
Warehouse-Store", which has won the long-term support and trust of the pet industry.

HALL 2 - 2M81
杭州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1-86038353、13429296029
E-mail / 邮箱：zhpssg@paddytime.com

杭州志恒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志恒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美丽的浙江省杭州市，公司主要经营批发、零售：宠物食品，宠
物用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业务。公司目前代理进口的品牌有益之选 1st Choice（加拿大）、
枫趣 Pronature（加拿大）、粉钻 Pinkdiamond（加拿大）、撒哈拉 Sahara（加拿大）、
arava（以色列）等品牌。公司经营的产品目前在线下已入住的宠物门店、商超、宠物医院等
场所共计 1000 余家，在线上已入住京东、天猫、苏宁等平台。公司的理念是，给宠物主人更
好的选择，让宠物享受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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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N01
浙江华正进出口有限公司
Add / 地址：www.drelseys.cn
Tel / 电话：13957171404、0571-87035078
E-mail / 邮箱：134496186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drelseys.cn

埃尔西博士是唯一猫医生品牌，也是国际猫协会 TICA 全球合作伙伴。旗下系列天然功能猫砂
产品自 1985 年诞生于美国以来，以天然无香，猫咪健康的理念深受万千家庭的信赖与推荐，
并屡获殊荣。近年来一直位于美国亚马逊猫砂品类销量第一。

HALL 2 - 2N11
纽宠有限责任公司（新西兰）
PETNZ LIMITED (NEW ZEALAND)
Tel / 电话：0731-85516708
E-mail / 邮箱：178116806.@qq.com

PetNZ Limited （新西兰纽宠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新西兰美丽的长白云之乡—Christchurch 
基督城，专业从事宠物营养、宠物膳食补充剂和宠物食品的研发与生产。公司产品依托蜚声
世界的新西兰奶源，所有生产过程都严格遵循人用乳制品的食品安全标准和生产工艺。其宠
物奶粉等产品针对猫、犬的不同生命阶段的生理特点而研发，用于满足不同年龄段宠物对营
养的差异化需求。

HALL 2 - 2N21
杭州善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25775273
E-mail / 邮箱：3258384511@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charmpetfood.com/

杭州善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所代理之加拿大品牌 CHARM 野性魅力，其使命為打造出最符合
貓狗天生飲食需求的寵物食品，CHARM 以貓狗生物學為基準，採用科學原理和天然成分，遠
離香料、人工色素及人工防腐劑，使用多種肉類、低升醣原料及豐富蔬果和草本植物，每一
項成分皆經過嚴格挑選，為您的愛寵量身製作，滿足牠們不同階段的各種需求。讓 CHARM
陪伴每一隻獨一無二的毛小孩一同成長茁壯！

HALL 2 - 2N51
香港玛蒂亚贸易有限公司
HONG KONG MATTIA TRADING CO.,LTD.
Tel / 电话：15675898419、17602847419
E-mail / 邮箱：975577945@qq.com

“Mattia”在意大利语中代表上帝的礼物，每个毛孩子都是我们最好的礼物。玛蒂亚贸易致
力于给毛孩子们带来优质和健康的产品。
目前，玛蒂亚贸易是德国 Olewo、加拿大 Formula Raw、美国 Kin+Kind 等品牌的中国独家
授权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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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N81
日东（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
NITOMS INC.
Tel / 电话：13671511340
E-mail / 邮箱：di.zhuang@nitto.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nitto.cn/cn/zhc/

Nitto 集团自 1918 年成立以来，相关产品在各领域广泛展开，作为一家高机能材料生产商进
行着全球化性成长。以“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价值作贡献”为使命（Mission），Nitto 始
终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在世界的各个领域支持人们的生活。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18, Nitto group has developed its related products widely in 
various fields. As a manufacturer of high-performance materials, Nitto group is growing 
globally. With the mission of "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through innovation", Nitto has 
always supported people's lives in all fields of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our customers.

HALL 2 - 2P01
威海方正国际合作有限公司
WEIHAI FANGZHE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 59 号
No. 59, Haibin North Road,Weihai
Tel / 电话：15684505580
E-mail / 邮箱：6100509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ficv.cn

我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主要产业为国际贸易、人才合作、职业教育、游艇制造、纳豆生物；
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的具有进出口贸易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权的综合性经贸企业。
综合实力和对外声誉居同行业前列。

HALL 2 - 2P11
河南省万宠千缘商贸有限公司
PETLOVE CO.,LTD
Add /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龙城广场三号楼 1103 室
Longcheng Guangchang 3-1103 Kaiyuan Road  45000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ce  CN
Tel / 电话：0371-53332696
E-mail / 邮箱：231740280@qq.com

在德国，湿粮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主粮形式。然而国内大部分的饲主对于湿粮还停留在改善爱
宠口味，可有可无的认知阶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饲主开始注重宠物食品的
安全、健康和营养。湿粮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开启高端营养模式。
作为德国主食罐 Amadeo 阿玛德的中国独家代理商，我们旨在为更多的爱宠者提供安全、健
康和营养均衡的宠物食品，带来并普及德国先进的健康营养理念，并帮助合作伙伴创造合理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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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ermany, wet food is the first choice of complete feed for pets. It used to be that vast 
majority of pet owners in China made their choices for pet food based on the preference of 
flavor and palatability only. Today, however, more and more pet owners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biologically appropriate diet for their pets, food safety during 
production, healthy and balanced nutrition. Wet food gradually gained approval from public 
for dietary benefits creating a brand-new market segment of premium pet food. As the 
exclusive distributor of Amadeo in China, we aim to provide safe, healthy and nutrition 
rich complete diet for more pet lovers, bring and popularize advanced German health and 
nutrition concepts, and help our partners to grow their business.

HALL 2 - 2P21
爱德胜食品新西兰有限公司
ADDICTION FOODS NZ LTD
Add / 地址：240 Jellicoe Street, Papamoa Beach, Te Puke 3119 
New Zealand
Tel / 电话：13761331145
E-mail / 邮箱：raymond.gu@addiction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addictionpet.cn

爱德胜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高级宠物食品生产商，并致力于满足世界各地宠物不同的营
养需求，从而拉近宠物及其主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现在我们在新西兰丰盛湾的西部拥有一家生产制造工厂，现已成为新西兰最大、技术先进的
宠物干粮食品制造工厂，生产在市场上备受追捧的优质宠物食品。爱德胜目前已在全球多个
国家 / 地区开展业务，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加坡和新西兰等。
宠无止境，还意味着为宠物们提供更多样的高品质选择，并将始终满足其营养需求。基于这
一理念，我们创建了爱德胜、味思伴和宠愿星这三个食品品牌，承诺为宠物提供相同水平的
优质宠粮，从干粮到风干粮再到零食。

Addiction aims to be the world’s leading premium pet food company and is committed to 
formulating different nutritional needs of pets around the world, nourishing the bonds 
between pets and their owners.
With a manufacturing plant along New Zealand’s Western Bay of Plenty, Addiction is 
now the biggest and most technologically-advanced dry pet food plant in New Zealand, 
producing highly sought-after ultra-premium pet food in the market today.
Addiction Foods now operates globally in close to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USA, Australia, 
China,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Going further for pets also means providing them with 
a wide range of quality options that will always meet their nutrition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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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P51
万士博 ( 亚洲 ) 有限公司
MAXIPRO (ASIA)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九龙湾大业街 35 号福和工业大厦 5 楼
5/F Fortune Industrial Building，35 Tai Yip Street，Kowloon Bay, 
Hong Kong
Tel / 电话：00852-23288626
E-mail / 邮箱：enquiry@maxipro-asia.com
Website / 网站：www.kakato.com

卡格高级宠物罐装食品凭着高质量食材、自然味道，以及人们都可食用这三大元素，令其更
深受宠主的爱戴。卡格宠物袋装干粮采用低温高压烹调技术，将食材大部份的水分和营养保
留在每粒干粮中。卡格宠物健康小食选用了捕获的野生海洋鱼类及来自新西兰最纯净的禽畜，
以 100% 天然肉制成，美味无激素，是爱宠的小食首选。
万士博（亚洲）有限公司为卡格的品牌创办及持有者，于 2007 年在香港成立，通过不同的多
种专业渠道，为宠物提供高品质产品。

Kakato premium pet tinned food is made from the highest quality, natural and human 
grade ingredients. These three elements make Kakato stands out from its competitors and 
most loved by pets and their owners. Kakato dry food is produced by the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low temperature & high-pressure cooking method), which retains majorities 
of water and nutrients. Kakato healthy snacks including those made of 100% natural meat 
from the wild sea and New Zealand finest farm, free from hormone and delicious. 
As the brand owner of Kakato, MaxiPro (Asia) Limited ha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high 
quality products to pets through various professional channels since 2007.

HALL 2 - 2P61
俊宝上海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中港汇大厦 6 楼
Tel / 电话：18121341619
E-mail / 邮箱：s.bian@gimborn.de

Gimborn 俊宝是拥有 167 年历史的德国专业宠物营养领导品牌，以“精致爱宠”为理念，致
力于以高品质的产品满足宠物不同的营养需求，为宠物带来长久的健康和幸福。
Gimborn 俊宝的宠物产品均采用人用食品级原料，天然“七重 0 添加”定制配方，以德国严
谨的生产理念和先进精湛的制造技术，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味，并打造非凡功效。
同时，Gimborn 俊宝联合欧洲顶级动物营养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全球权威检测
实验室（EUROFINS 欧陆），始终走在创新研究的前端，用科学营养的配方为爱宠保驾护航。

HALL 2 - 2P81
山东省恒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金郝庄乡冯杨村
Tel / 电话：0635-2772132
E-mail / 邮箱：hfwsyp@126.com

山东恒发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3 年，是一家专门研发、生产、销售妇婴用品及成人护
理用品的公司，公司以“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精益求精，持续改进”作为自己的质量方针
公司拥有高端大型专业生产线 30余条，员工 1000余名，产品远销海内外。恒发公司发展至今，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上千种，恒发产品每一年都不断地推陈出新，不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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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设计上进行改良创新，而且产品包装设计上独具风格，满足消费者各方面的需要，
也正因为如此，恒发以诚信，创新，健康的产品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才得以在激烈的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同行业中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

HALL 2 - 2Q01
上海亿达馨商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YDX  TRADING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628 号
NO.628 YAN AN XI ROAD,CHANGNING DISTRICT
Tel / 电话：13916664475
E-mail / 邮箱：2995751918@qq.com

上海亿达馨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8 月份

HALL 2 - 2Q81
鹏嘉企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25179867
E-mail / 邮箱：zhux@rp-pet.cn

新瑞鹏集团行业新通路团队梳理并整合集团核心资源，聚焦宠业实体零售业态，制定了“在
一百座城市赋能一万家线下实体门店”共同富裕的战略计划。帮助传统宠物店升级：通过集
团资源的导入与支持，提升宠物店的各项能力，从而增加宠物店的收入，使其更有尊严和信
心持续经营发展。
共同构建美好的行业生态：通过十一大赋能项目的开展与实施，与宠物店建立互助共赢的紧
密协同关系，实现可持续的双赢合作模式。

The industry new channel team of xinruipeng group sorted out and integrated the group's 
core resources, focused on the retail formats of pet industry entities, and formulated the 
strategic plan of "Empowering 10000 offline physical stores in 100 cities" for common 
prosperity. Help traditional pet shops upgrad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support of the 
group's resources,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pet shop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pet shops and making them more dignified and confident in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Jointly build a beautiful industry ecolog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11 major enabling projects, establish a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pet shops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HALL 2 - 2Q91
深圳市猫网爱护动物志愿者协会
Tel / 电话：13418617363
E-mail / 邮箱：crystal_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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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R21
华幄（上海）推剪贸易有限公司
WAHL CLIPPER
Tel / 电话：15088857299
E-mail / 邮箱：Chris.mao@wahlcn.com

华尔推剪，自 1919 年 Leo J. Wahl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把实用型电推剪，历经百年，华尔已研
制出一系列制作精良的理发剪和修发器，为美发，宠物美容等带来现代科技之利。
华尔集团现有员工 2500余名，产品多产于美国和欧洲，WAHL（华尔）一如既往的在国际商展，
舞台表演，和专家讲座中表现独有的创造力。
华尔推剪公司由 21 个子公司组成（包括：美国，德国，匈牙利，英国，中国，越南）六大制
造基地。产品分销网络遍布全球 165 个国家及地区，华尔推剪当之无愧为全球专业美发推剪
领域领导品牌。
我们坚信每位发型师，宠物美容师，均值得拥有一款可靠又能激发灵感的美容工具，在华尔，
每把产品均严格实现产品品测及质检

HALL 2 - 2R25
迪崴 ( 上海 ) 商贸有限公司
ODOUT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Tel / 电话：021-59995975
E-mail / 邮箱：577106406@qq.com

迪崴（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是台湾臭味滚品牌在大陆唯一投资的一家宠物用品公司，主要从
事代理和销售臭味滚宠物清洁用品，我们有自己的销售团队，也有固定客户群体，在业内也
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未来我们臭味滚也将会研发更多的产品来回馈喜欢我们臭味滚的各位饲
主和养宠家庭，也希望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我们一起携手共进。

Odout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is the only taiwan stink roll brand in the mainland 
investment in a pet products company, mainly engaged in the sale of odout roll pet cleaning 
products, we have our own sales team, there are fixed customer groups, there is also a 
certain degree of visibility in the industry, in the future we will also develop more products 
to give back to the owners and pet families who like our stink roll, and hope that more 
partners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us.

HALL 2 - 2R51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WENZHOU YUANFEI PETTOY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021-64771172
E-mail / 邮箱：shucheng.xu@auracreating.com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的生产商和出
口商，2018年成为了 zeedog中国总代理，旗下内销品牌Kumfi Comfy、Pika Poo也广受好评，
2022 年推出新品牌 Hond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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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R55
大荣行有限公司
TAI WING HONG COMPANY LTD.
Add / 地址：香港荃湾海盛路香港新界 TML 广场 18 楼 C3 室
Unit C3,18/F TML Tower, 3 Hoi Shing Road,Tsuen Wan, HK
Tel / 电话：852-21570773
E-mail / 邮箱：cherrie@taiwinghong.com

大荣行有限公司拥有超过 6 年的宠物食品批发经验。我们在香港和澳门拥有 120 家零售店，
在中国拥有天貓网上旗舰店。

Tai Wing Hong Company Limited has over 6 years of pet food wholesale experience. We 
have 120 retail store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mall flagship store in China.

HALL 2 - 2R81
润铭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Add /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建發街 7 號怡成工業
大廈 23 整层
Tel / 电话：0755-82342146
E-mail / 邮箱：188145127@qq.com

公司主营高端宠物粮食、宠物零食及宠物罐头，目前我们代理的品牌有 MAC’S( 迈格仕 ) 
TUNDRA( 尊达 ) Liebesgut( 丽贝美 ) Schmankerl( 思萌乐 ) Tasty Cat( 特思缇 ) DIBO( 迪宝 ) 
Lunderland( 伦德朗 ), 特约分销品牌有 FROMM( 福摩 )，后续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更好更健康
的宠物食品，让广大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让您的爱宠从吃饱到吃好在到吃出健康的每一个
需求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找到相应的产品及服务。

HALL 2 - 2R85
香港晟煜贸易有限公司
HONG KONG BRILLIANT TRADING LTD
Add / 地址：荃灣柴灣角大涌道 22-28 號合福工業大廈 9 F
THE WHOLE OF 9th FLOOR,HALE WEAL INDUSTRIAL 
BUILDING,NOS.22/28 TAI CHUNG ROAD,TSUEN WAN,NEW 
TERRITORIES,HONG KONG
Tel / 电话：18010031272
E-mail / 邮箱：yanglei5179@live.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hkbrillianttradepet.com/

香港晟煜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宠物食品和用品的中国区市场代理及销售。目前拥有 300 多
个合作品牌，5000多个 SKU，2000家渠道合作伙伴。香港晟煜公司是美国著名宠物食品品牌 -
福摩的中国大陆地区总代理。我们对中国宠物市场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与全球优秀的宠物
食品品牌合作，为宠物主提供各类高品质的宠物食品是公司长期不变的发展目标。

Hong Kong Brilliant Trading Ltd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market agency and sales of 
pet food in great China market. At present,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300 cooperative 
brands, more than 5000 SKUs，with extensive network of more than 2000 channel 
partners. We are the exclusive agent in mainland China of FROMM, a long established 
famous American pet food brand.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China's pet market. We will 
firmly dedicate to introduce high quality pet food for pet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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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R91
无锡琦玉通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UXI SAITAMA TUSHO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灵江路 7 号
Tel / 电话：13400020448、13400020448
E-mail / 邮箱：80891966@qq.com

Necosekai（猫咪世界）品牌创立于 2012 年日本，2014 年引入中国。从此以中国为据点，设
计和生产的产品销往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地区。2015 年正式在中国国内销售，以
线上零售和线下实体批发相辅相成，necosekai 品牌产品逐渐深入人心。2016 年，作为宠物
界的新星，在第 19 届亚宠展上一炮走红。2017 年正式注册商标。2018 年各大网店分销，网
红 app 入住，实体批发逐渐扩大。时至今日，necosekai 的品牌不断成熟与完善，已成为宠
物高端品牌的代表。

HALL 2 - 2R98
上海达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0123335
E-mail / 邮箱：caoyida070809@163.com

主要产品加拿大宠物零食

HALL 2 - 2S01
爱猫方舟商贸 ( 深圳 ) 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62292469
E-mail / 邮箱：dengyifei@ifcats.com.cn

ifCATs 致力于为猫咪打造完全符合猫营养需求的顶级猫粮，产品配方设计基于美国国家科学
院的研究成果，全部选用高品质的食品级原材料，生产工艺有多项自主创新。产品符合美国
NRC、欧盟 FEDIAF、美国 AAFCO 推荐营养标准，远销海外，在珠三角高端宠物店均有销售。

HALL 2 - 2S02
上海瓜土地贸易有限公司
DR.PET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Add / 地址：Shanghai, China
Tel / 电话：13957009770
E-mail / 邮箱：yqcpc@126.com

Dr.Pet 爱宠博士于 2020 年成立于中国上海，公司是一家全球宠物用品、宠物食品领域多元化
品牌运营商。主要从事犬用及猫用宠物用品的销售、生产和研发，具体产品涵盖宠物洗护用
品和零食用品两大类。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理念，致力于为宠物
打造高品质生活。

Founded in 2020 in Shanghai, China, Dr. Pet is a global diversified brand operator in the 
field of pet products and pet snacks. Mainly engaged in the trading，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specific products cover pet toiletries and snacks products two categories.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compan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every life deserves 
to be respected" and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high quality of life for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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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S03
深圳市倍诺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BENOWTELECOMTECHNOLOGYCO.LTD.
Tel / 电话：13691981649
E-mail / 邮箱：zhouym@nb315.com

倍诺科技作为国内最早涉足信息—多媒体防伪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市场开拓者和见证者，
倍诺科技致力于将工业互联网标识和区块链技术全方位应用于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管理。
通过一物一码、智慧包装等赋码方式，有效提升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的无纸化、可视化和
移动化水平，促进品牌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实现“信息可查询、来源可追溯、去向
可跟踪、责任可追究”。
倍诺科技作为宠物用品高端防伪标签供应商，在防伪溯源行业领域，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
经验，服务国内外品牌 5000+，提供一站式产品全产业链“一物一码”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

HALL 2 - 2S05
荣环 ( 北京 )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RH (BEIJING) TECH CONSULTING LTD
Add / 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5 号易居国际 A 座 902
Room 902, Building 1, No 5, Ronghua Road, Yizhu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Daxing District, Beijing.
Tel / 电话：13911221195
E-mail / 邮箱：lisa@ch-rh.com
Website / 网站：www.ch-rh.com

荣环（北京）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服务于国际贸易行业的咨询公司。多年以来专注
于为境外饲料、饲料添加剂及进口食品境外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注册提供代理服务；为进口
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兽药产品在中国农业农村部登记提供代理服务。

RH（Beijing）Tech Consulting LTD is a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company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been focusing on 
providing GACC registr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feed, feed additives and meat production 
enterprises, providing MARA registration service for overseas feed, feed additives and 
veterinary dru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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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S08
优宠宠物食品 ( 广东 ) 有限公司
GOODPET PETFOOD (GUANGDONG) CO., LTD
Add /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滘中路 56 号 101、56 号之三 101、58
号 201、202（仅限办公）
Tel / 电话：13809771517
E-mail / 邮箱：kevin.g@josera.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josera.cn/

德国优思佳（JOSERA）宠物食品公司中国区总代理。 优思佳（JOSERA）是一家德国家族企
业，在迄今为止的七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一流的宠物食品方面的专家。优思佳（JOSERA）
最关切的是宠物的健康，提供优质、可持续的宠物食品，更重要的是，JOSERA 对人类、动
物和环境都抱有强烈的责任感。 在全球六十几个国家或地区销售，JOSERA 的狗粮采用了独
家的高质量天然成分，避免使用转基因原料，也从不添加任何小麦，大豆，人工色素，人工
调味品或防腐剂等。JOSERA产品中的肉类成分来源于适合人类使用的动物身上。在选用之前，
所有原料都会在实验室进行仔细分析，JOSERA 的成品接受了最严苛的质量控制。

HALL 2 - 2S21
上海凯呗贸易有限公司
K BABY
Tel / 电话：13601828618
E-mail / 邮箱：luyudong1@qq.com

意大利帕芙 PUFF 等你来撩

HALL 2 - 2S25
中农合规 ( 北京 )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FEED CHINA REGISTERED LICENSE CENTER
Add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国际财经中心 A 座 706
Room 706, Building 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No. 87 West 
3rd Ring North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Tel / 电话：+86 10 85569009
E-mail / 邮箱：en@feedchina.net
Website / 网站：www.feedchina.net

中农进口饲料登记中心 FeedChina 为中农合规（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属事业部，专注
进口宠物食品农业部 MARA 登记，海关总署 GACC 准入、注册的技术合规服务。专业的法规
管理专家 , 技术团队，成熟的政府渠道，为进口宠物食品企业、行业协会提供技术咨询和法
规应对服务，帮助企业实现宠物食品合规、登记、备案，快速获得市场准入，提升竞争力。

Feed China Registered License Center (www.feedchina.net/en), we are focusing on the 
technical compliance and agency service of exported pet food, pet healthcare products for 
GACC access, product MARA registration.

HALL 2 - 2S28
鹿島株式会社 /KASHIMA
KASHIMA CO., LTD.
Add / 地址：瑞安市东山经济开发区 1111 号总部经济大楼 1 号楼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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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 Floor, Building 1, Headquarters Economic Building, No. 1111, 
Dongsha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Ruian City
Tel / 电话：15120051008
E-mail / 邮箱：sevrs@kashima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kashimapet.com

鹿島株式会社 / 麓辰贸易（温州）2020 年成立于日本东京，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宠物用品
的创意型公司 . 旗下“kashima 杯面窝”两次登陆日本 TBS 电视台放送，Twitter 首页榜单推
荐，纽约时报推荐，获得百万点赞与喜欢 .
欢迎您联络我们 .

JAPAN Kashima Co.LTD/Wenzhou Luchen Trading Co., L: Was Established in Tokyo, Japan 
in 2020。We specialize in developing a variety of creative pet nests, pet toys, pet clothing, 
pet travel carriers and so on.

HALL 2 - 2S51
维塔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AITAKI BIOSCIENCES
Tel / 电话：0086-573-82335102
E-mail / 邮箱：ray_dot@163.com

维塔基 (waitaki biosciences) 新西兰上市公司 Pharmazen 旗下子公司，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天
然营养品创新开发商和制造商，总部位于新西兰基督城，在向全球市场提供保健品方面拥有
20 多年经验，其中涉及人用和宠物食品等方向 .
基于这一成功，维塔基开始生产更优质的产品其中包括营养补充剂和宠物零食等。所有成分
都采用源于新西兰自然牧场的优质原料，保证了产品的健康和安全 .

HALL 2 - 2S55
唯意宠物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
UNIPET TECHNOLOGY (SHENZHEN)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绿景美景广场 9 楼 907
Room 907, 9th Floor, Lvjingmeijing Plaza, Shahe Street,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755-32914555
E-mail / 邮箱：marc@unipetkingdom.com.au

唯意宠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全球宠物食品 / 用品等中国批发业务，公司
主要经营内容有：宠物食品、宠物清洁用品、宠物保健品、宠物日用品、宠物口腔护理产品等。
采用品牌直供货源、跨境电商 S2B2C 等多种模式满足您和您的客户对销售进口宠物食品 / 用
品的需求，我们期待与您一起携手为中国所有的宠物们提供最好的关爱与产品。

UNIPET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global pet food / 
supplies and other Chinese wholesale business, the company's main business contents 
are: pet food, pet cleaning products, pet health products, pet daily necessities, pet oral 
care products and so on. The use of brand direct supply, cross-border e-commerce S2B2C 
and other models to meet the needs of you and your customers for the sale of imported pet 
food / supplies,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to provide the best care and products 
for all pe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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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 2S57
北京久久悦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10-53606991
E-mail / 邮箱：bjjiujiuyue@163.com

Kit Cat International Pte Ltd 于 2013 年在新加坡成立，选用最新鲜的原材料制作成健康自然
的猫咪产品。品牌创立的契机是源自于对宠物的热爱，以及对动物福利收容所和流浪猫的热情。
我们评估每种产品的成分，通过制造先进技术、平衡营养价值来保证产品质量。透明的来源、
成分、让猫主人能够得到最真实的数据，为爱宠匹配最适合的食品。
目前已经遍布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 6 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宠
物主人的信赖。通过我们的爱，让猫咪获得更长久的呵护和更舒适的生活

Kit Cat International offers one of the most extensive and innovative selections of cat 
products in the world.
We love cats like our family and we believe nutrition is essential to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us, we want to give them the best by giving what they deserve. Kit Cat International 
is committed to create the highest standards quality products to deliver visible benefits for 
your cats. We define quality by evaluating the ingredients,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and 
nutritional value of every products.
Our goal is to provide you with clear choice of optimum nutrition, affordable and effective 
care that your cat will benefit from good health.

HALL 2 - 2S81
深圳瀛宠科技有限公司
J-PET SHENZHEN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环观南路 72-6 号创客
大厦 1016
Tel / 电话：13032403210
E-mail / 邮箱：13704023768@139.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dogfoodworker.net

D&W.inc 源于日本，专注宠物食品行业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0 余年。自创品牌 •Dog food 
worker(D&W)，代表着“狗粮的制造服务者”。公司秉承匠人精神，纯手工制作，忠于食材本味。

HALL 2 - 2S85
美国爱达荷州
STATE OF IDAHO
Add /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桃源路 85 号 501 室
2270 Old Penitentiary Road
Tel / 电话：13801793612
E-mail / 邮箱：taraqu@idahochina.org
Website / 网站：www.agri.idaho.gov

爱达荷州的 Dynamite 公司，在无抗绿色养殖领域深耕 87 年，曾是普瑞纳和泰高集团的战略
合作伙伴。旗下宠物保健系列产品，采用独家矿物配 ，由专业兽医研发，确保有效成分在最
短时间内得到充分吸收，帮助宠物维持最佳健康状态。产品均已获 FDA 及有机认证。
今年，Dynamite 还与爱达荷州的知名牧草品牌 Standlee 实现了梦幻联动，合作推出适合小
宠食用的干草颗粒。不仅口味绝伦，还能调理小宠肠胃健康，天然可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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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te, an Idaho-based company,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field of antimicrobial-free 
green breeding for 87 years and was a strategic partner of Purina and Nutreco. Its pet 
health products are formulated with exclusive minerals and developed by professional 
veterinarians to ensure that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re fully absorbed in the shortest 
possible time to help pets maintain optimal health. All products are FDA and organic 
certified.
This year, Dynamite teamed up with Standlee, another well-known Idaho forage brand, 
to collaborate on hay pellets suitable for small pets. Not only does it taste great, it also 
regulates the gastrointestinal health of small pets, which is natural and trustworthy.

HALL 2 - 2S88
乐嘟宠物圈
Add /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二区 43 号楼 5 层 504
Tel / 电话：010-61756729
E-mail / 邮箱：2725553472@qq.com

“乐嘟宠物圈”2006 年创刊，发行上采用“DM”免费直投方式，直接有效的将信息送达目
标消费群体。同时也可快速的将消费者的信息反馈给商家。为商家提供快捷、准确的市场信息。
通过“乐嘟宠物圈”搭建行业内的信息交流平台。

We regard " forging a practical handbook media of Chinese pet life" as our purpose, since 
Ledu Pet Zone was issued in 2006. Need of the readers which means life, personality, 
knowledge and fashion would realize by us, as we provide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about 
pet news, breeding, nursing and  training comprehensively.

HALL 2 - 2S91
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
HSL CERTIFICATION SERVICE
Add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北路 55 号中欧中心 B 段 408 室
Tel / 电话：13911225593、13911225593
E-mail / 邮箱：hsl_sgd@126.com

北京华思联认证中心（HSL）是由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 /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中国农科院饲料
研究所，中国奶业协会共同组建。中国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专业第三方认证机构。
业务覆盖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饲料、宠物食品、畜禽养殖、屠宰、畜产品加工等领域。

HALL 2 - 2S95
上海壹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6752277
E-mail / 邮箱：jsonren@1-r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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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2P71
青岛宠怡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63991766
E-mail / 邮箱：397924656@qq.com

青岛宠怡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招远威达硅胶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招远威达硅胶有限公司始
建于 1987 年，现有固定资产 1.38 亿元，职工 76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120 人，年产硅胶
20000 吨，年实现销售收入 1.25 亿元，出口创汇 1000 万美元。产品主要销往亚洲、欧洲、
美洲等国家和地区。青岛宠怡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以宠物健康和医疗为出发点，主推的爱威
达疏水猫砂—猫咪采尿专用猫砂是技术上的新突破，让猫咪和宠主从此不再抗拒尿检。

HALL 3 - 2S86
鑫源康健国际有限公司
AS HEALTH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九龙观塘区观塘开源道 64 号源成中心 6 字楼 607 室
ROOM 607, 6/F., YEN SHENG CENTRE, 64 HOI YUEN ROAD,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 电话：86 - 15920764765
E-mail / 邮箱：info@ashealthway.com
Website / 网站：www.catracter.com

本事猫 CATRACTER 为您的爱宠带来顶尖科研产品。宠物 NMN 配方系列。连续 7 天服用
NMN，可显著提升运动能力或延长寿命。
 
NMN 七大健康功效 :
•  增强免疫力
•  保护心脏
•  改善衰老相关症状
•  激活能量及耐力
•  促进代谢及减重
•  改善认知能力
•  缓解关节炎等各种炎症
随着宠物年纪增大，其体内的 NAD+ 水平会急速下降。代谢活动开始减慢，细胞粒线体的功
能下降，使宠物身体机能出现衰老问题。本事猫 CATRACTER NMN 能帮助您的宠物：1. 增强
活动能量 2. 修复受损 DNA 3. 激活长寿蛋白 。
产品日本制造 , 通过 JFRL ( 日本食品分析 ) 的检验

CATRACTER brings top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s to your pet. PET NMN formula series. 
Taking NMN for 7 consecutive day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xercise performance or 
prolong life.
 
Seven health benefits of NMN:
• Enhance immunity
• Protect the heart
• Improve aging-related symptoms
• Activates energy and stamina
• Boost metabolism and lose weight
• Improve cognitive ability
• Relieve various inflammations such as arthritis
As pets get older, their NAD+ levels drop rapidly. Metabolic activity begins to slow down, 
and the function of cell mitochondria declines, causing aging problems in pets' physical 
functions. CATRACTER NMN can help your pet: 1. Enhance activity energy 2. Repair 
damaged DNA 3. Activate longevity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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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A01
壹号佳品 ( 山东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98088581
E-mail / 邮箱：2849374185@qq.com

壹号佳品（山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企业，主要
生产宠物营养保健品 , 宠物零食，专业 OEM/ODM 生产研发加工企业。企业拥有先进的科研
中心，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先进的宠物零食营养保健品生产线。专业 从事新产品、新配方、
新工艺的研发及生产。目前已形成品种齐全、剂型配套完善的宠物食品、营养保健品等系列
产品，其中工厂生产的营养膏、化毛膏、益生菌、钙片、奶粉、鱼油、卵磷脂等产品，因适
口性好，产品品质好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HALL 3 - 3A03
江苏动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JIANGSU TOPDIVE SPORTS GOODS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塘沟镇雷达工业集中区
Radar Industrial Area,Tanggou Town,Shuyang,Suqian City,Jiangsu 
223611,China
Tel / 电话：18201760187
E-mail / 邮箱：sytopdivesales3@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jsdtyd.1688.com/

江苏动泰运动用品公司 ,1、交通 : 公司所在地江苏宿迁沭阳 2、价格 : 工厂位于苏北，所以劳
动力成本更低。这有助于我们控制成本，这意味着我们能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最好的价格。
3、生产产能 : 生产基地 10000 平方米及工程员工超过 000 人。

COMPANY PROFILE Jiangsu Topdive Sports Goods Co.,Ltdis your neoprene products 
expert, which is the son company of Suzhou topdive Sports Goods.,Ltd. If we're not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we invite you give us a try,and you'll be glad what you did. 
Work with us,you'll benefit it:
1,Transportation:company is located in Suzhou city,it only takes one and a half hours' drive 
to Shanghai Airport.
2,Price:Shuyang topdive factory is located in North Jiangsu province,so labor cost is lower.
Besides, we get splitting and laminating machine ,which help us control the costing of 
neoprene raw material .It means we can offer you excellent quality with
best price. 
3,Production capacity:production base is over 10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work staff is 
more than 200 people.So output is meeting your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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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A05
山东鲲鹏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SHANDONG KUNPENG FITNESS EQUIPMENT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山头街道泉水路 10 号营业房
No.10, QuanShui Road, Boshan District, Zib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3589506177
E-mail / 邮箱：wang4183817@163.com

企业简介
山东鲲鹏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是专门研制宠物康复健康用品的企业。
其中 SKJ 系列水疗康复跑步机作为一种独特物理疗法，它利用水特有的压力、浮力、阻力、
柔性特点，加快肢体功能恢复，增强体质、有良好的辅助治疗和快速康复效果。该产品是重
要的宠物康复、医疗手段和器具。
猫轮跑步机是针对多数宠物猫咪及小型爱犬，因缺乏锻炼而导致的肥胖、懒惰、亚健康普遍
存在而研制的猫咪及小型犬专用游戏类健康器材。该产品占地面积小、造型美观、运转流畅、
组装简单快捷、安全可靠、减肥、健身效果显著。

Company Profile
Shandong Kunpeng Fitness Equipment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t rehabilitation and health products.
SKJ series spa rehabilitation treadmill uses unique physical therapy. It use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such as pressure, buoyancy, resistance, flexibility, etc., to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of limb function and enhance physique. It has good auxiliary 
treatment and rapid rehabilitation effects. This product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appliance for pet rehabilit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Cat wheel treadmill is a special game health equipment for cats and small dogs, which is 
developed to solve the obesity, laziness, sub-health and other problems caused by lack of 
exercise in most pet cats and small dogs.

HALL 3 - 3A06
普宁市优久诚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30003311
E-mail / 邮箱：978905029@qq.com

有创新想法，但是产品实用的公司

HALL 3 - 3A07
倍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NG KONG BEIJIAN BIOTECHNOLOGY CO., LIMITED
Tel / 电话：13021683917
E-mail / 邮箱：782325702@qq.com

倍健生物科技专力从事于宠物功效型产品的研发与创新，以｛倍加关爱   宠物健康｝之理念，
融入科学化的提纯，超浓缩的提取工艺，小分子包被技术以及医用级的包材和精准级的营业
配比 ,2020 年正式进入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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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A08
松下电气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PANASONIC
Tel / 电话：02123227703
E-mail / 邮箱：zhutaoyong@cn.panasonic.com
Website / 网站：https://iaq.panasonic.cn/

外国法人独资企业，由松下集团独资设立。公司总部位于中国苏州，各类分支机构分布北京、
上海、大连、成都、重庆、杭州、南京、武汉、长沙、郑州、济南等全国数十个城市，拥有
全国性质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HALL 3 - 3A11
扬州市邗江利达宠物用品厂
Add / 地址：扬州市广陵区福成村 5 组
Tel / 电话：0514-87264549
E-mail / 邮箱：order.2@cnlidapet.com

利达宠物用品厂是一家成立于 1997 年专门生产宠物用品的工厂，所有的产品出口于欧洲，美
国，澳大利亚 和亚洲很多国家，主要生产宠物刷，宠物剪，玩具，猫厕所等等

HALL 3 - 3A13
烟台市春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烟台海阳市黄海大道 13 号
Tel / 电话：18901329858
E-mail / 邮箱：1054694849@qq.com

烟台市春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3 月，是北京康百鑫宠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设立
于美丽的海滨城市——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交通便利，环境清新，资源丰富，秩序
井然，是宜商宜居的宝地。
本公司的产品分为三大板块：夹心酥宠物零食系列，洁齿系列，风干肉系列。以生产高端产
品为主，年生产能力可达三千吨，并获得了两项技术专利，与国内外知名企业都有合作关系。
公司一直在不断创新，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 ，以专业OEM代加工生产为主。“以精品打造品牌，
以精品立足于市场，以精品赢得未来的经营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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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A15
绍兴英伦家纺有限公司
SHAOXING YINGLUN HOME TEXTILE CO., LTD
Tel / 电话：0575-85035588
E-mail / 邮箱：857688085@qq.com

绍兴英伦家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旗下有“英伦保罗”商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家纺、
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公司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现有员工近百人，
销售一直处于同行业中的前茅。产品质量和服务获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Shaoxing Yinglun Home Textile Co., Ltd., founded in 2009, has the trademark of "Yinglun 
BaoLuo". For many years, it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home textile and pet products.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6000 square meters, has nearly 100 employees, and its sales have 
always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industry.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service have been 
highly praised by customers!

HALL 3 - 3A21
北京仰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8145837
E-mail / 邮箱：397328781@qq.com

北京仰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20 年，由原戴姆勒集团 - 梅赛德斯 - 奔驰中国总部创新
孵化器金牌创业团队成立，公司已获得天使轮 2000 万人民币融资。喵中堂正在开发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宠物主粮、辅食零食、人宠物共享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HALL 3 - 3A51
小壹智能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YANGZHOU XIAOY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中小企业园 1-A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 park A1, Daqiao Town, Jiangdu 
District, Yang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Tel / 电话：13852595885/0514-82151001
E-mail / 邮箱：1781977887@qq.com

小壹供应链 / ELSPET 包含了宠物智能系列（江苏二郎神塑业有限公司）、宠物尿垫系列（小
壹卫生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宠物清洁系列（扬州萌主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宠物户外
针织系列（扬州西游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四家实体工厂，由旗下销售公司（小壹智能家居扬
州有限公司）负责集团的销售业务，我们的愿景是成为中国智能宠物品牌的助推器，为所有
智能宠物品牌赋能！

ELSPET supply chain products includes pet smart home series,pet diaper series,pet 
cleanning series,pet outdoor series. produced by 4 sub factories. and marketing company 
is XIAOYI SMART HOME YANGZHOU CO., LTD.we are willing to make contribution for China 
smart pet produc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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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A65
深圳大喆文化传播咨询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83386860
E-mail / 邮箱：zhongxiaolu@dazhe.group

深圳大喆是家专注服务宠物行业的传媒公司， 致力于为宠物行业中的优质产品和品牌提升品
牌形象、建立品牌口碑、促进品牌和产品的传播，提高产品销售和转化，提升用户忠实度及粘性。
针对有需求的客服、运营团队提供宠物食品专业知识培训和新媒体运营培训服务 ; 提供品牌
全案代理及个性化营销公关服务。我们倡导动物福利，希望动物和人类能够得到平等对待，
享受同样品质 !

HALL 3 - 3A68
泰州镇瀚贸易有限公司
TAIZHOU ZHENHAN TRADING CO.,LTD
Tel / 电话：(0523) 8915 1588
E-mail / 邮箱：liu@zhenhanintl.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paradisebd.com

PET PARADISE （宠物乐园）是来自欧洲的高端宠物窝垫品牌，二十多年来致力于开发宠物
窝垫及其他宠物物品。关爱宠物健康睡眠，关爱宠物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让宠物宝贝拥
有一个安全，安定，温馨而美好的生活。
愿景始于宠物乐园，是我们对未来项目的合作愿景和业务轨迹。20 多年来，我们的团队聚集
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创造性的环境，让想法可以蓬勃发展成为解决方案。除了为我们的供应
商提供一系列产品外，我们还确保教育宠物主人建立信心并协助提供优质护理。我们的使命
是为客户提供所需的一切，以更好地帮助您和您的宠物。

Pets have been at the centre of our atten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ith our great interest, know-how and passion for pets,
Pet Paradise is organized by an experienced and professional team, which has a qualified 
R&D center, sample room, production lines and well managed supply chain.
Over many years developing, now we have over 300+ workers and 10000 square meters 
production area.
Here is your best choice one stop selection of pet accessories in various range.
Our own factory mainly produces pet beds, pet cushions and houses, pet plush toys, dog 
clothes for global market.
We hope you and your pet enjoy our PET PARADISE gifts.

HALL 3 - 3A71
东莞汇宠乐玩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60301668
E-mail / 邮箱：leo@dianthuscommerce.com

卡豆克隆是美国 cuddleclones 公司在中国的子品牌，由其全资中国公司“东莞汇宠乐玩具有
限公司”拥有。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全球宠物仿真毛绒玩具的开创者，创意源自创始人失
去爱宠后的强烈思念。经过了 8 个年头的发展，此产品已经发展成为宠物相关产业不可忽视
的细分领域。经技术沉淀，有稳定和技艺精湛的设计师和手工师傅，还有完善的品质管理体系，
以及全电脑化的生产管理系统，还有一个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卓越的管理团队。我们的产品
有定制毛绒玩偶、高尔夫球杆套、定制睡衣、拖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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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A81
厦门市米尤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 MIYOU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天安路光博士科技园 416 室
Tel / 电话：15160035659
E-mail / 邮箱：739625081@qq.com

厦门市米尤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鹭岛厦门，创立于 2019年 8月，旗下品牌“咪斯特狗”，
由几位90后年轻人做设计主导，创造全新宠物家具用品理念，秉承着”让萌宠有个更好的家“让
用户的宠物更舒适的融入家庭，创造一个全新的宠物用品市场。“咪斯特狗”主要包含猫爬
架、宠物窝、宠物玩具、用品、家居用品等产品。集设计研发、专业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公司，
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远销欧美等国家地区。
厦门市米尤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Xiamen Miyou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Xiamen, a beautiful island of herons. 
Founded in August 2019, its brand "MR.Dog" is designed and led by several post-90s 
young people to create a new concept of pet furniture supplie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aking cute pets have a better home" and making users' pets more comfortable into 
their families, creating a new pet supplies market. "Mistral dog" mainly includes cat 
climbing frames, pet nests, pet toys Supplies, household products and other products. The 
company, which integrates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has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LL 3 - 3A83
趣高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UGAO
Tel / 电话：13341413815
E-mail / 邮箱：626544616@qq.com

趣高宠物食品创始于 2018 年，以主导宠物食品为主题，以优质的服务，优越的运营理念，高
品质的时尚设计，专业化研发生产，面向全国各地开展专项对接，促以行业文化的文明发展，
不断进步创新。

HALL 3 - 3A88
诸城三丰源食品有限公司
ZHUCHENG RICHORIGIN FOODSTUFFS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经济开发区舜耕路 111 号
111shungen Road, Zhuche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Shandong, China
Tel / 电话：15725329982、0536-6099638
E-mail / 邮箱：zona_zhangna@163.com

诸城三丰源食品有限公司于 2006 年建成投产 , 专注于生产高品质宠物零食。据海关统计，我
司出口日本货量连续多年遥遥领先。我司于 2015 年成为日本农林水产省认定加工工厂，并获
得 HACCP 认证，FDA 认证和 IFS 认证。宠物食品年产量 3500 余吨，供货稳定。自建厂，我
们专注于烘干零食、蒸煮零食共同发展，产品品种达百余款。一流的工艺，先进的生产设备
和生产经验使得我们的产品享誉国内外，我们的伙伴遍布于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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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CHENG RICHORIGIN FOODSTUFFS CO., LTD was built and put into operation in 2006,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quality pet snack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our export 
volume to Japan has been far ahead for many years. In 2015, our company became 
a certified processing factory recog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of Japan(MAFF), and obtained HACCP certification, FDA certification and IFS 
certification. The annual output of pet food is more than 3500 tons, and the supply is 
stable. Since put into operation, we focus on both dried pet snacks and steamed pet 
snacks, and we have more than 100 products. First-clas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make 
our products famous at home and abroad. Our partners are all over Japan, South Korea,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HALL 3 - 3A91
深圳福狸尾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FULIWEIBA PET FOOD CO.,LTD
Tel / 电话：13928176468
E-mail / 邮箱：1820411281@qq.com

深圳福狸尾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以经营自主品牌”Go Wilds 野性星球“为主，主打产品是猫
狗主食全价冻干及零食，我们崇尚尊重动物天性的喂养方式，用更天然的食物为猫狗打造更
营养的日常膳食。产品符合 GB/T/ AAFCO /FEDIAF。原料全部可溯源，采用人食用级别肉源
及营养添加剂。不添加肉粉谷物防腐剂及诱食剂。给您的爱宠更多来自天然的营养，是我们
的使命与追求。

Shenzhen Fuliweiba Pet Food Co., Ltd. mainly operates its own brand "Go Wilds". The main 
products are complete diet freeze-dried food and snacks for cats and dogs. We advocate 
the feeding method that respects the nature of animals and use more natural food to feed 
pets to provide better nutrition. Our products comply with GB/T/AAFCO/FEDIAF standards. 
All raw materials are traceable, in which we are using human-grade meat sources and 
nutritional additives. No meat meal, no grain, no preservatives or food attractants are 
added. It is our mission and pursuit to give your pet more natural nutrition.

HALL 3 - 3B01
淮北玛缇娜工艺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段园镇农民工返乡创业园
Tel / 电话：13270228088
E-mail / 邮箱：23485157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matina.1688.com

淮北玛缇娜工艺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隶属淮北金鑫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目
前集团业务涵盖电动车、家具、宠物用品、进出口业务等。
公司是一家集宠物用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工贸企业。公司现有员工 100 多 人，
标准生产车间 10000+ 平，仓储发货中心 3000+ 平。
公司定位：原创设计、引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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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B03
深圳市骊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83766968
E-mail / 邮箱：helen@petwant.com

派旺宠物创立于 2003年 1月，经过 17年的探索与发展，公司现已开发出宠物自动喂食器系列、
自动饮水器系列、智能配件系列等五大类超过 50 款产品。销售网络遍布中国、美国、欧洲、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五大洲，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国内外众多行业知名品牌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实现了连续 5 年超 50% 的业绩增长。

HALL 3 - 3B05
深圳喵星探索科技有限公司
DISCOPET
Tel / 电话：13660110687
E-mail / 邮箱：zbl@discopet.cn

DiscoPet® 蕴含着探索（Discovery）与快乐（Disco）的双重寓意。我们致力于将人类现代
医学中的尖端技术与前沿理念引入到宠物的健康管理中，促进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的协同发
展，实现人和宠物共享健康、快乐和长寿的陪伴式新生活。
通过遗传基因检测、肠道菌群基因检测、质谱微量元素检测等新兴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提供
科学养护、个性化营养干预的宠物健康管理方案，以及高品质的居家检测和保健产品，将科
技带来的福利分享给更多人和宠物。

HALL 3 - 3B07
上海贝瑞电子科技
SHANGHAI BERR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 1188 号 7 号楼 2 层 D201-205
Suit 104,1st Floor,7th Building,NO.1188 Lianhang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Tel / 电话：021-58531958
E-mail / 邮箱：285327064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berry-med.com

上海贝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小动物监护领域的公司，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
身。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公司注重产品的质量，在研发、生产、检验
等环节高标准要求自己，拥有多参数测试仪，无创血压模拟仪，血氧饱和度模拟仪等检测设备，
并按照行业标准进行产品测试。
作为兽用监护产品专业供应商，上海贝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秉承“监护生命，始终如一” 的宗旨，
力求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加速开发新产品。
电话：021-58531958 / 021-50940175
公司网站：www.berry-med.com
微信号：berrymed

We are devoted to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medical 
electronic instrument in the monitor field. Our technology has reached the advanced 
level in domestic. And we have got important breakthrough on the non-invasive blood 
pressure calculation method, oxygen saturation detection, and multi parameter monitoring 
system,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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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ry pays attention to product quality and has strict standard on R&D, produ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We have many global advanced testing instruments like multi parameter 
test instrument, noninvasive blood pressure simulator, oxygen saturation simulator and 
other testing equipment. And we do testing strictly according the standard.

HALL 3 - 3B08
上海爱宠动保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CAT@DOG
Tel / 电话：021-50772976
E-mail / 邮箱：aichogndongbao@aichong.group

公司从事宠物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作为宠物生物医药行业领军企业，秉承“为爱
宠奉献爱”的初心，一直坚持技术创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从人用药标准出发，致力于实
现成为“中国最大的伴侣动物健康产品提供商”这一目标。
目前，已拥有广西和安徽两大自有工厂。并已完成宠物疫苗、宠物治疗药品、宠物诊断试剂、
宠物功能保健品，四大产品体系建设，在抗体发现、疫苗开发、细胞生物反应器应用等领域
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体系。

HALL 3 - 3B11
山东汇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6-3336310
E-mail / 邮箱：3356696967@qq.com

山东汇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是一家集生产、研发、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宠物食品专业公司，从事宠物零食、罐头、妙鲜包、香肠粮食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并与泰国、日本、美国、欧盟等生产公司保持了良好的技术交流。
公司拥有自主品牌（快乐摇尾、金罐猫、至尊雪山、宠嘟嘟）和 OEM 代工，产品销售全国各
地及日本、韩国、香港、东南亚及欧盟等国家。
公司秉承“保证一流质量，保持一级质量”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

HALL 3 - 3B16
厦门市煜城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00600238、18965858931
E-mail / 邮箱：261984828@qq.com

厦门市脩美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主营涵盖多品牌多类别：猫犬粮、香波、宠物用品、饰品等。
公司旗下自主品牌有：灵脩风干肉、灵脩生骨肉、灵脩冻干鳕鱼、鲱鱼、火鸡脖、馋脩冻干
猫粮等，畅销全国各地，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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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B17
义乌市圣锦工艺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57961262
E-mail / 邮箱：manager@cn-christmas.com

圣锦工艺品专注于生产和销售宠物服装，牵引绳，宠物窝等，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完美的产
品质量以及服务，欢迎大家考察参观。

SHENGJIN ARTS&CRAFTS CO.,LTD IS LOCATED IN YIWU CITY CHINA.WE ARE 
PROFESSIONAL IN PRODUCING PETS CLOTHES,PETS COLLARS,AND OTHER OUTSIDE 
USING ITEMS.WELCOME TO COME TO OUR FACTORY HAVE A VISIT.

HALL 3 - 3B21
邢台诺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INGTAI NUODE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0319-7601118
E-mail / 邮箱：396103623@qq.com

诺德公司创建于 2008 年 5 月，是一家集科研、 生产、销售宠物主粮、宠物零食、猫砂为一
体的企业，公司拥有独立的进出口资质，并通过了 1S0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通过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清真食品认证，公司拥有丰
富的进出口经验，现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 诺德十几年来，从小到大，从有到精，一路纷
呈， 使我们自己的品牌不断优化，逐步升级。诺德十年倾注，一诺千金，德行天下，您的满意，
就是我们不断的追求 !

HALL 3 - 3B5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JD
Tel / 电话：13671187840
E-mail / 邮箱：yupei12@jd.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jd.com

京东集团是线上线下领先的零售集团，业务布局涵盖零售、物流、科技、健康、保险、产发
和国际化业务多个领域。

HALL 3 - 3B53
温州市克力宠物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WENZHOU CALY COSTUME MANUFACTURING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灵江路 18 号
Tel / 电话：15325069388
E-mail / 邮箱：673700646@qq.com
Website / 网站：yzpen.1688.com

温州市克力宠物服饰制造有限公司，创办于 2000 年 3 月，坐落在久负盛名的东瓯名郡——浙
江温州，是一家集产品设计、开发、生产、贸易为一体的生产厂家。我们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先进的工艺水平，新产品开发迅速，新颖的款式及时迎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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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克力”（ KERY）为品牌，主要生产：
宠物用品：目前已开发猫狗毛衣，款式独特、品种繁多、做工精致，物美价廉。多为跨境电
商提供长期供货，接受款式订做以及代工生产。
本公司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俄罗斯、非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用户、
客商信赖和好评。
欢迎广大新老客户莅临我厂订购或来样定做！
您的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让我们携手共

WenzhouClay Pet costume Manufacturing co., LTD., founded in March, 2000,
Our company is located in Wenzho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Wenzhou City is 
the most famous county of East Ou which was long history of ancient country since BC 
192, our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pet costume and pet products design, 
R&D, manufacture and trade. We have a strong technical competence, Superb Technical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novel style in time to mee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founder of the factory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knitting industr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From the source material selection to the delivery of finished 
products, She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pet costume 
knitting industry.

HALL 3 - 3B55
浙江今发实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FA INDUSTRIAL CO., LTD.
Tel / 电话：15158520842
E-mail / 邮箱：chloe@jinfaindustry.com

浙江今发实业有限公司，坐落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萧江镇淡浦工业生产基地 C04，成立于
2020 年 9 月，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我司深耕宠物用品十几年，拥有编织绳、三股绳机器，
主要生产棉绳系列相关产品。

HALL 3 - 3B63
上海派瑞德实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1-65669389
E-mail / 邮箱：chenjie@prfoodism.com

上海派瑞德实业有限公司（Shanghai PairuiDe Industrial Co. Ltd.）拥有国际专业宠物营养师
研发团队，秉承着“打造健康的宠物生食主义”的核心理念，开启真正的纯天然宠物食品，
为爱宠创造更优质，更健康的生活。

HALL 3 - 3B65
优鲜宠
Tel / 电话：13075391218
E-mail / 邮箱：18931209671@163.com

优鲜宠品牌简介
优质 新鲜 宠爱。
我们坚持使用人用级别原材料 
我们专注研发更科学的饮食搭配
我们坚守对宠物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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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B66
易加安
YIJIAAN
Tel / 电话：021-58158018 0808
E-mail / 邮箱：peihong.gu@ausonpharma.com

我们不愿意被定义为“新消费品牌”，是因为太多的新消费品牌的关注点与消费者的实际需
求往往并不是匹配的，其增长模式也并不健康，昙花一现的事情我们不想参与。康新全药业
研发团队始终在医药领域做改良创新，这就意味着我们做的事情，必定是要解决一些真切的
问题，而不是锦上添花。也碰撞出了一个对我们来说全新的领域——宠物给药。

HALL 3 - 3B68
山东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BAIDE BIO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泊子食品医药物流园
Bozi food and medicine logistics park, Hanting District,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36-8162727
E-mail / 邮箱：58334075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baideshengwu.com

百德生物致力于微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产业技术项目创新，聚焦于利用动物蛋白发酵制备新型
生物细胞营养素集成化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在中国科学院印遇龙院士、朱永官院士团队指
导下，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省部委科研课题，牵头编制了《动物酵素》团体标准，填补了
国内外动物酵素研究空白，具有重大的产业技术创新意义。生命细胞营养素系列产品，对生
命体细胞具有重要的营养代偿与修复激活功能，在宠物健康产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电话：0536-8162727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办

Baide Biotech is committed to the innovation of micro-ecosystem material recycling 
industry technology projects,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grated technolog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new biological cell nutrients using animal 
protein ferment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Academician Yin Yulong and Academician 
Zhu Yonggu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 presided over and participated 
in a number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nd took the lead 
in formulating the "Animal Enzymes" group standard, which filled the gaps in animal 
enzym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significant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ve 
meaning. 
Tel: 0536-8162727
Address: Office of Gudi Street, Hanting District,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HALL 3 - 3B71
南京喵乐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80933773
E-mail / 邮箱：taoforwork@163.com

年轻的国货品牌，为了让国内的猫咪和狗狗在家也能吃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喵乐佳创始
人国家高级宠物营养师—朱女士经过不断的调整配方和改进提炼技术，诞生了喵乐佳 6:4 活
力系列，之后开发了每日主食罐、每日汤罐、大自然冻干系列、草本宠物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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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B81
青岛彬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BINLEE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何家工业园
Hejia Community,Wanggezhuang Sub-district,Laoshan 
District,Qingdao
Tel / 电话：+86 18660202659
E-mail / 邮箱：237941562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binleepet.cn

青岛彬利宠物食品专业生产犬粮、猫粮，将研发、生产、OEM/ODM 集于一体，为宠物行业
优质品牌提供全供应链一站式代加工服务。产品种类包括犬猫处方粮、全价主粮、功能性主
粮、双拼 / 多拼粮、高肉主粮、高蛋白主粮等产品，拥有多项专利技术，独立进出口资质，
公司连续多年通过 BRCGS 全球食品安全标准认证、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美国
Costco 验厂，建立了以 HACCP、GMP、SSOP 为准则的生产管理体系，并支持犬粮、猫粮来
样定制、个性化高端定制等各种 OEM 及 ODM 贴牌、代加工业务。
青岛彬利宠物从商标及公司注册到品牌设计、包装印刷、生产及共享云仓仓储一件代发，一
站式满足您所有代工需求！

Qingdao Binlee Pet Products CO., LTD  which is professional manufacurter of all kind cat’s 
food, dog’s food. We make Complete pet food, Fresh meat dog food, Seafood cat food, Grain 
free pet food, mixed pet food and so on. 
We possessed of several specific technique , also we have independent import and export 
qualification. We build up HACCP, GMP, SSOP management system, we passed the BRC , 
ISO9000 Certification.
We also welcome to OEM/ODM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Qingdao Binlee Pet still work on providing one package service, from the brand name 
register, company register, package design, package printing, pet food producing,  we can 
do all these services for our customers. We glad to help with all dealers, online sellers, 
export sellers.

HALL 3 - 3B88
倍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UBLE FAVORS
Tel / 电话：400 112 9006
E-mail / 邮箱：404522285@qq.com

专注生产天然宠物零食，宠物磨牙骨；拥有 10 余年生产经验，制作期间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以及添加剂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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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B91
青岛恒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HENG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书晖路 1 号
Tel / 电话：18954249383
E-mail / 邮箱：1295538685@qq.com

青岛恒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宠物冻干生产、销售公司。公司提供 OEM/ODM
代工，主营各类冻干，同时，公司代理了喵斯特等多个犬猫主粮品牌、犬猫主食罐头、零食
罐头等多个品类，欢迎各品牌商、批发商前来合作！

Qingdao Heng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pet freeze-dry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trading company. The company provides OEM/ODM, mainly engaged in all kinds 
of freeze-dry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acts as an agent for many dog and cat 
staple food brands, canned dog and cat staple food, canned snacks and other categories. 
All brands and wholesalers are welcome Come cooperate!

HALL 3 - 3C01
上海普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PUJIA METAL MANUFACTURING CO.,LTD.
Tel / 电话：13122521290
E-mail / 邮箱：320464960@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pet1234.com

上海普佳成立于 2009 年，总部位于经济繁华的上海，目前已在江苏南通自建大型生产工厂。
公司致力于宠物健康医疗领域产品的研发、制造、营销及服务，主营业务覆盖不锈钢宠物笼具、
手术台、处詈台、美容桌等，致力成为全球专业宠物医疗设备生产供应服务商。

HALL 3 - 3C03
山东君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65237989
E-mail / 邮箱：85349337@qq.com

HALL 3 - 3C06
山东龙昌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726163680
E-mail / 邮箱：452744787@qq.com

龙昌小宠，起初是山东龙昌集团旗下的宠物事业部，2018 年成立自己的品牌 " 龙昌小宠”。
主要从事宠物保健品及其他宠物相关用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化企业。
作为一家连续 18 年专注动物保健的公司，龙昌小宠始终把“关爱宠物肝胆健康，让陪伴更长
久”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追求。龙昌小宠，一个蕴含自然力量的宠物保健品牌，公司所有产品
均为天然动植物提取物，致力于在宠物肝胆、肾脏方面为您的爱宠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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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C08
重庆智笠创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83990989
E-mail / 邮箱：1269960628@qq.com

精钢牌宠物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山城重庆，是重庆市渝源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旗下
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90 年代初，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一体的专业宠物设施设备制
造企业，公司引进行业先进机器设备，采用前沿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拥有一批具有专业知
识丰富的研发人员，管理经验丰富，多年生产经验的资深工作人员，从而使得我公司的产品
不断精益求精。
我司主要专业生产宠物展示笼、宠物寄养笼、宠物住院笼、手术台、处置台、输液床、诊疗台、
宠物洗浴池、宠物美容台、消毒池、打针笼、宠物冲浪洗澡水槽、不锈钢洗片桶等宠物金属制品，
以及专业医院整体设计、装修、安装等

HALL 3 - 3C11
深圳宠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18716617
E-mail / 邮箱：407008522@qq.com

PET PET CAKE宠物烘焙是国内第一家宠物烘焙连锁实体门店。主营项目包括 宠物烘培培训，
宠物蛋糕 DIY，宠物蛋糕及甜品台定制，宠物鲜食零食定制等。坚持使用健康新鲜的食材，给
爱宠带来不一样的美味。
自成立以来，销售过上万份宠物蛋糕，宠物零食辅食，并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学员。除中国大
陆的学生，更有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国澳门，中国台湾，澳洲，法国，加拿大，马来西亚，
美国等地的学生前来学习。凭借出色的品牌形象，优质的产品品质，专业的教学团队，先进
的技术配方。

HALL 3 - 3C13
杭州非适利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58197806
E-mail / 邮箱：15858197806@163.com

我自由山海是杭州非适利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经营的品牌，主要经营猫粮、冻干生骨肉、
猫条、冻干零食、主食罐、猫砂等系列产品。我自由山海是一个不断为宠物提供创新产品的、
有活力的年轻品牌，以创新技术为基础，提供符合年轻养宠者喜好的新一代宠物食品和宠物
用品品牌，坚持所有产品均按照国际先进标准和安全标准进行生产，经历多家专业机构检验，
让客户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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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C16
宁波嘉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NINGBO JIAHONG PLASTICS CO.,LTD
Tel / 电话：13362475383
E-mail / 邮箱：1263117535@qq.com

宁波嘉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浙江宁波，已从事多年的塑料制品生产，是专业生产宠物垃
圾袋，宠物用品的企业。目前拥有注塑机，印刷机、吹膜机、制袋机、分切机等百余套生产
设备。公司拥有强大的设计研发团队，目前已有二十多项国内外专利。产品热卖于国内外多
个平台，远销德国，英国，美国，迪拜，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大型商超。与国内外客户建立了
长期友好稳定的合作。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中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
本公司严格按产品质量标准，诚信经营，期待与您的真诚合作

HALL 3 - 3C17
东莞市翔胜日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XIANGSHENG COMMODITY CO. , LTD.
Tel / 电话：13316688292
E-mail / 邮箱：hyhxu88@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xiangshengcommodity.en.alibaba.com/ 
spm=a2700.shop_pl.88.14

东莞市祥盛日用品有限公司 ,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专业生产宠物
狗碗、餐具等耐三聚氰胺系列产品。支持定制，价格有优势。品款式新颖，工艺精湛，品种齐全。
产品畅销日韩、欧美、澳洲等国家。与国内外多家知名品牌和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坚持“客户至上”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Dongguan Xiangsheng Commodity Co. , Ltd. is located in DongGuan city and have passed 
BSCI audit which i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s one Production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pet dog bowl, tableware and other melamine-
resistant products. Support for customization,price advantage. The products are 
fashionable in style, exquisite in workmanship and complete in variety. The products sell 
well Japan and South Kore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a number of well-known brands and enterpris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establish a 
long Period of stable cooperation, in the industry has a good reputation. Stick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ustomers first" The principle for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

HALL 3 - 3C21
中鲨宠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JOINSHA PET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Add / 地址：海沧区霞阳南路 9 号新阳大厦 19 楼
Tel / 电话：13063057205、400-837-2707
E-mail / 邮箱：1352210242@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joinshapet.com/

中鲨宠物依托中鲨 70 年的动物营养技术和经验，研发出多系列营养保健型的宠物食品、宠物
零食、营养保健品和功能性宠物用品。
用心呵护您的爱宠，创造爱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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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C51
江苏泽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31960600、18931960600
E-mail / 邮箱：948274661@qq.com

江苏泽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宠物食
品企业。自有工厂广东嘉仕和宠物食品有限公司。公司严格按照 HACCP 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把
控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产品质量优于美国 AAFCO 宠物营养标准。我们始终坚持“食材好，
食才好”的产品理念，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储存、运输到销售做到全过程严格监控与可追溯，
确保每一款宠物食品安全、优质和美味。品质的精益求精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我们相信
只有高品质的产品才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才能赢得市场，才能树立百年品牌。

HALL 3 - 3C53
河北新龙饲料有限公司新安分公司
Tel / 电话：15830669898
E-mail / 邮箱：916564400@qq.com

河北新龙饲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宠物食品的研发、OEM/ODM 代工、生产与销售为一
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公司承接各种价位犬粮、猫粮的 OEM 代工，无起订量，产品长期直供
警犬基地，公司拥有 10 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公司有固定长期合作的设计公司、制版厂、包
装公司，可私人定制，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HALL 3 - 3C55
陕西启贝牧业有限公司
SHAANXI QIBEI ANIMAL HUSBANDRY CO., LTD.
Add /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大程镇工业园
Tel / 电话：029-89248901
E-mail / 邮箱：56556233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qbmye.com

陕西启贝牧业有限公司，来自中国羊奶核心区——陕西关中地区，有着“中国奶山羊之乡”、
“世界羊乳之都“的美誉。依托陕西优质的羊奶奶源、合理布局、实现从奶源收购到产品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先进的干湿法复合工艺，2 小时成粉，食品级的生产工艺和品
控管理，引领着宠物羊奶粉生产的未来趋势；以“鲜品质”、“甄羊奶”、“高标准”开创
宠物羊奶粉的二次革命，致力于为世界宠物提供更加新鲜、更加营养、品质更高的宠物羊奶
制品。 
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全脂羊奶粉 ( 原料粉 ) 销售，配方粉定制生产、 OEM 、 ODM 、羊奶
零食产品开发；自有“开姆乐”“皮皮羊”宠物羊奶粉销售。陕饲证 (2020)04002

Shaanxi Qibei Animal Husbandry Co., Ltd. comes from the core area of China's goat milk 
- Guanzhong area, Shaanxi, and has the reputation of "Hometown of Chinese Dairy Goats" 
and "Goat Milk Capital of the World". Relying on Shaanxi's high-quality goat milk source, 
rational layout, and realizing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model from milk source acquisition 
to product production and sales. Advanced dry-wet composite process, 2 hours into 
powder, food-grad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lead the future 
trend of pet goat milk powder production; pioneered with "fresh quality", "extracted goat 
milk" and "high standard" The second revolution of pet goat milk powder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fre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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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C56
东莞维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清溪镇青湖西路 12 号青湖工业园 202 室
Tel / 电话：15812865966
E-mail / 邮箱：58113510@qq.com

东莞维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通过创新设计，产品研发，致力于帮助减少爱宠因眼部
疾病带来的眼健康困扰为使命，用科技与美学让智能护眼时代触手可及。
旗下品牌“汝宠”定位于宠物 - 猫犬智能护眼专家，其“宠物护眼雾化仪”为科技产品代表，
为爱宠提供专业、便携的颠覆性新型护眼方式。将药液分解在最适合猫犬眼部吸收的范围，
快速去除或缓解猫犬的泪痕 / 渍及分泌物等眼部护理问题，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润眼液给药
方式，其中宠物护眼液采用医用级西林瓶进行装配存储，更安全更卫生。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以帮助减少猫犬的眼部疾病和心理负担问题，让用户
更省心，宠物体验的更加舒心。保护爱宠眼健康，从维京开始！

HALL 3 - 3C66
扬州中贸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GZHOU ZHONGMAO PET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0514-87416008
E-mail / 邮箱：jack@zhongmao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zhongmaopet.net

我公司成立于 2001 年，生产经营各类宠物美容工具，宠物玩具，宠物户外用品，拥有千余种
产品，年出口 400 万美金。工厂有 BSCI 证书。

I was founded in 2001,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a variety of pet beauty tools, pet 
toys, pet outdoor supplies, more than 1000 products, the annual export value of $4 million. 
The factory has a BSI certificate.

HALL 3 - 3C68
山东开禧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56740098
E-mail / 邮箱：2982430352@qq.com

山东开禧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营养研究，宠物用品开发及产品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高科技现代企业。 主要产品有宠物罐头、营养粉，等一系列优质产品。我们将始终
专注生产品质化宠物零食，只为全世界的宠物供应健康营养的零食。

HALL 3 - 3C71
上海喜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卫昌路 293 号
Tel / 电话：13767597088
E-mail / 邮箱：29621565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hanghaixibao.com

上海喜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的企业，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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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座落于中国药都 • 樟树，旗下品牌包括哮天犬、喜萌、宠贝智。公司生产设备先进、
质量管理体系完善，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并与国内著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平台，拥有
自身独特高效的产品研发和验证体系。 公司名称：上海喜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总部地点：中
国 • 上海 成立时间：2013 年 公司品牌：哮天犬、喜萌、宠贝智 企业愿景：以质量赢得尊重，
成就百年喜保！ 企业使命：让宠物快乐、健康的生活！ 经营理念：诚信是一切可能的开始！

HALL 3 - 3C81
长春市多咪乐宠物食品用品有限公司
DR.MILLER
Tel / 电话：13634301819
E-mail / 邮箱：190900295@qq.com

多咪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宠物食品用品公司，全国首创类人食宠物食品，
通过将传统宠物店的职能与服务进行升级，整合供应链，打造 OAO 一站式宠物产品与服务的
新零售。

HALL 3 - 3C85
潍坊佳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26363262
E-mail / 邮箱：137531530@qq. Com

潍坊佳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业界最大的多春鱼生产厂家，原料分别有挪威，加拿大，冰岛，
专业专注生产多春鱼，源头工厂，期待与您的合作！

HALL 3 - 3C86
河北牧赞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33029518
E-mail / 邮箱：502554293@qq.com

牧赞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公司拥有专业技术人才以及 B 级研发室，凭借先进
技术力量和良好的业务团队稳定了大量客户群体 OEM 合作商。

我公司主要经营主粮、营养品、冻干等宠物食品 OEM、ODM 代加工，上百种现货产品满足
您的需求，支持定制，专业团队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公司始终坚持“粮材好、粮才好”的
原则，以“品质、服务、价值”的理念，为您的品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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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C88
烟台欧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TAI OCEAN BIOTECH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
Tel / 电话：0535-3800138
E-mail / 邮箱：15763892911@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oceanbio.com.cn/

烟台欧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现代生物技术创新研发、项目成果转化与咨询服务的海洋高
科技企业。“欧顺”牌宠物专用增味剂，是欧顺生物科技公司泰山学者博士专家团队，依据
宠物猫、犬的天然生态习性、营养需求、嗅觉特点，利用海洋鱼虾贝等天然动植物资源，经
生物提取、酶工程技术和益生菌发酵等先进工艺制作而成，是兼具诱食性和营养性的创新型
宠物诱食剂。产品风味浓郁天然，无香精香料添加，蛋白、脂肪、微量元素、维生素、虾青素、
DHA\EPA、诱食因子、促生长因子含量丰富，能够快速有效的引诱宠物采食，增加适口性，
增强宠物食欲，提高免疫力，毛色光亮。产品填补国内外市场空白，技术水平国际领先。

Yantai Ocean Biotech Co., Ltd. is a marine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modern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Ou shun" brand special flavor enhancer for 
pets is a team of experts from Taishan scholars and doctors of Ocean Biotech Co., Ltd .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ecological habits, nutritional needs and olfactory characteristics 
of pet cats and dogs, the use of natural animal and plant resources such as marine fish, 
shrimp, shellfish, etc. It is produced by advanced processes such as biological extraction, 
enzym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probiotic fermentation. It is an innovative pet food 
attractant with both food attracting and nutritional properties.

HALL 3 - 3C91
山东尊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92433469
E-mail / 邮箱：1271387411@qq.com

山东尊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豆腐猫砂代工厂。厂房占地面积 10000 余平方米，现
有环磨生产线 3 条，破碎豆腐砂生产线 1 条，年产能 30000 余吨。本公司拥有高效研发生产
团队，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用户喜爱。公司秉承坦诚守信、互
利共赢的经营理念，为广大客户提供安全、优质、高效、稳定的产品，并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OEM/ ODM 代工及宠物行情资讯。欢迎宠界大咖莅临考察洽谈合作。

Shandong Zun Pet Bio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tofu cat litter foundry, with a 
factory building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There are 3 ring mill 
production lines and 1 crushed soybean residue production line,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ore than 30,000 tons. The company has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products sell well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loyal users. It also adheres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Moreover,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safe, 
high-quality, efficient and stable product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ervices, the 
information of OEM/ODM and pet market for customers, so as to create more and newer 
valu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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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D01
武汉誉诚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27100833
E-mail / 邮箱：1123844040@qq.com

武汉誉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不久的创业公司，创始团队成员在宠物行业的研发、生产、
供应链、品宣运营、市场渠道等各个环节分别有 5-10 年以上的深耕经验。
凭着对宠物事业的热爱、对宠物生命的尊重、对宠物食品药品的严谨态度，我们背靠华中农
业大学动物科学院的技术支持，致力于为宠主提供有态度、有温度、有技术的宠物食品；提
供有安全、有品质、有效果的宠物药品。旗下“全宠顽家”品牌主打宠物功能性食品类，已
有 8 款产品持续热销中，其中小肽营养膏、益生菌、胆汁酸等产品长居订货榜首。
我们还很年轻，未来道阻且长，愿尽赤诚之心，与各位同行、合作伙伴共同携手为宠物行业
的美好发展添砖加瓦。

HALL 3 - 3D03
北京天尔乐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LLS ANIMAL HEALTH
Tel / 电话：15663435160
E-mail / 邮箱：caojing_tills@163.com

北京天尔乐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动物健康产品国际分销公司，公司致
力于将北美及欧洲等国品质卓越、理念先进的动物保健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天尔乐斯公司在
美国拥有强大的产品经理、兽医博士和市场分析专家团队。强大的专家团队支持，使我们能
够成为您身边的私人动物产品顾问。

HALL 3 - 3D06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Tel / 电话：057187000296
E-mail / 邮箱：zenghuazj@ccic-net.com.cn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大地保险”）于 2003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成立，
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1508.HK）旗下唯一的财险直保公司，注册资本金 151.159189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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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D07
深圳市倍诺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BENOWTELECOMTECHNOLOGYCO.LTD.
Tel / 电话：13691981649
E-mail / 邮箱：zhouym@nb315.com

倍诺科技作为国内最早涉足信息—多媒体防伪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市场开拓者和见证者，
倍诺科技致力于将工业互联网标识和区块链技术全方位应用于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管理。
通过一物一码、智慧包装等赋码方式，有效提升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的无纸化、可视化和
移动化水平，促进品牌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实现“信息可查询、来源可追溯、去向
可跟踪、责任可追究”。
倍诺科技作为宠物用品高端防伪标签供应商，在防伪溯源行业领域，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
经验，服务国内外品牌 5000+，提供一站式产品全产业链“一物一码”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

HALL 3 - 3D08
湖北德盈防护材料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757127148
E-mail / 邮箱：xuezhou@hbdyfh.com

湖北德盈防护材料有限公司是由美国爱普拉斯集团与湖北拓盈新材料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10 亿
元联合成立。美国爱普拉斯集团与湖北拓盈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合资成立
湖北德盈防护材料有限公司。旨在整合技术和市场，提升品质和数量，以创新技术为龙头，
以先进智能制造为实现方式，打造国内最先进的医疗防护材料生产基地，史好地为客户服务。

HALL 3 - 3D11
诸暨市蓝了贸易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暨东路 507 号
Tel / 电话：0575-87752850
E-mail / 邮箱：lanboer88@lanboer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lanboerpet.com

浙江简泊企业始于 2007 年，创立于美丽的西施故里——诸暨，是一家集设计、研发、制造、
贸易、进出口于一体的全球性综合型企业。
2020 简泊企业开始规划，根据规划的服务机器人、运动设备、宠物用品三大行业板块，着手
设计开发家庭服务机器人、VR 运动智能设备、智能宠物用品等系列产品。
简泊企业凝聚了一支年轻的专业人才队伍，专业背景涵盖教育研发、工业设计、硬件开发、
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等；在企业的使命和愿景下，团队协同进步，勇于创新，让一个又一个
的梦想不断实现。

HALL 3 - 3D17
小红书
Tel / 电话：18518164322
E-mail / 邮箱：yunhanwang@xiaohong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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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D18
上海嗷屋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HANGHAI AWOO BIO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3641901412
E-mail / 邮箱：awoopet4@163.com

AWOO 嗷屋是研究室内宠物高营养吸收的专业品牌，我们坚守宠物的纯天然食性需求 + 反复
研磨科学配方 + 精准把控宏观微观营养元素摄入 + 长期跟踪宠物适口性、吸收、消化表现，
为宠物提供放心的营养与口福。
我们坚信宠物健康跟日常主食摄入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选择一款营养均衡的高消化吸收的主
食冻干比补充任何保健品都要重要。选择嗷屋，让宠物更加健康，让家长养宠更加轻松。
我们希望通过高水准的配方，高吸收率但不过剩。给您爱宠提供全面营养，使它健壮但不虚胖；
让爱宠陪伴您长长久久。

AWOO is a professional brand that provides the high nutritional absorption food to indoor 
pets. We adhere to the natural needs of pets + scientific formula + accurately controlling 
the intake of macro and micro nutritional elements + tracking the palatability, absorption 
and digestion performance of pets for a long time, so as to provide reassuring nutrition and 
food for pet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pet health is closely related to daily staple food intake. Choosing 
a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taple food with high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freeze-dry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upplementing any health care products. Choose AWOO to make pets 
healthier and owner easier to pet.

HALL 3 - 3D21
宠物公民 PETIZEN
Add /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 99 号舜浦大厦 2 层 Y 区 254 室
Tel / 电话：021-59209900
E-mail / 邮箱：alexis.wang@petizen.cn

宠物公民 Petizen，一家重新定义都市宠物需求的新锐宠物生活方式品牌。
品牌旗下拥有北美进口的「都市星宠系列」宠粮产品线；今年，我们携手拥有 87 年历史的专
业膳食营养品牌 GNC，联合研发「宠满生机」宠物营养保健品线；希望不断通过品牌的力量，
为都市宠物提供更多定制的产品及服务，帮助毛孩子们更好地、更健康地体验当代都市生活。
越懂爱，越宠爱 For A P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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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D51
河北亿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BEI YIDA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0311-67961876
E-mail / 邮箱：21012046@qq.com

河北亿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坐落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建筑使用面
积 8000 平米，是一家专门从事宠物零食研制开发与制作生产，同时兼顾国内销售与对外出口
的生产型，综合型企业。公司一直专注于制造品质优良、健康的宠物食品，现有贝蒂 Bidy，
妙可斯 mecosy 等多个注册品牌，支持 OEM 代工，电商一件代发等等多种合作方式，欢迎咨
询洽谈。

Hebei Yida Pet Product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January 2003, covering an area of 
6000 square meters. It is a production-oriented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et snacks.
Our company is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and healthy pet food. We have 
several registered brands,  including BIDY and MECOSY etc, involving dogs, cats and other 
conventional family pet categories, includes beef, chicken, duck, fish, pork and other meat 
snacks, functional and chewing products such as rawhide、pig hide, and other composite 
snacks, we are a professional snack production and sales company.

HALL 3 - 3D53
深圳市安合盛胶袋厂
SHENZHEN ANHESHENG PLASTIC BAGS FACTORY
Tel / 电话：0755-33280403
E-mail / 邮箱：250021933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yppva.com

深圳市安合盛胶袋厂从 2000年最初的日本水溶膜销售以至水溶袋的制做，公司以可靠的信誉、
周到、及时、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与广大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供应关系，
经过多年努力至今已拥有惠州工厂 6600 平方米，深圳独立办公公司。
公司产品水溶性宠物垃圾袋是采用特殊原料聚乙烯醇 (PVA) 和淀粉等成分制作而成的一种可
生物降解、可水溶的环保袋， 不含有聚乙烯塑料。主要用于家居和户外宠物粪便清理，可在
清理后30-60分钟丢弃在垃圾桶或厕所冲走。 袋子填埋后可降解，并且丢进厕所遇水快速分解，
它们可以被安全地冲进厕所，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

Shenzhen Anhesheng Plastic Bags Factory in 2000 initially water-soluble film sales in 
Japan as well as water-soluble pouch making,company devoted to the credibility of reliable 
,thoughtful, timely and comprehensive pre-market after-sales service, establish a good 
corporate image,  establish a good supply relationship with many customers.The water-
soluble pet waste bag is a kind of compound bag which adopts high, low temperature 
water-soluble film combining production technology. Its main ingredient is polyvinyl 
Alcohol (PVA) and does not contain any polyethylene plastic. It is mainly used for domestic 
and outdoor clearing of pets’ poop. After clearing, it can be disposed within 10-30 minutes 
by discarding into waste bin or flushing down 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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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D55
杭州路明进出口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88853800
E-mail / 邮箱：min@luminpets.com

杭州路明家居是一家专业的家纺和宠物公司，位于美丽的浙江杭州。
成立至今已 15 年，有自己的专业的设计能力和长期专业的合作工厂。
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本，澳洲和欧洲。
公司拥有良好的信誉。
欢迎合作！

Hangzhou Lumin  Home Designs is based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on China's eastern coast.
It has an experience of over 15 years i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ing home 
textiles,specializing in blankets and pet beds.

HALL 3 - 3D61
一宠一生
Tel / 电话：010-64533959
E-mail / 邮箱：wanghaotian@yichongyisheng.com
Website / 网站：www.yichongyisheng.com

乐摩是一宠一生旗下高端宠物食品品牌。乐摩致力于成为下一代健康宠物食品引领者，通过
更科学、更健康、更营养、更温和的宠物食品，助力宠物健康、快乐成长，尽可能多的延长
宠物陪伴主人的时间，一宠一生。

HALL 3 - 3D66
上海波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OKAPET
Tel / 电话：021-65603698
E-mail / 邮箱：bokapet@163.com

名称：上海波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电话：021-65603698/13162969869
简介：上海波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厂家直销各类不锈钢宠物笼，住院笼，犬笼猫笼，手术台，
诊疗台，处置台等。
质量可靠，设计领先。出口的品质，国内的价格。欢迎来电咨询。

HALL 3 - 3D68
广州豆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建中路 48-50 号 5 层
Tel / 电话：020-85208819
E-mail / 邮箱：tony.tu@pawspark.cn

法贝滋 freshbites 宠物营养品牌以帮助更多爱宠家庭，给毛宝贝们健康长久的陪伴为品牌愿
景，致力于为毛宝贝们创造天然、健康、营养、安全的食品。视毛宝贝们为家人的我们，每
一款产品都以“给家人的营养健康粮”为出发点，让毛宝贝们吃的开心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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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D71
石家庄市米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30158859
E-mail / 邮箱：1152523246@qq.com

河北省石家庄市米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格品产业
园，建筑面积 7000 平米，是一家专门从事宠物食品研制开发与制作生产，国内销售的生产型
和贸易型企业。公司秉承待宠物如家人的信念专注于制造优质的宠物食品。公司主营蒸煮类
宠物食品  风干类零食 酶解鸡肉粉  自主品牌爱米宝 支持 OEM 代工，电商一件代发等多种合
作方式，欢迎咨询洽谈

HALL 3 - 3D81
小顽童 ( 山东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9508089956
E-mail / 邮箱：77691967@qq.com

小顽童（山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是一家专注宠物食品、用品及原料半成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综合型企业。小顽童为全球宠物品牌提供相关产品OEM和ODM代工服务，
同时为旗下多个自主品牌提供产品供应。小顽童同时拥有旗下子公司山东沃贝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于宠物洗护和美妆类产品研发和生产。

HALL 3 - 3D86
山东力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枣园镇大潮沂工业园 68 号
No. 68, dachaoyi Industrial Park, Zaoyuan Town, Lanshan District, 
Liny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18254906999
E-mail / 邮箱：505785999@qq.com

山东力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物流之都”临沂，是一家集宠物食品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是山东畜牧兽医学院科研实验基地、教授工作站，也是山东青岛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实验
基地。公司以高校为技术依托，致力于打造高品质宠物食品。
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全自动化生产设备，年生产能力 3 万吨，产品畅销国内多个省市，同时
也承接 OEM/ODM 代加工业务。

Shandong Licheng Bio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Linyi, the “city of logistics”. It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et food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The company i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mental base and professor workstation of 
Shandong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College, and also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perimental base of Shandong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e company relies o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o create high-quality pet food.
The company has domestic advanced fully automated production equipment,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30,000 tons. The products sell well in many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and also undertake OEM/ODM processing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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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D91
石家庄万江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WANJIANG PET PRODUCTS SALES CO., LTD
Tel / 电话：18903310157
E-mail / 邮箱：905120664@qq.com

石家庄万江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于 2018 年成立，由史坤女士携手品牌运营总监沙金雨先生
聚集国内外精英组成专业的团队。是一家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宠物商家，旗
下品牌【胡子弯弯】是一个专注于为爱宠提供安全无添加的宠物食品的宠物潮牌。【小嘟点儿】
是一个全品类以熊猫为品牌 IP 的宠物时尚品牌。主营主食、用品、玩具、手工烘焙和节日限
定零食。由宠艾妮宠物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顾问团提供品牌全系顾问服务。
同时承接宠物零食的 OEM、ODM，及品牌推广、产品推广、媒体推广、MCN 合作。

Wanjiang pet products Sale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8. Ms. Shi Kun and Mr. 
Sha Jinyu, the brand operation director, gathered elit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form a 
professional team. It is a professional pet business integrating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Its brand [curved beard] is a pet fashion brand that focuses on providing pet food 
with safety and no additives. [xiaodudian] is a pet fashion brand with panda as its brand IP. 
Main staple food, supplies, toys, hand baking and holiday snacks. The consulting group of 
Pet Pet Service Co., Ltd. provides brand wide consulting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we undertake OEM, ODM, brand promotion, product promotion, media 
promotion and MCN cooperation of pet snacks.

HALL 3 - 3E01
四川康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82581718
E-mail / 邮箱：258691450@qq.com

公司坐落于有着“中国死海”之称的遂宁市大英县境内。公司于 2017 年 6 月正式成立，占地
近 24000 平米。公司依托高科技新技术，致力于植物提取、动物药品以及宠物药品和食品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并远销海外 30 多个国家。
公司始终秉持“做一流产品，树一流品牌”的宗旨，以客户满意度的不断提升为目标，成为
客户值得信任品质有保证的品牌。
公司巨资引进国内外先进的高科技精密仪器，建立了现代化科研检测技术中心。标准化 GMP
厂区、先进的生产设备、先进的生产工艺、科学的生产线，高素质、有着丰富经验的管理、
生产和质检人员，完善、严格的质量监控系统。公司目前有近 20 条现代化产品生产线，包括
动物口服液、片剂、颗粒剂、胶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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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E03
上海宠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16803584
E-mail / 邮箱：44741705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chongle.com

上海宠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位于中国经济最繁荣的上海；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宠物美容及医
疗设备的新型企业。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雄厚的技术力量，并擅长制作加工各类非标、特殊规格的宠物制
品。自建厂以来，为各宠物美容店、宠物医院、宠物养殖场、宠物训练基地、宠物学校提供
高质量的宠物制品，并为其设计、制图、安装、售后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有不锈钢展示笼、不锈钢寄养笼（住院笼）、不锈钢宠物笼浴缸、不锈
钢宠物处置台、手术台、宠物踏板洗浴槽、宠物高围板洗浴槽、诊疗台等宠物制品。
公司一贯坚持“以质量求生存，服务赢信誉，管理出效益、科技促发展”为企业方针，以“追
求卓越，共创一流企业

HALL 3 - 3E06
泰州博莱得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836-2998
E-mail / 邮箱：lf@bldl.com.cn

泰州博莱得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8 年从北京迁入泰州中国医药城，注册资本 4700
万元，是国内唯一专注于宠物创新药物与功能性保健品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
务领域涵盖宠物疫病诊断、预防、治疗和保健用医药产品及宠物临床健康检测服务等，是江
苏省（创新类）小巨人企业、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泰州市瞪羚企业。

HALL 3 - 3E08
内蒙古普泽动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26074460、0471-3372820
E-mail / 邮箱：307949813@qq.com

公司主要从事益生菌冻干粉及益生菌制剂的研发与产业化推广，产品涵盖各种益生菌原料、
乳品发酵剂、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及动物食品、饲料添加剂、兽药等，年生产各种高浓度益
生菌冻干粉能力达 200 吨。 公司做为国家第八菌种库，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展了乳酸菌发
酵剂和系列益生菌制剂、生物制品的研究开发，先后研究开发了长双歧杆菌、保加利亚乳杆菌、
嗜热链球菌、德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等系列产品。 2018年公司进行体制改革，
成立了内蒙古普泽动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司致力于宠物健康事业的发展，专注宠物益生菌、
保健品、药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及医疗器械领域的研发与销售，我们按人用健康产品的标
准做宠物产品 .

HALL 3 - 3E11
山东高乐萃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506356886
E-mail / 邮箱：gaolecui@163.com

山东高乐萃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加工宠物主食和零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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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E16
山东晨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62676482
E-mail / 邮箱：3151585908@qq.com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宠物食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公司从产品的开发、
生产、质量检测、销售、售后保证等每个环节做到严格控制和管理，出厂前产品经过检测，
力求生产出令顾客满意的产品，产品选用好肉质、价格合理，以多品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
的原则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

HALL 3 - 3E18
烟台荣宠食品有限公司
YANTAI RONGCHONG FOOD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路 369 号
Tel / 电话：0535-4617052、0535-4617053
E-mail / 邮箱：309015000@qq.com
Website / 网站：www.rongchongfood.com

烟台荣宠食品有限公司于 1998 年开始从事宠物零食加工行业。公司占地面积超过 12500 平
方米，在职员工大约 400 名，年生产能力达 7000 吨。我们的研发部门为国内外市场开发
了 1000 多种宠物零食。本公司已经通过了 ISO22000，BRC（SGS 审核认证颁发）BSCI 和
HACCP 认证，同时也获得了出口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欧盟国家的相关出口资质。烟
台荣宠始终坚持以“质量为首，信誉至上”的原则。得益于集团公司的饲料生产，种鸡繁育，
雏鸡孵化，肉鸡养殖和屠宰加工一条龙系统，所有的鸡肉原料都可以保证处于药品残留和可
追溯性的控制下。我们将始终专注生产品质化宠物零食，只为全世界的宠物供应健康营养的
零食。

HALL 3 - 3E21
安徽千遇服饰有限公司
SUGAR
Tel / 电话：18130093189
E-mail / 邮箱：1401594@qq.com

安徽千遇服饰有限公司，专注于宠物服装技术咨询及开发设计。创办于 2018 年，坐落在安徽
省的省会 -合肥，地处华东，江淮之间，环抱巢湖。主要经营宠物服装技术咨询及开发设计销售；
宠物用品类设计及销售。
我司囊括私人定制、工厂、外贸、版师等等，老师有十余年宠物教学经验，囊括市面所有宠
物服装及用品版型。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3号馆
Hall 3

130

HALL 3 - 3E51
广东中科有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CASYOE BIO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珠路 201 号广东软件科学园 G 栋
510、512 室
Tel / 电话：13600016065
E-mail / 邮箱：406899184@qq.com
Website / 网站：www.casyoe.com

O 客宠物由多位宠物营养师与中科院生物博士共同创立，2021 年母公司中科有益获中国宠物
食品行业新锐品牌奖；母公司中科有益进入 2021 年度中国宠物行业 50 强榜单。2021 年 6 月
获鳌投资本和诚然投资控股千万级别人民币投资，开始走资本化运作。研发团队根据中国宠
物饲养环境的特点，以国内顶级研究机构技术为依托，结合欧美先进科学喂养方式，通过“科
技 + 消费”理念为爱宠提供安全、营养、功能性高品质食品。

HALL 3 - 3E55
咔小伊
Tel / 电话：15000599114
E-mail / 邮箱：lqm@zmpetcare.com

咔小伊品牌：
守护爱宠专家，让相爱相伴更长久。
有颜又有料，颜值与功效兼得，纯肉喂养专家。
年轻，好奇，俏皮，考究是我们产品的定位。

HALL 3 - 3E56
浦江县汇多宝玩具厂
Tel / 电话：18757670555
E-mail / 邮箱：951511223@qq.com

浦江县汇多宝玩具厂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一家具有大规模，技术成熟的一家专业环保搪胶
玩具生产厂商，本厂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厂房设施，本工厂创办以来本着“严谨，优质，
诚信，进取”的经营理念，广纳人才，现已拥有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积极引进先进生产设
备及技术力量，对产品质量，款式不断进行革新且设计开发多款新颖产品，现已形成从设计
开发到生产销售一条龙，最大程度的保证了产品品质以及生产进度。

HALL 3 - 3E61
青岛海派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三沙路 3906 号
Tel / 电话：0532-88177999
E-mail / 邮箱：info@qingdaohaipai.com
Website / 网站：www.qingdaohaipai.com

海派食品是一家以追求高品质为己任的宠物食品专业制造商。公司先后通过已通过
HACCP,BRC,IFS 食品安全认证、美国 FDA 注册、欧盟宠物食品官方注册、BSCI 商业社会责
任准则审核。从原料生产地到生产加工、成品验收入仓，均有科学、严格、细致的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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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符合宠物食品安全标准。 专业生产冻干和风干各个系列不同种类的宠物零食，可实现客
户对宠物零食的一站式采购。公司 2021 年取得配合饲料生产许可证，现全价生骨肉配方和工
艺均可满足宠物营养的日常需求。日照市分厂 2022 年 9 月份正式开始投产，完全实现产品自
主化生产项目涵盖了烘干、冻干、高温蒸煮肉和猫条等几个门类。工厂的设计、建设严格按
照中国出口食品标准

HALL 3 - 3E66
深圳赋宠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滨河路与香蜜湖路交汇
处天安创新科技广场 ( 二期）东座 1602
Tel / 电话：19925268714
E-mail / 邮箱：330253855@qq.com

水木宠是致力于帮助传统宠物门店升级的门店赋能品牌，主要为宠物门店提供新一代线上商
城系统、新媒体营销、门店推广、服务体系升级、异业合作一体化方案等服务，帮助宠物门
店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与门店精细化运营升级，增加门店曝光，获取流量，提高门店坪效、
增长营收，让宠物门店经营无后顾之忧！

Sum Pet is a brand aimed to empowering traditional pet shops. We mainly offer e-shop 
system, new media promotion, outlets promotion, upgrade of service system, integrated 
synergize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service to enable pets shops to integrate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operation, improve outlets operation, increase exposure and gain more views, 
eventually increase outlets revenue and makes it easier to operate pets shops

HALL 3 - 3E68
山东海奥森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HAIAOSEN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5266498898
E-mail / 邮箱：382100824@qq.com

我司致力于为经销商，品牌商提供中端、高端、超高端狗粮、猫粮、冻干、猫砂、罐头、猫条、
火腿肠产品 OEM 一站式代加工服务及现货产品，严格把关原材料、生产材料及每一个生产环
节，保证产品质量稳定，会不间断的在制作工艺上创新，增加研发投入，为国内外客户提供
更优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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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E71
菏泽佳诺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ZE JIANUOJIA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 菏泽市 开发区 渤海路和台湾东路交汇处西南角
菏泽佳诺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INTERSECTION OF BOHAI 
ROAD AND TAIWAN EAST ROAD, HEZE DEVELOPMENT ZONE, 
SHANDONG, CHINA.
Tel / 电话：13561363138
E-mail / 邮箱：xiujie.hu@jnjpet.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jnjpet.cn/

佳诺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多年来一直从事于中高端宠物食品的研发和生
产。为欧洲、北美、大洋洲众多公司提供 OEM 生产服务，产品符合美国 FDA、AAFCO、
ISO22000 等多项国际质量标准，出口产品远销国外。是山东省第一家宠物主粮生产厂家，也
是国内为数不多能出口欧美的工厂之一。2020 年佳诺佳与北京挑战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北京
挑战集团成立于 1997 年，组建的挑战研究院，有博士生导师 3 人，博士 14 人，硕士 40 余人，
拥有国家级“生物饲料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和“企业博士后流动站”
各一个。至今获取专利授权 31 件，主持承担国家和行业研发项目共 23 项。

HALL 3 - 3E81
单县永征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78593088
E-mail / 邮箱：youmuren1982@163.com

主要经营冻干猫狗零食 拥有 2 个 200 平方的冻干仓  同时经营各种昆虫 如黄粉虫 黑水虻等养
殖和加工

HALL 3 - 3E83
香港索騰股份有限公司
HK SUNTON CO.,LIMITED
Tel / 电话：0755-23307334
E-mail / 邮箱：jxkathy@126.com

香港索騰是一家从事宠物食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公司旗下拥有
BENEFITS 倍内菲保健品和 ROYALUCK 皇家好运主粮品牌系列。公司秉承着“让每一只宠物
更健康更快乐”的愿景，致力于创造特有的优质产品及值得信赖的品牌。公司创始人非常喜
爱小动物，她希望给每一只爱宠提供新鲜美味、均衡营养的食品，呵护爱宠们健康成长。目前，
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的研发、生产、销售人员；拥有多项配方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公司技术
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管理体系和售后服务完善。产品销售遍布国内外，深受各地经销
商的好评及宠物爱好者的喜爱与好评，并在业内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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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E85
宁波宇鹰有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88806231
E-mail / 邮箱：baihaibo815@163.com

宁波宇鹰有害生物防治公司致力于病虫害以及有害微生物的治理。公司成立至今已有 20 年历
史，目前由员工 100多人。 公司在除臭以及消毒领域一直持续投入研发，特别在次氯酸水领域，
我们致力于技术开发拥有全套成熟的技术体系，从制水设备以及完全无毒无害无刺激的瓶装
除臭消毒水，均获得市场广泛认可。

HALL 3 - 3E88
桑霓宠物食品（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大岭社区腾龙路龙光玖钻商务中
心中期 C 座 823
Tel / 电话：13556515640
E-mail / 邮箱：925692649@qq.com

桑霓宠物食品（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架构清晰、运营体系完善、生产透明化、产品力强大以
及销售渠道多样化，能从多方面为旗下宠物食品品牌 SONEAT 快速赋能。SONEAT 桑霓诞生
于宠物科学喂养的新时代，为创造宠物健康未来而生。SONEAT 团队是由国内外行业人士及
动物营养专家组成，我们致力于在宠物食疗领域为宠物主开发创新解决方案，引进全球资源，
开发更适合中国毛孩子们体质口味的产品。

HALL 3 - 3E91
上海宏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25616522、13325616522
E-mail / 邮箱：shhcsw@126.com

上海宏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注册资金 300 万，本公司主要经营宠物零食、
保健品的生产与销售，宠物用品的批发与零售。

HALL 3 - 3F01
1688 宠物行业
Tel / 电话：13728680266
E-mail / 邮箱：2849374185@qq.com

1688 现为阿里集团的旗舰业务，是中国领先的中小企业国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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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F05
上海科邦医用乳胶器材有限公司
SHANGHAI KEBANG MEDICAL LATEX EQUIPMENT 
CO.,LTD
Tel / 电话：021-62961702
E-mail / 邮箱：shkebang@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sh-kebang.com

上海科邦医用乳胶器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医疗行业用手套类产品 , 主要产品有：一次性使用
灭菌橡胶外科手套，一次性使用医用橡胶检查手套（灭菌、非灭菌），一次性薄膜 (PE) 卫生
手套等。本公司采用从台湾引进的生产设备与国内先进的工艺技术相结合，设备精良、工艺
先进，本公司已通过 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体系认证和欧盟 CE 认证。

Our company is devoted to working from scratch and regulating each operation according 
to national production regulations for sterile medical equipments. A complete set of 
improv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rogra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control the whole 
procedure from purchase of raw materials,overall production process to after-sale 
services.

HALL 3 - 3F07
洛阳仁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UOYANG GENETURE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涧西区蓬莱路 2
号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 23 幢 502 室
No.2,Penglai Road,Jianxi District,Luoyang City,Henan Province 
P.R.China
Tel / 电话：0379-61296211
E-mail / 邮箱：sukiri@aisenbio.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geneture.com/

洛阳仁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专注于生物样本的自动化处理领域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及分子诊断产业链的构建，目前已形成“耗材——试剂——仪器”多位一体的产品架构，
分子诊断上下游产品一站式服务的产品布局。公司建有现代化的标准净化生产车间，设施先
进的技术研发中心，建立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目前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产品生产线，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产品销往全国乃至全球。

GENETURE is a group company focus on the field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life 
sciences,provide one stop solution of Nucleic Acid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Our factory obtained ISO9001 and ISO13485 qualifications,and poructs of reagent and 
instruments have got CE,and FDA certifications.
Customers only need to inform us your requirements,we will provide the solution and to 
be a strong market backing for you rely on the strong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strict quality 
control, customer service.

HALL 3 - 3F08
浙江民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庆春路 182 号 7 楼 B 座
Zhejiang Minsheng Bio-tech Co., Ltd
Tel / 电话：0571-87216903
E-mail / 邮箱：28570930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zjmsb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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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杭州民生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民生集团涉及原料药、
药品制剂、保健品、医疗健康、动物营养等领域，旗下产品“21 金维他”家喻户晓）。
2020 年，公司在浙江湖州安吉投资新建宠物产品生产车间，拥有片剂、粉剂、膏剂 3 条专用
生产线，我们致力于打造国内动物营养保健品领先者。以自营品牌—民生派特为主。同时提
供优质的代工服务，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基础、以严格的质量管理、高水平的服务团队为
保障，为客户提供产品设计、配方研发、产品（剂型）迭代、原辅料采购、生产加工等 OEM/
ODM 一站式解决方案。

Hangzhou Minsheng Pharmaceutical Holding Group Co., Ltd. is a modern enterprise group 
which has a comprehensive business scope that covers medicine, health-care products, 
new drug R&D, APIs, animal health-care products and other fields. Our human health-
care products “21 Super Vita” and “Minsheng Probio Stick”-probiotics products are 
well-known as top brands in China. As one of the earliest four major western medicine 
factories in China, we have taken guarding human’s health as our mission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 and driven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o the world by 
unremit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past almost one century.
Zhejiang Minsheng Bio-Tech Co., Ltd is affiliated to Hangzhou Minsheng Pharmaceutical 
Holding Group Co., Ltd.,

HALL 3 - 3F11
卡哇低卡（上海）食品厂
Tel / 电话：021-34637412、19876666836
E-mail / 邮箱：978090799@qq.com

卡哇低卡（上海） 品 是宠物冻 零 专业 产加 的 家，冻 品种丰富、性价 ，拥有完整的质量管
理体系。我们将为您提供从原材料到包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 条 配套服务。

HALL 3 - 3F16
张家港乔爱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62211937
E-mail / 邮箱：jackson@joyser.com
Website / 网站：www.joyser.com

公司总部位于香港，专注于中午玩具和牵引绳的设计和生产

HALL 3 - 3F18
北京绿云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11654031、18500859993
E-mail / 邮箱：taosong@lvyunshan.cn

“WOMO”从属于北京绿云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公司旗下专注高端宠物食品的品牌。
“WOMO”始终秉承「给 Ta 吃点好的」这一初心理念，让猫咪享受更好的食物和生活质量，
让万千宠物主都能享受和宠物在一起的美好生活。
目前 WOMO 拥有两款主打产品——1，WOMO 全价风干猫主粮；2，WOMO 超级零食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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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F21
山东威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42066056
E-mail / 邮箱：355524688@qq.com

山东威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主要销售宠物猫粮，犬粮，宠物冻干零食，宠物零食罐头等，品
牌商主要供应国内经销商，分销商，批发商，区域代理商等渠道。

HALL 3 - 3F51
山东乐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崇文街道东提固村西 100 米
Tel / 电话：0635-5678678
E-mail / 邮箱：hongyanwang1980@163.com

山东乐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5 日，是集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为 2021 年省重大实施类项目，总投资 13.8 亿元，占地 290 亩，建筑面积
22 万平方米，其中全景观光通道、产品展厅、生产车间 20 万平方米，电子商务营销中心、
多功能研发实验楼 2 万平方米，投入集研发、调理、膨化、烘干、杀菌、冷却输送为一体的
智能化宠物食品生产线 7 条，双螺旋膨化机、冷却运输机、螺旋上料机、喷油机，杀菌烘干
机等智能化设备 1000 余台套。

HALL 3 - 3F53
兴瑞宠物用品（泰州）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95276866
E-mail / 邮箱：dingrui4321@126.com

兴瑞宠物用品（泰州）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泰兴市滨江工业园区，地处江苏省中心位置，上
游有深水码头泰州港以及泰州大桥，下游有江阴大桥，企业附近在建一座与常州相接的长江
大桥—常泰大桥，境内交通非常便捷。本公司专注于猫砂的研发与生产，尽心将最好的产品
呈现给客户，未来期待跟您的合作！

HALL 3 - 3F55
湖南魔力萌兽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高新区二号楼
Tel / 电话：18666224097、18666224097
E-mail / 邮箱：877235982@qq.com

湖南魔力萌兽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地处云贵高原东部余脉延伸地带，这
里有最优质丰富的物产天然资源，有助于不断研发出最适合宠物食用的无公害绿色食品。在
宠物食材选取方面，坚持无添加剂诱食剂，保持食物本身的味道的标准，与此同时创立了独
家产品宠物泡面，选材标准全部是人食标准。本公司的宗旨是爱宠物，一切为了宠物。因此
本公司重金聘请湖南农大动物营养学教授长期指导配方配比。共同来创造最优质的产品。本
公司虽然年轻，但始终坚持品质至上，创造最好产品的经营理念，发扬开拓进取，创新务实
的企业精神，始终坚持顾客利益至上，坚持以服务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的理念，在业内获
得了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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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F61
山东八方牧歌集团
Tel / 电话：0633-6138138
E-mail / 邮箱：qfghz@sina.com

山东八方牧歌集团宠物食品生产基地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 - 山东省日照市，公司始建于 2014
年，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占地近 30000 平方米，设计生产能力 3000 吨 / 月。
公司引进国内先进宠物食品生产工艺及设备，严格按照 HACCP、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组织生产。公司拥有覆盖全球的采购体系和强大的采购能力；拥有博士、硕士领衔的科研
团队以及强大的品控检测团队，确保产品稳定安全可靠。
集团旗下宠物食品板块拥有：帝熙（DC）、博士派、古锐特、优乐奇、真好丸等自主品牌，
可为市场提供犬粮、猫粮、零食等系列宠物食品。
集团先后与阿里、大润发等多家公司开展了合作，产品及服务得到一致好评。

HALL 3 - 3F68
东阳市唛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YANG MIDE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中国浙江省东阳市画水竹溪工业区
Zhuxi Industrial Zone Of Huashui Town, Dongyang, 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86-579-85952887、+86-579-85952887
E-mail / 邮箱：www.midepet.commidepet@midepet.com

东阳市唛迪宠物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
宠物用品企业。公司主营宠物胸背、项圈、牵引绳、服饰、宠物周边等宠物出行装备。可根
据客户要求提供 OEM / ODM 加工，以及更高要求的个性化专属定制。
唛迪宠物成立迄今，已拥有超过 5000 于平米的现代化生产车间，100 余名一线生产员工，月
单品生产能力超 30 万件，并配备专业的研发团队，可满足大型客户的专业生产与开发的需求。
在多年的宠物产品探索中，我们致力于不断发现更新的宠物生活方式，不断寻求人与宠物的
互动点，以使我们的产品更具针对性，能以更友好的姿态满足宠物的不同需要。
我们真诚期待与您的合作，共同携手打造人宠生活新方式。

Dongyang Midepet Product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6. It is a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s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 & D,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pet travel equipment such as pet Harness, collar, Leash, clothing 
and pet surroundings. OEM / ODM processing can be provided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with higher requirement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Midepet has more than 5000m2 of modern production workshops, 
more than 100 front-line worker, and a monthly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ore than 300000 
pieces. It is equipped with a professional R & D team to meet the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large customers.
In the years of exploration of pet products, we are committed to constantly finding new 
pet lifestyles and constantly seeking interaction points between people and pets, so as to 
make our products more targeted and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pets in a more friendly 
manner.
We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to create a new way of life for people and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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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F71
山东亚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ASIAPET FOOD CO. LTD
Tel / 电话：17862212315
E-mail / 邮箱：727482032@qq.com

山东亚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 是一家规模化、专业化宠物食品生产企业 , 公司致力于打造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和渠道建设的全供应链宠物食品企业 , 是中国宠物食品营养科学、中国造
安全理念的先行者与倡导者 , 是入驻天猫、京东、拼多多、微商城等 电商平台的各大电商、
品牌商的 OEM、ODM 工厂。交通便利 , 物流畅通 , 为沿海各大鱼港原料供应及客户产品的运
输提供了安全、快 速、高效的便捷通道 !

Shandong pet pet food co., LTD., is a large-scale, professional pet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channel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supply chain of the pet food enterprises, 
is China's pet food nutrition science, the pioneer of China's building security concept and 
advocate, is in Tmall, jingdong, spelling, micro mall, etc OEM and ODM factories of major 
e-commerce and brand companies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smooth logistics, it provides a safe, fast and efficient convenient 
channel for the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of customers' products in 
the coastal Big Fish Port.

HALL 3 - 3F81
温州首上宠食有限公司
WENZHOU SHOUSHANG PET FOOD
Tel / 电话：15356525336
E-mail / 邮箱：87655384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696965q973p80.1688.com/ 
spm=0.0.wp_pc_common_topnav_38229151.0

温州首上宠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做宠物零食的生产厂家， 主打纯手工，无添加，营养型 . 保
健型，功能性宠物食品，公司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以及研发队伍，丰富的产能以及先进的技术
设备，工厂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适销对路的产品链，企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诚实守信，
公平公正，互利互惠”的合作原则，赢得了广大新老客户的信赖，首上宠物做为真正的源头厂家，
OEM 代工多个知名品牌产品，并取得广泛用户认可， 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

Wenzhou Shoushang Pet Food Co. , Ltd. is a professional pet snack manufacturers, mainly 
hand-made, no additives, nutritional. Health-care, functional pet food, the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R & D team, rich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dvanced 
technical equipment, the first pet as a real source of manufacturers, OEM OEM OEM many 
well-known brand products, and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users,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visit.

HALL 3 - 3F88
盛泽（高密）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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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F91
毛球健康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MAOQIU HEALTH TECHNOLOGY (HANGZHOU) CO., LTD
Tel / 电话：18657118707
E-mail / 邮箱：qianjiangyan0126@163.com

毛球健康科技集团，致力于整合全球前沿的食品科技盒顶级原料以服务中国千万爱宠家庭，
秉持“Real Needs,Real Joy" 的理念，让毛孩更健康，让家长更幸福。

Maoqiu health technology group is committed to integrating the top raw materials of the 
world's leading food technology box to serve thousands of beloved families in China. It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real needs, real joy" to make pets healthier and parents happier.

HALL 3 - 3G05
绍兴林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 3 - 3G05
河南卫兰仕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371-53301553    15803830711
E-mail / 邮箱：178801232@qq.com

从事宠物食品、营养品、护理用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饲料原料销售，兽药销售。
宠物护理品代加工。

HALL 3 - 3G07
成都唐米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83876688
E-mail / 邮箱：niumeng@tommi.com.cn

HALL 3 - 3G08
宁波科瑞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店镇溪头村 590 号
Tel / 电话：18868657209
E-mail / 邮箱：1174558902@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 //www.zjcreator.com

公司坐落于浙江省东部沿海城市—宁波市宁海县，交通便捷，沈海高速、沿海高速、甬台温
铁路等纵贯全境。公司距宁波机扬 40 公里、世界第二大港口——宁波港 60 公里，进出口及
运输非常便利。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拥有激素系列、消毒剂系列、抗生素系列、中药系列、饲料添加剂系列
等产品。并从澳大利亚 RCI 公司引进全球特色产品“实肯耐” “安宁健”等。
公司一直致力于倡导绿色健康养殖理念，坚持“以质取胜”的经营方针，致力成为养殖企业、
动物医院的优秀服务商和集成技术方案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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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G11
宁波唯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V-PET
Tel / 电话：18668140811
E-mail / 邮箱：alvin.yan@v-pet.com

宁波唯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宁波慈溪，毗邻美丽新城杭州湾新区，交通便利，唯宠
宠物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 生产 , 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厂区面积 2000 平，拥有标准化的
建筑厂房，和完善的生产设备，公司重信用，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产品热销国内，远销
国外，且与多家客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行业内优质的 OEM 供应商

HALL 3 - 3G13
东昭环境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DONGZHAO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HANGHAI)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 248 号（漕河泾光华园）1 幢 13 层
13TH Floor, Building 1, No.248 Guanghua Road (CAOHEJING HI-
TECH PARK GUANGHUA PARK),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13816374786
E-mail / 邮箱：grace.jin@shdzet.com

东昭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9 月，是一家专注从事生物科技型环保企业。
公司以专业的研发团队为基础；以生物专利技术、处理工业与民用废气技术为导向，以生物
环保技术创新开发和应用为引领，致力于废气治理的专业服务商。公司申报的“高新技术企业”
已获批。公司拥有自己的商标和 12 项专利，相关产品性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HALL 3 - 3G16
东莞派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PAPERCAT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7620053363
E-mail / 邮箱：814683729@qq.com

派派，您的百变宠物生活。秉持“趣味与安全、家庭与和睦”的设计理念，为主人与爱宠营
造更加健康、喜乐的居家环境。

HALL 3 - 3G17
广东铭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GUANGDONG WINCOM FLAVORS & FRAGRANCES CO., 
LTD.
Tel / 电话：020-32011288
E-mail / 邮箱：rainie@wincomff.com.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wincom.net.cn

广东铭康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一直致力于高品质日用香精、食用香精、口腔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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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类、宠物香精的研发及应用，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高品质香精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铭康本着“科学发展、追求卓越”的企业宗旨，秉承“携手共进、诚信共嬴”的经营理念，
历经二十载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为在中国香料香精行业知名度高、创新能力强、影响力大
的品牌企业。

HALL 3 - 3G18
山东华萌中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SHANDONG HUAME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春兰路 1177 号银丰生物城 3 地块
10 号楼 1 户
Tel / 电话：13854169947
E-mail / 邮箱：shandonghuameng@sina.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shandonghuameng.com

山东华萌中医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同时挂牌山东省中兽医研究会（疫）病专业委
员会，是致力于中药植物提取物研发的科技型企业。公司秉持绿色、生态、健康的发展理念，
与国内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生产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设有研发部、技术部、采购部、
质检部、销售部、综合管理部共 6 个部门，具备中药植物提取物产品的技术研发及生产转化
能力。自主研发的宠物营养补充剂已有华萌乐舒、华萌乐逍、华萌乐健、华萌乐美、华萌金
肤康等 30 种产品，涉及宠物内科、外科、皮肤、泌尿系统、老年宠物等方面，在国内行业市
场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

HALL 3 - 3G21
高密康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AOMI KANGBEI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高密市经济开发区姚前路 227 号
No. 227, Yaoqian Road, Gaom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el / 电话：13864688284
E-mail / 邮箱：kangbei_pet@163.com

高密康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猫砂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公司坐落在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的家乡山东高密。
公司主要以生产豆腐猫砂为主，采用先进的国外技术，产品主要特点有：凝结除臭力强，低
粉尘绿色环保、高倍率吸水、用量节省。
猫砂年产量数万吨。拥有先进的猫砂生产线，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完备的研发、检测部门，
产品远销海外市场，深受国内外用户的认可。
公司始终秉承“诚信、专业”的核心价值观，坚持“用户至上，质量第一 " 的品质追求，欢
迎海内外客户莅临我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Gaomi Kangbei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at litter.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Gaomi, Shandong 
Province, the hometown of Nobel Prize winner Mo Yan.
The company mainly produces tofu cat litter and adopts advanced foreign technology.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products are: strong condensation and deodorization, low dust,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igh water absorption, and saving consumption.
The annual output of cat litter is tens of thousands of tons. With advanced cat litter 
production lines,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complete R & D and testing 
departments,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overseas markets and are deeply recognized by 
user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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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G51
浙江哈斯曼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HASSMANN PETFOOD LTD CO
Add / 地址：浙江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三博路 68 号
Sanbo Road 68. Development Zone Shengzhou,Zhejiang
Tel / 电话：0575-81387212
E-mail / 邮箱：358171730@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smpet.com

作为哈斯曼宠物食品，我们为广泛的合作伙伴，从跨国经营的行业公司到新创业公司和个人 
宠物商店，设计、生产、包装、储存和输送超优质的宠物食品。无论公司规模大小，我们都 
将客户视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相信，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在我们的业务领域。
通过我们在宠物食品方面的专业知识，以确保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成功。我们专注于我们所做 
的每件事的三个核心价值观：质量，创新以及正直。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哈斯曼所分享的 
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指导着我们的整个业务，从我们对新产品开发的承诺，到我们积极帮助 
和协助合作伙伴的许多方面。

HALL 3 - 3G53
义乌市双华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75976091
E-mail / 邮箱：2047389256@qq.com

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服装辅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

HALL 3 - 3G63
丹阳市悠咪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50889997
E-mail / 邮箱：337527266@qq.com

丹阳悠咪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的长三角区域江苏省丹阳市。工厂占地一万五千平方米 , 厂房 5000 多平方米 , 仓储 1000 多
吨 . 主要从事宠物用品的设计、研发、 生产与销售。
目前的主要产品是以天然植物为原料 , 其中自主研发多款新型猫砂产品，生产有 : 植物猫砂 ,
天然矿石猫砂，植物混合猫砂等。
公司承接植物猫砂 OEM/ODM 产品定制

HALL 3 - 3G65
博佩基因
SBCBIOPET
Tel / 电话：18816954672
E-mail / 邮箱：xiaohong_hu@shbiochip.com

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 2001 年成立于上海张江，2003 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上海生
物芯片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行“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目并正式命名。公司旗下
品牌博佩基因拥有专业宠物基因检测研发团队和专业检测平台，提供权威精准的专业优质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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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基因检测，包含猫 / 犬遗传病基因检测，用药指导，表型特征检测，种属鉴定等各项宠物
基因检测服务，秉承“科学养育”的理念，致力于成为国内先进的宠物分子检测品牌。

HALL 3 - 3G68
宠悟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PETINSIGHT TRADINGS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万航渡路 2453 号 B 区 108 室
Room B108, No.2453 Wanhangdu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 电话：400-065-1858
E-mail / 邮箱：robin@petinsight.cn
Website / 网站：www.petinsight.cn

国内领先的宠物赛级与功能性产品研发企业，拥有萌宗等知名品牌，致力于为中国家庭打开
一个养宠生活的新世界。研发的产品涵盖冷压烘焙膨化猫狗主粮、主食冻干生骨肉、主食猫
狗罐头、赛事辅助营养补充剂、训练辅助宠物零食等。ICE 年度新锐营养品，APA 亚宠会企业。

HALL 3 - 3G71
玫咯 MEILUO
Tel / 电话：15006246661
E-mail / 邮箱：2099225254@qq.com

玫咯 MEILUO  因为热爱而去了解，投入的一切，目的明确简单，只为做到：原料优质可溯源，
营养符合宠物每日需求！ 专注“全系列使用食材均为人类可食用级别”的健康宠物食品

HALL 3 - 3H01
新乡市八牧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30207303
E-mail / 邮箱：jiangjunna@henghengzhu.com.cn

八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注于宠物医药保健产品研发 / 生产 / 销售的科技
企业，旨在为用户提供正规、专业的宠物药品、保健品、清洁护理用品。截止目前，八牧已
累计服务了数百万用户，产品远销 16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宠物药品营养品市场的新贵品牌。

HALL 3 - 3H03
上海波波酷宠物有限公司
SHANGHAI BBK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寺
Tel / 电话：13501623118
E-mail / 邮箱：1198163090@qq.com

上海波波酷宠物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东方美谷，专注于宠物健康产品和清洁用品的
研发和生产型企业。专注于体外驱虫、癣螨皮肤病、猫鼻支已及耳螨的药物的开发和生产，
同时对宠物的心脏病、肥厚性心肌炎、心血管病的特效药的开发和生产，并出口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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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H07
河南华美万邦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HOMEY WONBOND GROUP
Tel / 电话：15515600198
E-mail / 邮箱：3403056465@qq.com

华美万邦生物科技集团创建于 2008 年，（前身为河南华美万邦清洗技术有限公司）。位于河
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由郑州华美化工与德国万邦化工技术合作成立，公司旗下拥有“华美”“沃
龙”两大品牌。集团致力于食品加工、畜牧养殖、医疗、商业、公共卫生等领域清洗消毒用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工作，拥有雄厚的技术背景及丰富的服务经验，集科工贸一体，
多元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企业集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以集团公司董事局为核心，
以集团公司董事长经营班子为中心，以各子公司领导班子为基础的科学决策、高效运作的企
业管理团队、经营团队和完整有效的企业管理体系；

HALL 3 - 3H08
山东贵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18586158、0539-15318586158
E-mail / 邮箱：502414883@qq.com

山东贵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本公司 2009 年通过农业部兽药 GMP 认证验收
并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 ,现拥有兽药生产线多条。生产宠物食品和宠物药品、保健品、营养品等。
针对宠物本身缺乏的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相继推出多款调节和改善的产品。
公司主营宠物食品、植物营养品 , 保健品、宠物产品、宠物营养零食、宠物药品等系列产品。
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 , 我们非常重视新产品的研发 , 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 , 经验
丰富的研发团队 , 严格按照食品药品卫生要求进行生产管理 , 公司已通过 iS022000、BRC、
GMP 等食品安 全卫生国 际管理体系认证。
山东贵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本公司 2009 年通过农业部兽药 GMP 认证验收
并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 ,现拥有兽药生产线多条。生产宠物食品和宠物药品、保健品、营养品等。
针对宠物本身缺乏的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相继推出多款调节和改善的产品。
公司主营宠物食品、植物营养品 , 保健品、宠物产品、宠物营养零食、宠物药品等系列产品。
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 , 我们非常重视新产品的研发 , 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 , 经验
丰富的研发团队 , 严格按照食品药品卫生要求进行生产管理 , 公司已通过 iS022000、BRC、
GMP 等食品安 全卫生国 际管理体系认证。

HALL 3 - 3H11
霸州市旭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73696864
E-mail / 邮箱：13473696864·163.com

本公司主要生产宠物用品，以及金属制品加工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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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H13
深圳市安顺腾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23530623
E-mail / 邮箱：hui.lyu@anshunteng.com

CICECREAM 简称 iC 宠物服饰，成立于 2020 年，致力于以毛孩子的视角，触感和立场，去
感知每一件产品。从材料，结构，设计等多个方面满足毛孩子的需求，致力于给毛孩子们带
来舒服的美丽。
Our slogan：
“pamper them like you’d pamper yourself”“像宠爱自己一样宠爱他们 ”
     
我们秉持满满的热情和一点点野心为您和毛孩子提供多一种选择

HALL 3 - 3H16
宁波家鑫宁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INGBO MANKEE COMMODITY CO., LTD
Tel / 电话：0574-63322902
E-mail / 邮箱：greensheepbags@163.com

宁波家鑫宁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6 月，前身为一家具有 10 多年专业出口宠物用
品经验的贸易公司，产品远销 90 多个国家。为了保证产品具有更优势的价格，更稳定的质量，
投资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工厂，并创立了自己的品牌“Green Sheep”，主要产品有生物降解垃
圾袋，宠物玩具等相关宠物用品。
Green Sheep崇尚高品质，更简单的生活理念，以环保的高品质材料，制造出简单有趣的产品，
还生活以本真 , 携手所有喜欢“Green Sheep”的消费者共创一个更绿色美好的未来！

Ningbo Jiaxin Ning Pet Products Co., Ltd. was founded in June 2018, formerly a trading 
company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exporting pet product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ore than 90 countries.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product 
with more competitive price and more stable quality, we invested to establish our own 
production factory and established our own brand "Green Sheep".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biodegradable garbage bags, pet toys and other related pet products.
Green Sheep advocates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and simpler life. With high-quality 
material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produce simple and interesting products and 
live with the truth. We will join hands with all consumers who like "Green Sheep" to create 
a greener and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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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H17
苏州科比电器有限公司
SUZHOU KVC ELECTRIC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浦庄浦金路 158 号
Puma rd, puzhuang town, wuzhong district, suzhou china
Tel / 电话：0512-66301345
E-mail / 邮箱：rella@kvc-china.com
Website / 网站：www.kvc-china.com

苏州科比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坐落在美丽的太湖之滨，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成立
至今致力于开发各类清洁类用品，2020 开始聘请专业团队开发宠物美容机器，远销海外，广
受欢迎。

Suzhou kvc electric co., Ltd is established in 2007 and located in the beauty city suzhou. 
Kvc is aimed in all kinds cleaning products. From 2020, we hired the professional team to 
open the pet beauty machine, very popular and sales well in for the overseas market.

HALL 3 - 3H18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祥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XIANGYE METAL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3549969336
E-mail / 邮箱：12831634@qq.com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祥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自 1997 年成立以来一直以“诚信为主，质量可靠”
为经营之本。我司是一家工贸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有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主要生产儿童
防护用品，包括儿童 / 宠物防护门栏，儿童窗护栏，儿童床护栏等。自成立以来为欧洲，日韩，
澳洲等国众多儿童用品知名品牌提供 OEM 服务并获得客户一致好评。我司生产的产品均通过
欧洲标准 EN1930， EN12227 等测试，用户可放心使用。2008 年起我司和欧洲客户共同在中
国地区注册了 BabySafe 品牌并在中国地区销售。我们希望把欧洲创新的设计带到中国每一个
家庭，让小朋友们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Foshan Xiangye Metal Products Co., Ltd is established in 1997, which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developing, producing and selling safety equipment for children and pet. 
Product range from safety gate, playpen, bed rail to daily safety accessories, such as safety 
locks, corner protectors. 
We have OTC auto machines for welding and keep the quality very good. We also have our 
own powder coating working shop, so keeps the quality nice and smooth. Our products 
passed the EN standard, and we have our quality group to keep the service and quality at 
high standard. We do OEM for many big brands in Europe, Japan, Korea and Australia, and 
we gain very good reputation from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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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H21
义乌市布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IWU BUDUO PET PRODUCTS CO. ,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九联黄古头 45 栋
Jiulian Huanggutou 45 Jiangdong Street, Yiw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3970417011
E-mail / 邮箱：dtg753951@126.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75x5647510945.1688.com

布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定制生产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有 2000 平方的加工厂，
生产人员有着多年生产宠物箱包和宠物缝制类产品的经验。并且销售批发宠物用品 -（宠物手
套 - 洗猫袋 - 零食包 - 宠物外出包 - 伊丽莎白圈 - 宠物服装 - 狗链 - 狗窝等），根据每个客户
需求，给予好的服务。

BUDO PET PRODUCTS CO. , Ltd. . Custom production is our core competitiveness, we 
have 2000 square meters of processing plant, the production of pet bags and pet sewing 
products have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selling wholesale pet supplies -- (pet gloves-
cat wash bags-snack bags-pet go-out bags-Elizabeth rings-pet clothing-dog leash-
doghouse, etc.) ,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ach customer, to provide good service.

HALL 3 - 3H51
众安保险
ZHONG AN INSURANCE
Tel / 电话：15921269102
E-mail / 邮箱：xiajuanjuan@zhongan.com
Website / 网站：www.zhongan.com

众安保险是国内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 由蚂蚁金服、中国平安、腾讯联合发起设立。众安保
险以“医 + 药 + 险”为核心切入点，探索宠物医疗保险产品，基于宠物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需求，通过场景化产品与服务矩阵，提供保险保障和健康服务。并创新运用宠物鼻纹识别技术，
为宠物保险市场带来新契机。2021 年众安宠物险年化保费突破 1 亿元，同比增长 2.5 倍以上。

HALL 3 - 3H55
冠维 ( 天津 )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22496208
E-mail / 邮箱：layewang@163.com

冠维（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物衍生品研发、配方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于一体的技术型公司。我们拥有强大的产品开发和产品管理能力，从配方研究——视
觉设计——产品定位——市场营销——仓储管理等，结合上下游产业链，真正做到了从巧妙
构思到成品实现的服务路径，并与国内多家知名品牌达成长期战略合作。现已推出宠物肠胃，
骨骼，毛发等多部位的粉剂，片剂、颗粒剂、液剂及日化洗护、宠物除臭剂、消毒剂等多物
理状态产品，产品市场反映良好，深受业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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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H63
上海嘉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JIACHONG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盛富路 619 号 5 栋 2 楼 206
Tel / 电话：4008789870
E-mail / 邮箱：313805235@qq.com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高端宠物卫生护理产品。我们一直秉持“共存，
共生，共处”的品牌经营理念，通过开放式创新、卓越运营管理、人力资源发展等战略的实施，
全面构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创造客户和社会的价值，从而实现生产的技术价值，赢得了广
大客户和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HALL 3 - 3H65
厦门拜格斯塑胶有限公司
XIAMEN BAIGESI PLASTIC CO.,LTD
Tel / 电话：0592-5860263
E-mail / 邮箱：sourcing@vhie.cn

厦门拜格斯塑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是一家具有独立进出口权的专业塑料薄膜制品生
产及销售企业。产品主要有宠物垃圾袋、猫砂袋等系列产品。是中国目前宠物垃圾袋专业化
程度和产能最高的工厂。
本企业具有强大的宠物垃圾袋代工生产能力。现有的宠物垃圾袋生产专用设备确保工厂能为
客户每月提供 600 万卷以上的优质产品。
我们是 WM、Petco,Target,PSP,PAH 及亚马逊 Toozey,Pobby 等公司的主要供应商。我们愿意
与更多的朋友合作，共同发展。

We are a pet waste bag manufacturer with the highest output  in China.We have strong 
OEM capacity.We are the OEM manufacturer for brand BAGS ON BOARD,OUT! and so on.
Our products export to North America ,Europe, , Australia,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areas. Our customers include those famous brands like Petco,Walmart,PSP and PAH. We 
enjoy good reputation from customer by excellent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We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all our friends for development.
We will do our best to provide you:
1.Best quality  2.Best price 3.Best delivery time.

HALL 3 - 3H68
浙江坤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KUN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5201683900
E-mail / 邮箱：1392330300@qq.com

主营业务包括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及其他宠物相关的业务。
团队的核心团队以生物科学背景为主，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安交大 , 西德国霍
恩海姆大学等。
昆虫蛋白的营养结构非常优质，完全可以媲美深海鱼。在国外已有很多公司早已开始用昆虫
蛋白作为优质原料来生产宠物食品，比如玛氏和雀巢。
宠物食品团队坚守优质的原料 + 稳定的供应链 + 科学严谨的宠物营养团队 + 强大能力的合作
伙伴 + 团队成员对宠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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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business includes pet food, pet supplies and other pet-related businesses.
The core team of the team is mainly from biological science backgroun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Hohenheim University in 
West Germany, etc.
The nutritional structure of insect protein is very high-quality, completely comparable to 
deep-sea fish. Many companies abroad have already started to use insect protein as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s to produce pet food, such as Mars and Nestle.
The pet food team adheres to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 stable supply chain +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pet nutrition team + powerful partners + team members' love for pets.

HALL 3 - 3H71
嘉兴珞翊电器有限公司
JIAXING LUOYI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州街道尚都银座 1011-1 室
Room 1011-1,shangduyinzuo building,haizhou sub-
district,Haining,Jiaxing city,Zhejia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15394219269
E-mail / 邮箱：18268255330@qq.com

嘉兴珞翊电器有限公司专业销售各大进口品牌宠物理发器（Andis，WAHL,Oster，Laube 等）
可替换刀头，型号：10#，4F,5F,7F,3 3/4F 等，让你用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媲美原装的刀头。
另有各类款式家用 / 专业宠物理发器，人用理发器，各类理发器替换刀片、刀头等，好的行
业资源加上好的售后，等待您的询价。

HALL 3 - 3J01
天津希翼康佳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02268358
E-mail / 邮箱：644080168@qq.com

天津希翼康佳康佳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企业简介天津希翼康佳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是天
津一家专业销售宠物手术器械的公司、产品涵盖了骨科、骨钉、骨板、眼科、牙科、神经外科、
等手术室设备和器械的企业，依托天津滨海经济特区得天优势，吸引了一批高素质销售精英
组成精英团队，产品运销全国各地。公司本着”客户“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原则，注重
产品质量，重视产品售后服务，并以真诚的态度，快捷便利，周到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好评。
在医疗器械领域，我公司产品种类齐全，近五千个种类和规格，另有消毒器械盒，可按客户
要求尺寸定制。
马经理 18722499186
王经理 1860226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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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J03
浙江铭玺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762705777
E-mail / 邮箱：zjjxpyf@yeah.net

浙江铭玺宠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年轻的宠物用品公司，创立于 2022 年，公司坐落在浙
江湖州经济开发区杨家埠工业园，占地 65 亩，建筑面积 4 万多平方米，注册资金 1118 万；
研发团队博士一人，研究生三人，本科两人，研发团队有着十五年高分子粘结剂等新型材料
研发与生产的技术经验，十二年饲料营养配方技术经验，六年宠物营养品技术研发和生产经验；
本司专注从事猫砂研发，公司主要以生产豆腐猫砂为主，产品集吸水率高、吸水快、结团实、
粉尘低、除臭效果好、留香时间久、抑菌等多个优点，深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HALL 3 - 3J06
康泰医学系统 ( 秦皇岛 ) 股份有限公司
CONTEC MEDICAL SYSTEMS CO.,:TD
Add /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西大街 112 号
No.112 Qinhuang West Street, Economic & Technical Development 
Zone, Qinhuangdao, Hebei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el / 电话：15903355768
E-mail / 邮箱：47028589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contecmed.com

康泰医学系统（秦皇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诊断、监护设备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医疗诊断、监护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凭借良好的性能和
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已经累计销售至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Contec Medical Systems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NTEC) is a high-tech 
company which focuses on research,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devices 
since 1996, CONTEC locates in beautiful seaside city, Qinhuangdao, and is one of the 
largest bases for R&D and manufacturer of medical devices in China.

HALL 3 - 3J07
杭州泰凯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765-8008,19801351670
E-mail / 邮箱：84532809@qq.com

宠物用品批发企业

HALL 3 - 3J08
中山市东凤镇小潼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86587580
E-mail / 邮箱：531673090@qq.com

广东省中山市东凤镇小潼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宠物电器研发和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目前的产品是宠物烘干机和宠物饮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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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J09
山东科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镇东方红东路 6569
号（德州中元创新园股份有限公司院内 6 号车间东南角）
Tel / 电话：15166990116
E-mail / 邮箱：1605351050@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khylkj.com/

公司位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州市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产业合作区，德州中元科技创
业园内，是一家从事高端医疗用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公司首席技术总监由毕
业于中国科学院的杨丹红博士领衔，杨丹红博士曾主持参与多个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和国
家发明专利，在国内外期刊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2020 年，公司涉及宠物用品行业，产品包括紫外线光催化空气消毒器、宠物皮肤护理液、超
浓缩消毒液、益生菌除臭降解喷雾、宠物沐浴液，有专业研发人员亲自带队研发，为您的宠
物带来最专业的清洁及呵护，让宠物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全新而不一样的体验。

HALL 3 - 3J51
平湖独库宠物装备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11321132
E-mail / 邮箱：fob.com@163.com

一家专业生产宠物拉杆箱，宠物包的工厂，技术全面，款式多样，深受好评。

HALL 3 - 3J53
依安县钧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UNXIANG PET PRODUCTS.,LTD
Add / 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
yian county qiqihar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5084245010
E-mail / 邮箱：2413068102@qq.com

钧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功能性猫砂的厂家。产品选用高纯度的斜发沸石活
化处理，提高了吸附功能，增加了比表面积，其中的植物成分经纳米科技提纯，增强了抑菌
抗病毒预防瘟疫的性能。

Junxiang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functional cat litter.
Product selection of high purity clinoptilolite activation treatment, improve the adsorption 
function, increase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the plant components by nanotechnology 
purification, enhance the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prevention of plagu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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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J55
深圳小黑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UTEPET
Tel / 电话：17610613227
E-mail / 邮箱：825512038@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futepet.cn/pc/

小黑兽是一家做“智能人工 AI”为前身的资深 IT 们创办的智能宠物用品品牌，这群爱宠心切
的 IT精英们凭借过硬的技术背景，在 2020年研发并上市了“小黑兽全自动智能猫砂盆”，同年，
小黑兽天猫旗舰店和京东自营店相继启动。
公司由深耕宠物行业多年的 80 后领导层、直爽率真的 90 后、天马行空的 00 后以及两只猫主
子组成，个个都是十级猫奴。
我们专注宠物智能用品研发，我们关注宠物，亦关注高品质生活，围绕宠物衣食住行，进行
智能化产品研发，旨在打造智能养宠新标准。让每一个与小黑兽相遇的铲屎官，让每一份和
猫主子的相处，都是有品质的快乐！

HALL 3 - 3J56
高密市博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44469388
E-mail / 邮箱：419099078@qq.com

高密博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宠物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企业打造品牌不仅仅是产品品
牌，还有服务品牌。本企业在产品质量控制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均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
认可，使得本企业能够稳定、持续的发展。公司生产出质量可靠，样式新颖的高品质产品。
在宠物食品领域里，得到飞速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质量与我同行”的质量目标，长远规划，
稳步发展，完善产品流通网络，将一系列优质，可靠的产品奉献给客户。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将不断推陈出新，真诚欢迎国内外客户莅临指导，来人来电

HALL 3 - 3J61
黑龙江宠印宠物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HEILONGJIANG PETSEAL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8511625445
E-mail / 邮箱：lilian@naturalsouthpac.com

我们的团队是一群重度猫咪成瘾者；当然，我们也喜欢狗狗。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给我
们的猫猫狗狗做点儿好东西，找点儿好吃的。欢迎来看看我们的第一个得意之作：爱尼特系
列猫砂……以及其它值得您期待的好东西。

Incurably felt in love with our kitty and doggy, we as a start-up innovative pet products 
team, come together to create as well as source good food, good toys and good care 
products for our loved ones. Welcome to our booth, you will find a series of cutting edge 
innovative pet products, especially our new cat litter under the brand Annette. Tell us if you 
are interested, and you can expec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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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J62
潍坊鑫都食品有限公司
WEIFANG XINDU FOODSTUFFS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安丘市经济开发区香江路 21 号
NO.21 XIANGJIANG ROAD,ANQI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HANDONG,CHINA
Tel / 电话：13869699071
E-mail / 邮箱：yu-zizhong@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xindufood.cn

潍坊鑫都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 , 公司总投资 6200 万元，占地 3000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8000 平方米，是一家专业研发，加工生产，销售宠物食品的中外合资企业。公
司下设两个加工厂：加工一厂占地 2016平方米，年生产能力 2160吨，采用热风干燥加工工艺，
2009 年 12 月份通过了日本农林水产省禽肉及偶蹄类的认证，是中国第一家获得日本农林水
产省注册的宠物食品加工厂并保持唯一一家达五年之久。加工二厂主要生产火腿肠，蒸煮类，
挤出类，洁齿类等八大类几百种宠物零食，年产能 3000 吨以上。

Our company was founded in October 2004,total investment 62,000,000 yuan,covering an 
area of 30,000 square meters,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18,000 square meters,It is a joint 
venture supplier which R&D,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et treats.There are two processing 
plants :first land covering area of 2,016 square meters,annual capacity 2016tons,using 
hot-air drying process ,It’s the first one in China which has passed poultry and meat 
convincingly hot -working registered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of Japan in December of 2009,keep the records for five years. Second workshop mainly 
produce sausages,steamed,chewy,dental care etc eight categories about hundreds of pet 
treats,annual capacity more than 3,000tons.

HALL 3 - 3J63
东莞市科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KINGSPEE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白濠源兴街沙浦西二巷 7 号
Room 101, No. 7, West Second Lane, Yuanxing Street, Houjie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China,523957
Tel / 电话：86-769-81636860
E-mail / 邮箱：77118905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isafecare.com

Kingspeed Pet 14 年来立致于宠物产品的开发，制造，汲取海内外丰富的生产及研发经验，
希望为全球宠物提供更实惠安全的户外出行装备。
主营产品：自动伸缩牵狗绳：胸背带马甲，项圈，宠物车载安全带，训狗包等宠物户外用品，
本司工厂坐落于东莞，距深圳和广州机场约 40 分钟车程，14 年中，我们已成功获得 ISO9001
系列质量管理，欧洲 BSCI 证书，CNAS 证书，ANAB 证书，CA65 测试等。我们祈愿在企业
家与您的宠物共创美好生活的旅程中能成为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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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J68
绍兴乐丰笼具设备有限公司
SHAOXING LEFENG CAGE EQUIPMENT CO., LTD.
Add / 地址：https://zjlflj.1688.com/
https://zjylsm.en.alibaba.com/
Tel / 电话：0575-83279888
E-mail / 邮箱：492243653@qq.com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绍兴乐丰笼具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开发生产国内外科研院校高档、
高标准动物实验笼具设备，多规格宠物笼具及各类大中型养殖场自动化养殖设备生产安装的
行业龙头企业。绍兴乐丰笼具设备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专业技术科研团队 , 因重视科技质量
创新、积极研发行业新品、保护知识产权，平均每年申报专利 10 件左右，被浙江省科学技术
厅评为“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乐丰笼具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及生产规模领先于国内同行，
拥有全自动智能焊机、数控成型机、高吨位液压机等先进生产器械和设备。公司本着客户至上、
诚信服务、开拓创新、互利双赢的经营理念，竭诚欢迎新老客户来访洽谈及指导工作。

"Shaoxing Lefeng Cage Equipment Co., Ltd.", a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is a leading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high-standard animal 
experimental cage equipment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p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various automated breeding equipment for large and 
medium-sized farms in the industry.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research team,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eading breeding 
equipment and automatic supply system.Shaoxing Lefeng Cage Equipment Co., Ltd.", in 
line with the customer first, good faith service, innov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business philosophy, sincerely welcome new and old customers to visit and negotiate and 
guide the work.

HALL 3 - 3J71
临沂市兰山区宠宠猫宠物用品厂
Tel / 电话：13864967980
E-mail / 邮箱：ab894882166@hotmail.com

专业研发生产豆腐猫砂。

HALL 3 - 3K01
南通普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ANTONG PULONG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工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of Shizong Towns,Tongzhou District,Nantong 
City,Jiangsu Province
Tel / 电话：15162863162
E-mail / 邮箱：inquiry@nantongmedical.com
Website / 网站：www.pulongmedical.com

南通普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手术台、手术灯、美容台、笼具的厂家。公
司位于“上海一小时经济圈”的江苏省南通市，区位优势明显，制造历史悠久，工业基础发达。
公司占地百余亩，新建标准厂房万余平，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生产团队和销售团队。公司
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持“客户第一、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宗旨，获得了新老客户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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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公司积极响应“走出去”战略，在欧洲、南美和非洲开设办事处，产品畅销欧洲、南美、
非洲、东南亚，涵盖 08 多个国家和地区。

Nantong Pulong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venterinary 
medical equipment, such as operating table, operating light, beauty table and pet cages.
The company covers standard workshop of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Nantong 
Pulong Medical has 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eam, a well-trained production team and a 
skilled sales team.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ustomer first'', ''Quality first'', ''Service first", which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both 
new and old customers. In response to the "go out" strategy, the company has opened 
offices i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 The products sell well in Europe, South 
America,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covering more than 08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LL 3 - 3K03
西安正大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XI 'AN ZHENGDA ANIMAL HEALTH PRODUCTS CO. , LTD.
Tel / 电话：13359180958
E-mail / 邮箱：168593357@qq.com

西安正大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宠物保健品及医疗保健疾病防治领域研发生产与应用
推广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于 2002 年 3 月份创建。公司先后取得国家兽药 GMP 资格认证、宠
物用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认证。
公司有幸存在并见证了中国及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和繁荣，接力于宠物保健品领域，秉承“Use 
love to make• 用爱呵护 用心制作”的企业理念，致力出产优质的保健营养品、医疗用品。
我们专为代理商、网络运营、宠物医院品牌运营服务，我们历尽所能做的就是为您提供有疗
效的、实惠的宠物医疗保健品优品。

HALL 3 - 3K06
金华舒邦日用品有限公司
JINHUA SPONGEKING CLEANING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求真路 538 号
NO.538 Qiuzheng Road Chenxi Town YIWU ZHENGJIANG
Tel / 电话：057985081312
E-mail / 邮箱：Jason@skpva.com
Website / 网站：www.skpva.com

我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开始生产 PVA 合成仿鹿皮巾，PVA 吸水棉巾，冰凉巾 , 吸水毛巾等 PVA
类清洁用品，十多年的专研探索，精益求精，我们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生
产的各类 PVA 产品在同行中可以与任何一家比质量，诚信、诚实、真心的去面对每一位顾客
和同行，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位客户的需求，产品质量获得同行和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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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K07
北京金嘉信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610661803
E-mail / 邮箱：17610661803@163.com
Website / 网站：cn.ekingst.com

北京金嘉信公司是医疗产品的专业生产商，主要生产兽用用呼末二氧化碳监测设备
(Capnograph) 及二氧化碳模块（ETCO2 MODULE)，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是公认的亚洲领先
的医用二氧化碳生产厂家。我们致力于优秀产品的研发及制造，所有产品 - 狮牌多参数监护
仪 (Patient Monitor) 以及系列呼末二氧化碳模块 (ETCO2 MODULE or  EtCO2 Sensor) 是在中
国北京研发及制造的，并销往世界各地。为全世界顶尖的动物医院及动物医疗机构提供产品
服务，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我们以完善的产品以及全面的服务使得我们的业绩迅速增长，
并得到客户一致认可。

HALL 3 - 3K08
北京萌爪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52721516
E-mail / 邮箱：BD@wecarepet.com

萌爪医生是中国第一大宠物科普平台

HALL 3 - 3K51
金华市金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988402128
E-mail / 邮箱：jayee@artwinner.net

金艺工艺始创于 2012 年，经过十余年的专注努力，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自主设计，研发，
生产，品牌 IP 授权制作内外销一体的优秀生产企业 . 我司主营：宠物窝，宠物垫，宠物包袋，
宠物玩具，服装，毛毯，牵引绳等系列产品，产品远销海外，我们产品特色，高颜值，多重
工艺结合，擅长各种立体工艺造型，月生产能力 10 余万件 .
我司秉承贯彻‘’诚信，创新，拼搏，稳健，高效，和谐的十二字方针，诚信经营，不断创新，
努力拼搏克服困难，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工作高效，积极和谐向上的理念 , 立足于业界，
获得海内外客户一致认可，欢迎洽谈合作。

HALL 3 - 3K53
邢台市比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XINGTAI BIC PLASTIC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3932990711
E-mail / 邮箱：ghettleo@hotmail.com
Website / 网站：xingtaibic.1688.com

邢台市比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9 年，位于邢台市任县辛店镇刘垒工业区，专业从
事模具，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五金制品，设计及制造，注塑成型，喷油，丝印、移印、激
光雕刻、组装出柜一体化企业。现有中型模房和 8 台加工中心以及 22 余台 80~450T 注塑机，
普通及万级无尘车间，组装车间，可满足各类产品需求。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广泛用于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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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厨房用品、母婴用品、高端玩具、宠物用品等众多领域，客户遍布全国，并与东南亚、
北美、欧洲等国家客户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比克拥有一批一流的技术人才，经验丰富为帮您解决一切难题。我们的优势：十三年生产经验，
研发能力超强，比克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Xingtai Bic Plastic Technology Co., Ltd., founded in 2009, is located in Liulei Industrial 
Zone, Xindian Town, Ren County, Xingtai City, specializing in molds, plastic products, 
rubber products, hardware products,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injection molding, fuel 
injection, An integrated enterprise of silk screen printing, pad printing, laser engraving, 
and assembly out of the cabinet. The existing medium-sized mold room and 8 processing 
centers and more than 22 80~450T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s, ordinary and 10,000-level 
dust-free workshops, and assembly workshops can meet the needs of various products.

HALL 3 - 3K55
膳魔师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21728889
E-mail / 邮箱：13821728889@139.com

膳魔师宠物膳食的研发囊获宠物营养，宠物医学，食品工程，生产自动化等多领域专家的共
同努力，摒弃传统理念，不断创新思维，让爱宠得到精致的生活体验。
创新是乐趣，精致是标准，宠爱是动力

HALL 3 - 3K61
宁波吉百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NINGBO LUCKIBUY IMP & EXP CO., LTD
Tel / 电话：89017699
E-mail / 邮箱：petfield@luckibuy.com

宁波吉百德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下属两家实体生产型工厂的销售代表。我们深
耕出行用品和移动照明两大类目，是美国和欧洲多家知
名零售超市和品牌商的核心优质供应商。从 2018 年起，公司开始立足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拓，
陆续成为多家知名车企和知名品牌的供应商，以良好的
行业口碑和优越的产品品质不断提升我们的市场占有率。我们将以专业的行业知识和不断创
新的工作激情，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帮助客户持续创造最大价值。

Established in 2011, Ningbo Luckibuy Imp & Expor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a complete range of Auto Accessory, Kids Travel Accessory, Pets Travel 
Accessories and Portable Lighting Series. We own and operate 
2 factories and a well staff marketing office in or around greater Ningbo, China area. Up 
to 200 staff including 6-8 R&D personnel and 4-6 engineers strongly guarantee yearly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every OEM project for customers. 
 (Auto Accessory Brand), (Kids Travel Accessory brand), (Pets Travel Accessory brand), 
(Portable Lighting Brand) are all our own brands to distinguish our quality and business 
philosophy with compet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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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K66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11253382
E-mail / 邮箱：liuzuhan@zhidemai.com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2019 年 7 月 15 日正式登陆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
公司旗下消费内容平台“什么值得买”，10年深耕消费领域，构建起一个用户、创作者和电商、
品牌商共赢的良性生态系统，成立以来内容规模、用户规模、客户规模以及盈利规模持续不
断增长，具备了难以复制的网络效应。
作为兼具品牌营销和订单转化双重能力的优质营销平台，什么值得买成为电商、品牌商获取
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目前合作领域覆盖全品类，为数万家合作伙伴提供营销
解决方案。
未来公司仍将继续专注消费内容与消费数据，提供多元化的工具与服务，建设品牌内容与关
系运营的主阵地。

Beijing Zhidemai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November 2011 and publicly listed 
i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on July 15, 2019.
 In the past 10 years, our flagship platform “SMZDM.com”, which is committed and 
specialized in consumption area, has built an ecosystem consisting of users, content 
creators , e-commerce platforms as well as brand owners. Further more, we have 
witnessed the continually growth of  “SMZDM.com”  from content generation, user 
acquisition, consumer scalability to profit perspective. Our brand is built around essential 
influence through internet.

HALL 3 - 3K68
广州市宠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J PETS ISLAND LIMITED
Tel / 电话：020-36182086
E-mail / 邮箱：84096558@qq.com

本公司成立于 2015 年，主营进口宠物用品批发零售。拥有专业的产品研发团队 ，各类宠物
试用基地，完善的销售体系。本年度致力打造宠物沐浴露品牌德奥克 DEOK，此品牌沐浴露
源自于德国配方，德国香薰疗法，共有 5 个不同功效产品，内含从植物中提取的精油。
德奥克，让生命更美好。

Established in 2015, focusing on imported pet supplies, one of our outstanding product is 
the DEOK pet shampoo. With our own R&D department and breeding yard, we have tested 
the shampoo on most kinds of dogs, cats, and other pets. With our marketing system, we 
would like to launch these shampoo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this year. The products are 
made with natural plant essences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German aromatherapy formula. 
DEOK, MORE LOVE FOR YOUR PETS

HALL 3 - 3K71
东阳市白云狂丑宠物用品厂
Tel / 电话：13738909067
E-mail / 邮箱：530951036@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1468860827530.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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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丑宠物用品厂成立于 2016 年，是最具实力开发爆款宠物窝的厂家。是国内最专业的电商供
应链，以及提供跨境电商海外仓打包贴标发货等一条龙服务的厂家。本厂配有专业研发设计
开发爆款的团队。同时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备货充足，发货速度快。
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质检团队。我们产品质量保证，价格保障，售后保证，让客户省心省力，
合作共赢是我们的企业宗旨。
采购宠物窝必选我，您只需下单，后面一切交给我们

HALL 3 - 3L01
深圳三平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ANPING IMAGE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雅苑工业园 A 区 1 栋 3 楼
3/F, Building 1, Block A, Yayuan Industrial Park, Shajing Street,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Tel / 电话：0755-36697820
E-mail / 邮箱：jasmine.qiu@it-looker.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it-looker.com/

深圳市三平影像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医疗、动物与工业内窥镜相关
产品 ODM/OEM 和可视方案于一体的深圳高新技术企业 , 并通过了 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和产品 FDA、NMPA 等认证，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著合计二十多项，
其中发明专利十项。
充分发挥台湾分公司资源和技术优势，结合深圳总部 20 多名业内资深研发团队的经验优势，
从软件到硬件，到外观设计一条龙，自主研发并生产一系列创新的行业应用相机模组和稳定
的图像系统。通过长期同世界级优质医疗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产品得到了来自欧美市场和其
他市场的高度认可和青睐。

Shenzhen Sanping Image Technology Co., Ltd. is a Shenzhen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edical, veterinary & industrial 
endoscopy related products OEM/ODM and visual solutions. In the mean time, have 
passed ISO13485 medical devic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DA and NMPA 
certifications. And has obtained more than twenty invention patents, utility model patents, 
and soft documents in total, including ten invention patents.

HALL 3 - 3L02
深圳市金录资讯广告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48574545
E-mail / 邮箱：23863165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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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L03
青岛约书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JOSHUA PET FOOD CO., LTD
Tel / 电话：17685772612
E-mail / 邮箱：1195412590@qq.com

青岛约书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公司主营经销批发宠物食品、用品、主粮、零食。公司自成
立以来，始终坚定统一信念时刻保证新鲜货源，增强一流服务意识，打造良好企业信誉，不
懈追求顾客的满意！
公司与多家线下零售商、各渠道电商掌柜、跨境零食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
货源近千种，价格合理，库存充足，产品质量有保证，一直秉承诚信经营的原则，不断追求
创新，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期待与您合作共赢！

Qingdao Joshua Pet Food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20. We are a comprehensive 
trading company, the company sales of pet food and pet supplies,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Qingdao city, about 40 minut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Qingdao port, relying 
on the world's largest pet food production base - Shandong, afte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roducts sold in Europe,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products adopt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HACCP system 
and ISO9001 standards, to ensure stable quality. The company provides safe,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global synchronization.

HALL 3 - 3L05
时代宠物

HALL 3 - 3L06
沃尼兹（吉林）生物发展有限公司
WARNIX (JILIN) BIOLOGICAL DEVELOPMENT CO.,LTD
Add /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解放大路与大经路交汇恒兴国际城
5 号楼 601 室
Room 601, Building 5, HengXing GuoJiCheng, Jiefang  Road,   
Nanguan  District, Changchun  City, Jilin  Province
Tel / 电话：4006060640
E-mail / 邮箱：hssuen@foxmail.com
Website / 网站：www.warnice.com

尽管相对来说“沃尼兹”是一家年轻的、发展中的企业，但是他却是一家引进俄罗斯技术及
主要原料，以动物饲料、营养剂、生长调节剂，农作物肥料等技术研发、交流为主导，产品
销售拓市场的年轻化企业，现已逐渐成为一家稳定和极具竞争力的市场参与者。“沃尼兹”
从未停止产品技术研发的脚步，公司座落于谓有“国之长子、北疆重镇”的东北地区——吉
林省长春市，临近俄罗斯地区且积极与中俄两国多所院校进行技术研发工作和技术交流活动，
并与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俄罗斯远东国立
农业大学、阿穆尔国家医学院、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等建立了长期的、良好的技术研发合作、
技术交流，以此能够更好的研发产品。

Although "Warnix" is a relatively young and developing company, it is a company that 
introduces Russian technology and main raw materials to develop and exchange 
technologies such as livestock and poultry feed, nutrients, growth regulators, and crop 
fertilizers. As a leading, young enterprise with product sales and market expansion, i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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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become a stable and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participant. 
"Warnice" has never stopped the pace of product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Northeast China (Changchun City), close to the Russian region 
and actively conducts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ork and technology exchange 
activities with many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Russia, and have established long-term and 
good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

HALL 3 - 3L07
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HALL 3 - 3L08
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
Tel / 电话：13549999951
E-mail / 邮箱：393649387@qq.com

公安部南京警犬研究所是 1981 年在原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南京警犬训练队基础上成立
的 . 是公安部直属专门从事警犬技术研究的唯一单位 . 全所现有科技人员上百人 . 多人享受国
务院及部津贴 .全体人员秉承厚德敬业 .和谐 .严谨 .求实 .创新的所训所风 .是一支朝气蓬勃 .勇
于开创的研究队伍

HALL 3 - 3L09
深圳市宠礼科技有限公司
FURFAM
Tel / 电话：13717085720
E-mail / 邮箱：LJ@furfampet.com

FurFam 毛茸家由海内外专家和宠主联合创办，专注于宠物免洗护理，让宠物足不出户享受
沙龙级的呵护。毛茸家始终以关注宠物健康生活为核心理念，臻选全球高端安全成份，全力
打造让宠物舒适，让宠主安心的好产品。我们呵护每一个爱宠的成长，让爱宠焕发光彩，幸
福快乐。

HALL 3 - 3L11
江苏长乐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58928006
E-mail / 邮箱：626581113@qq.com

我们从事宠物行业三十年，外贸、内贸、代工粮、零食、咬胶等。
诚招：代理商、品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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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L13
烟台麦瑞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RRY  PET  FOOD  CO., LTD.
Tel / 电话：0535-6608638
E-mail / 邮箱：157878774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merrypetfood.com/

公司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是中国烘焙类宠物食品和相关外延产品专业制造商，长期
供应宠物饼干、宠物零食、宠物点心等宠物食品。
公司厂房面积 5500 余平方米，拥有先进的宠物饼干生产线、检验检测、涂衣和夹心等配套设
备及二次烘干、冷库等设施，年生产能力 5000 吨，公司拥有《出口饲料生产、加工、存放企
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证》，并按期进行年检和抽检。
公司顺利通过国家商检出口认证、BRC 认证，具有数十年出口宠物饼干的专业生产经验，可
承接国内外的宠物食品厂家、商贸公司 OEM 代加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代工加
工、OEM 加工、ODM 加工等）。

HALL 3 - 3L15
山东省宠物行业协会
SHANDONG PET INDUSTRY ASSOCIATION
Add /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黄台环球家居广场 D2 座国联大厦 1506
Tel / 电话：18853105800
E-mail / 邮箱：shandongpet@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s-pia.org

山东省宠物行业协会是由省内 17 家宠物行业相关企业共同发起，全省宠物行业和社会组织自
愿结成，经山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全省性、行业性、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
协会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和“会有、会享、会治理 " 的原则，牢记“服务会员企业、
规范市场秩序、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发展”这一神圣使命，以宠物行业企业为主体，以
增强市场竞争力为核心，以宠物行业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协会在政府、企业、市场中的桥
染纽带作用，联合山东省各地市与宠物相关行业的企事业单位，为宠物行业提供行业调研、
技术培训、组织展览、编辑出版、产品

HALL 3 - 3L16
广州市梧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磨碟沙公园世联空间
Tel / 电话：13924267773
E-mail / 邮箱：3191199505@qq.com

Yuta 芋挞宠物生活是一个致力于打造人宠和谐共处的宠物生活品牌。依托于母公司凯色丽科
技（900310.KQ）的科研、生产能力，我们在 2022-2024 财年将主营业务聚焦在猫砂，猫用
品以及宠物洗护产品；目标在三年内成为一家年销售额过亿元，自主研发产品过百种，宠物
新媒体矩阵粉丝过千万的影响力宠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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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L17
深圳沐岚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296162422
E-mail / 邮箱：Justin@rainwon.com

ShenzhenLOOK 分舵，聚焦于深圳展览 / 演出 / 文化生活

HALL 3 - 3L18
杭州哈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HA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7505791675
E-mail / 邮箱：allen@virtupet.cn

州哈宠宠物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显著特色的专业宠物用品供应商，公司主营产品为宠物用品，
我们依托苏杭雄厚的纺织产业基础，专业设计和生产多种高品质宠物用品。
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决心在宠物用品这个行业深耕细作，打造业内知名的宠物用品品牌。
我们的产品主要有宠物窝具、宠物训练用品、宠物玩具及宠物洗漱用具。以客户定制系
列、磨具压铸系列为主导。其中在宠物窝具我们用明显低于同类产品的价格，为 Wal-Mart, 
Costco, TJX 等国外知名超市常年供货，宠物玩具，窝具等其他产品远销欧美、韩国及日本等
地区和国家。

Hangzhou Ha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We locate at Chongxian Industry zone Yuhang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with beautiful scenery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 professional supplier who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pet bed, clothes, toys 
over 7 years.
We already cooperate with many clients like Costco ,Wal-Mart, Pet Smart ,TJX , other big 
company and many Amazon sellers. with long term cooperation , we have good reputation 
and relation with them. 
Warmly welcome you to visit our company and sincerely hope we can create the most 
beautiful future together.

HALL 3 - 3L21
北京派读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万达广场写字楼 C 座 2608
Tel / 电话：18210620398
E-mail / 邮箱：1925897554@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pethadoop.com/

北京派读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出品方和派读宠物行业大数据平台
（pethadoop.com）运营方。公司连续七年发布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全景展示了中
国宠物行业持续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宠物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更是宠业人必备
的行业工具书。旗下的行业媒体矩阵和派读宠物行业大数据平台则通过大数据、市场调研、
深度访谈等方式，专注于对宠物行业发展特点和消费趋势进行研究，并输出专业级的宠物行
业数据研究内容。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3号馆
Hall 3

164

HALL 3 - 3L51
深圳才猫双犬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22285552
E-mail / 邮箱：cmsq1688@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moneycatsndogs.com

财猫双犬平台是一款包含宠物寄养，宠物狗遛狗服务，宠物领养，宠物用品及周边商品贩售
的平台。致力与打造成一个充分整合与容纳宠物生态圈市场的平台，为有需求的客户提供一
站式养宠服务。

HALL 3 - 3L53
上海薄荷纺织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OHE TEXTILE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 弄 5 号 4 幢 2 楼
Tel / 电话：13761148241
E-mail / 邮箱：158095712@qq.com

上海薄荷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由日本 SANSEI 株式会社投资，是一家专注于宠物
用品生产和进出口的公司。

SHANGHAI BOHE TEXTILE CO.,LTD is invested by SANSEI CO.,LTD of Japan in 2010. It has 
two major factories.

HALL 3 - 3L55
临沂天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306511166
E-mail / 邮箱：38795263@qq.com

临沂市天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工业园，
（是亚洲生猪屠宰最大的金锣集团所在地），东距离山东六合肉食分公司 3 公里。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公司占地 150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是一家自主研发、生产、销售、
高端 OEM 加工（鲜肉天然犬粮、低温烘焙粮、宠物营养品）为一体的公司。 
公司拥有年产 2 万吨的宠物粮生产线，年产 1 万吨的低温烘焙粮生产线，公司拥有宠物营养
品十万级净化车间年产 5000 吨宠物营养品。公司拥有专业的动物营养专家及研究队伍，拥有
完善的检验设备。

HALL 3 - 3L61
上海派智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PAIZHIEN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021-61814660
E-mail / 邮箱：albert.you@petrizz.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rizz.com

上海派智恩成立于 2021 年，专注开发与销售宠物的清洁护理健康用品与服务；来自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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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始团队，因宠物而相识，出于对爱宠的生活环境与品质的重视，产生了相同的想法——
希望为宠物家庭创造更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让陪伴更长久。

HALL 3 - 3L65
辽宁合盛宠物用品加工有限公司
HESHENG PET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18042697189
E-mail / 邮箱：1421218875@qq.com

辽宁合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是一家专注于提供猫砂、宠物用品加工的生产企
业，总部研发生产基地位于辽宁省锦州市。旗下主要经营有宠乐邦、山猫记、卡尔特等宠物品牌。
产品、服务，信誉，品质，是我们对自己的一贯要求。目前面向全国范围招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恭候您的到来！

Liaoning Hes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founded in 2020, is 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 processing of cat litter and pet products. Its headquarters R & D and 
production base is located in Jinzhou City, Liaoning Province. The company mainly deals 
in pet products such as pet happy bond, SM, kart and so on. The brand products, service, 
reputation and quality are our consistent requirements for ourselves. At presen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recruiting agents and partners nationwide,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arrival!

HALL 3 - 3L68
山东巴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横掌路华安黄金机械 58 号
Tel / 电话：18596155069
E-mail / 邮箱：2718719596@qq.com

山东巴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猫砂生产及销售企业，公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及科
研室，以及智力，烘干，冷却包装等全自动化设备，并配备标准化仓库，公司主营产品是豆
腐猫砂混合砂等各种植物猫砂，公司产品主要销售以出口和代工为主，
 公司拥有一流的豆腐猫砂自动化设备生产线，采用德国进口的微波烘干设备，产品通过微波
辐射烘干，经过高温杀菌灭菌工序是产品更健康使用更放心

HALL 3 - 3L71
日照市云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06687903
E-mail / 邮箱：2473731703@qq.com

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生产场地按照 ISO9000 管理体系标准建设，引进国际
先进技术及世界顶尖全自动猫砂生产线，从原料选用 - 进仓 - 搅拌 - 制粒 - 烘干 - 过筛 - 分装
入库，所有过程严格遵守行业质量标准，在关键点控制分析，实现全过程质量把控，年产量
可达 3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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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L81
微宠医
Tel / 电话：4006881527
E-mail / 邮箱：service.cn@royalcanin.com

微宠医是为宠主提供一站式宠物健康咨询服务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微宠医在线问诊向执业
兽医师咨询宠物健康相关问题，同时可以线上预约宠物医院进行线上即时问诊、线下诊疗服务。 
微宠医也是皇家处方粮官方认证的售卖渠道。从服务到产品一站式满足宠物主人们的需求，
让宠物主人放心安心，确保宠物健康。

HALL 3 - 3L82
东莞市胖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BENBEN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李家坊工业区高田路 1 号
Tel / 电话：15016970097
E-mail / 邮箱：31684415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pangban.1688.com/ spm=0.0.wp_pc_
common_topnav_38229151.0

东莞市胖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东莞市石排镇，本公司从事降解宠物垃圾袋的开发及生产。
公司开发团队具有多年市场及产品设计经验，拥有完善的数剧管理系统，为产品提供有力市
场数据支持和保障！
我们的优势：
十年宠物垃圾袋的设计和生产经验 . 规模级垃圾袋生产供给能力，质优价平 . 源头厂家，证书
齐全，出口保障 .
置备情况：
本厂拥有 15 台吹膜机，3 条印刷设备，切袋机，制袋机 25 台等各类设备，月产能 300 吨以上。
企业文化：
我们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需求，追求共赢，诚信经营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原则。

HALL 3 - 3L83
义乌市小豹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IWU SOLPOBEI  PET PRODUCT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聚贤路 29 号 1F
1F juxian road ; shangxi town ,yiw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5958973693
E-mail / 邮箱：283988052@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detail.1688.com/buyer/
offerdetail/676437932127.html spm=a26286.10576602.0.0

义乌市小豹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位于浙江省义乌市上溪工业园区；占地
2000 平方；主营宠物猫砂盆，宠物玩具系列；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强；产品性价比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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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L85
东莞市乐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东莞市凤岗 q 镇
Tel / 电话：13826984289
E-mail / 邮箱：262317943@qq.com

公司主要从事宠物电推剪  研发   设计   模具 制造  生产  一条龙服务     公司研发生产的刀片    
长时间工作不发烫   全世界最锋利的刀片   公司支持 100 个起 oem 贴牌服务

HALL 3 - 3L86
了不起生物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54176370
E-mail / 邮箱：1581738687@qq.com

了不起生物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宠物全生命周期健康的生物科技企业，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与
山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合作成立“伴侣动物博士服务站”，多位动物营养学博士提供技
术支持。旗下拥有了不起的猫咪、了不起的狗狗、洁劲等多个子品牌。专注科学喂养，倡导
8110 原始生骨肉配方。公司重视产品质量管控，严苛三真标准，特别邀请著名主持人崔永元
作为了不起的猫咪品牌监督官。

HALL 3 - 3L91
广州纳威尔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 啪卟宠物
NARWAL PET TECH
Tel / 电话：18114710135
E-mail / 邮箱：wuhan.k.g@qq.com

安全 - 舒适 - 科技 - 流行
这是“啪卟”以及整个公司对于宠物产品的中心思想
我们以宠物视角为出发点，以它们的安全健康为品牌宗旨，以它们为独立的拟人化角色去完
善产品体验。
公司主张，生命的重量都是相同的，生活的质量也应该都是相同的。

HALL 3 - 3M01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宠物产业工作委员会
CHINA PET INDUSTRY ASSOCIATION
Tel / 电话：13552524282
E-mail / 邮箱：info@china.com
Website / 网站：www.chinpa.com

协会由从事宠物食品用品、美容医疗以及活体等领域的机构和企业、单位自愿组成的行业性、
非营利性机构，分会宗旨是发挥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开展行业自律，提高行业管理，增强竞
争实力，协调政府执法部门与企业的关系，促进行业发展。

China Pet Industry Association (CPIA) is a non-profit nat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  
consisting of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pet 
industry. Members are researchers, manufacturers, traders and local pet associations.
The main role is to connect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professionals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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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M03
深圳市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10720901
E-mail / 邮箱：zhangjianzi@lutongnet.com

HALL 3 - 3M06
厦门猫一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亚洲动物沟通联盟

HALL 3 - 3M21
XMM-830 喵喵星亚宠数字藏品馆
Tel / 电话：15651686777
E-mail / 邮箱：moumedia@foxmail.com

HALL 3 - 3M51
汕头市皮恩希玩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86-754-86311665
E-mail / 邮箱：mao@pnctoys.com
Website / 网站：www.pnctoys.com

皮恩希玩具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采购为一体的大型的专业的现代化玩具企业。
创建于 2001 年，出口区域遍布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产品由专业设
计团队研究生产；利用全进口原料生产制作，色泽鲜艳，健康环保，所有泡泡产品均有外观
及结构专利注册；所有生产流程按照欧美严格的环保检测和标准，所有泡泡水均符合欧美地
区各项环保检测标准，工艺生产和检测监控等同于饮用水。

HALL 3 - 3M53
江门市米多宠物用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西桥路 5 号
Tel / 电话：13422772022
E-mail / 邮箱：308345125@qq.com

本厂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生产猫砂的企业，主要业务包括经销商，品牌代理商，
OEM，进出口等业务，欢迎大家大驾光临本厂洽谈业务，谢谢！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3号馆
Hall 3

169

HALL 3 - 3M55
邢台九命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27625617
E-mail / 邮箱：taifeng1875@126.com

专业猫条、蒸煮鸡肉、主食罐头、营养膏及呼噜酱系列产品代工定制！
服务电话 :17610101616

HALL 3 - 3M61
天津小胖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02035666
E-mail / 邮箱：985269899@qq.com

天津小胖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宠物笼具，围栏的综合性公司。公司以研发为主要导向，
集研发、设计、生产、代工、批发、零售、电商、新媒体运营为一体的综合体。以提供更科学、
更安全、更人性化的笼具、围栏为主要方向，持续为市场供应优质的笼具、围栏产品。

HALL 3 - 3M63
东西志览国际文化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中路 123 号 -4107
Tel / 电话：17701510235
E-mail / 邮箱：chenqinyi@wesavc.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wesavc.com/

东西部兽医是一个深耕宠医行业、懂宠医群体的服务平台，面向宠物医疗行业上中下游：宠
物诊疗机构及其他宠物医疗服务机构、宠物医疗产品的生产方、品牌方、渠道商及相关高等
院校、研究机构、投资机构等，宠物医疗领域垂直服务平台。从品牌输出、资源输出、服务
输出和运营输出等方面赋能宠物医疗行业，为行业企业提供顾问咨询、营销策划、品牌推广、
新产品新技术推广等服务；是宠物医疗行业产、学、研、用资源对接平台；是行业大数据及
资源的集合服务机构。

HALL 3 - 3M65
天津市一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22124920
E-mail / 邮箱：1085321028@qq.com

一度宠媒隶属于天津市一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旗下媒体平台，1998 年开始进入中国宠物行业，
目前拥有宠物门店会员 50000 家，渠道商 5000 家，品牌商 3000 家。至今已经成为中国宠物
行业时间最久、最专业的 B2B 资深行业媒体品牌营销推广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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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M68
临沂喵记家具有限公司
LINYI MIAOJI FURNITURE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西高都工业园
Xigaodu Industrial Park, Luozhuang District, Liny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15265911660
E-mail / 邮箱：770362745@qq.com

临沂喵记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实木猫笼猫柜，宠物展示柜的企业，采用实木板芯生
产更具环保性能。喵记具有强大的生产实力，实现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

Linyi Miaoji Furniture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solid wood 
cat cages, cat cabinets and pet display cabinets. It uses solid wood board cores to produc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Meow Kee has strong production strength, 
realizing the one-stop service of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and its products are 
sold all over the country.

HALL 3 - 3M71
辽阳乾源木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50773385
E-mail / 邮箱：513692417@qq.com

为每一位爱宠提供最好的用品

HALL 3 - 3M81
鞍山市立山区暖三冬电热毯厂
ANSHAN LISHAN DISTRICT NUANSHANDONG 
ELECTRIC BLANKET FACTORY
Tel / 电话：13674125607
E-mail / 邮箱：987754567@qq.com

暖三冬自 2008 年建厂以来，暖三冬不懈坚持产品质量把控，精益求精，款式不断推陈出新，
以高品质服务为使命的原则，更好的服务广大客户。
本厂拥有先进的研发团队，可满足客户各种定制需求，欢迎咨询洽谈。

HALL 3 - 3M82
江西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70659829
E-mail / 邮箱：1337734986@qq.com

公司主营宠物皮肤外用药，猫癣，狗癣、脓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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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M83
山东省泗水县圣昌肉制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泗水县西外环路圣昌肉制品公司
Tel / 电话：4006556177
E-mail / 邮箱：sllstar@126.com

山东省泗水县圣昌肉制品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3 年，为农业部扶贫项目兴建，是一家集规模
化养殖、屠宰加工及出口于一体的市级龙头企业，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众多发达国家，为
多个国内知名餐饮企业、宠物食品工厂及品牌提供优质兔肉。
公司自 2022 年开始，以香咔咔品牌进入宠物食品市场，所用兔肉原料均为自有工厂生产，从
养殖到屠宰及冻干各个环节严格把控，肉源可追溯，品质 100% 保证！让宠物吃到的每一块
肉肉都和主人吃的一样安全卫生，努力打造宠物原生态健康饮食新标准！

HALL 3 - 3M85
盛德佳宠物用品制造厂
SHENGDEJIA
Add /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东凤镇内畔村芒池片
Guangdongshengchaozhoushichaoanqudongfengzhenneipancunm
angchipian
Tel / 电话：13632012512
E-mail / 邮箱：1816408791@qq.com  

潮州市盛德佳宠物用品厂，专注致力于宠物食具，玩具等宠物用品的设计，研发，生产，支
持定制。不断完善内部体系，以诚为本，以品致远的理念及发心，广交业内宠友，携手共同
推进宠物用品行业。

Chaozhou Shengdejia pet products factory is dedicated to the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upport and customization of pet utensils, toys and other pet 
products. Constantly improve the internal system, honesty-oriented, to product Zhiyuan 
concept and hair heart, make friends in the industry,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pet 
supplies industry.

HALL 3 - 3M86
广州市越秀区阿派关爱小动物社会发展中心
HELLOTHEPAW
Tel / 电话：02082377380
E-mail / 邮箱：379790379@qq.com

我们是一个倡导关爱流浪动物生命的非盈利纯公益平台，成立于 2016 年，我们和万千志愿者
共同奋斗以下几件事 :
1、宣传科学文明养宠
2、推广领养代替购买
3、救助流浪动物生命
我们致力于推动国内动保立法，提高动物福利的价值目标，每一个尊重生命的志愿者都是我
们得以继续前进的力量。即使救助的道路曲折艰难，但我们依然尽力救助每一个被抛弃、被
伤害的小生命，希望它们能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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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M91
温州萌主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57763655
E-mail / 邮箱：17632763@qq.com

温州萌主宠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宠物冻干零食、宠物主粮、批发、OEM 代工服务生产的公司。
拥有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的生产、研发、销售、检测体系。主营宠物冻干主粮、冻干
零食等。以生产、销售及代工为主的企业。公司秉承坦诚守信、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为广
大用户朋友提供安全良好、稳定的产品。出厂前所有产品都经过数道严格的检测，力求生产
出满足每一位顾客的产品。

HALL 3 - 3N21
天津朗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2-68128207
E-mail / 邮箱：1341623432@qq.com

HALL 3 - 3N61
杭州宜中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68182566
E-mail / 邮箱：54865172@qq.com

宠物用品品牌 FAD 是在 2004 年由日本品牌 DADWAY 成立的，DADWAY 一直认为宠物是幸福
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既精挑细选材料，又注重功能和设计，为宠物提供安全舒适耐用的
各类产品，让主人和宠物都能享受简约而又现代的生活方式，为主人毛茸茸的灵魂伴侣提供
更多的选择。

HALL 3 - 3N65
中农弘企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MYCOTECH BIOLOGICAL FOOD DEVELOPMENT CO., LTD
Add /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象贤路南京国家农创园公共创新平台 A 栋
403 室
403 Innovation Platform,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Park, 
Xiangxian Road, Pukou District, Nanjing China
Tel / 电话：13915901760
E-mail / 邮箱：ashleyyu999@163.com

中农弘企生物科技 ( 南京 )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9 月，是国内首家致力于创新发酵工艺的
食品科技型企业，专注于替代蛋白及功能性宠物食品的开发应用。力求打造创新蛋白食品研
发新技术高地，通过先进发酵创新技术和加工工艺，为市场提供独一无二的健康、营养、安全、
可持续的宠物创新食品。同时，我们立足科技创新高地，不断地为市场提供以植物基蛋白、
昆虫蛋白、动物蛋白为基础的便餐、代餐、狗粮伴侣类宠物食品。人才团队均为硕士以上学历，
已申请发明专利两项。

Mycotech Biological Food Development Co., Ltd. is a startup founded in September 2020. 
It is the first domestic high-tech company dedicated to alternative protein and innovative 
pet food through advanced fermentation process. Strive to create a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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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and for new protein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the market with 
unique healthy, nutritious, safe and sustainable pet food through advanced fermentati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It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market 
with instant meals, meal replacements, sneaks, kibbles made of plant-based protein, 
insect protein, and animal protein. The talent team are all with a master's degree or above, 
and have applied for two invention patents.

HALL 3 - 3N66
小爪爪科技 ( 广东 ) 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25280269
E-mail / 邮箱：gq@pablopaws.com

HALL 3 - 3N68
义乌森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81471117
E-mail / 邮箱：Dylan3077@qq.com

义乌森叶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 主要经营宠物玩具 / 宠物服装 / 宠物食具等 ；销售模式：专业展
会 / 电子商务阿里巴巴国际站 / 店面，业务主要集中在韩国 / 印尼 / 巴西 / 印度 / 西班牙 / 意
大利 / 德国 / 美国。 近年慢慢布局零售平台：速卖通 / 亚马逊 / 天猫 / 拼多多等 . 森叶宠物围
绕着：Pet Happyiness,Our work 理念，服务海内外更多专业客户！

HALL 3 - 3N83
安徽恒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537216131
E-mail / 邮箱：1012974963@qq.com

恒杰集团位于安徽省芜湖，是一家由非金属加工企业成功转型
发展为现代环保新材料、民办教育、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旗下拥
有 7 个控股子公司，注册资金 1.1 亿元，固定资产 2 亿元，年产值 5 亿元。目前膨润土深加
工为国内行业最具资源和规模优秀的企业。
二十多年的风雨兼程，一个非金属加工型企业逐步发展为现代新型集团产业，源自于集团董
事长汪元良先生的坚定信念和不懈的追求。在不断引领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的同时，恒杰集团
持续为新产品开发注入活力，相继研制出家用空气净化剂、除味剂、干燥剂、工业废水废气
过滤材料、膨润土香砂、植物香砂、宠物食品等高附加值新品，享有发明专利 3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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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N86
徐州优派特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CHANNEL PETFOOD CO.,LTD
Tel / 电话：18151876888
E-mail / 邮箱：18151876888@163.com

徐州优派特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 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零食并具有自主进
出口权的企业。公司项目投资 5000 万人民币 , 车间面积 6000 平方。
我们宠物食品工厂的设计、建设完全按照中国出口食品标准 , 满足所有进口国的要求 , 并按照
HACCP 食品安全体系管理。公司先后通过了 IS0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HACCP 食品
安全体系认证。
我们致力于打造从产品研发、生产到营销渠道建设全产业链企业。出口产品 50 余种。产品涵
盖犬用、猫用两大类别 , 涉及宠物零食、湿粮、等产品。
技术创造优势 , 创新引领未来。我们始终如一坚守行业准则不断开拓创新、致力于为全世界
宠物提供更高品质的健康

HALL 3 - 3R01
肽泽（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7-65523568
E-mail / 邮箱：540056308@qq.com

肽泽（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宠物皮毛健康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
一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核心专利技术 “人源性细胞穿膜肽”的高新技术企业。
2017 年公司联合华中农业大学成立“毛太好皮毛研究院”，进行宠物皮毛健康产品的研发与
创新。先后获得武汉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卓越品牌奖、创新品牌奖等荣誉。
2021 年公司联合中国兽医协会制定“犬猫皮肤病外用产品使用技术规范”的行业标准，推动
中国宠物行业进步。

HALL 3 - 3R02
华生维克生物工程（漯河）有限公司
HS,VIKO
Add / 地址：漯河市召陵区阳山路 21 号
Tel / 电话：18595423352
E-mail / 邮箱：1101681335@qq.com

华生维克（漯河）生产基地涵盖水针剂，粉剂，散剂，预混剂，片剂，软胶囊，滴剂，溶液剂，
消毒剂，液体杀虫剂，固态，液态预混料，添加剂，液态，固态，半固态营养补充剂 16 条生
产线，公司目前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进行销售，公司一直秉承着为不同客户（品牌商，代理商，
电商，达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理念，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分享，协作的团队理念，爱
与自然的动物福利。

Vic Watson (luohe) production base covering ShuiZhenJi, powder, powder, premix, 
tablet, soft capsule, drop, and solution agent, disinfectant, pesticide liquid, solid, liquid, 
premix, additives, liquid, solid, semi-solid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16 production lines, 
the company is currently selling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ompan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providing all-round help for different customers 
(brand owners, agents, e-commerce, talent), rigorous and efficient work style, sharing, 
collaboration team concept, love and nature of anim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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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03
茜德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CDVET (SHANGHAI)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 1728 号东方蓝海广场 2 号楼 1012
室
Rm.1012,Building 2, Oriental Blue Ocean Plaza No.1728 Huangxing 
Rd, Yangpu District,Shanghai,China
Tel / 电话：13611626864
E-mail / 邮箱：georgiaxi@cdvet.com.cn
Website / 网站：www.cdvet.com.cn

茜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隶属于 cdVet Naturprodukte GmbH 施德维特德国总部，是中国
区分公司。自 1999 年 cdVet 德国总部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将动物的健康和福祉放于首位。
cdVet 致力于运用天然产品，尽可能减少药物和毒素对动物的伤害。cdVet 德国原装产品及其
理念已为全球动物饲主提供了超过 195 种整体解决方案，既满足了宠物爱好者和动物本身的
需求，又提升了现代畜牧业和饲养领域对动物健康管理的品质。让我们一起倡导施德维特理
念 cdVet——“天然无抗，呵护关爱”。

cdVet (Shanghai) Co., Ltd. is a Chinese subsidiary of cdVet Naturprodukte GmbH.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dVet's headquarters in Germany in 1999, it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putting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nimals first. cdVet is committed to using natural 
products to minimize the harm of drugs and toxins to animals. These original German 
products and concepts have provided more than 195 total solutions for animal owners 
worldwide, not only meeting the needs of pet lovers and the animals themselves, but als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nimal health management in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and 
breeding. Let's advocate natural concept of antibiotic-free, care pets.

HALL 3 - 3R05
北京爱益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22102367
E-mail / 邮箱：741738283@qq.com

北京爱益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国的首都北京，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政治、文化、
知识的中心，为公司生产出优质、可靠、信赖的产品提供了极其卓越的条件。公司在国内与
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大等高校研究机构紧密合作，以及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宠物专业科技成果，
产品的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产品品质与质量，赢得了广大客户与消费者的信赖与称赞。
爱益浓本着：品质 创造未来，诚信 为人之本的信条理念，与广大的朋友们精诚合作，一起共
创美好明天。爱益浓、情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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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06
南通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TONG SIRUI BIO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清枫创业园西区电子厂房
D7 幢一楼东侧
Tel / 电话：0513-68615986
E-mail / 邮箱：471102055@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r-tech.com.cn

南通思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在美国从事环保和消毒剂研究多年的资深科学家钱建国博士，
在 2014 年与美国 EPS LLC 公司合作创办的高科技生化企业，坐落于江苏南通苏通科技产业
园。本企业致力于将世界最新科技成果转化为各类产品，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其宗
旨是以环保为基础，以技术求发展，造福于环境卫生事业。常年聚焦于各类新型消毒剂的研发，
特别是在过氧乙酸的 B2C 应用上，独树一帜，已在中日美取得多项发明专利，产品深受用户
欢迎。

HALL 3 - 3R07
浙江麦德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 JIANG MDEHO PET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0579-85688691
E-mail / 邮箱：455717127@qq.com

浙江麦德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坐落于浙江省义乌市后花园--------后宅特色工业区，交通便利，
环境优美，于 2013 年 01 月 10 在金华工商局注册成立，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4 年里，我们始
终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良好的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宠物用品，
我们有最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公司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非常积极提升
公司的整体管理水平，公司研发的新型复合材料经过了 SGS 的权威检测认证，研发的产品超
过 25 项具有国家认证的专利证书。
在今后的发展中，麦德豪将一如既往的秉承“健康、时尚、高品质”的目标，并为此不断努力前进。

HALL 3 - 3R08
微康益生菌 ( 苏州 ) 股份有限公司
WECARE PROBIOTICS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桥路 1033 号
Tel / 电话：15977778474
E-mail / 邮箱：ke.ke@wecare-bio.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wecare-bio.com

微康益生菌（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专注益生菌菌粉、肠道菌群与健康、发酵菌种
的研发生产及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食品、饲用微生态、乳制品、保健食品、精准
医学、日化用品等领域提供益生菌菌粉、发酵菌种、益生菌产品及应用解决方案。
微康益生菌（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专注益生菌菌粉、肠道菌群与健康、发酵菌种
的研发生产及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食品、饲用微生态、乳制品、保健食品、精准
医学、日化用品等领域提供益生菌菌粉、发酵菌种、益生菌产品及应用解决方案。

Wecare Probiotics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that focus o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and its deribatives. Wecare 
Probiotics aims to provide probiotics powder, fermentation strains, probiotic produ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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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application solutions in the fields of food agricultural, food, dairy, functional food, 
precision medicine, daily chemicals etc.

HALL 3 - 3R09
天农大爱宠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2-86998288
E-mail / 邮箱：1010833475@qq.com

天农大爱宠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专注宠物营养与健康领域，旗下拥有“它领域”“超
神”“嬉皮小宠”等品牌，依托于总公司 20 余年动物营养健康生物技术研发丰富经验，为宠
物提供全品类、全剂型，安全，营养，有效，规范的宠物食品、零食、用品、营养品等产品，
在它的领域中，完善它的健康生活体系，满足它的一生健康一站式需求，与爱宠一起快乐成长。

HALL 3 - 3R10
安琪电子商务（宜昌）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11580713
E-mail / 邮箱：zhaobiaoa@angelyeast.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angelyeast.com/goods 
keyword=%E5%AE%A0%E7%89%A9

安琪电子商务（宜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酵母供应商 -- 安
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是从事酵母、酵母衍生物及相关生物制品经营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上市国有公司。
安琪电商依托安琪深厚的食品科研实力，利用安琪核心原料优势，开发了福邦安小主、福小主、
邦小主等系列产品，涵盖了猫狗等宠物主粮、宠物零食、宠物营养保健品等领域，满足猫狗
等宠物肠道健康和营养需求。

HALL 3 - 3R21
世纪萌邦 ( 上海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6237246
E-mail / 邮箱：ying19921127@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bang.com

萌邦是一家全球宠主 & 爱宠生活综合服务平台。公司连接消费者和商家，提供满足宠物医疗、
美容保健、寄养与出行服务，以及宠物保健品、食品、用品及服装玩具等各类优质商品。拥
有宠物门店连锁萌邦部落品牌，宠物医疗服务连锁一宠健康品牌，同时拥有宠物寄养、旅馆
及出行服务的宠旅 ® 品牌，并通过移动端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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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23
上海哺佑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BUYON
Add /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兰路
Tel / 电话：13323705299   03703011731
E-mail / 邮箱：1252957723@qq.com

上海哺佑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销售宠物保健品的公司。产品包括
A，粉剂类：宠物羊奶粉，抑情粉，催情粉，益生菌，猫鼻支，乳铁蛋白粉，维生素粉，幼猫
成长剂，洁牙粉，排毛粉，补血肝精，猫泌舒，鲨鱼软骨素等 ; B，小肉丸系列：抑情小肉丸，
补血肝精小肉丸，卵磷脂小肉丸，关节类小肉丸等；C 玻尿酸系列：口腔护理液，止痛护理液，
抑情护理液，抚慰剂等。
公司从 212 年成立以来市场遍布全国，以哺佑羊奶粉为代表的营养品获得市场一致的认可与
好评，代工合作单位遍布全国。
哺佑秉承技术至上的理念，坚持宠物人本情怀，努力做到“用对人的态度来对宠物”，让宠
物在享受健康人本关怀的同时也获得自身最好的健康。

Shanghai Buyou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pet health products. Products include A. Powders: pet sheep milk powder, estrus 
suppression powder, estrus inducing powder, probiotics, cat nasal branch, lactoferrin 
powder, vitamin powder, kitten growth agent, tooth cleaning powder, hair removal powder, 
blood tonic and liver essence, cat Bishu, shark chondroitin, etc; B. Small meatballs series: 
small meatballs for suppressing emotion, small meatballs for replenishing blood and liver 
essence, small meatballs for lecithin, small meatballs for joints, etc; C hyaluronic acid 
series: oral care solution, pain relief care solution, emotion suppression care solution, 
soothing agent, etc.

HALL 3 - 3R25
南京云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5-82223715
E-mail / 邮箱：duanxiuxiu@yunsonic.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yunsonic.com/

云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的自主研发、生产制造、技术解决
方案提供商。
【宠羡】是云石动物医疗系列，依托于高端全自主知识产权彩超技术平台，提供高清晰度的
器官图像，高灵敏度的动态血流，专业的诊断功能和流畅的用户体验。适用于动物医疗机构
及宠物医院的检查及诊断。产品获得欧盟 CE产品认证和 TUV南德的 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
“创新引领科技，科技服务临床”，云石医疗将不断研发创新，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技术
研发为根本，为客户提供高端先进的医疗器械产品和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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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26
宠八公（上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61055929
E-mail / 邮箱：794559179@qq.com

宠八公 ( 上海 )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在中国国内注册于上海闵行区，品牌源自感
人动情的日本真实故事《忠犬八公》( 公元 1923 一 1935)，宠八公所有系列产品配方来自于
日本研制的宠物专用营养保健品，所系配方归宠八公所有。现宠八公产品有鳖蛋、生蚝、爆
腮爆毛系列，喵胺净、牛磺酸、奶粉、钙片系列，去泪痕泪腺系列等。最近又引进配方口腔
护理系列、护足护眼护鼻系列、洁牙护牙系列，宠八公在中国国内注册商标有“宠八公”、“喵
胺净”、“优选凌采 " 等商标 12 个。宠八公近期致力于爱宠的牙齿护理健康而努力，为这些
不会说话的毛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爱宠的健康，从宠八公开始。

HALL 3 - 3R27
徐州维尔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52090379
E-mail / 邮箱：liuxinmin01@163.com

徐州维尔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是专业宠物营养、特医食品、功能性营养补充剂研发制造公司。
公司推出的多肽营养粉已以营养易吸收，提高免疫力，美毛亮肤功能效果良好，深受客户喜
爱和好评。本品特别针对离乳期幼犬幼猫、哺乳期母犬母猫、手术恢复期营养补充具有显著
效果。

HALL 3 - 3R28
宁波保税区蓝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4-87560475
E-mail / 邮箱：849429762@qq.com

蓝跃是一家挪威企业，成立于 2015 年 3 月 3 日，旨在为客户提供来自挪威的纯天然的营养保
健品。我们的生产基地位于北极圈内的 R st 岛上。保健品系列包括纯鳕鱼肝油和三文鱼油，
均百分百挪威进口，原材料均来自于北极圈内纯净清澈的海域。宠物三文鱼油从海产捕捞到
制作成成品不超过 40 分钟，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产品的新鲜度。天然新鲜、无浓缩的鱼油，富
含天然的 Omega-3、品质卓越，是健康体质的强助力剂。

HALL 3 - 3R29
徐州迈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98766622
E-mail / 邮箱：liu_0902@foxmail.com

自有 3000 平米生产车间，工贸一体的外贸型企业，8 年的宠物用品制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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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30
厦门一正安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ANNO
Tel / 电话：15080320990
E-mail / 邮箱：81737409@qq.com

十几年专注于医疗领域护理用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顾客提供时尚、品质、舒适护理用品。
这种潜心、笃志的品牌经营方式使我们更了解顾客、品牌也始终保持活力，我们相信好产品
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

HALL 3 - 3R51
济南深蓝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JINAN SHENLAN ANIMAL HEALTH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济南市济阳区济北经济开发区兴隆街 9 号
9Xinglong Street,Jinan North econo mic development area
Tel / 电话：15066118998
E-mail / 邮箱：jinanshenlan2006@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shenlandb.com

济南深蓝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动保）成立于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座落于风景
秀丽的泉城济南，注册资金 5000 万人民币，占地面积 18000 ㎡。2020 年公司投资建成符合
国家标准的新型宠物营养补充剂及药品车间，主要涉及产品有宠物固体、半固体、液体营养
补充剂及口服溶液剂 / 滴耳剂 / 滴眼剂 / 透皮剂 / 胶囊剂 / 膏剂、片剂 / 颗粒剂、消毒剂（固态、
液态）/ 外用杀虫剂、注射剂等。

Jinan Shenlan Animal Health Products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henlan Animal 
Protection) was established in December 2000,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spring city of Jinan,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50 million yuan and an area of 18,000 ㎡ . In 2020, the company 
investment built to meet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new pet nutrition supplements and 
medicine workshop, mainly involving products are pet solids, semi-solid, liquid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and oral solutions / ear drops / eye drops / transdermal / capsules / paste, 
tablets / granules, disinfectant (solid, liquid) / external pesticides, injections, etc.

HALL 3 - 3R52
广东中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00175044
E-mail / 邮箱：2303767253@qq.com

广东中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致力于医疗器械、消毒器械、氢分子健康设备、食材净化设备、
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 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江门市新会区银洲湾科技产业创业园，
拥有钣金加工，模具加工，注塑加工等配套基础加工产业。拥有 8 条生产流水线和十万级无
菌医疗器械生产车间，年生产能力可达百万台以上。拥有氢氧气混合机系列；纯氢机系列；
纳米氢水机系列；纳米氢泡浴机；氢淋浴机；氢足浴机；纳米氢食材净化机；消毒器械等。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3号馆
Hall 3

181

HALL 3 - 3R53
南京复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FUXIN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中国江苏南京江宁湖山路 789 号
Add: No. 789, Hushan Road, Jiangning District, Nanjing, Jiangsu, 
China
Tel / 电话：13913933880
E-mail / 邮箱：z18115151616@163.com

南京复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从事生物氧化制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
科技企业。以美国、德国、意大利博士后领衔专业的技术团队，30 多年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
提倡绿色治疗，拥有 10 多个国家专利。

Nanjing Fuxin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focus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production and sales of biological oxidation agents. Owning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eam led by postdocto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Italy,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medical clinical research for more than 30 years. We advocate green therapy 
and has more than 40 national patents.

HALL 3 - 3R55
天津威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00214445
E-mail / 邮箱：anliucj@163.com

天津威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坐落于北方大型港口城市天津。是一家集宠物
药品营养保健品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支持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我们始终秉承品质为本的经营
理念，在宠物医疗保健产品领域技术研发投入是我们最大的板块，公司拥有兽药及营养品研
发中心各一个，为宠物提供 安全、正规、高效、优质的产品及服务是我们最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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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56
浙江金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GOLDEN-SHELL PHARMACETICAL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中心路 89 号
N9.89,ZHONGXING ROAD,LI'AO,KANMEN SUB-
DISTRICT,YUHUAN,ZHEJIA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15867035231
E-mail / 邮箱：sales03@golden-shell.com.cn
Website / 网站：www.golden-shell.com.cn

浙江金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创建于 1994 年坐落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的浙江省玉环，
是一家从最初海洋生物研究及其衍生物提取的生产企业发展至今涉及膳食补充剂原料、医疗
器械、食品原料、化妆品原料、农用肥料等综合性大健康行业的产业公司。 公司在 2019 年 2
月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官方现场检查。先后建立了浙江金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金壳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壳进出口有限公司、在美国新泽西州注册设立了 "Golden-Shell 
International LLC "（金壳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通达全球的销售网络，“GOLDEN-
SHELL”商标已在多个国家注册成功。产品畅销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

Golden-Shell Pharmaceutical Co., Ltd. founded in 1994,and now is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chitin and chitin derivatives in China. Golden-Shell has been granted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certifications such as the NSF-GMP, ISO22000:2005, 
ISO9001:2008 and HALAL. Moreover, we have achieved the Drug Manufacturing License 
for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and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Our trademark 
“GOLDEN-SHELL” has been successfully register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our company 
has been authorized to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independently. Based on a global sales 
network, Golden-Shell exports more than 95% of its products and has exported to over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HALL 3 - 3R57
杭州艾宠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AICHONG BIOTECH CO.,LTD
Tel / 电话：13093400073
E-mail / 邮箱：413761281@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eartyvet.com

杭州艾宠科技致力于不断的创新和研发投入，为中国宠物快速诊断领域开发更多更好的产品，
为宠物和动物疫病检测行业贡献我们的青春和智慧。杭州艾宠科技以积极的态度和共赢的理
念，欢迎广大宠物 ，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者来电来函垂询，也欢迎有志于宠物，动物疫病检测
方向的仁人志士加入我们，携手共创中国动物疾病快速诊断领域的春天，向生命科学研究工
作者致敬！

Hangzhou Aichong Biotech Co., Ltd. is committed to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R&D 
investment. We aim at developing more and more better products for Chinese pet rapid 
diagnosis field and  contributing our youth and wisdom for the pet and animal disease 
detection industry.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win-win idea, we welcome for any calls, 
messages and cooperation from workers of pet and animal detection. Together, you and 
us, we will create a new episode for the rapid diagnosis of animal disea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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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58
澳弗 ( 上海 ) 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16998317
E-mail / 邮箱：jiang_jiamei@colorfulmed.com

澳弗动物医疗源于康达卡勒幅，康达卡勒幅成立于 2005 年，多年来与华东师范大学磁共振重
点实验室保持着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借助其科研优势，聚焦前沿科技与临床需求，专业从事
于医学影像设备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在医疗影像领域有着成熟的产品体系、核
心技术和营销渠道。2020 年公司成立了专为宠物医疗机构及医师提供全面医学影像解决方案
的澳弗宠物医疗。秉承着“专业宠爱，延续生命”的理念，澳弗宠物医疗以人医尖端技术为标准，
普惠宠物影像诊断，坐拥 MRI、DR、CT、超声、云平台等一系列优质产品，致力于让高质量
产品与服务惠及宠物行业，让宠物医疗变得更安全与便捷。

HALL 3 - 3R61
山东雨泽银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6318483715
E-mail / 邮箱：2337604551@qq.com

专注动物药业，关爱人类健康
雨泽药业是于 2004 年由国有文登兽药总厂（成立于 1976 年）私营改制而来。现在是一家从
事动物保健产品研发、生产及国际贸易的集团化公司。
雨泽药业公司总部设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生产基地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多年来公
司专注于动物保健产品的研发、生产、推广和应用，产品出口到东南亚、非洲、中东地区十
几个国家。
雨泽药业拥有国家农业部兽药 GMP 生产线，包括粉剂 / 散剂 / 预混剂、片剂（含中药提取）
/ 颗粒剂（含中药提取）、粉针剂、口服溶液剂（含中药提取）、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含
中药提取）/ 最终灭菌大容量非静脉注射剂（含中药提取）、消毒剂（固体）、非氯消。

HALL 3 - 3R62
武汉黎耀药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327091449
E-mail / 邮箱：sli1@fandm.edu

武汉黎耀药业有限公司（Amal Biocare）是专注于国际品质动物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方黎发国际，是一家专业从事医药原辅料全品类供应链服务平台，国际
进出口历史悠久。外方 SAMA SUPPLY 来自中东国家约旦，核心成员均留学欧美，是全球排
名前五国际制药企业 HIKMA 实验室的紧密合作机构，业务遍及全球，以其卓越的生产工艺、
先进的药物制剂技术和严格质量控制体系在业内久负盛名。
2017 年，黎耀在位于武汉东湖国际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光谷生物城建立生产研发基地，并于
2021 年 4 月顺利通过国家新版兽药 GMP 验收。公司目前拥有符合国家兽药 GMP 标准，并满
足欧盟 GMP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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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R63
佛山市嘉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JIACHEN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羊额村委会周地工业区永安路 9 号之
56
No. 9-56, Yong’an Road, Zhoudi Industrial Zone, Lunjiao Yang’e 
Village Committee, Shunde District,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757-27889930
E-mail / 邮箱：lzwscvtc@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foshanjiachen.com

佛山市嘉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与销售医学仪器的高新
技术企业 ,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通过 IS013485 体系审核；
经过近三年的积累，目前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研发与销售的能力也日益增强。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一直奉承着以客户需求为起点，以客户满意为重点，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始终以加强
客户服务为根本的经营理念。在分子生物 / 化学实验室坚持务实的做好做精，为不同领域的
客户带来满意的产品，完善的服务。公司座落于“食在广州，厨出凤城”的顺德区，优美的
环境带给嘉辰公司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实力更是嘉辰公司发展的保证，公司拥有一批富有
经验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并十分注重团队建设。

HALL 3 - 3R65
浙江安吉赛安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05829268
E-mail / 邮箱：sales@seinofy.com
Website / 网站：www.seinofy.com

浙江安吉赛安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名香港赛诺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位于香
港东区北角马宝道 41-47 号华宝商业大厦。2018 年 1 月 28 号国内公司成立，坐落于浙江省
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塘浦工业园闻韵路 489 号 3 号厂房 2 楼。于 2019 年 6 月 1 日与韩国
Seontae Kim 博士一同在韩国创立 Intelos Inc。赛安芙生物科技主要从事于人类疾病、食品
安全、宠物疾病和畜禽疾病的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与生产；Intelos Inc 主要负责 POCT 定量
分析仪的研发与生产以及韩国本土和中东地区的海外销售工作。
公司现已有 60 多名员工（其中博士 3 名，硕士 4 名），拥有现代化 690 平方米十万

Zhejiang Anji Saianfu Biotech Co.,Ltd. was originally named Hong Kong Sanofi 
Bio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and is located in Huabao Commercial 
Building, No. 41-47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Eastern District, Hong Kong. The domestic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on January 28, 2018. It is located on the 2nd floor of No. 3 
factory building, No. 489 Wenyun Road, Tangpu Industrial Park, Dipu Street, Anji County,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Founded Intelos Inc in South Korea with Dr. Seontae Kim 
from South Korea on June 1, 2019.SAIANFU BIOTECH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R&D and 
production of in vitro diagnostic reagents for human diseases, food safety, pet diseases and 
livestock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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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S01
成都猫研所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81288313
E-mail / 邮箱：maoyansuocare@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maoyansuo.com/

猫研所创立于 2017 年，是中国领先的猫咪健康互联网医疗平台。经过 5 年运营发展，目前在
疾病科普，在线问诊，社群电商，在线药房，线下医院等多领域开展业务。
猫研所拥有专业的的生物编辑及线下医疗团队，目前团队全网粉丝超 100 万，门店接待用户
超 5 万余次，社群用户超 10 万。
猫研所一直秉承：真诚 服务 爱这一理念，提供优质的互联网宠物医疗服务，打造让猫家长信
赖的宠物医疗平台，努力和家长一起让中国猫咪更健康。

HALL 3 - 3S02
深圳市易扣展示制品有限公司
ECO DISPLAY
Add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固戍施乐德工业园 A 栋 2 楼
2 flr, A Bld, Shilede Industrial Park, Gushu, Bao'an, Shenzhen
Tel / 电话：13392436869
E-mail / 邮箱：info@ecodisplaycn.com
Website / 网站：www.zhihuojia.com.cn

深圳市易扣展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能为客户按需定制展示方案和生产各类展示道具，
设计、生产各类材质的猫屋、猫爬架、家居收纳盒等家居生活空间产品，公司拥有自主研发
及设计团队，全自动化生产线及 10000 平方米的生产基地，曾连续两年获得过 POPAI 设计奖
项。公司立足于产品设计研发，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终端陈列，视
觉营销整体解决方案和展示道具。

HALL 3 - 3S03
丹东鸿洋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辽宁省东港市前阳镇新安村
Tel / 电话：0415-7816777
E-mail / 邮箱：boscohuang1998@hotmail.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grandoceanfoods.com/

丹东鸿洋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位于有天然沿江沿海优势的辽宁省丹东市 , 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宠物食品经营企业。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依海建厂，
目前厂区占地面积 41111 ㎡；标准生产厂房 13000 ㎡。公司发展至今凭借良好的产品品质以
及国际专业生产线，产品先后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认证、“欧盟 EU”食品认
证、“HACCP”体系认证、“ISO22000”质量认证等多项国内外权威机构认证。并且先后荣
获辽宁省农业产品化重点龙头企业、国家农业部农产加工业示范企业、外贸出口明星企业、
外贸出口先进企业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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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S05
麻城市白果镇鸿运皮具用品厂
Add / 地址：麻城市白果镇冯氏祠村一组
Tel / 电话：13117085081
E-mail / 邮箱：740121277@qq.com
Website / 网站：740121277@qq.com

麻城鸿运皮具厂地处风景秀丽的大别山南麓。拥有专业研发能力，集自行设计，生产，营销
为一体，系从事宠物皮具系列用品专业生产厂家。其产品自然大气，灵巧秀美，独具一格，
可按客户的尺寸，款式定做，备受广大客户喜爱。产品上市二十余年来得到电商，网店客户认可，
部分产品已远销东南亚，欧美市场。
我们的经营宗旨 :诚信诚实，专业专心，精益求精。产品质量的完美无憾是我们追求的永恒主题。

HALL 3 - 3S06
广东汇赢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IYING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文华北路 48 号星星大厦
Tel / 电话：13829657239
E-mail / 邮箱：177499814@qq.com

广东汇赢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拥有宠物营养品，消毒驱虫类和洗澡护用品类产品。我们秉承专
业对宠，诚信对人的经营理念，以需求，专业，创新，分享为企业文化，通过持续优化与发展，
致力于成为改善宠物健康生活品质的企业。

Guangdong Huiying Pet Products Co., Ltd. has pet nutrition products, disinfection and 
insect repellent products and bath care products. Adhering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professional to pet, integrity to people", we take demand, profession, innovation and 
sharing as the corporate culture, and through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are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nterprise to improve the healthy life quality of pets.

HALL 3 - 3S07
临沂贝娃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54911136
E-mail / 邮箱：910307332@qq.com

临沂贝娃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宠物饼干生产、客户定制 OEM 为主的企业是各大电商
代工的忠实合作伙伴，有猫饼干、狗饼干 2 大系列，20 多个产品（如小鱼饼干、骨头饼干、
小馒头、米奇饼干等）。2022年公司又增加设备投入，生产低温烘焙猫粮、狗粮现已投入市场，
反馈非常好，利用鲜肉为主要原料，真正实现高营养、高蛋白产品。 欢迎来电、来厂咨询洽
谈合作，期待共赢。

Linyi Beiwa Pet Food Co., Ltd. is a company. The enterprise mainly engaged in pet biscuit 
production and customer customization OEM is a loyal partner of major e-commerce 
OEMs. There are two series of cat biscuits and dog biscuits, and more than 20 products 
(such as small fish biscuits, bone biscuits, small steamed buns, Mickey biscuits, etc.). In 
2022, the company increased the investment in equipm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low-
temperature baked cat food and dog food has been put into the market, and the feedback is 
very good. Fresh meat is used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thus realizing high-nutrition and 
high-protein products. Welcome to the factory for consult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look 
forward to a win-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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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S08
青岛蔚蓝智创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BLUE SMART ANIMAL NUTRITION 
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8660267617
E-mail / 邮箱：chuantang0108@163.com

青岛蔚蓝智创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冻干、烘干、风干
食品研发生产加工企业。公司始创团队拥有 8 年宠物冻干生产研发经验，提供高端宠物零食
OEM/ODM 一站式服务，可为客户提供小批量个性化定制服务，致力于打造值得信赖的宠物
食品加工企业。

HALL 3 - 3S09
顶峰宠物用品销售 ( 天津 ) 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3752383157
E-mail / 邮箱：892504020@qq.com

主营宠物食品；用品；保健品

HALL 3 - 3S20
武汉喵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20204885
E-mail / 邮箱：575844014@qq.com

一个诞生于 2019 年的国产新锐猫粮品牌，倡导 0 肉粉 0 谷物 0 人工诱食剂，用堪称国产猫粮
爱马仕的纯肉配方匹配陛下的精致生活。
wulimiao 无理喵从配方到包装以及品牌 IP 都来自于原创，产品到设计融入了我们的态度，
没有一味的去山寨、去 COPY，因为我们相信，过不了几年，“中国制造”会像日本制造、德
国制造一样，因品质而成名。
我们通过反复调研发现，更好的猫粮配方秘诀来自于 0 肉粉，用纯肉做原料可以解决大部分
猫粮的品质问题。
同时 wulimiao 无理喵杜绝过量植物蛋白营造虚假数据，来自肉类的粗蛋白 / 氨基酸 / 牛磺酸
/ 不饱和脂肪酸等才能做出让小老虎等不及要开饭的极上猫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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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S21
内蒙古佰利亨工贸有限公司
XINGKANGMU
Tel / 电话：15147250039
E-mail / 邮箱：349964184@qq.com

本公司专注于宠物环境清洁领域多年，具有丰富的产品开发的技术经验，可满足用户多种需求，
现旗下有沸石猫砂，猫砂除味颗粒，除味水等产品，支持 OEM，佰利亨期待与您一起同行。

The company focuses on pet environmental cleaning field for many years, has rich 
technical experience in product development, can meet a variety of user needs, now has 
zeolite cat litter, cat litter in addition to taste particles, in addition to taste water and other 
products, support OEM, Bai Li Hen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HALL 3 - 3S22
山东营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YINGRUN BIO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
Linqu County,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4006787377
E-mail / 邮箱：609959057@qq.com

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占地 200 亩是以冻干零食为主，产品加工生产的公司，拥有科学的质
量管理体系，完善的生产，研发、销售、检测体系。主营宠物冻干零食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overs an area of 200 acres 
is mainly freeze-dried snacks, product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of the company, with 
a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erfect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testing system. The main pet is freeze-dried snacks

HALL 3 - 3S25
山东中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01020097
E-mail / 邮箱：1152369645@qq.com

公司本着诚信为本、积极开拓、优质服务的精神和专业、用心、负责的理念，在探索中发展，
在创新中前行

HALL 3 - 3S26
深圳乐贝坊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特区 1980 产业园 C 栋 506
Tel / 电话：18043969369
E-mail / 邮箱：1192289933@qq.com

乐贝坊宠物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总部设在深圳。公司秉持着“专业服务只为
最好的陪伴”的宠物服务理念，为所有宠物家长提供最佳的宠物服务体验。乐贝坊宠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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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旗下经营两大品牌门店：分别是社区型宠物服务门店—MR.DOGGY 和商场型宠物服
务体验店—MIAODORA。乐贝坊还投资创立了宠道宠物 AI 服务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核心技
术团队由原 IBM 数据总监及其团队操盘，构建宠物门店智能化服务系统、客户跟踪系统、数
据管理系统，同时延展到线上 APP“找猫逗狗”. 乐贝坊同时开设了加加贝尔宠物大学，从宠
物洗护到宠物美容；从宠物知识到宠物训练，保证了内部人才的不断成长和同行业人才的输送。

Le bei Fang Pet Service Co. , Ltd. was established in October 2016, headquartered in 
Shenzhen. The company adheres to the"Professional service only for the best companion" 
pet service concept, for all pet parents to provide the best pet service experience.Le bei 
Fang Pet Service Co. , Ltd. operates two brand stores: one is the community pet service 
store, the other is the community pet service store. Doggy and mall-style pet service gym-
mia odora.Le bei Fang also invested and founded PET channel AI Service Technology Co. , 
Ltd. Le bei Fang also opened the Gargabel Pet University, from pet care to pet grooming; 
from pet knowledge to pet training,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internal talent and 
the delivery of talent in the industry.

HALL 3 - 3S27
邢台萌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原邢台金贝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330989888
E-mail / 邮箱：525430535@qq.com

HALL 3 - 3S29
黑米先生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21525357
E-mail / 邮箱：1083841952@qq.com

黑米先生宠物鲜粮，公司主打原汁原味蒸煮鲜粮，采用传统高温蒸煮工艺制作新鲜营养的宠
物主粮。黑米先生是首个为中国养宠家庭提供“AI 宠物营养师”服务的宠物品牌，也是国内
首家推出“处方鲜粮”的宠物品牌，以中国传统理念“食补胜于药补”为基础，针对宠物的
慢性病提供专门的营养餐。公司核心产品有处方鲜粮、功能鲜粮和纯真零食三类。黑米先生
以“宠物也是家人”为公司文化，提倡“科学养宠”，全线产品坚持 0 胶 0 诱 0 防腐。

HALL 3 - 3S51
中山市西格尔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43124788
E-mail / 邮箱：1127712340@qq.com

秉持“创意是第一 - 推动力” 的企业口号以“成就别人才能成就自己”的经营理念，针对每
位客户的行业特征和企业文化，以出类拔萃的创造力和文化凝聚力，去满足客户、征服市场，
追求卓越、专注品质和细节，立志成为中国宠物行业最受尊崇和信赖的市场引领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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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S53
浙江君泽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9-88882688
E-mail / 邮箱：4155986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junzepet.com

浙江君泽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地处人杰地灵的经济发达城市 --- 浙江金华市兰溪经济开发区，
公司占地面积 4500 平方，下设研发部、生产部、内贸部、外贸部、品质部等部门，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环保宠物玩具公司。 公司主要研发、生产、销售环保塑胶玩具、
棉绳玩具、透明玩具、宠物用品等系列产品

Zhejiang Junze Pet Products Co., Ltd. is located in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ity of 
Jinhua city Lanx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Zhejiang.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4500 square, with R&D department, production department, internal trade 
department, foreign trade department, quality department and other departments. It is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t toys company which integrates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HALL 3 - 3S55
爪子空间（江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PACEZZ(JIANGSU)PET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15651461121
E-mail / 邮箱：spacezz_info@163.com

爪子空间（江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于 2021 年在江苏省邳州市成立，是一家集研发、设计、
生产为一体的专业宠物家居用品公司。拥有定制级智能生产工厂和超过二十年经验的成熟木
作定制家居研发团队，旨为精致养宠提供创新于实用的宠物家居产品。旗下品牌：爪子空间
spacezz

HALL 3 - 3S56
安吉辰霖家具有限公司
CHOTTO PET FURNITURE
Tel / 电话：05725227186
E-mail / 邮箱：sales@chelinchair.com

工厂坐落于美丽的浙江安吉，集设计、研发和生产于一体，定制曲木宠物家具，远销海外，
受市场青睐。

HALL 3 - 3S58
柘荣县萌宝宠物工作室
MINI MEMBER
Tel / 电话：13205010665
E-mail / 邮箱：815200658@qq.com

Mini Member 以宠物服饰为主展开的一系列宠物周边产品，主打快时尚、快消宠物服装及周
边产品，为当代具有消费偏好性、多样性的饲主提供多品类、多系列的款式选择。自有工厂
能满足上新速度和新鲜感，能让饲主有样化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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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3 - 3S61
浙江它它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57651805
E-mail / 邮箱：woshimao1225@163.com

浙江它它科技有限公司秉持“充满爱意、富有创新性、科技感十足”的宗旨，关注猫狗生活，
为带给它们更好的生活不断设计新兴产品。

HALL 3 - 3S63
廊坊市广阳区北旺星海服装厂
Tel / 电话：15832625503
E-mail / 邮箱：841324475@qq.com

主要生产宠物服装，棉窝等宠物用品，自 2007 年开始至今。

HALL 3 - 3S65
徐州我爱我宠饲料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52254085
E-mail / 邮箱：461331310@qq.com

本公司专业提供一站式 OEM 宠物营养补充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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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A01
巍隆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VETOQUINOL
Tel / 电话：021-52570660
E-mail / 邮箱：vic.liu@vetoquinol.cn
Website / 网站：www.vetoquinol.cn

法国威隆制药成立于 1933 年，总部设在巴黎。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独立家族企业，威隆
致力于动物健康领域，信守自己的价值观并保持着紧密的客户关系，全球设有六大工厂，在
国际动物保健行业排名前十。三大重点策略市场为欧洲，北美，及亚太地区。目前在中国市
场上主要分为抗感染类、疼痛管理类、耳道护理类、药用香波洗护类等，有明星单品耳肤灵
及麻佛美味片等。

HALL 4 - 4A21
上海宠幸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OWSING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021-54788586
E-mail / 邮箱：zhoufengjun@chowsinglive.com

上海宠幸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专注为宠物研发健康护理用品的高新科技公司，产品涵盖宠物
食品、宠物营养品和宠物医药等领域，旗下拥有“卫仕”、“宠幸”等自主品牌，专注于研
发宠物营养食品的卫仕品牌秉持“以专业严苛之态度，诚挚爱宠之心”的经营理念，不断探
索提升宠物营养的科学配方。时至今日，卫仕累计服务过的爱宠超过 3 亿只 / 次，问鼎国内
宠物营养品天猫 / 京东销售额第一，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宠物营养品牌。

HALL 4 - 4A51
喵达 & 嗗达
MEOWSTARD &WOOFSTARD
Tel / 电话：13381098354、4006001098
E-mail / 邮箱：jay@jingchengpet.com.cn

从新西兰天然牧场到陕西秦岭玉山，从欧陆珍馐肉类到太平洋深海吞拿鱼，我们严选每一种
食材；
从欧洲顶级宠物食品制造商 Landguth 到国内一线生厂商乖宝海创，我们携手全球最顶尖的
产品制造商；
我们与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与权威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科研项目，不断提高
产品研发实力。
迄今为止，喵达 & 嗗达已上市十多个系列的犬猫产品，涵盖主粮、零食、罐头、猫砂、玩具等，
产地遍布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新西兰、美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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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A81
东莞市百洛仕贸易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BAILUOSHI TRADING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太安路虎门段 105 号 1 号楼 405 室
Tel / 电话：0769-85181432
E-mail / 邮箱：walklee@parrotshop.com.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parrotshop.com.cn/

我司总部位于中国香港，至今已运营 40 多年。2009 年成立深圳百乐仕，主要负责中国大陆
地区的宠物鸟类进口食品及用品的代理、批发及品牌推广工作。2021 年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仓
储需求，迁至东莞并成立东莞百洛仕。作为 HAGEN HARI 和 F10 产品等国际知名宠物用品品
牌的中国总代理，我们提供各类优质的宠物食品及用品，并引进专业的宠物饲养理念及养殖
与病防技术，以帮助宠物主、繁殖场、动物园等机构提升饲养水平与繁殖率、降低死亡率、
保障动物福利。

HALL 4 - 4B01
洛阳惠中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HUIIZON
Add /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 15 号
Tel / 电话：18638841380
E-mail / 邮箱：huiizon@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huiizon.com

惠中动保是普莱柯生物（股票代码：603566）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是筑巢于宠物疫苗和化
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宠物药品品牌企业。
惠中动保依托国家兽用药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立足国家宠物疫病防控和市场急需，分阶段
布局犬猫核心疫苗、犬猫非核心疫苗和化药、犬猫老年病药物 37 款产品，致力于用最新的科
学知识和技术创制良药呵护宠物健康，提升宠物生活质量，延长宠物寿命，打造驰名国内外
的宠物药品品牌。

HALL 4 - 4B21
江苏益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E-LEADER BIOTECH CO.;LTD
Tel / 电话：13357730677、18654115837
E-mail / 邮箱：957618077@qq.com

江苏益力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4 年，是一家聚焦于研发和生产宠物保健产品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深耕于宠物医疗专业渠道，销售渠道以线下代理为主，线上电商为辅，在全
国拥有 30 家省级代理商及 235 家二级代理商、并与 10000 余家宠物医院保持深度合作关系，
业务覆盖 95% 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公司旗下生产基地严格按宠物行业新要求，取得了固态、
半固态、液态全剂型的生产资质，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全剂型生产能力工厂的自有品牌企业。
企业于 2017 年与加拿大第三大宠物食品公司 spectrum 公司开展合作，加强对符合亚洲宠物
自身营养需求的粮食研究，联合开发的乐枫宠物主粮 2021 年 11 月登陆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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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B51
杭州蒂一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26113549、13426113549
E-mail / 邮箱：631948399@qq.com

杭州蒂一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我们秉承着本土化的品牌孵化理念 ，为中国宠物主
与宠物带来更先进养宠理念，及更具价值的进口宠物产品。
- 管理团队从业经验 13 年，蒂一核心成员平均从业经验不低于 10 年
- 2009 年进入宠物贸易、宠物电商（垂类电商及淘系电商平台）及垂类社群
- 2009 年 开展宠物进口业务，主攻欧洲宠物产品
- 2019 年—至今 整合资源，针对所代理的海外宠物品牌，开启本土化品牌孵化。

HALL 4 - 4B81
维多比亚有限公司
VETOPIA LIMITIED
Add / 地址：香港鲗鱼涌七姊妹道 206-208 号昌利大厦 6B 室
6B, Cheong Lee Building, 206-208 Tsat Tsz Mui Rd,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 / 电话：+852 29159262
E-mail / 邮箱：nicholas.lee@vetopia.com.hk
Website / 网站：www.vetopia.com.hk

我们是 ... 由兽医创办及管理的网上商店 – Vetopia
Dr David Gething 及 Trilby White，自 2000 年便移居香港。一两年后，我们便开始了
Creature Comforts 兽医外诊服务。从那时起，我们就秉承着优质、关怀、便捷及体恤，这
四大宗旨。Vetopia 亦秉承着这些核心价值，致力把最优质的宠物用品、贴心的服务、专业
的建议及诚实的价值观带给主人们。我们为 Vetopia 所达成的一切感到自豪，更为每天回到
Vetopia 仓库，为香港宠物而尽力的每位员工而自豪！

Who we are Vetopia - the veterinarian founded online store.We, Dr David Gething and Trilby 
White, moved to Hong Kong in the year 2000, young and full of ideas. It was only a year or 
two later when we opened our Creature Comforts Veterinary Housecall Practice, a unique 
practice dedicated to seeing animals in the comfort of their own homes. We were guided by 
our four key values: Quality, Care, Convenience and Compassion.Vetopia created with those 
core values in mind, aiming to bring the best pet products to our clients, with personalised 
service, knowledgeable advice and honest values. We're proud of what Vetopia has become, 
and we're proud of our team who every day come into the Vetopia warehouse ready to help 
the pets of Hong Kong.

HALL 4 - 4C01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RINGPAI PET HOSPITAL
Tel / 电话：15122181779、15122181779
E-mail / 邮箱：xurongron@ringpai.com
Website / 网站：www.ringpai.com

瑞派宠物医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是专门从事宠物医院运营和
管理的大型连锁机构，拥有近 600 家医院，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直辖市），70 余个城市。
现有员工 6000 余名，拥有国内知名的专家、技术团队，以及标准化、专业化的管理体系，年
接诊量超过 300 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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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C21
南京盛锦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东山街道南京南站南广场城际空间站 A1-1808
Tel / 电话：4000865600
E-mail / 邮箱：ly@shegnjinhe.cn

南京盛锦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一直竭力为养宠家庭提供高品质的服务。秉
承着“传承·源自更高追求”的企业精神和打造百年长青基业的愿景目标，致力于研究、开发、
生产高品质的宠物健康食品和用品。

HALL 4 -  4C51
重庆飞萌宠物有限责任公司
FLYMO PET
Add /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 439 号中国华融现代广场 2 号楼
23A
23rd floor, building 2, China Huarong Modern Plaza, No. 439, 
Xinnan Road, Yubei District, Chongqing
Tel / 电话：18883170725、400-006-9519
E-mail / 邮箱：feimeng@fmpets.cn
Website / 网站：http://121.199.52.193/web/index.html

飞萌宠物是从事宠物食品、用品进口的宠物行业垂直企业，提供以品牌运营为核心的一站式
宠物行业商业解决方案，拥有宠物食品行业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是重庆保税仓宠粮业务的推
动者和首家宠粮入住企业，海关总署认可的电商平台企业。
飞萌现阶段为生骨肉主食冻干品牌 FURRY WONDER( 牧野奇迹 )、美国著名保健品牌
VET'S BSET（维倍思），意大利著名宠粮品牌 FARMINA（法米娜），加拿大鲜肉宠粮 MY 
HEALTHY PET（活力枫叶）的中国总经销。

FeiMeng pet is a vertical enterprise in the pet industry engaged in the import of pet food 
and supplies. It provides a one-stop commercial solution for the pet industry with brand 
operation as the core, and has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system in the pet food industry. 
It is the promoter of Chongqing bonded warehouse pet grain business, the first pet grain 
occupancy enterprise, and an e-commerce platform enterprise recognized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At present, FeiMeng is the general distributor in China of the freeze-dried brand of raw 
meat staple food, future wonder, the famous American health care brand vet's bset, the 
famous Italian favorite food brand farmina, and the Canadian fresh meat favorite food my 
health pet.

HALL 4 - 4C81
深圳市大千水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BOUNDLESS AQUATIC & PET SUPPLIES 
CO. LTD.
Tel / 电话：13352983310
E-mail / 邮箱：19332210@qq.com

西班牙 Natural Greatness 恩萃天然宠物食品中国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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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D01
上海风神与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KISSGROOMING
Tel / 电话：13917238671、021-67632060
E-mail / 邮箱：marketing@toex.cn

KISSGROOMING秉承“轻松自在，只管热爱”的品牌文化，让广大年轻的美容师和店主，更轻松、
更健康、更有活力。在国内宠物店已普及“装备型”设备的市场环境下，KISSGROOMING 深
挖客户痛点需求，重视人与动物福利，引导专业用户，提高门店工作效率和营收能力，改善
劳动陋习，延长工作寿命；同时，KISSGROOMING 加快产品研发速度，加大“环境型”和“收
益型”设备的推广力度，将中国宠物店和美容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KISSGROOMING 助
力中国宠物美容市场人才正规化、院校化培养，为宠物美容师人才的正规化、院校化培养尽
一份力。兄弟品牌 KINASTAR 的宠物医疗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一席之地。

“KISS Grooming” is a supplier of full-line pet grooming equipments, and offers one-stop 
solution services to pet stores.
"Pro for Pros" is our brand concept. As a full-line professional pet grooming tool and 
veterinary equipment supplier, we offer to worldwide clients the complete solutions of the 
newest, most professional and systematized pet grooming rooms, studios and pet clinics. 
The products we provide include blow dryers, finishing dryers, compartment dryers, 
grooming tables, pet cages, scissors, groomer apparels, etc. It covers the whole set tools 
and equipments that pet grooming rooms, studios and pet grooming training schools need.

HALL 4 - 4D21
深圳市红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7888-388
E-mail / 邮箱：huangjin@reddogchina.com

红瑞生物（REDRAY）致力于宠物健康解决方案，专注于宠物营养品、功能食品、
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以及功能护理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目前，公司旗下主要品牌包括 RedDog 红狗营养品和功能食品品牌，Dr.RED/ 瑞
德医生宠物药品品牌。公司主力产品营养膏、化毛膏连续多年获得品类第一名，
已覆盖超过 15,000 家门店及医院，连续多年在宠物营养品行业名列前茅，累计销
售超过 5000 万支。

HALL 4 - 4D51
云檀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18218758、130 6178 8719
E-mail / 邮箱：ytpet@qingmutec.com

云檀宠物成立于 2020 年，致力于服务中国的爱宠家庭，为宠物提供全方位呵护。公司拥有一
支具有丰富的宠物渠道管理与品牌建设能力的优秀团队。依托于青木科技扎实的电商运营能
力，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展的方式，帮助国际品牌扎根中国市场，与中国消费者建立信赖
关系，促进长效的生意增长。
目前，云檀宠物已成功引进多个欧美中高端宠物领导品牌，成为其在国内的全渠道总代理，
为中国养宠家庭提供高品质安全透明且健康的营养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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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D81
上海酬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321823813、18217188066
E-mail / 邮箱：1545815797@163.com

上海酬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成立至今，稳步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宠
物严选品牌，创造宠物健康美好生活。”

HALL 4 - 4F01
内蒙古联邦动保药品有限公司
THE UNITED ANIMAL HEALTHCARE (INNER 
MONGOLIA)CO.,LTD.
Add / 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源南路 1 号
Tel / 电话：0478-7862888
E-mail / 邮箱：77925374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lianbangdongbao.com

联邦制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03933.HK）。1990 年成立于香港，是一家集医药中间体、原料
药、药物制剂、生物制品以及兽药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制药集团，是全
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企业。
联邦动保是联邦制药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2014 年成立，项目总投资超过 5 亿元，是一家通
过国家新版GMP认证的专业从事动物药品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端兽药企业。
联邦动保将依托联邦制药的品牌和原料优势，坚持高标准的制药理念，致力于打造中国兽用β-
内酰胺类产品知名品牌！

HALL 4 - 4F08
江苏合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1886378
E-mail / 邮箱：9859090@qq.com

合宠生物以专注宠物健康、维护动物福利为己任，凭借领先科技优势，以“安全、高效、规范”
为核心价值观，不断研发提供优质动保产品。
公司旗下有合宠、合安舒、欣宠心、宁宠清等知名品牌，涵盖寄生虫驱杀、宠物处方药、清洁消毒、
功能营养、皮毛护理、功能粮食和处方粮等方向，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宠物医药品牌。合
宠坚持打造的“宠药新国货”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同时也为宠物健康和人宠幸福提供了可靠
的国产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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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F21
上海弗艾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1936299、13588012344
E-mail / 邮箱：846959626@qq.com

小壳坚持“科学养护”的理念，致力于为中国的宠物宠主拥有更加健康的陪伴生活。自成立
以来，小壳建立了国内首个专业宠物护理实验室，努力用交叉创新的技术，在超过 50 个国家，
为爱宠提供全面而实用的护理产品，通过科学喂养和专业养护，实现宠物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同时，小壳专注核心技术创新，建立了“医研共创”的创新体系，是宠物行业中唯一一个同
时获得专精特新 & 高新技术认证的品牌，小壳希望与渠道建立可持续伙伴关系，共同塑造宠
物健康的未来。

HALL 4 - 4F51
杭州昆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065-97671933、-(0571)86811577
E-mail / 邮箱：taojie@kunting.com.cn

昆汀科技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集直营零售、渠道分销、品牌定位、营销策划、店铺运营等
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电商服务运营商。聚焦宠物、美妆、食品等核心领域，有着近 10 年电商
行业经验，为 ZIWI（滋益巅峰），GO! SOLUTIONS（珮立昂），solidgold（素力高），卫龙，
片仔癀，霸王，mesoestetic，MartiDerm，ABC，SKG 等国内外一线品牌提供零售布局、品
牌营销整合、全方位提升品牌销量等服务。

HALL 4 - 4F81
诗华诺康科技发展 ( 北京 ) 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95390842
E-mail / 邮箱：Sam.shen@ceva.com

法国诗华动物保健公司（Ceva Santé Animal，简称 CEVA）是全球第 5 大动物保健公司，也
是世界前 10 大动物保健公司中发展最快且最平稳的公司。法国诗华专注于化药和生物这两大
领域，拥有专业的团队，主要致力于宠物，家禽，生猪，奶牛等家畜动物所使用的医药产品
和相关疫苗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在全球 45 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拥有 13 个研发中心，25
个生产基地，雇员超过 5000 名，业务遍布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 15 年中，业务增加
了 8 倍，年销售额 14 亿欧元，宠物业务占 Ceva 全球销售额的 1/3。 诗华宠物相关产品包括：
犬猫情绪安抚系列 FELIWAY®（费利威）和 ADAPTILTM（爱达恬）。

HALL 4 - 4G01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8-84846555
E-mail / 邮箱：fxf@kangh.com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300841）成立于 2004 年，总占地约 10 万平方
米。其中，龙泉厂区位于成都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约 3 万平方米，主营业务包
括预防用生物制品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及技术服务等。康华动保（成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是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注册资
本 3000 万人民币，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建筑面积 1698.3 平方米。
主营业务为宠物生物制品和化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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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G21
礼蓝（四川）动物保健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51922672
E-mail / 邮箱：kina.geng@elancoah.com

礼蓝动保 Elanco 是一家全球动物保健公司，致力于开发预防和治疗食品动物和宠物疾病的产
品并提供相关服务，业务惠及 90 多个国家。自 1954 年成立以来，我们戮力创新，努力改善
动物健康、为客户创造价值。
Elanco 为全球食品与伴侣动物提供全面的动物健康解决方案，始终秉承着严谨的科学理念，
生产优质的产品，并与客户保持紧密关系。
我们共同致力于为您的宠物提供全面的高品质产品组合，让您能够为您的宠物提供最好的护
理，创造更健康的生活。

HALL 4 - 4G51
硕腾（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01615986、18001615986
E-mail / 邮箱：huabin.zhou@zoetis.com

硕腾 (Zoetis) 的前身是辉瑞动物保健部门，现独立为全球性的动保公司领导者。我们积累了
70 多年的丰富经验，在全球有 1300 多名科学家致力于药品发展。2021 年全球销售额达 78 
亿美元，成为唯一入选美国财富 500 强的动保公司。
硕腾的产品线覆盖动物疫苗、驱虫药、抗生素、诊断试剂、止吐药、麻醉镇静、止痒药、单
克隆抗体等。2018 年 5 月，硕腾投资 20 亿美金完成了对全球顶尖的诊断医疗上市公司爱倍
思的并购，率先成为能提供“诊断 - 预防 - 治疗”多方位解决方案的动物制药领导者；2019
年 10 月，硕腾收购了美国多家著名参考实验室，极大丰富了诊断服务范围。

HALL 4 - 4G81
广州心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CHUANG BRAND MANAGEMENT CO., 
LTD.
Tel / 电话：13602416683、13602416683
E-mail / 邮箱：35048191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armurry.com

“Harmurry 和颜沐语”源自日本，以传播正确、和谐、健康的宠物皮毛护理方式为初衷，以
建立宠物健康平衡的皮毛生态系统为产品研发理念，独创专研出 FES-4D 宠物皮毛生态系统
四大健康平衡科技：水油平衡、代谢平衡、菌群平衡、酸碱平衡；遵循科学、合理、安全、
卓效的产品配方研发四大原则，黄金配比天然植物萃取的活性功效成分，所有成分均为国家
可使用原料目录范围内的人类安全使用级别成分，能更安全、更有效、更完善的解决宠物皮
毛健康问题。
“Harmurry 和颜沐语”一直以来致力于以顶尖优质的产品和精准精细的营销服务为中国宠物
门店创新可持续盈利方案，共筑宠物门店与宠物、宠主之间的和谐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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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H01
济南广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54140158、0531-58668666
E-mail / 邮箱：805682197@qq.com

济南广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动物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国内知名
养殖企业提供完善的专业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注册资金 4000 万元。建设了粉剂 / 散剂 / 预混剂 / 片剂 ( 含中药
提取 )/ 颗粒剂（含中药提取）/ 胶囊剂、口服溶液剂（含中药提取）/ 滴耳剂、消毒剂（液体）
/ 杀虫剂（液体）/ 搽剂车间、吸入麻醉剂车间并按照兽药 GMP 要求，配备了与生产相适应
的生产设备及检验仪器，其性能和主要技术参数能保证生产和产品质量控制的需要。设计年
产值 2 亿元，现已取得产品文号 92 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
外观专利 4 项。

HALL 4 - 4H11
维克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
VIRBAC TRADING （SHANGHAI） CO.,LTD
Tel / 电话：15692162128
E-mail / 邮箱：alex.qi@virbac.com

维克的业务遍布于全球 100 多个国家，始终坚持初心并保持着商业独立。结合医疗服务人员
的实际需求与先进的技术，维克创新性的企业生态提供了贴合实际市场需求的多样的产品和
服务，针对诊断、预防和治疗大多数疾病，同时提高动物的生活质量。多亏了符合国际质量
标准的工业化支持，维克与不同国家的兽医师、农户及宠物主人建立个性化的合作关系已有
50 余年。维克通过这样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将社会、健康和环境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日
复一日地为塑造动物健康的未来而努力。

Today, present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we have maintained our independence and 
our essence. Linking the needs of caregivers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delivers a practical rang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diagnose, 
prevent and treat the majority of pathologies, all whi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nimals. Thanks to our offer, supported by a manufacturing base that meets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we have been forging personalized relationships 
with veterinarians, farmers and pet owners in each country for more than 50 years. 
Through these privileged partnerships, we are all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to shape the 
future of animal health, a fascinating territory at the crossroads of societ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ALL 4 - 4H15
宠启 RUNNING AGAIN
Tel / 电话：13584816254
E-mail / 邮箱：313051703@qq.com

宠启 (Running Again) 是一个提供 3D 打印个性化动物假肢服务的项目，由诺思贝瑞新材料科
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 KEXCELLED 创立，自 2020 年年底创立以来，宠启利用定制化 3D 打印
制造技术结合了国内知名犬行为机构犬影村在犬行为应用方面的经验，以及国内唯一国际认
证 CPCFT 犬健身教练在犬康复上的专业知识，形成了从方案沟通、模型采集、方案设计、打
印成型，到学习假肢和后期肌肉康复及全套的跟踪服务，宠启致力于用 3D 打印技术给残疾动
物创造重新奔跑的机会，也让科技变的更加有爱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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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H21
上海汉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ANVET
Tel / 电话：50277123、021-50277123
E-mail / 邮箱：yangshuo@hanvet.com

上海汉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集宠物医药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国内外
营销全方位一体化的国际化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14 年行业经验，连续三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获得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称号、金山区专利示范企业认定、金山区瞪羚企业认定
等荣誉。怀揣着“共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美好家园”的愿景，汉维宠仕以“致力于为全球提
供创新、规范、安全、有效的动物医药健康产品和专业化服务”为使命，秉承着“诚正专致，
严谨创新”的价值观，不断追求创建中国最优秀的国际化专业宠物健康领先品牌。

HALL 4 - 4H51
滋益有限公司
ZIWI LMITED
Tel / 电话：13816868017
E-mail / 邮箱：jamie.zhu@ziwipets.com

新西兰滋益巅峰有限公司是一家新西兰宠物食品公司，也是新西兰宠物食品生产与出口的领
导者。我们在新西兰北岛的芒格努伊山和南岛的基督城都拥有自己的工厂。从研发、原料来源、
生产、包装到运输，都能进行严格的把控。滋益巅峰也是风干工艺在宠物食品行业的的创始
者和全球领导者。我们拥有一系列高品质的自然风干粮、猫罐、狗罐、狗零食以及咬胶。

ZIWI LIMITED is New Zealand’s leading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pet food. ZIWI is a New 
Zealand family owned company with its own production kitchens in the coastal town 
of Mount Maunganui in the North Island and Christchurch in the South Island of New 
Zealand. We strictly control our product development, raw material sourcing, production, 
packing, and transportation processes. ZIWI is the original and global leader of air-dried 
pet nutrition and sells a range of premium natural air-dried and wet cat and dog food, as 
well as dog rewards and chews.

HALL 4 - 4J11
南京金盾动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5190498400、025-52404460
E-mail / 邮箱：1208725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jindunpet.com

金盾药业成立于 1996 年，是由公安部直属四大警犬科研机构共同建设的宠物药品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依托权威的国家部委科研平台，发挥警犬技术特色，在国内首个制定了企业标准，
并在宠物药品研发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公司研发中心是警犬技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和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拥有十余项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十余项国家专利，23 个兽药批准文号，5 个国家新兽药证书，并保持每年 1-2
款新兽药研发产出。自建 4.2 万㎡生产基地已通过新版兽药 GMP 验收，拥有国内领先的全自
动生产线。目前产品线已涵盖宠物皮肤病、眼病、耳病，肝病、心脏病、寄生虫、保健品等
多个领域，力争为中国宠物提供更全面的医疗健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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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J21
武汉研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71194682、4001768969
E-mail / 邮箱：xieyy@bestcareplus.com

武汉研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预防宠物疾病功能保健品、主粮零食、宠物抗菌
用品等产品的实力级企业。 旗下宠物医研防愈品牌“倍珍保”是中国动物医学第一高校华中
农业大学院企合作项目、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战略合作伙伴，主打自主研
发创新的可视化强功效宠物健康类产品，产品皆由华中农业大学，青岛市医防消毒专业技术
中心及其他宠物领域专家教授参与研发而成。每款产品都会对照实验进行功效检测，提倡溯
源式宠物健康解决方案。

HALL 4 - 4J51
杭州蔻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9906813683
E-mail / 邮箱：191697764@qq.com

杭州蔻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为艾禾美猫砂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商。艾禾美 /Arm&Hammer
创立于 1946 年的美国著名小苏打品牌，坚持致力于提供纯净天然的小苏打，为日常家居清洁
提供便捷多用途的方案，打造美式健康生活。艾禾美（铁锤）猫砂通过专利技术和小苏打晶
体中和，能彻底去除臭味，非掩盖，非吸附，做到真正除臭，敢于挑战 7 天不铲屎无异味。
猫砂结团迅速牢固，易清理，不黏猫砂盆，99% 无粉尘，保护您的爱宠呼吸系统健康，无论
您是单猫或者多猫家庭，艾禾美猫砂都可以使您的家居环境保持干净清爽。

HALL 4 - 4J51-1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9906815953
E-mail / 邮箱：191697764@qq.com

华元宠物，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宠物用品公司。从事宠物产品网上销售 15 年，在淘
宝、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开设了 20余家网店。先进的物流系统，可满足日均 5万件发货量。
为消费者选择优质产品的同时，始终坚持对自有品牌的研发与提升，目前已授权专利 300多个。
旗下有 HOOPET、乐唯诺、酷奇思、喵小元等自有品牌，涉及宠物窝具、服饰、营养品等多
个领域。其中 HOOPET 品牌，十余年位于宠物窝具品牌销量前列。
 华元宠物，人宠乐活。

HALL 4 - 4J81
上海闪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GENCYCHINA CO. LTD.
Tel / 电话：18601604912
E-mail / 邮箱：wendy.shi@agencychina.cn
Website / 网站：https://agencychina.com/

上海闪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为 HUNTER 品牌在中国地区的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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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J85
陪不累（深圳）宠物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25544931
E-mail / 邮箱：1840208@qq.com

品牌运营企业陪不累（深圳）宠物健康食品有限公司，隶属于台湾融烨食品有限公司，工厂
位于台湾省台中市，以人食肉类食品加工为基底，工厂落于台湾台中市，是一家运营超过 15
年的高标准人食级别自动化工厂，是一家集生产、品牌运营、产品研发为一体的企业。
并在 2019 年创立自有品牌陪不累 PAWBERRY，主要以保健品为品牌核心，为此取得动物性
蛋白制成综合胺基酸的专利合作，以及由台湾农科技研究院水产试验所的珍珠离子钙的专利
原料，由此发展全天然科技食疗法。

Brand operation enterprise with no tired (Shenzhen) pet health food Co., Ltd., affiliated to 
Taiwan Rongye Food Co., Ltd.,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Province, to 
human meat food processing as the base,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is a high-standard human food level automated factory operating for more than 15 years, 
is a set of production, brand operation,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enterprises.
In 2017, he founded his own brand PawBERRY, mainly with health care products as the 
core of the brand, for which he obtained patent cooperation on animal proteins made of 
comprehensive amino acids, as well as patented raw materials for pearl ionized calcium 
from the Fisheries Laboratory of Taiw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HALL 4 - 4K01
浙江海正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HISUN ANIM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208 号
Tel / 电话：15167167338、0571 23208936
E-mail / 邮箱：yhlou@hisunpharm.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hisunah.com

海正动保作为海正药业控股子公司，传承海正制药工匠精神和品质，斥资 8 亿打造国际化动
保企业，拥有富阳化药、昆明疫苗两大生产基地，建成包括注射液、片剂、浇泼剂、滴剂、
消毒剂、细菌灭活疫苗、细胞毒灭活疫苗等多剂型多条生产线基地（通过中国农业部 GMP 认
证、澳大利亚农业部 APVMA 认证），实现系列化、专业化全面发展。我们致力于研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秉承“执著药物创新，成就健康梦想”的神圣使命，为农场动物和伴侣动物，
提供完整有效的动物健康解决方案。关爱动物健康，是我们持之以恒的事业。

As the holding subsidiary of HISUN PHARM, HISUN ANIMAL HEALTH (HISUNAH) 
inherits HISUN spirits and drug quality，has two production bases of Fuyang Chemical 
and Kunming Vaccine investing 800 million, which established lots of production lines 
（certificated by GMP and APVMA）.  HISUNAH devotes to R&D, manufacture, sales and 
service, provides health solution for farm animal and companion animal. HISUNAH, live for 
anim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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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K21
南京景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ELOGIC (NANJING) BIO 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8260082927、025-86558680
E-mail / 邮箱：zhujianan@jinghuishengwu.cn

南京景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宠物营养健康领域，公司总部位于南京。
公司创建伊始即整合国内外科研院校资源，与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大学、南
京大学等长期密切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及吸收国内外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延聘专业宠物医师团队、动物营养学专家等，以“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为理念，实现了专业化、
科学化和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公司始终以高服务、高要求、高品质的企业理念服务用户。

Genelogic (Nanjing) bio technology Co., Ltd. is committed to the field of pet nutrition and 
health. The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in Nanjing.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integrates the resourc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operates closely with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entral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etc., actively introduces, digests and absorbs new technologies and idea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nstantly improve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tent of 
products. Employing a team of professional pet doctors, animal nutrition experts, etc., with 
the concept of "quality first, service first", we have achieved a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ized operation mode. 

HALL 4 - 4K51
重庆萌宠添翼科技有限公司
CHONGQING MENG PET TIANYI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4006700016
E-mail / 邮箱：sales@petbros.cn

重庆萌宠添翼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宠物品牌运营团队。公司业务主要涵盖宠物行业供
应链营销、品牌市场咨询传播及全品类销售。

ChongQing Meng Pet TianYi limited  is the largest operation team for global pet brands 
in China .It's major business ranges from supply chain marketing, brand marketing 
consul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whole category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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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K81
慧伦宠物护理有限公司
WAYLUN PET CARE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新界荃湾沙咀道 52A 号皇廷广场 25 楼 2502 室
Unit 2502, 25/F, King Palace Plaza, 52A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T., Hong Kong
Tel / 电话：(852) 8228 3681
E-mail / 邮箱：info@waylun.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waylun.com/

Waylun 于 1991 年创立，前期致力开发香港市场。2002 年，与美国帝尓文宠物食品（Diamond 
Pet Foods）合作，代理 Taste of the Wild 荒野盛宴，Taste of the Wild PREY 荒野盛宴猎食等
品牌。2016年，Waylun成功将旗下品牌Be my baby宝能出口至韩国。Waylun迄今成立 31年，
已成为香港最优秀的宠物食用品公司之一。

Waylun, founded in 1991, cooperated with Diamond Pet Foods to act as the agent for Taste 
of the Wild and Taste of the Wild PREY in 2002. In 2016, successfully exported its brand Be 
My Baby. Waylun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31 years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best pet 
products suppliers in Hong Kong.

HALL 4 - 4L01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HVSEN BIO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3886085610
E-mail / 邮箱：68831814@qq.com

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300871）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专注于动物保
健领域，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旗下拥有湖北回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长沙施比龙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武汉新华星动物保健连锁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省动保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武汉回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宠物保健品分公司五家全资子公司，业
务涵盖兽药制剂及兽用原料药等领域，产品与服务惠及全国，以及东南亚、欧洲、南美洲等
国际市场。

HALL 4 - 4L11
深圳市图腾动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27905585、0755-27905585
E-mail / 邮箱：liwenfeng@sontu.com
Website / 网站：www.tutom.com.cn

深圳市图腾动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深图总部多年医学影像领域的专业积累，携手国
际知名兽用 IT 系统开发团队，专注于动物影像技术不断创新并打造动物影像远程辅助诊疗平
台，倡导“关注医宠辐射安全”。
“图腾医疗”的设备核心部件及软件系统均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设计、制造均严
格遵循《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体系》标准，驻点全国的客服工程师提供业内首屈一指的售
后保障。我们致力成为宠物影像领域产品及服务的品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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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L15
深圳市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ANGJIN BIO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0755-23253126
E-mail / 邮箱：892067765@qq.com

深圳市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宠物营养品制造企业。
创始人董事长包金旺先生被行业尊称为“中国营养膏之父”，其主导研发生产的多种营养膏、
泡腾片剂、营养液、山羊奶粉、卵磷脂、营养粉剂、牛肉罐头等系列产品，产品适口性高达
95% 以上。专业宠物消毒洗护系列产品，为爱宠洁净呵护。产品稳定，遥遥领先同行业产品 !
安全、多功能、全方位为爱宠健康保驾护航。

HALL 4 - 4L21
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701562697、010-89785957
E-mail / 邮箱：hao-z@sinogene.com.cn

HALL 4 - 4L51
华美宇和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HUAMEIYUHE INTERNATIONAL TRADE(BEIJING)
CO.,LTD.
Add /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砖厂北里 140 号楼 3 层 1304
Tel / 电话：0537-8586988
E-mail / 邮箱：typet50027@163.com

华美宇和国际贸易（北京 ) 有限公司及旗下公司是一家综合性企业，集高端宠物零食、进口
宠物零食、宠物用品的生产和分销为一体。公司创始人田勇先生从事宠物行业 20 余年，立足
国际视野，秉承“广开渠道，不断创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引进并推出高端优质的宠物食品。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学习高端技术，甄选优质食材，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相结合，精益求精，
研发出多个系列的爱宠食品，致力为爱宠提供营养全面、绿色健康、情感所需的美食盛宴。

HALL 4 - 4L71
它星球（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98237799、86+13811929800
E-mail / 邮箱：694923040@qq.com

它星球国际贸易，成立于 2009 年。我们是一家致力于为宠物提供优质健康的食品国际贸易公
司。公司产品销售在京东、天猫、抖音等全国各大平台，年销售额千万以上，拥有千万以上
的粉丝群体。
我们是一支专业的团队，我们的成员拥有多年的宠物行业销售背景
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我们的平均年龄仅有 26 岁，充满了朝气和创新精神
我们是一支专注的团队，我们坚信，安全的品牌源自客户的信任，只有专注，才能做好品牌
我们是一支有梦想的团队，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一个共同的梦想，做一家真正优秀的宠
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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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M11
山东奥奈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31577771177
E-mail / 邮箱：714895316@qq.com

山东奥奈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公司坐落在山清水秀的东方养生长寿圣地 - 蒙山脚下，这里空气
清新、土地洁净、花灿果肥、人杰地灵，是一家专注与宠物粮和宠物用品，宠物保健品研发
生产，主要经营犬、猫固态营养补充剂例如钙片，半固态营养补充剂犬猫营养膏，液态宠物
营养补充液等产品生产销售研发，生产与销售配方是由宠物营养师和千万爱宠家长通过长期
试验改良而成，公司现有全自动液体灌装线一条，拥有自动灌装能力全自动半固态生产线一条，
拥有高速旋转压片机自动固态宠物添加剂生产线一条，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丰富的行业经验，拥有专业的研发、视觉、运营、客服、仓储物流及售后团队。

HALL 4 - 4M16
河北志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31128944
E-mail / 邮箱：2302359693@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zhishangbiology.com/

河北志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宠物 ( 犬猫 ) 风味剂、 宠物食品、宠物营养品、生产
与技术研发于一体的专业化公司。
我公司拥有雄厚的硬件基础，先进的生产和研发设备，公司的科技研发投入是企业的核心工
作之一。研发团队结合自身优势，长期与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等多家
科研院校共同攻关，为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我公司现有营养膏、片剂、粉剂、分散剂、软粮颗粒等产品的自有生产车间，我们还可以根
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性能的产品，改善宠物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品种结构 , 突破品种制约，
进行差异化营销。

HALL 4 - 4M21
北京百林康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Add /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荣街 19 号院
Tel / 电话：400 098 0018
E-mail / 邮箱：liangdd@nrp-pet.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g-pet.cn/

北京百林康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 是一家深耕于宠物功能营养品领域的高新生物技术企
业 , 旗下拥有宠儿香、益通生等品牌。基于宠物医院临床需求 , 致力于为宠物提供功能营养解
决方案 , 企业历经 40 余年的摸索与发展 , 陆续研发出功能营养、酶制剂、促进繁育、疾病预
防等系列产品 50 余种 , 为宠物的临床治疗、日常保健及未病预防等提供强有力的营养支持。
20 年来为超过 12000 家宠物医院提供产品与配套服务 , 并在中国宠物主人群体中建立了良好
的口碑与配套服务。在未来 , 我们将继续秉承“安全、有效、可控、合规”的研发精神和“营
养科技 , 守护宠爱”的品牌理念 , 继续创造出更优质的宠物功能营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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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M51
日本全药工业株式会社
NIPPON ZENYAKU KOGYO CO., LTD. (ZENOAQ)
Add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 号，B 座 1319 房间
1-1 Tairanoue, Sasagawa, Asaka-machi, Koriyama,  963-0196, 
Japan
Tel / 电话：010-64604489
E-mail / 邮箱：fuyuan@zenoaq.net
Website / 网站：www.zenoaq.jp

日本全药工业株式会社（ZENOAQ）拥有 76 年历史，是日本动保行业领先企业，市场份额超
越 20%。其以宠物皮肤病为主的奥滋系列产品充分满足了宠物医师及宠物主人的需求 , 收到
了非常良好的市场评价。最新的研发成果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向 , 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公司注重研发 , 由基因工程学、细胞工程学、药剂、生物化学以及动物试验中心五个部门构
成的中央研究所为公司的稳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要丰富动物带给人类的惠泽” 是日本全药工业株式会社的社会使命之一。日本全药工业株
式会社秉承这个使命时刻为社会的幸福做贡献。

Nippon Zenyaku Kogyo Co., Ltd, ZENOAQ, a leading company with 76 years history in 
animal health industry in Japan accounts for over 20% of Japanese market shares. 
Our product series, especially for dermatosis meet the needs for both pet owners and 
veterinaries, have gained excellent market reputation. The latest R & D results have 
brought new trends to the market and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ZENOAQ focus on R&D.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includes five sectors, Gene 
Engineering, Cell Engineering, Medicament, Biochemistry and Animal Trail Center which 
support the company for steady growth.
"Enrich the animal’s benefits to human", is one of the social missions of ZENOAQ and it is 
contributing to social happiness continuously.

HALL 4 - 4M51-2
北京致程众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ZHICHENG ZHONG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Add /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
Tel / 电话：010-61778861
E-mail / 邮箱：23053792@qq.com

北京致程众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专业外贸公司。主要经
营日本、欧美等安全、健康、良好的宠物食品、营养与保健品的进出口业务。 北京致程众合
全身心投入于宠物医疗辅助营养品的引进与服务，致力于将高品质的产品推荐给兽医师与宠
物的家长们，让医生更信赖，让宠物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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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M71
续农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SUS-AGRI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010-53320930
E-mail / 邮箱：sunyujing@sagpets.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sagpets.com/

续农宠物成立于 2015 年 9 月，是一家基于全球资源整合的进口分销平台，公司中国区总部位
于首都北京 CBD 万通中心。
续农宠物秉承 IFIO 核心价值观：正直 /Integrity，聚焦 /Focus，创新 /Innovation，开放 /
Open。
通过中美双运营中心 , 持续整合全球资源，为中国宠物行业合作伙伴和终端消费者提供高品
质项目和产品。

HALL 4 - 4M81
上海花奕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17730850、2156778098
E-mail / 邮箱：roy@petplushk.com

上海花奕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宠物业务的公司，一直在为养宠家庭寻找天然、健康和
安全的产品。我们是 Dr.Clauder's 和 Vitakraft 等德国品牌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

HALL 4 - 4N01
江苏恒丰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1060 号 508
Tel / 电话：15086061947、95105925
E-mail / 邮箱：zhongshitto@sina.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taitaoqi.net/

江苏恒丰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恒丰强工厂于 2003 年 9 月首次通过国家农业
部 GMP 认证，2013 年建立的恒丰强海门生产基地，拥有大水针、软袋输液、小水针、口服液、
微生态制剂、颗粒剂、粉散 \ 预混剂、中药提取等，共 8 个车间、8 条生产线和 9 种剂型的生
产能力，是国内剂型号最多、产能最大的兽药 GMP 生产工艺基地之一。

HALL 4 - 4N11
广西平南县众康动物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51218787
E-mail / 邮箱：87057977@qq.com

广西众康动物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致力于宠物健康的研发型公司。公司创立至今，一直
秉承“更用心，做更好”的理念，积极研发产品、坚持精益求精，力求为宠物带来更多更好
的健康产品。
目前，本公司与多家高品质原材料供应商合作，拥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完善的质检体系，保
证每一款产品都有着更优异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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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N21
西安飞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6672566
E-mail / 邮箱：whelanboo@163.com

人宠陪伴的生活环境中，营养成为伴侣动物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惠伦宝坚持用营养科学知
识优化护理方案，呵护爱宠健康，提高生命质量，满足从出生到不同生命阶段的营养需求。
营养补充系列产品获得陕西科技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鼎力技术指导，通过美国 FDA 注册（注册
证号：17880667266），根据动物生长能量需要与营养素协同带来的生理作用，差异化定制配方，
科学研发，严苛品控。
同时我们倡导正确的养宠观念，明确阶段性饲喂的营养侧重点，为宠主解决爱宠不同情况下
的营养补充需求。鼓励新一代知识型宠主，“养宠有主张，选品不慌张”。

HALL 4 - 4N51
廊坊市桥烁贸易有限公司
ONTO STORE
Tel / 电话：18600534873、01016618903
E-mail / 邮箱：yangwuhua@ontostore.net

我公司主要业务板块为宠物品牌代理，提供涵盖品牌定位·市场营销·代理销售·品牌形象维护
等相关服务。我们以消费者体验与品牌定位为核心 , 向零售商客户提供有助于其业务增长和
盈利的专业宠物产品和服务，为品牌提供最佳市场策略。

HALL 4 - 4N71
苏州久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12778588
E-mail / 邮箱：909818649@qq.com

苏州久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维护宠物食品安全与提高宠物生活质量的公司。
面对国内市场，运用自己自有工厂与研发能力等核心优势，推出极越品牌系列宠物食品，用
实实在在的诚意做出优秀宠物食品。我们坚持踏实低调做事，诚信稳健经营，只有过硬的产
品才能经历长久的考验。

HALL 4 - 4N81
安吉派特（北京）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66405226、17832699991
E-mail / 邮箱：1104103328@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angpet.com

安吉派特（北京）宠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 秉承“只为探索更好”的品牌理念 , 专
注致力于宠物全生命周期的营养需求与深度吸收课题研究。扎根宠物行业 , 科研能力强大、
QA 品控机制严谨 , 科学饲喂实验验证 , 基于此 , 旗下猎奇产品风靡畅销 , 并获得养宠家庭的认
可与信赖。品牌以线上 + 线下、全域 + 私域完成全渠道布局。现累计合作线下门店 3 万 +, 完
成华南、西南、华东、华中、华北、西北、东北等全国渠道及天猫、京东、抖音等全渠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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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P01
广东尚爱嘉宠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4-88119014
E-mail / 邮箱：xiaozijia@fuweiyichao.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sajc-pet.com/

广东尚爱嘉宠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是拥有 15 年软胶囊研发生产制造经验的亿超生物，
亿超生物于 2007 年便获得国家监管部门的健康保健品软胶囊生产许可，并先后为白云山、修
正、江中、葵花药业等多个医药企业提供生产供应链服务，拥有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新型专
利 4 项，外观专利 15 项，并出口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全球化健康产业科研制造企业。

HALL 4 - 4P11
强生 ( 香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HONG KONG)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8102774974
E-mail / 邮箱：3617790092@qq.com

強生（香港）寵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从事宠物用品研制、生产、销售、代理的综合型企业。2015年，
公司“強生寵兒”、“兰顿”品牌的宠物食品、营养保健品和宠物洗护系列产品相继在中国
大陆市场上市。2016 年中国大陆品牌运营中心：广州强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相继成立。
2021 年公司通过权威科学团队的研究，针对宠物健康常见问题，" 速乐泰 " 品牌的诞生作为
全球医疗保健产品行业领军者，速乐泰沿袭品牌 28 年宠物医疗保健研究基因，在品质上力求
行业高标准，速乐泰推出的每一款宠物医疗保健产品，都有着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凝聚了权
威机构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研究成果。

Johnson & Johnson (Hong Kong)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agency of pet products. In 2015, the 
company's "Johnson & Johnson's Beloved" and "Landon" brands of pet food, nutritional 
health care products and pet care products were successively list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market. In 2016, the brand operation center in mainland China: Guangzhou 
Johnson & Johnson Pet Product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successively.
In 2021,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authoritative scientific team, the company will focus 
on the common problems of pet health, and the birth of the "Solotai" brand. As a global 
leader in the healthcare product industry, Solotex follows the brand's 28 years of pet 
healthcare research genes.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4号馆
Hall 4

212

HALL 4 - 4P13
南京申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SYNTHGEN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025-83108036
E-mail / 邮箱：zhangli@syngenebio.com

南京申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Synthgen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是一家专注
于 OTC 居家自检产品研发、生产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成熟的技术平台，包括
层析平台，等温扩增平台等，产品线涵盖了传染病检测、孕期诊断、毒品检测、宠物疾病诊断、
胃肠道功能检测等多个领域。同时，公司也正在开发适用于居家自测的智能检测产品。
以优质的诊断产品推动人类疾病的精准诊断，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Nanjing Synthgen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is a biomedical high-tech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OTC home self-inspection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a mature technology platform, including chromatography platform,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platform, etc. The product line covers infectious disease 
detection, pregnancy diagnosis, drug detection, pet disease diagnosis,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detection and other field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is also developing 
smart detection products suitable for home self-testing.
Promote accurate diagnosis of human diseases with high-quality diagnostic produc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ause of human health.

HALL 4 - 4P16
领地动物诊疗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LINGDI ANIM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Tel / 电话：0592-6539929
E-mail / 邮箱：hongqian_zh@xmtrx.com

领地动物诊疗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从事动物体外诊断研发、生产、销售的创
新型技术企业。公司研发团队由海外归国博士领衔，核心成员在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企业运营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公司现有胶体金免疫层析、荧光免疫层析、实时定量
PCR和诊断试剂原材料四大技术平台，产品目前主要聚焦于宠物的传染病和炎症因子的检测。
我们致力于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动物医疗保健事业，追求卓越，不断进取，生产出高质量的动
物诊疗产品。

Lingdi Anim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i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animal in vitro diagnostic products .Our company's R&D team is led by returned overseas 
PhDs. The core members have rich and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of in vitro diagnostic products, as well as enterprise operation.The 
company has four key technology platforms: colloidal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y, 
fluorescence immunochromatograph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and raw materials 
of diagnostic reagents. Our product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det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ets.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animal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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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P18
陕西天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YPET BIOLOGICAL
Add /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天工一路
与周武路十字长信科技产业园第 18 栋
Tel / 电话：029-32918899
E-mail / 邮箱：sxtckingcub@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msmk.club/

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渠道优势 , 在宠物药品、保健品、智能用品、高端宠物食品均有
不同程度的涉足及投入，与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人文与宠物健康研究中心，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共同建立新兽药研究中心。

HALL 4 - 4P21
百美达医药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BIMEDA
Add / 地址：https://www.bimeda.cn/zh
https://www.bimeda.com
Tel / 电话：021-31263656
E-mail / 邮箱：6407376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bimeda.com

百美达是全球领先的动物保健品和兽药生产商、销售商与分销商。总部位于爱尔兰的都柏林，
在全球拥有 1000 多名员工。通过不断地发展和战略收购，百美达已经进入全球 80 多个国家
的市场，并且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拥有了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
百美达 AMEA 在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都有强大的业务能力，百美达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一个
分支，目前已经设有产品研发、注册、营销团队。

HALL 4 - 4P51
仰帝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YD INTERNATIONAL TRADING(SHANGHAI)CO.,LTD
Tel / 电话：010-67896980
E-mail / 邮箱：niuzhe@yd-petz.com

仰帝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公司致力于把优质宠物食品、用品带给中国
的消费者，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2016 年我司把狗狗芝士磨牙产品的概念带给了国内的消费
者，从此狗狗磨牙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今后我们将致力于把更多更好的宠物产品带给大家，
让我们的狗狗和猫咪有更健康、更优质的食品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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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P61
元宠王 ( 深圳 ) 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76300044
E-mail / 邮箱：linuohan@kaidongyuan.com

元宠王（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凯东源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3653）控股子公司，专业从事宠物食品，宠物智能设备，宠物教育，宠物线上医疗咨询等
系类产品研发、销售的科技型企业。致力于将更匹配的产品带给宠物，将更安心的产品带给
宠主，为全链路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做有温度的企业。

HALL 4 - 4P63
GLOBAL CART, INC
Tel / 电话：007146247001
E-mail / 邮箱：mark@showcaseusastore.com

ABC Showcase USA 是一家顶级美国食品产品的综合供应商和出口商，产品包括 : 鳄梨油，
干果，坚果，薯条，美食爆米花，巧克力，辣酱，葡萄酒 / 烈酒，和优质宠物食品。我们出
口领先的美国品牌，Natureru( 自有品牌 )，以及专门为国际买家设计的自有品牌产品。我们
公司在美国具备了广泛的供应链体系，使我们能够提供最大的产品灵活性，创新性以及具有
竞争力的价格。我们还同时可以提供散装产品和定制化的食品包装服务。

HALL 4 - 4P66
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食品
FOOD EXPORT USA MIDWEST & NORTHEAST
Tel / 电话：021-54669608
E-mail / 邮箱：ian.qian@smh-intl.com

美国是宠物食品原料的领导者。有“美国心脏地带”之称的美国中西部，由冰川构成的五大
湖和密西西比河上流堆积的肥沃泥土，令当地成为全球食品生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中尤
以宠物食品和原料闻名。在全美国共 500 多家宠物食品生产工厂中，超过 300 家位于美国中
西部或东北部。当中，宾夕法尼亚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和威斯
康星州，都是优质宠物食品的盛产之地。

HALL 4 - 4P71
深圳市犬类管理协会
Tel / 电话：13928446687
E-mail / 邮箱：522704497@qq.com

深圳市犬类管理协会简介
成立于 2014 年 01 月
宗旨性质：服务于深圳地区犬类规范养殖及犬业文化发展，由社会各界爱犬主体发起成立的
非赢利性行业组织。
主要事务：协助政府部门进行政策法规及文明养犬宣传，完善犬类信息化管理系统；协助政
府部门对流浪犬、烈性禁养犬等的收容收养；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犬类疫情疫病的防控防治；
组织进行行业内外犬类会展及文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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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P81
糖泡泡宠物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83567277
E-mail / 邮箱：344534338@qq.com

糖泡泡宠物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致力于给中国宠物店及宠物们引进更多更好的优质进
口品牌。

HALL 4 - 4Q06
青岛中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56395136
E-mail / 邮箱：441737894@qq.com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专注于研发、生产、销售医用生物制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卫生
部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生物医药企业。
公司以“发展海洋科技，造福生命健康”为宗旨，依托海洋资源、运用现代生物技术，从事
医疗器械产品、食品、化妆品和生物制品等一切健康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机构，万级 GMP 净化生产车间，独立的检验机构，配套齐全的检验设备。
具有较强的科研开发、试验检测、生产制造能力。

HALL 4 - 4Q08
洛阳朗威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LUOYANG  LANGWEI  ANIMAL  PHARMACEUTICAL  
CO.,LTD.
Add /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高新开发区洛宜路于营中街 7 号
Tel / 电话：13703495485
E-mail / 邮箱：2290246007@qq.com
Website / 网站：www.lylangwei.com

企业简介：洛阳朗威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药品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
于 2013 年。拥有专业化的宠物药品生产车间、设备、技术人才团队，从产品调研、设计、生
产、销售都可为您提供专业化服务，目前拥有药品批文约 60 余种，多个系列，多种剂型，期
待与您的真诚合作！
联系电话：13703495485
通讯地址：洛阳市高新开发区洛宜路于营中街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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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Q11
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MIN BIO-TECHNOLOGIES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 1888 号第 6 幢
NO.1888 Huhang Road,Fengxian,Shanghai,P.R.C.,
Tel / 电话：021-67104888
E-mail / 邮箱：64982221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juminshengwu.com/

聚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和制造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材料的生产基
地 , 由双鸽集团在上海奉浦江海经济园区投资 15 亿多元建造的 , 公司占地 250 亩。

Jumin Bio-technloges Co.,ltd is situated in Shanghai Fengpu Jianghai economic area, 
which was invosted by China Double-Dove group with more than 1500 million RMB.It is 
a manufacturing basis of single-use sterile medical device and medical wrapper, which 
occupies an area of 250 acres

HALL 4 - 4Q21
阿宠巴巴 ( 江苏 )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TPAPA (JIANGSU) BIO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8818803973
E-mail / 邮箱：306248317@qq.com

阿宠巴巴（Petpapa）是阿宠巴巴（江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公司专注于研发宠物
健康营养食品，生物药品，医疗器械和宠物日用品的开发，研制和生产。
将秉承以“人宠和谐，关注宠物健康，引领宠物时尚 ”的企业理念；通过持续的优化和发展，
并致力于改善发展宠物生活，提高宠物生活品质为目标；人类与宠物之间的特殊关系，不再
是动物，而是家庭成员，更是伴侣关系。

HALL 4 - 4Q51
北京京东健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10248989
E-mail / 邮箱：bfqixin@jd.com

HALL 4 - 4Q61
邢台聪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31907888
E-mail / 邮箱：396950351@qq.com

邢台聪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主营宠物食品，宠物零食，猫粮，狗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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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Q71
深圳市赛酷电子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56890191
E-mail / 邮箱：706449949@qq.com

公司成立成 2015 年，专注于早教及宠物用品类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于一体，主要承接国
外客户的定制订单及为各跨境电商提供优质产品。

HALL 4 - 4Q81
苏州天然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NATRUALPETFOOD
Tel / 电话：18800232963
E-mail / 邮箱：332800297@qq.com

主营宠物天然食品、用品，秉承着 “让宠物享受家人一样的待遇”的理念。力争让宠物享受
更安全、更可靠、更稳定的进口好粮。

HALL 4 - 4Q88
浙江铭欧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滨海工业区海丰路 1518 号
NO 1518 HAIFENG ROAD, JIAOJIANG DISTRICT.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8072559505
E-mail / 邮箱：sales1@zjmopc.com
Website / 网站：https://en.mingoukj.com

浙江铭欧科技有限公司 , 专业生产塑料宠物屋、塑料车用爬梯、塑料储粮桶等宠物塑料制品。
是一家集专业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大型塑料制品生产企业。
我们拥有 1000 克至 50000 克大中注塑机，大型注塑机 20 余台，并拥有一支优秀的专业技术
人员队伍，对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具有雄厚的实力。工厂占地面 50 余亩，建筑面积 25000 平方，
拥有大中小型注塑机 40 余台，年产值高达 3 亿之多。

Zhejiang Mingou Technology Co., Ltd.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pet plastic products 
such as plastic pet houses, plastic ramps, and plastic airtight storage buckets. It is a 
large-scale plastic product manufacturer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R&D,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We have 1000 grams to 50000 grams of large and medium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s, 
more than 20 large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s, and have an excellent team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ith strong strength in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50 acres, with a construction area of   25,000 square 
meters. It has more than 40 large, medium and small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s, with an 
annual output value of up to 30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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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R01
我和你 ( 上海 ) 宠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涞坊路 2066 号丰柏众创工场 C 区 503 室
Tel / 电话：4009200048
E-mail / 邮箱：qianshengping@vetpet.cn
Website / 网站：www.vetpet.cn

我和你（上海）宠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5 月，公司采用以承接全国总代理为业
务定位、创建自有品牌为发展目标的双核心发展战略 经营自有品牌唯派特 Vetpet（猫功能性
营养补充剂），全国总代理品牌卫仕。作为宠物行业的一群老兵，这里不仅有国际营养学博士、
20 余年医技精湛的兽医师，还有见证了中国宠物营养从无到有的深度参与者。凭借着对国内
宠物市场的深刻洞察，结合国际营养学技术，“我和你”短短几年便成为了国内宠物营养领
域的新标杆，累计服务超百万猫咪和狗狗。
我们的爱宠用他们的一生陪伴你我。因此，“我和你”必须不遗余力地打造精致悦己的养宠生活。

HALL 4 - 4R11
谛宝诚（上海）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1-54283175
E-mail / 邮箱：hui.zhang@dbc-healthcare.com

谛宝诚（上海）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7 月，总部位于上海闵行，是由宽腾集
团斥资创立的专业从事宠物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及其相关技术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目前国内首家拥有全部核心知识产权的宠物影像设备制造商，拥有多项国家级发明专利，
代表国内宠物医疗影像设备领域顶尖技术水平。
从宠物影像设备、IT 互联网、第三方服务，三个维度的发展过程之中，谛宝诚在激烈残酷的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经受了行业洗礼和大环境的考验，未来在“数字经济”与“新基建”
双向引擎发展的带动下，谛宝诚必将实现跨越式发展，迈向宠物医疗新的里程碑

Attentively treasure honesty (Shanghai)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July 2018,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n Shanghai minhang, is established by 
wide teng group for professional pet high-end medical imaging equipment and related 
technology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s 
the present domestic first with all the c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pet imag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 With a number of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on behalf of the 
domestic pet medical imaging equipment field of the top technic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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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R21
深圳市倍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EMATE BIO-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 84 号 4 楼
Forth Floor, No.84 Ruyi Road Longcheng Street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755-89381572
E-mail / 邮箱：tommy@bematechina.com
Website / 网站：www.bematechina.com

深圳市倍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致力于宠物食品、保健品的研发与生产，秉
承“热爱生命，创新引领”的经营理念，坚持中国传统“以养防未病”的滋养理论，改善宠
物的各种亚健康问题，助力中国养宠人群轻松养宠，共建人宠和谐的美好环境。

Shenzhen BeMate Bio-Technology Co.,Ltd was founded in 2016, is committed to Pet Food 
& Pet Health Products of R&D and Producing. Devoting to the “Love life, lead innovation 
” management philosophy, adher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nourishment theory of 
“Nourishing to prevent diseases” and improve various sub-health problems of pets, 
helping Chinese Pet’s Owner to raise pets easily and build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for 
people and pets.

HALL 4 - 4R51
南京朗博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LANBOTO
Add / 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星火路 10 号人才大厦 A 座 6 楼
Tel / 电话：021-58858861
E-mail / 邮箱：xy@lanboto.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lanboto.com/

南京朗博特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9 日正式启动运营，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生物
医药谷，是一家研发驱动型高科技动保企业，专注于宠物创新药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公司拥有约 2000 平专业的宠物药品研发中心，拥有一支出自知名药企的博士、硕士组成的研
发团队，具备丰富的宠物新药研发和产品设计经验，致力于为宠物健康保驾护航。

HALL 4 - 4R71
上海粤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70522333
E-mail / 邮箱：2454360775@qq.com

粤朗小宠是国内最专业的宠物食品生厂商之一，也是国内少数拥有自有生产线，专业从事宠
物食品，宠物洗护，宠物医疗等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现代企业。
目前拥有三大品牌：粤朗小宠、Supper Pet、M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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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R75
上海尤迪咔贸易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 8188 号 8 幢
Tel / 电话：4000123221
E-mail / 邮箱：1837791119@qq.com

上海尤迪咔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隶属于旺发集团下的新生代宠物品牌，主要业务涵盖宠物食
品、宠物功能性营养品、宠物药品、宠物原料及 OEM、ODM 代工业务。
尤迪咔坐拥占地约 100亩花园式生态工业园区，位于河北省沧州市，集京津冀区域优势为一体，
更发挥总公司 30 年微生态发酵技术，联手宠物企业同仁以更生态、更科学的方式，致力于宠
物食品与健康的良性发展。

HALL 4 - 4R91
苏州澳利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FC
Tel / 电话：18016410921
E-mail / 邮箱：1042283575@qq.com

苏州澳利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具备配方专利权  核心技术  市场营销 灵活 快速 创新 ， 目前我
公司营养液是国内标杆品牌    是颠覆传统的保健品的理念 生产出的产品符合宠物实际本质的
需求  坚决不做收割智商税产品  不做违反科学依据产品  已科学依据实事求是做产品研发 ，
我们的愿景  把液态营养液 ，我们有信心在三到五年内超越红狗保健品市场份额  成为一家宠
物保健品类目知名品牌 让 gfc 品牌成为养宠人群人人皆知的一个品牌  。 未来我们还会设立
多品牌分别打造高 中 低 产品线  策略 占领国内市场保健品份额

HALL 4 - 4R95
阿猫阿狗宠物娱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20315398
E-mail / 邮箱：297981401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imaoigou.cn

阿猫阿狗一站式宠物服务社交联盟，为广大宠友提供宠物领养送养 / 相亲 / 丢失 / 认领 / 知识
/ 交友 / 聚会 / 活动 / 观影 / 讲座 / 训宠 / 托运 / 寄养 / 摄影 / 食品 / 用品 / 宠物转让求购 / 搜
索点评 / 商业广告推广等宠物相关的一系列服务

HALL 4 - 4R98
杭州博科熙动物高压氧舱
Tel / 电话：13067868059
E-mail / 邮箱：1277150459@qq.com

博科熙动物高压氧舱是一家国家级高新企业并拥有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38 项。公司
位于中国杭州经济开发区’动物高压氧舱是本公司打造的主要面向动物医院，动物诊所的一款
动物医疗设备，用于治疗动物急诊科，神经外科，骨科，创伤科，皮肤科，等各种动物相关疾病。
博科熙探索动物医疗器械科研的前进步伐从未停下，始终致力于创新与服务，创造更高效更
高科技的动物医疗设备，创造动物与人更美好的世界，让国内动物医疗设备走向民主自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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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S01
肇庆市宝澜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14457950
E-mail / 邮箱：bing.xie@pawllion.com
Website / 网站：www.pawllion.com

Pawllion brings together exceptional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brands to the pet industry 
of Asia, with a focus in Mainland China. Asia’s pet product industry is the fastest growing 
market in the world with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HALL 4 - 4S02
史达德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STADA(SHANGHAI)TRADING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浦东区花园石桥路 66 号东亚银行大厦 7 楼
STADA 7F, BEA Finance Tower, No.66 Huayuanshiqiao Road, 
Shanghai 200120
Tel / 电话：021-58419983
E-mail / 邮箱：camille.liu@stada.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zoflora.co.uk/

Stada 史达德作为全球制药 50 强，是一家覆盖 90% 以上德国药房的百年药企。在全球 21 个
国家设有 34 个分支机构，曾被《欧洲商业》杂志评选为 2004 年度欧洲的“亮点 100”公司
之一。作为德国健康保健领域的领军品牌，Stada 史达德拥有权威公司的背书、百年品牌积
淀的科学和严谨的品质标准，并以“Caring for People’s Health As a Trusted Partner”为企
业精神，百年来勤恳服务中外客户。目前，Stada 史达德集团旗下有：祖芙拉 Zoflora，优诺
尔 EUNOVA, 自然之光 Nature‘s aid，爱丽她 Oilatum, 维诗朵 Viscontour 等品牌。

HALL 4 - 4S03
深圳市艾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82201988
E-mail / 邮箱：info.bondir@gmail.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thebondir.com/

BONDIR 是专门毛孩子们定制的时尚且有质感的服装品牌，为每一位时髦精的主人在满足自
己时尚好看的同时，也能满足毛孩子给 ta 来一件与之匹配的“亲子装”，我们希望每一天走
在街头上，时髦的主人与毛孩子都能收获满满的注意力与羡煞旁人的目光。
给毛孩子一个 BONDIR，不仅仅只是给了它一个好看的衣服或是衣橱，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了
我们对 ta 们的爱。用我最宠爱自己的方式宠爱着毛孩子，应该是当代时髦新贵们除了贴贴亲
亲外最能表达爱意的方式了。
BONDIR 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爱 ta 的表现。爱 ta，就给 ta 一整个 BONDIR 的衣橱吧！

BONDIR presents a collection of high-quality jackets for our fluffy friends and their stylish 
owners. We believe your dog’s street style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yours; therefore, we invite 
you to upgrade your and your pet’s wardrobe with matching coats that will undoubtedly 
capture strangers’ attention on your daily walks.
Fashion enthusiasts and dog lovers unite. As pet lovers ourselves, we know you want 
to spoil your pup with the absolute best. Your dogs are your constant companions, your 
faithful furry friends. So what better way to strengthen your bond with them than by 
donning matching jackets  At BONDIR, we give you that opportunity and so much more.
At BONDIR, we aim to become your go-to brand for chic matching outfits for you and your 
beloved p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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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S05
完美宠（北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PURRFECT TRADING CO,.LTD.
Tel / 电话：15810322946
E-mail / 邮箱：sissilya@purrfect.cn

KEEP IT SIMPLE, KEEP IT REAL
展现食物最本真的一面！
MONSTER 精选优质食品级原料，轻加工低温烘干，全程无任何外在添加。采用双层真空锁
鲜技术尽最大程度保留食品的风味及营养。真空包装后经辐照灭菌，最大程度降低了辐照所
产生的氧化作用，同时确保将食物中的有害菌等潜在危害的消除，每批次产品经第三方检测
合格确保绝对安全后方可发货送入毛小孩的口中。
无任何添加，是我们的坚持，保持食物的本真，是我们的选择！
MONSTER 希望陪伴各位毛小孩健康每一天。

HALL 4 - 4S08
PUPPYTIE( 中国 )
Tel / 电话：86-574-27888973、0574-27888968
E-mail / 邮箱：sun@puppytie.com

国际品牌 PUPPYTIE 注册于 2013 年，专注时尚的宠物颈圈、胸背带、拉手及饰品产品。
所有产品的设计都是原创的。
PUPPYTIE 致力于高品质的、环保材料的产品，努力打造成为宠物时尚的领先者！

Registered in 2013, 
the international brand PUPPTIE dedicates to fashionable pet collars, harness, leashes 
and accessories. 
All products are originally designed. 
PUPPYTIE is committed to high-quality and eco-friendly materials products.
We pursue to be the leader of pet fashion.

HALL 4 - 4S21
利其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RICHELL (SHANGHAI) CORPORATION
Add /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993 号 6 楼
6F,NO.993 West Nanjing Road,Shanghia,China
Tel / 电话：021-62585665
E-mail / 邮箱：rlsh015@richellcn.com
Website / 网站：www.richellcn.com

利其尔自 1956 年成立以来，凭借对塑胶材质的科技创新和对日常生活的持续关注，在宠物用
品领域获得骄人的成绩。不仅在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及欧美享有盛誉。利其尔致力于通过
商品的企划，开发与生产，为顾客们提供更便利舒适的生活方式。利其尔在生活用品、园艺
用品、婴童用品、康复护理用品等其他生活领域中也有所建树。

Richell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956,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pet supplies by focusing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plastic material and everyday 
life. Not only in Japan, but Richell also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USA. Richell goes in for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a much more conveni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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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able lifestyle through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goods.2008, Richell 
comes to Chinese market. In USA and South Korea also have subsidiaries. In other fields 
of life supplies, gardening supplies, baby supplies, rehabilitation care products also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

HALL 4 - 4S25
上海朵恩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16796454
E-mail / 邮箱：2941836639@qq.com

擄獲全世界喵咪的心
日本超人氣貓咪用品專用品牌
以貓咪的角度出發  設計開發出  貼心  安全  實用 
兼具機能與美感的貓咪用品讓貓咪與主人幸福的一同生活
全球 9 个国家，超过 3000 家店舖銷售猫壱 Necoichi 的设计

Won the hearts of cats all over the world
Japanese most popular pet brand exclusive for Cat
A cat product that combines function and beauty. Let the cat lives happily with the owner
They are more than 9 countries,3000 stores selling Necoichi Design.

HALL 4 - 4S26
日和优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30508597、010-86466926
E-mail / 邮箱：yuhao@hiyoripet.onaliyun.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hiyoripet.com

日和优宠品牌创立于 2017 年 7 月，与日本知名宠物食品品牌日本わんわん（wanwan）株式
会社共同出资成立。致力于将美好健康、安心安全的宠物产品带给每一位爱宠人，打造萌宠
快乐生活新方式，让生活因「萌宠」更美好！

HALL 4 - 4S51
仙乐果（南京）宠物生活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558825769
E-mail / 邮箱：107145939@qq.com

1987 年 , 公司创始人崔舰开始投身于畜牧宠物赛道。疫苗宠物药品及跨国贸易 30 余年，致力
于宠物预防治疗及宠粮产品和保健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过多年行业累积，针对宠物健康及日
常生活所需 .

HALL 4 - 4S55
杭州昱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86067677、16621555527
E-mail / 邮箱：1329696962@qq.com

Frewhite pet care 创立于 2018 韩国首尔，来自不同国家的营养师、设计师。秉持宠物即亲人
的品牌理念，不断探索，只为追求极致天然宠物护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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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S58
意大利 HAQIHANA 中国总代理
HAQIHANA
Tel / 电话：13911591723
E-mail / 邮箱：chunsishe@sina.com

京都驿 borderavenue，致力于宠物事业。

HALL 4 - 4S71
杭州嘉尔浦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58005858、0571-88977509
E-mail / 邮箱：26777155@qq.com

嘉尔浦贸易是 A.P.D.C. 品牌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地区的总代理。 也是 AUREO、
Grooming Tab、HARIO 品牌在国内的总代理。 公司致力于将日本健康、安全、优质的宠物产
品带到中国，传播人文、健康的养宠理念。

HALL 4 - 4S75
兴和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KOWA(SHANGHAI)COMPONY,LTD
Tel / 电话：63403802*238
E-mail / 邮箱：jinxin@kowashanghai.com

日本兴和株式会社 最早作为一家棉布批发商创始于1894年，是拥有着 120年悠久历史的企业。
作为兴和集团的核心企业，有着纤维 • 化工 • 医疗原料 • 机械 建材 宠物用品等进出口与三国
贸易的商社机能 也同时有着医药品 医疗器械 环保 节能关联商品等的生产厂家机能，其事业
部已扩展至多个领域。

HALL 4 - 4S78
大连中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411-82307669
E-mail / 邮箱：acai@midwestmetal.com

大连中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我公司是美国中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总
代理，全权代理 MIDWEST 所有品牌与产品，常年向各个国家出口宠物用品，在 2021 年产品
出口额已经超过 500 万美元。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4号馆
Hall 4

225

HALL 4 - 4S91
威龙优化生活集团有限公司
WELLON BETTER LIVING GROUP LTD.
Add / 地址：香港新界青衣长达路 14-20 号伟力工业大厦 A 座 12 楼
1 号室 ;
Unit 1, 12/F.,Block A, Vigor lnd. Bldg., 14-20 Cheung Tat Rd., Tsing 
Yi,Hong Kong
Tel / 电话：0769-87931818
E-mail / 邮箱：wellon2008dg@yeah.net
Website / 网站：http://www.petmall.com.hk

香港威龙优化生活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3 年，成员包括：威龙水族及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金溏宠物用品制造有限公司及威龙水族宠物用品（东莞）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及销售水族及
宠物用品，水族产品有水质处理剂、鱼粮、鱼药、龟粮、龟药、活性炭及过滤用品等 ; 宠物
产品有消毒杀菌剂，除尿臭剂，洁毛液、洁耳水、洁眼水、洁齿凝胶、水疗浴盐及泥膜等。
本司于国内及香港自设生产厂房、办公室，并代理国外多个知名品牌，全力为客户提供至优
质的产品及服务。

Wellon Better Living Group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83, the Group members included 
Wellon Aquarium & Pet Products Ltd. and Won Aqua-Pet Products Mfg Ltd. As well as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 have our own brands such as QX, EPA, Wellacu,
Housai Premium, Aqua Gem, Distinct. We developed the newest technology (Nano Silver) 
for Pet care products. Please join us to be our agents/distributors.

HALL 4 - 4S95
深圳市宝臣宠品贸易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深圳龙岗布吉莲花山庄 5 村 32 号
Tel / 电话：13480809152
E-mail / 邮箱：bina_huang@126.com

深圳市宝臣宠品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由一支年轻、富有活力的团队组建而成。拥有
丰富产品运营实践经验和专业的护宠理念与技术，所选产品概念均是业界潮流的风向标。宝
臣一直秉承“严选优品，养宠无忧”的宗旨，致力于为爱宠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为主人和
宠物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善养宠品质。同时，宝臣亦不断在寻找有共同
发展理念和具有品牌推动能力的代理商一起合作，让我们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性！
公司运营品牌：Twinkling Star 鳖蛋爆毛粉、QX 宠物护理系列、佩佩巴博士调理洗护。

HALL 4 - 4S96
大连高新区宠儿飞宠物用品店
CEF
Tel / 电话：13704946646
E-mail / 邮箱：lilin3620647@163.com

专注高龄宠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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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4 - 4S97
北京妙选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1087514462
E-mail / 邮箱：13911388279@126.com

妙选公司是爱猫人士成立的一家致力于 提供优质猫咪食品的专业公司。
妙选的团队成员，不仅仅是宠物食品行业的多年从业者，更是一位位猫咪的主人。团队的初
心和使命都是为猫咪提供美好的饮食体验，通过优质的食品更好的呵护它们的健康。
目前妙选已经成为一家涵盖研发、生产、销售等领域的专业公司。公司旗下的品牌有妙维食
营养系列猫粮（MeoWhishy），妙维食呵护系列猫粮 (Purrincess）和爱砂 (Pawklin) 猫砂已
经成为众多猫咪和猫咪父母的放心选择。
在未来，妙选将持续在猫粮领域持续发力，为更多的爱猫人士提供各类优质的猫咪食品。

Meochoice is founded by cat owners with the mission of providing premium cat food with 
the premium quality.
With more than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pet food industry, the members of 
Meochoice Beijing have developed an insightful mission and vision——“providing a better 
food experience for the cat, nurturing the health of cat through the healthy food with 
premium quality.” All members of the company have their own cats.
Now, Meochoice Beijing Technology has established their team covering research,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ir brands include MeoWhishy, Purrincess for 
cat food and Pawawlin for cat litter, which have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of many cats and 
owners.
Meochoic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cat with premium quality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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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A01
烟台中孚冷链设备有限公司
YANTAI TRUE CLOD-CHAIN CO.,LTD.
Tel / 电话：0535-2136917
E-mail / 邮箱：578154784@qq.com
Website / 网站：www.truecold-chain.com

烟台中孚冷链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烟台市福山高新产业区迎福路 33 号，占地面积 48 亩，办公
室及厂房建筑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是一家从事食品加工设备、冻干设备、制冷设备的制造、
销售、安装为一体的新型企业。“中孚冷链”致力于冷链设备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以创新、
务实的精神，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真诚而周到的服务。

HALL 5 - 5A08
上海凸版有限公司
TOPPAN LEEFUNG PACKANING (SHANGHAI)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东部新区申港路 2300 号
2300 Shengang Road,Songjiang Industrial District(East),Shanghai 
201612 China
Tel / 电话：15802133332、-021-67600860
E-mail / 邮箱：yusheng@toppanleefung.com

上海凸版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07 月 15 日成立，公司拥有多条进口印刷，复合，制袋生产线，
产品主要用于高端食品，宠物食品，电子产品，医疗产品包装，宠物食品包装袋型包括：重
包装滑块拉链袋、八边封拉链袋、四边封拉链袋，单一材料袋，等等。公司建立了无尘化制
造厂房和完备的生产线，拥有 8-12 色多条印刷生产线以及多台特色制袋机，拥有多项产品专
利，我们向全球客户提供高端软包装产品，特别专注于生产各式宠物食品包装袋 ; 专注创新
技术的研发，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端软包装产品，公司生产的高品质宠物食品
包装袋始终走在行业前沿，销往全国各地以及欧美，澳洲，中东等国家地区。

Toppan Shanghai company Ltd, was established on 15 July 2003.Our company owns many 
production lines composed by imported printing machines8-color to 12-color, composite 
machines and bag making machines, our products mainly used in high-end food, pet food,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medical products packaging. 
Meanwhile, company owns many patent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products to customers worldwide, especially focusing on making all kinds of pet food 
packaging bags.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focusing on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s,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competitive high-end flexible packaging product 
lines,, sold to nation wide and Europe, America, Australia, Middle East,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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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A11
沧州鼎诺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CANGZHOU DINGNUO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Add /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找王村
Zhaowang Village, Dongguang County, Cangzhou City, Hebei 
Province
Tel / 电话：18713071000   0317--7722777
E-mail / 邮箱：331590161@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czdnsl.1688.com

沧州鼎诺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是各类包装袋的专业生产单位，本着以诚相识、以信相待、互惠
互利、携手共进的经营宗旨，以优良的产品和质优的服务，在广大客户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我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雄厚的资产和精良的技术。专业生产八边封、四边封、高温蒸
煮袋、背封袋、食品袋、彩印复合袋、收缩标签、自立吸嘴袋、拉链袋、阴阳袋、真空冷冻袋、
纸塑复合袋、阴阳袋、铝箔袋、模切袋、自动包装卷材等。公司产品广泛适用于：宠物食品、
用品、化工、服装、食品等袋装包装以及工业、民用包装用品。产品设计新颖、外观美观、
质量上乘、价格公道，远销全国各地。

HALL 5 - 5A21
诸城市金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63464211、15963464211
E-mail / 邮箱：3255165757@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umpot.cn

诸城市金鼎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总部建立在山东省诸城市，在广州市设分公司。
公司是集食品杀菌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运营商。
目前，公司产品已通过多项认证，销往各个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韩国、越南等，
并且获得一系列产品及性能的发明专利。
公司凭借严格的质量把控、24 小时保姆式的售后服务、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创造了值得信
赖的金鼎品牌杀菌釜。

HALL 5 - 5A51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19-87309865
E-mail / 邮箱：119416222@qq.com

江苏正昌宠粮工程有限公司隶属于拥有百年历史的正昌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宠物食品设
备及工程系统服务商。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专业的宠物食品工艺及设备，以高效精准的解决
方案满足客户配方多样性需求。为做出高品质宠粮，正昌投资 8000 万，建筑面积约 2100 ㎡，
用于高端宠物核心主机设备的实验测试以及作为全球客户的培训服务专业人才实训的基地。
正昌同时也是国家宠物产业科技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宠物产业
工作委员会（CPIC）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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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A81
广东盛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SHENGWEI MACHINERY 
TECHNOLOGY.,LTD
Add /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东侧第八片之三
Add:No,3.8th Aast Side,Chaoshan Rd,Shantou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18029547309/86-0754-88115159
E-mail / 邮箱：495323713@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stswjx.com

广东盛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总部坐落于广东海滨城市——汕头市。是一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盛威拥有多项国家技术专利；公司拥有 16000 平、综合车间办公、组装车间一体化。
另有加工车间 4000 平，注册资金高达 1000 万；盛威一直坚持“科技创新、质量保证”的管
理信念，一贯视质量为根基、创新为生命，重视客户反馈信息。集专业研发、生产包装设备
于一体的企业，生产的包装机系列广泛运用于医药、食品、化工、日化及五金等行业，适用
领域广。
盛威机械通过不断沿革和技术创新，同时集结国内外同系产品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 配备先进
机械设备及大型工业厂房， 产品具有科技含量高、结构合理、性能稳定、高效节耗、安全性
能好等特点。

Guangdong Shengwei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headquartered in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 Shantou city, Guangdong coastal city. Is a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Shengwei has a number of national technology patents; the company has 16,000 square 
meters, comprehensive workshop office, assembly workshop integration. Another 
processing workshop 4000 square meters, registered capital up to 10 million; Shengwei 
always adhere to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quality assurance" management belief.

HALL 5 - 5A91
鹤山中兴复合包装有限公司
HESHAN ZHONGXING LAMINATED PACKING CO.,LTD.
Tel / 电话：0750-8825518
E-mail / 邮箱：leo@hszxpacking.com

鹤山中兴复合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拥有近 30 年专业软塑印刷包装经验和行业先进
设备。产品质量可靠，产品销售遍布全球，其中高温蒸煮袋和八边封袋一直处于行业领先位置。
为满足日新月异的行业发展态势和客户需求，公司专注研发和创新，不断推进“一袋一码”、
100% 可回收 PE 袋、新型哑油等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
全体员工在公司的领导下，秉承“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服务第一”的宗旨，以
技术领导市场为方向，不断创新和发展！

Heshan Zhongxing Laminated Packing Co., Ltd. located in Jiangmen ci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Established in 1993, we specialized in plastic flexible packaging with 28 year's 
rich experience. With most advanced equipment and 4 production lines, we have big capacity 
to satisfy customer's requirements. Our products ranges include Kraft Paper Pouch; 
Retort Pouch; Roll Film; Spout Pouch; Flat Bottom Pouch; Recyclable pouch; Compostable 
pouch; Laser Score pouch; PVC and APET sheet; Velcro pouch; Slider zipper pouch; Pocket 
zipper pouch and so on. As a professional packaging supplier, we have excellent teams who 
focus on product development & design, quality control and inspection, sales and after-
sale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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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B01
河北诚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CHENGY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源街 8 号
Tel / 电话：18633031701、4000-838358
E-mail / 邮箱：cyhanhao@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hebcyjx.com

河北诚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公司位于河北省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专
业从事食品机械研发制造，公司主营冻肉切丁机、蔬菜切丁机等切割类设备，是行业内领先
的设备制造商。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肉类、速冻食品以及宠物零食加工行业，并远销欧洲，
美洲，亚洲以及非洲等 40 余国家及地区。

Hebei ChengY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on 2007. Located in Economic 
& Technical Zone, Shijiazhuang City, Hebei Province,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researching and manufacturing food processing machines with the main products 
of: Frozen Meat Dicer and Vegetabale Dicer. Our company has become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 in food industries.Our products are widely applied in meat processing 
industry,quick-frozen food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pet snack industries and sold to more 
than 40 countries in Europe,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HALL 5 - 5B08
山东鲁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LUKANG BAOZHUANG JIXIE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龙都工业园横一路 1008 号
No.1008,Longdu Industrial Park，a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36-6211688
E-mail / 邮箱：lukangjixie@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sdlkbzjx.com

山东鲁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中国食品机械行业的骨干企业，拥有雄厚的开发、设计、制造
能力。专业从事真空包装机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其产品有：真空包装机、平台式真空包装机、
可倾斜式真空包装机、联动式真空包装机、全自动真空包装机、拉伸膜真空包装机，我公司“鲁
康”牌系列真空包装机 10 多个系列 100 多个品种以其独特的结构设计，产品畅销全国三十多
个省市和地区，深受广大用户的信赖。
山东鲁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自创建以来，一直奉行“质量是根本、信誉是生命”的经营理念，
为广大用户提供先进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公司全体员工热忱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
导、洽谈合作！

Shandong Luka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 Ltd. is a backbone enterprise in China's food 
machinery industry, with strong developmen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Specializ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ry products, 
its products include: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 platform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 
tilting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 linkage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 full-automatic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 stretch film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 Our company 
"Lukang" brand series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 has more than 10 series and more 
than 100 varieties. With its unique structural design, its products sell well in more than 30 
provinces, cit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Deeply trusted by the majority of use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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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B11
青岛华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HUAKANG PLASTIC PACKAGING CO.,LTD
Add / 地址：青岛市胶州市铺集镇巩家庄工业园
Gongjiazhuang Industrial Park, Puji Town, Jiaozhou City, Qingdao
Tel / 电话：0532-67795917
E-mail / 邮箱：2145259521@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qdhkbz.com

青岛华康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软包装（印刷、复合、分切、制
袋 ) 生产型企业。公司拥有独立进出口经营权，已通 ISO9001、商检备案和食品包装工业生产
许可 QS 认证、BRC 认证、FDA、SGS 检测等。公司专业生产各种食品包装袋、宠物食品袋、
高温蒸煮袋、服装袋、洗化用品袋及各种用途的复合膜卷等产品

Qingdao Huakang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founded in 2012,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flexible packaging (printing, compounding, cutting, bag making). The 
company has independent import and export rights, has passed ISO9001, commodity 
inspection record and food packaging industry production license QS certification, BRC 
certification, FDA, SGS testing.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food 
bags, pet food bags, high temperature cooking bags, clothing bags, cleaning supplies bags 
and various uses of composite film roll products

HALL 5 - 5B21
浙江瑞志机械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瑞安上望街道荣达路 999 号
Tel / 电话：18968963161

瑞志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专注于包装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售后服务一体的科技
型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的整体包装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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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B51
浙江名博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MINGBO MACHINERY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万全镇振兴西路 607 号
NO.607 ZHENXING WEST ROAD, WANQUAN TOWN, PINGY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8705778860
E-mail / 邮箱：mingbo2@mingbomachine.com
Website / 网站：www.zjmingbo.com

本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包装设备制造企业，主要产品是给袋式真
空包装机和给袋式包装机。 配合不同的计量设备（如多头秤、螺旋灌装机、液体 /酱体灌装机、
量杯灌装机等）可适用于颗粒、粉、液体以及酱体的自动包装。
名博给袋包装工业 4.0，致力于给袋包装生产 4.0 研发，从一线减少人员到无人化的智能工厂
升级，提供全方位、全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打造智能化无人车间、信息化物联网、数字化
管理系统。

Our company is a packaging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The main products are rotary vacuum packaging 
machines and rotary packaging machines. With different measuring equipment (such as 
multi-head scale, screw filling machine, liquid/sauce filling machine, measuring cup filling 
machine, etc.), it is suitable for automatic packaging of granules, powder, liquid and sauce.
Mingbo Bag Packaging Industry 4.0 i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ag 
packaging production 4.0, from the reduction of front-line personnel to the upgrade of 
unmanned smart factories,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wide overall solution, 
and creating intelligent unmanned workshops and Networking, digital management 
system.

HALL 5 - 5B71
山东汉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762065098
E-mail / 邮箱：zhengshoulei@seek-pet.com

山东汉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Hanou Biothchnology Co.,LTD

HALL 5 - 5B81
江苏金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85415600
E-mail / 邮箱：357153811@qq.com

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包装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端装备制造服务型互联
网平台公司。公司注册资金 2000 万，占地面积 100 亩，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公司年销售
7 亿元，现有员工 600 多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超 300 人。截止目前已通过欧盟 CE 认
证、GMP 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同时已取得 100 多项发明和实用专利。金旺智能目前已经获得
江苏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包装工程技术中心、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江苏省著名商标、江
苏省质量信用 AA 级企业、区长质量奖等一系列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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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B91
浙江青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QINGTIAN PACKING 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3958787859、0577-59968228
E-mail / 邮箱：8132225010@qq.com

专注包装领域 为您的包装排忧解难
Focus on the packaging field to solve your packaging problems
* 特大八边封
*3.0 工业生产
*GMP 净化车间
* 废气处理环保设备
* 智能在线检品设备
*125 型双工位干式复合机
*125 型 11 色电子轴高速印刷机
-------------------- 浙江青天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Qingtian Packing Technology Co.,Ltd
可实现 : 一袋双码防伪，激光易撕线，特殊镭射膜幻彩膜，洗铝开窗等各类特殊工艺！

HALL 5 - 5C01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
Add /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889 号 3 号楼
Tel / 电话：4006910488
E-mail / 邮箱：wendy.ding@sgs.com

SGS 是一家专业的测试、检验和认证机构，在全球拥有超过 96000 名员工，2600 多个分支机
构和实验室，贯穿 7 个行业和整个供应链，为客户提供提升质量、安全性、生产力和降低风
险的专业服务解决方案。
SGS 中国农产食品部隶属于 SGS 集团“营养与健康”事业群，为农产食品领域的客户提供专
业的测试、检验、认证、咨询和培训服务，涉及农产品和食品领域全产业链的质量、安全以
及可持续发展服务，保障消费者的营养与健康。

HALL 5 - 5C06
温州伟斯包装供应链有限公司
WES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灵溪镇建兴东路工业园区
Tel / 电话：15325773722
E-mail / 邮箱：12360791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wzwes.com/

整合温州包装产业带的供应链优势，运用互联网 + 包装的技术数据，为用户提供集中采购，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解决方案，二维码应用等一站式包装供应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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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C08
浙江康联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67365006
E-mail / 邮箱：73932484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zj-kl.cn

冷鲜联～浙江康联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食品加工机械设备研发、设计、制造及销
售的科创型企业 ! 公司主要设备包括∶低温高湿解冻设备、滚揉腌制设备、热加工熟化设备
以及冷却速冻设备，相关设备已服务于国内中央厨房、大中型食品企业等，并出口至东南亚，
欧洲等国家或地区 ! 同时我司也是《低温高湿解冻机》的团体标准制定单位。
浙江康联可为食品企业提供全链式服务，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浙江康联始终以最大化为客
户创造价值为指导，以优质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为基础。始于需求、终于满意。

HALL 5 - 5C11
广东欧迈威机械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23994968、13632030343
E-mail / 邮箱：2880789615@qq.com

广东欧迈威机械有限公司座落于中国经济特区、著名侨乡胜地 -中国汕头市。 本公司集科研、
设计、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专业制造欧洲标准的包装机械及糖果生产设备，有给袋式
包装机、翻领包装机、小立式包装机、泡罩包装机、枕式包装机，适合颗粒、粉剂、液体或
浆酱体的自立袋、拉链袋、手提袋、三边封袋、四边封袋、纸袋、M 折边袋、角嘴袋、枕式
袋等以及整套糖果生产设备，可生产各种形状的口香糖、球泡、淀粉糖、太妃糖、石头奶糖、
口哨糖、牛轧糖、棒棒糖、巧克力豆及脆米、软硬糖、棉花糖等，广泛运用于食品包装、医
药包装、化工肥料包装、饲料包装、玩具包装、五金配件包装等多个行业。产品畅销全国、
港澳台、中东、东南亚。

HALL 5 - 5C21
上海本优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BEYOND MACHINERY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工业区亭谊路 680 号
No.680, Tingyi Rd, Tinglin Industrial park, Jinsh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Tel / 电话：18317193980、18317193980
E-mail / 邮箱：mkr@sh-beyond.com
Website / 网站：www.sh-beyond.com

上海本优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健康装备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集科研开发、工艺
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及培训为一体，专业提供宠物食品、综合食品、乳制品饮料、果
蔬汁以及生物发酵 / 制药等生产线整体解决方案。
“信誉铸本优，精品迎未来”，优秀的品质背后是本优人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发展至今拥
有完善的销售与售后服务体系。与国内外一线领军企业深度合作，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本优机械，以人为先，以诚为基，以质为本，与客户同行，优享未来！

Shanghai Beyond Machinery Co., Ltd. is a high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company 
which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health equipment.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nd training, and specializes in providing overall solutions for pet 
food, comprehensive food, dairy beverages, fruit and vegetable juices, and biological 
fermentation/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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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Credibility & Better Quality to Change the Future ！ ", behind the excellent quality 
is the service concept of Beyond staff:’ the customer first’.and it has developed a perfect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system.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leading compan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s established long-term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HALL 5 - 5C51
河北汉普创制机械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311-89196260、0311-89196260
E-mail / 邮箱：1601979357@qq.com

专业从事肉制品加工成套设备、速冻火锅料加工成套设备、休闲食品加工成套设备等，产品
主要包括：冻肉切块机系列、冻肉绞肉机系列、斩拌机系列、搅拌机系列、盐水注射机系列、
滚揉机系列、烟熏炉系列、灌装机系列、打卡机系列等几十种设备。

HALL 5 - 5C71
诸城市金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郝家村工业园
Tel / 电话：13780817266
E-mail / 邮箱：1030040543@qq.com

诸城市金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是国内领先的食品蒸煮和杀菌解决方案供应商，
专业生产杀菌锅（杀菌釜、灭菌釜）、夹层锅、蒸汽机、清洗烘干生产线等食品工业装备。
公司占地 38000 平方米，拥有管理、研发、工程技术人员 50 名。中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核发 D1、D2 级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2013 年德国 TUV 认证公司颁发 CE 证书，
2017 年验证机构 TUV-SUD 颁发 DOSH（ASME）证书。
本公司主营产品：全系列二次杀菌产品，包括杀菌锅、燃气炒锅、蒸汽机、肉食加工生产线、
清洗烘干生产线等。致力于为肉制品、素食类、禽蛋类、粥饭类等行业提供最优杀菌解决方案。

HALL 5 - 5C81
上海展彤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ZHANTONG INDUSTRY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华磊路 108 弄 6 号
No.6, 108 Lane, Hua Lei Road, Songjiang, Shanghai
Tel / 电话：15221478898
E-mail / 邮箱：15221478898@163.com
Website / 网站：zhantongshiye888.1688.com

上海展彤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彩印复合袋的企业，主要生产宠物包装袋等系列！公司
拥有北人 11 色印刷机，渭南欧泰 10 色印刷机，诺德美克无溶剂复合机，多台干式复合机，
堃润 GSD1200 型和 GSD1000 型八边封制袋机，自动一体滑块拉链袋，在宠物包装领域有多
年丰富经验及专业解决宠物包装问题能力！上海展彤实业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
荣获业界的认可，已与多家知名品牌企业合作 。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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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C91
青岛馨华和荣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XINHUA HERONG PACKING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白沙河街道办事处张戈庄张南村
Tel / 电话：18678952810
E-mail / 邮箱：qingdaohuahe@vip.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zh.huahepacking.com/

青岛华和包装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塑料印刷，复合软包装产品的生产企业。公司拥有高速印
刷机，复合机，检品机，分切机，制袋机等先进设备 20 余台，专业生产各种食品包装袋，宠
物食品袋，高温蒸煮袋，猫砂袋，复合膜卷等产品。21 年 6 月已搬迁新工厂，新公司（青岛
馨华和荣包装有限公司）将以更优质的硬件，更优良的质量，更优秀的专业技能为新老客户
提供服务！

Qingdao Huahe Packing Co., Ltd specializes in production of plastic printing and 
composite soft package.And we specialize in producing food bags,pet food bags as well as 
various high-heat bags, cat litter bags, roll films etc. We’re equipped with more than 20 
equipments of printing,composite,online checking,bags making machines. We've built a 
new factory which named QINGDAO XINHUA HERONG PACKING CO.,LTD. The new factory 
is in innovating and will present you a new face with a further good quality, as well as the 
better and experienced service for you. Sincerely expected for your cooperation!

HALL 5 - 5D01
江苏益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27-88181128
E-mail / 邮箱：sqxujinran@163.com

江苏益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人民北路 3 号（埠子镇工业园
区），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注册资金 2400 万元，投资总额 6000 万元，公司占地面积
约 18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800 平方米，现有员工 150 余人，是专业从事宠物调味料、
宠物湿粮及宠物零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本着“创新引领发展，服务实现价值”
的经营理念，满足国内外不同客户的市场需求。

HALL 5 - 5D06
杭州群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42428822
E-mail / 邮箱：397584218@qq.com

群乐包装二十年一来始终专注复合罐 / 纸罐行业，是国际复合罐复 合管协会（CCTI）中国地
区包装容器行业成员，包装领域涵盖食品，日化等快速消费品行业，也是国内复合罐 / 纸罐
行业率先家获 得食品包装容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我们与行业内一些知名企业诸如天喔、农
夫山泉、养生堂、贝因 美、Whittakers、DAVIDA TEA、Mcsteven's 等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
2015 年，群乐包装从德国纳兹卡、荷兰马克豪斯引进了国 际领先的复合罐全自动生产线，进
一步提升了在国内复合罐 / 纸罐 行业的领先地位。群乐包装作为国内一流的复合罐生产商之
一，拥有 十多项行业内专利技术，并将继续为市场开发更多的优质包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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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D08
嘉兴市合昕凯莱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JIAXING K-LINE MACHINERY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兴昌路 258 号
No.258, Xingchang Road, Xincheng Town, Xiuzhou District, Jia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73-82788180
E-mail / 邮箱：34032887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k-linemachinery.com

我司为自动化包装机械制造服务商，主要产品；高速立式自动包装机、给袋机、输送机械、
相关功能性非标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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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适用于糖果类、膨化类、饼干类、粉剂类，坚果类、
宠物食品以及速冻产品类、农副产品、化工产品、五金制品。

Division I for automatic packagi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services, the main products; 
High speed vertical automatic packaging machine, bag feeder, conveying machinery, 
related functional non-standard machinery, domestic and foreign brands of measuring 
equipment, post-packing finishing equipment, all kinds of online testing equipment, etc. 
With the whole plant packaging system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apabilities, widely used 
in candy, puffed, biscuits, powder, nuts, pet food and frozen products,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products, chemical products, hardware products

HALL 5 - 5D11
漳州青牛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福建省漳州高新区九湖镇岭兜村 141 号
Tel / 电话：18859605952
E-mail / 邮箱：52256277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zzqingniu.com/

漳州青牛科技有限公司系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一批长期从事自动计量包装设备的专业工程技
术人员，致力于打造优质全自动包装机械。公司专业从事计量称重、自动真空包装设备、编
织袋全自动包装机组、袋中袋自动二次包装系统、自动开箱装箱、机器人码垛等自动化设备
研发制造的企业。公司立足于国内外农副产品加工领域，是国内大米加工行业自动化、智能化、
现代化包装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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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D16
青岛浩宇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HAOYU PACKAGING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书顺路 13 号
No. 13 Shushun Road, Xiazhuang Subdistrict,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0532-67730575
E-mail / 邮箱：41666368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aoyupacking.com

青岛浩宇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塑料包装袋的企业。
企业起于 2006 年，位于美丽的海滨之城 - 青岛市城阳区，交通便利。公司占地面积 10 余亩，
厂房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现有员工近 100 人，拥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技术、管理人员 20 人，
于 2008 年获得《国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获得 FSD22000,BRC,ISO9001 等认证

Qingdao Haoyu Packing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that produces plastic packaging bags.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and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seaside city -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city,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10 acres and a plant area of more than 8,000 square meters. It 
currently has nearly 100 employees and 20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with 
the senior technical titles. In 2008, it obtained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Product Production 
LicenseFSD22000,BRC,ISO9001

HALL 5 - 5D21
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BÜHLER (CHANGZHOU) MACHINERY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工业园云眉路 88 号
No.88, Yunmei Road, Tianmu Lake Industrial Park, 213332, Liyang, 
Jiangsu, China
Tel / 电话：0519-87966666、0519-87966666
E-mail / 邮箱：yanjun.du@buhlergroup.com
Website / 网站：www.buhlergroup.com

瑞士布勒集团是一家在全球拥有 150 多个销售和服务网点的全球性的粮食加工、饲料加工、
宠物食品加工、巧克力、油墨，及压铸等行业全球领先技术的国际性企业。旗下独资公司——
布勒（常州）专注于动物饲料及宠物食品加工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是集产品研发与制造，
工程设计与安装为一体的著名企业。
布勒宠物事业板块始终严格以客户价值为导向，为行业提供更优化解决方案，与客户共赢！

Bühler is the technology partner in the field of grain processing to provide turn-key 
projects, equipment and related services. Bühler (Changzhou) is an important link within 
the global network of Bühler, professionally in manufacturing of feed and petfood machines 
and installations. 
Bühler's innovative machines and systems produce petfoods in high precision: Size, shape 
and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product are in exact compliance with the customer's individual 
formulation specifications. Following the drying process, colorings and flavorings as well 
as powdered components of every variety can be added as required. Bühler extrusion 
processes are strictly results-oriented. Our customers benefit through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petfood quality an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production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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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D51
青岛义龙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QINGDAO YILO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景平路 37 号
No. 37, Jingping Road, Xiazhuang Street, Chengyang District,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0532-84964080
E-mail / 邮箱：718553074@qq.com
Website / 网站：www.qdyilong.cn

青岛义龙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于 1999 年在山东青岛注册成立，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售后于一体的国际化全自动给袋式包装机专业生产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给袋式自动包装机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起草制定单位、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
企业。公司在成都、上海、广州、西安、哈尔滨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及办事处，在德国设立了
研发销售中心及生产基地，义龙正积极为中国的包装行业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努力 !

Qingdao Yilong Packaging Machinery Co., Ltd. was registered and established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in 1999. It is a comprehensive packaging machinery company 
integrating R & D,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in the domestic bag packaging 
machinery industry. It is a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and also a drafting unit of China's 
industry standard  and national standard for automatic bag packaging machine.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offices in Shanghai, Chengdu, Guangzhou, Haerbin. Except 
that we have set up the R & D, sales center and production base in Japan and Germany to 
produce packaging machines with stable performances, full functions, low energy cost and 
easily to be operated which have won praises of customer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HALL 5 - 5D71
河北川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CHUANDA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 
LTD.
Add /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鸿桥穆庄子工业园
Muzhuangzi Industrial Park，Yahongqiao Town Yutian County, 
Tangshan City , Hebei Province
Tel / 电话：13933058487
E-mail / 邮箱：13933058487@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cdqgjx.com

公司是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食品机械生产制造企业。主要从事肉制品和蔬菜的
清洗、切割用机械的研发和生产。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冻肉切片机、冻肉切丁机、二维切丁机、
蔬菜切丁机等。公司拥有先进的专业化生产设备。可生产出性能稳定，操作安全，维修方便
的食品切割类机械。

Chuanda Machinery is a food production machinery company engaging in product research, 
manufacture and sales. The main business scope is the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 of the 
food production machinery used for cleaning and slicing meat product and vegetables. 
The company is always taking the product quality a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the priority mission. The main product of the company is frozen meat 
slicing machine, frozen meat grinder, two-dimensional grinder, vegetable grinder, etc. The 
company has been equipped with highly-advanced equipment, can produce highly-reliable, 
safe-to-operate and easy-to-maintain food slicing machin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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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D81
河南智信塑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92521364、037160989926
E-mail / 邮箱：1154204794@qq.com

河南智信塑业有限公司致力于农化、兽药、宠物、食品、化工等各种复合材料软包装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完善的管理体系，十余年坚持不
懈的力求创新，砥砺前行，为广大客户创造了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产品包装！

HALL 5 - 5D83
浙江阳阳包装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387770777
E-mail / 邮箱：68270420@qq.com

浙江阳阳包装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9 年，占地面积 2 万余平方米，是一家专业生产软包装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与双汇、维维、甘源、纳爱斯、西麦、五芳斋、阿里山、今麦郎、百
草味、疯狂的小狗、广西黑芝麻、口水娃、小王子、真真老老、冠生园、金锣、奈雪的茶、
金沙河、青莲食品、华味亨、三全、溜溜果园、泰国正大集团、台湾富田乔等等国内外知名
企业展开了广泛的战略性合作，并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公司通过了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QS 认证、FSSC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HALL 5 - 5D86
深州骏邦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涿州市浩森再生资源
回收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33533325
E-mail / 邮箱：476075424@qq.com

本公司是一家专门经营宠物包装袋，范围包括包装材料技术研发，纸和纸板容器、塑料包装
箱及容器、食品用包装材料生产、销售，宠物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
审批的货物进出口除外），PVC 塑料制品加工、销售，包装装潢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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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 5 - 5D91
山东新隆亚工贸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龙口市黄城北环路 10 号
Tel / 电话：15605458807      0535-8578396
E-mail / 邮箱：gaorunjun1976@163.com

我公司自主开发生产鸡肝粉并对外承接喷雾干燥加工、OEM 代加工及来料加工业务，公司拥
有两台套 750 喷雾干燥塔，生产及包装配套设施、检测化验设备齐全，并配备冷藏、酶解等
专业设备，可根据客户需求及提供的参数加工如鸡肝粉、鸡肉粉、猪肉粉、牛肉粉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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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E01
廊坊市成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廊坊市广阳区北旺乡西官地村
Tel / 电话：18803265188
E-mail / 邮箱：thch1658@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chengruijx.com

廊坊市成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素有“京津走廊上的明珠”之称的廊坊市，处于环渤海
经济区的中心，距京津两大城市不足 60 公里，在以 100 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相邻两大国际
机械，一个特大货运港口，多条高速公路，地理位置优越。为确保产品性能在市场上的领先
地位，公司于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合作，一方面广纳贤才，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向导，致
力于产品结构调整和采用新制作工艺，不断开发和制造出新产品投放市场。我公司技术力量
雄厚，产品优良，受到用户好评。我们愿与各界朋友携手并进，共创辉煌明天

HALL 5 - 5E06
深圳市通程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ONGCHENG ANTI-COUNTERFEITING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松和社区龙华梅龙路与东环一路
交汇处泽华大厦 803-806
Tel / 电话：13534297472
E-mail / 邮箱：1439518987@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tongcheng-315.com

深圳通程是提供产品防伪、溯源、营销、监管、大数据分析等系统解决方案，并在物联网，
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等领域深入研究开发的一家高科技企业。
深圳通程下设有防伪产业营销中心、防伪印刷厂、软件开发中心（主要从事防伪技术和物流
管理软件的开发），通程防伪科技在吸收各印刷厂的相关资源并进行充分有效的整合，从而
使通程在技术研发、印刷、销售等形成一体化优势，并迅速成为中国防伪技术领先单位，通
程防伪于 2007 年正式入选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理事单位。通程将一如既往与广大防伪、印刷同
行共同致力于将现代防伪技术与印刷技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Shenzhen Tongcheng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providing system solutions such as product 
anti-counterfeiting, traceability, marketing, supervision and big data analysis, and in-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Internet of th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dustrial automation.
Shenzhen Tongcheng has an anti-counterfeiting industry marketing center, anti-
counterfeiting printing factory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center (main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counterfeiting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software). 
Tongcheng anti-counterfeiting technology absorbs relevant resources of various printing 
factories and makes full and effective integration, so as to form an integrated advantage in 
technology R &amp; D, printing and sales, And quickly become the leading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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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E08
浙江跨跃印刷有限公司
ZHEJIANG KUAYUE PRINTING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龙金大道双桂村
Shuanggui Village, Longjin Avenue, Longgang Town, Cangnan, 
Wenzhou, 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0577-64288788
E-mail / 邮箱：kuayue@zjkuayue.com
Website / 网站：www.zjkuayue.com

浙江跨跃印刷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3 年，位于中国印刷城 ----- 龙港印刷示范工业园区，占地
面积 14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800 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年工业产值 1.5 亿元，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中国浙江省质量信得过单位，苍南县百强企业，纳税大户，重点出口企业；拥有
国内先进的软包装无尘净化生产线，形成集研发、设计、制版、印刷、复合、分切、制袋、
检测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软包装生产企业。

Zhejiang Kuayue printing co., LTD. With domestic advanced flexible packaging dust-
free purification production line.  A flexible packaging productio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late making, printing, composite, cutting, bag making, 
tes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HALL 5 - 5E11
上海数郜机电有限公司
SHANGHAI SHUGAO MECHANICAL & ELECTRIC 
CO.,LTD
Tel / 电话：15900913667、18818073318
E-mail / 邮箱：sale@shugaome.com

上海数郜成立于 2011 年，致力于乳品饮料、宠物食品、预包装食品及生物制药行业的交钥匙
工程及解决方案；提供前处理设备、模块预制组装、现场设备安装、电气安装及现场调试直
到设备进入商业运行。公司提供能源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生产信息管理系统，帮助客
户有效进行生产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在全球工业升级转型的浪潮之下，数
郜基于先进制造体系，致力于打造更具中国特质的工业信息化平台，开发新一代先进工艺。

HALL 5 - 5E21
安徽沛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PEIYU PACKAGING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区清流东流 2855 号
NO.2855 East Qingliu Road,Suchu National Production 
Base,Chuzhou city,Anhui province
Tel / 电话：0550-6825588
E-mail / 邮箱：liyi512.2008@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hanghaispc.com

针对国内宠物食品（饲料）行业发展需求，沛愉凭借自动化设备优势，拥有整套成熟全自动
宠物湿粮工业化生产线方案，整线设备除满足企业基本生产需求外，还发出特有的能源回收
和节能系统方案，经测算可以节能 30%-40%，因此成为食品企业设备更新换代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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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pet food (feed) industry, with the advantages of 
automatic equipment, Peiyu has a complete set of widely-used automatic devices of pet 
wet food industrial production line. In addition to meeting the basic production needs of 
customers, our whole line equipment also has a unique energy recovery and energy-saving 
system. It is confirmed that it can save energy by 30% - 40%, so it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equipment upgrading of food enterprises.

HALL 5 - 5E51
福建宇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92-3731660
E-mail / 邮箱：97606194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yuj.com.cn

公司由陈跃章自然人投资组建，目前注册资本 1000 万元，致力于真空包装机等高端装备制造
的研发与销售，公司初期只拥有 300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公司员工人数 20人，年产不足二十台。
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现拥有三大设计部门及五大生产车间，厂区面积达 2 万平方米。公司
现拥有员工达 200 人，其中大专学历以上人员 150 人。公司现年产可达上千台，年销售额超
两亿，公司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埃及、伊朗、南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
是金龙鱼、中粮、恒大、北大荒等粮食龙头企业真空包装机供应商。公司销售售后网点遍布
全国各个省份

HALL 5 - 5E68
上海谱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62621442
E-mail / 邮箱：china@gsnir.com

上海谱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谱绿科技），是以近红外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主体，
致力于提供相关农业、饲料、牧草、宠物食品、食品加工、乳品、酒类及土壤等诸多领域的
近红外技术应用解决方案。
谱绿科技通过整合数年来国内外先进的近红外硬件及软件技术，其中，硬件部分已有连续十
年的稳定性与重复性运行测试；软件部分由专注于近红外定标与开发逾二十年的近红外应用
专家提供支持。
公司愿景：让每一家需要近红外技术检测分析的企事业单位，都有机会了解合作，真正享受
谱绿科技带来的实惠与专业化服务。

HALL 5 - 5E71
青岛东平骏川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Add / 地址：青岛即墨区环秀街道环保产业园
Tel / 电话：13687618016
E-mail / 邮箱：1014313202@qq.com

青岛东平骏川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包装机
械制造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及优良的售后服务体系。对包
装机的特点、性能及质量能够达到有效的控制和服务。
公司专业生产给袋式全自动包装机，本机在稳定的机械传动技术基础上，结合先进的气动技
术和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在操作与维护方面都非常简便。该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工、
医药、农业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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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E81
江苏广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11-86613339        15312352925
E-mail / 邮箱：1271167020@qq.com

江苏广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位于江苏省镇江丹阳市境内，邻近沪宁高速与常
州机场，交通便利。公司专业从事各种杂粮、种子、宠物饲料等加工设备的研发生产与安装。
公司主要产品有：无破碎提升输送设备、各种颗粒物料筛选设备、专业去毛发去纸屑、线绳
等轻杂的循环风选设备。广成科技崇尚科技、注重创新，以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宗旨热忱
欢迎国内外朋友光临指导，共谋发展！

Established in 2013, Jiangsu Guangcheng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 Ltd. is located in 
Danyang, Jiangsu, Zhenjiang province, near Shanghai-nanjing Expressway and Changzhou 
Airport.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all kinds of grains, seeds, pet feed and other 
processing equipment R & D Production and installation. The company's main products 
are: non-crushing lifting conveying equipment, all kinds of particle material screening 
equipment, professional hair to paper scraps, wire rope and other light miscellaneous 
circulation air separation equipment. Guangche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ocate 
technology, focus on innovation, quality first, integrity-based purpose warmly welcome 
friends at home and abroad to visit and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HALL 5 - 5E82
佛山高峰淀粉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GAOFENG STARCH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村工业区北区 2 号
No.2, North District, Liangcun Industrial Zone, Lecong Tow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757-28860201
E-mail / 邮箱：18475784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gaofeng.com

佛山高峰淀粉科技有限公司于 1994 年建成投产，致力于改性淀粉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厂区占地面积 11000 平方米，现有员工人数 100 人。
公司拥有一批致力于改性淀粉事业的人才和技术团队，引进德国斯达柯隆的现代化成套生产
设备和研发检测仪器。公司主要以玉米淀粉、木薯淀粉、蜡质玉米淀粉、马铃薯淀粉为原料
进行改性加工，年产各类变性淀粉 10000 吨，广泛应用于食品、日化、建材、胶粘剂等行业。

Foshan Gaofeng Starch Technology Co., Ltd. wa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in 
1994, and i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odified 
starch. The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11,000 square meters and has 100 employees. 
The company has a group of talents and technical teams dedicated to the cause of modified 
starch, and introduced modern complete sets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sting instruments from Germany. The company mainly uses corn starch, 
cassava starch, waxy corn starch and potato starch as raw materials for modification 
processing,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10,000 tons of various modified starche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food, daily chemicals, building materials, adhesives and other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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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E83
南京仟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51880653
E-mail / 邮箱：3264284696@qq.com

企业专注于动物蛋白的生产制造，主要为生产血浆蛋白粉、血球蛋白粉、血红素蛋白粉、鸡肝粉、
血球肽粉等；企业通过体系认证；且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进行深度合作

HALL 5 - 5E85
中世达（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ZHONGSHIDA (BEIJING) TECHNOLOGY SERVICE CO., 
LTD.
Add /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32 号 7 幢 301
Room 301,Building 7,No.32, Fengtaibei Road,Fengtai 
District,Beijing,China
Tel / 电话：13651093200
E-mail / 邮箱：tinazheng@zhongshida.com.cn
Website / 网站：www.feed-registration.com

中世达（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中国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MOA/MARA 注册
和 GACC 准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化妆品等产品进口资质注册及解决合规问题的专
业机构，公司位于北京的丽泽 SOHO 商圈区域，交通便利。我们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团队和
技术专家，为全球企业的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注册登记和产品检测提供专业、全面的技术指导
和服务，此外，可依据企业的需求，派专家对企业进行中国市场合规化的深入培训。为企业
提高效率、详尽的技术服务指导，大力度缩短注册时间，快速合法合规的占领中国市场领航
加油！

Zhongshida (Beijing) Technology Service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engaged 
in product registration and compliance solutions for China's imported feed and feed 
additives, agricultural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safety certificates,etc.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the Lize SOHO Business District of Beijing. Our experienced team and 
technical experts provide detailed technical guidance and services for the registration 
and testing of global enterprises' products exported to China, and we can send experts to 
train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Zhongshida 
improves the product registration efficiency for enterprises, provides detailed technical 
service guidance, greatly shortens the registration time.

HALL 5 - 5E86
山东高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HIGH PET PET FOOD CO., LTD
Tel / 电话：0635-7592001
E-mail / 邮箱：doce@qq.com

公司前身初建于 2006 年，位于山东聊城东昌府区的新工厂是基于配套原有公司的核心技术预
混料和油浆粉等核心技术的宠物食品生产解决方案的新工业组合工厂，组建于 2019 年，并计
划在 2022 年末至 2023 年于安徽亳州规划占地百亩集合 12 条生产线拨款：食品、零食、营
养品和核心预混料的的综合性超级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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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E91
山东派乐加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3325699
E-mail / 邮箱：381695710@qq.com

山东派乐加食品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8 年 1 月，是一家从事高端宠物食品研发生产型公
司，产品涵盖犬、猫冻干零食两大类别，公司拥有兽医学、营养学等领域的科研人员数名。
为不同需求客户定制专属产品提供配方，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以“天然食材、均衡营养”
为工厂核心理念，以食品级的生产工艺生产宠物食品，真真正正做到“你一口、它一口”让
每一只爱宠都得到孩子般的呵护。

HALL 5 - 5F01
青岛日之容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18779158
E-mail / 邮箱：purchase6@rizonepack.com

我公司主要分为两大类：塑料软包装 . 热成型制品 . 经过 30 年的不懈努力 . 公司产品目前已
经畅销北美 .南美 .欧洲 .澳洲和整个中国 .公司具备设计 .生产 .销售三位一体的经营机制 .从
而可以生产出高质量 . 低成本的产品 . 凭借良好的信誉和过硬的产品质量 . 公司成为国内外众
多著名品牌的首选供应商

HALL 5 - 5F06
宁波京澳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支路 585 号
No. 585, Xianjiang Branch Road, Changhe Town, Cix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5057430313
E-mail / 邮箱：yhy@nbjao.com
Website / 网站：www.nbjao.com

宁波京澳塑料容器有限公司（京澳容器）是专业生产中高端 PET、PE、PP、PETG干货瓶系列、
保健品瓶系列、蜂蜜瓶系列、日化瓶系列、宠物用品系列、饮品果汁瓶系列等塑料容器的企
业。凭借着国际标准化管理体系、权威认证、多元化产品以及“顾客至上、锐意创新”的经
营理念，先后获得中国包装联合会和中国蜂产品协会推荐单位，企业已通过 QS生产许可认证、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并荣获中国蜂胶峰会推荐胶囊包装产品、中国食品包装行业优秀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质。
京澳容器致力于打造包装全产业链服务，从瓶身设计、模具制作、精准注塑、专业吹瓶，到
个性化定制、设计印刷一体化。

Ningbo jingao plastic container co., LTD.  is specialized in the production of high-end PET, 
PE, PP dry bottle series, health care bottle series, honey bottle series, cosmetic bottle, 
drink juice bottle series and other plastic container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authority certification, diversified products and "customer first, 
innovation" business philosophy, has won China packaging federation and China bee 
products association recommend units,the company has passed QS production license 
certification, ISO9001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won the Chinese propolis capsule 
summit recommended packaging products, outstanding enterprises in China's food 
packaging industry，import and export enterprise qualifi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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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F08
杭州荣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HANGZHOU RONGXI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Add / 地址：杭州市桐庐县旧县街道九堡路 8 号
No.8 Jiubao Road, Jiuxian Street, Tonglu County, Hangzhou, China.
Tel / 电话：13757190607
E-mail / 邮箱：99410787@qq.com
Website / 网站：www.ldgz.com

杭州荣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20 亩，车间总面积 1 万平方米，前身是杭州创意真空冷
冻干燥设备厂。杭州创意创立于 1995 年，27 年来专注于真空冷冻干燥设备的生产与研发，
是国内最早开始生产销售真空冷冻干燥设备和为客户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的真空冷冻干燥设
备生产厂家之一。公司生产设备主要应用于医药、食品、营业保健、生物研究等领域，秉承
诚信、求实的理念为客户提供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针对客 户的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帮助
客户实现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公司自创立以来本着创建服务型企业的目标，用热心和
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让客户能够完全放心的使用产品。

Hangzhou Rongxi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covers an area of 20 mu, workshop 
area of 10,000 square meters, formerly known as Hangzhou Chuangyi vacuum freeze-
drying equipment Factory. It was founded in 1995,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vacuum freeze-drying equipment for 27 years, is one of the earliest 
vacuum freeze-dry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in China to produce and sell vacuum 
freeze-drying equipment and provide customers with targeted solutions.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equipment is mainly used in medicine, food, business health care, biological 
research and other fields.

HALL 5 - 5F11
上海骅呈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上海松江车墩镇华长路 2455 号
Tel / 电话：15121047630
E-mail / 邮箱：eleven@shhcpack.com
Website / 网站：www.shhcpack.com

骅呈秉承工业 4.0 的改革意识，我们在 AI 人工智能领域做了充分的调研，先后引进了西班牙
BOSSAR、MS PACK、VOLPAK 等众多行业巨头的知识理念，不断结合市场需求，改革创新。
主要产品有：水平式预制袋 / 给袋包装机、卷膜平袋包装机、卷膜自立袋包装机、加嘴 / 非标
定制袋包装机，做包装机我们是认真的！

Hua Cheng adheres to the reform consciousness of Industry 4.0, we have done sufficie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oduced the knowledge concepts of 
many industry giants such as BOSSAR, MS PACK and VOLPAK in Spain, continuously 
combined with market dem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main products are: Horizontal prefabricated / premade pouch machines, Horizontal 
pouch Form-fill-seal machines，including stand up, spouted, zipper, 3-4 side seal flat 
sachets and more., do packaging machine we are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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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F16
泽普林固体物料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ZEPPELIN SYSTEMS CHINA (BEIJING) CO., LTD
Add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906 室
RM906 GoldenLand Building, No.32 Liangmaqiao Road,Chaoyang 
District, 100016 Beijing
Tel / 电话：010-64324859
E-mail / 邮箱：info@zeppelin-china.com
Website / 网站：www.zeppelin-systems.com

泽普林拥有 业领先的工程设计能 ，在处理各种物料特性  具有丰富的经验，可提供从进料 到
混料的  输送系统，并根据 ATEC 和 IEcex 标准设计，拥有 产核 部件，可提供 站式宠物 品  
交钥匙 程解决 案，业内久负盛名的全球多家宠物 品巨头均已使 泽普林的宠物 品  系统解决 
案。 在亚太地区的中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地，泽普林均已提供高质量的宠物 品配料系统。

HALL 5 - 5F21
河北晓进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Add / 地址：石家庄高新区裕华东路 393 号
Tel / 电话：0311 85087188
E-mail / 邮箱：li@xjfm.com
Website / 网站：www.xjfm.com

我公司是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机械制造企业，是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是河
北省首批获准自营进出口权企业，已有近 30 年制造历史。
公司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资金 6100 万元。创建于 1986 年，2004 年
更名为石家庄晓进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2014 年 2 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北晓进机械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占地面积 6.3 万平方米的机械制造基地，拥有员工 308 人。
公司以生产食品机械为主，拥有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一个，是国内食品机械品种全、技术先
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客户群体已覆盖国际、国内知名食品加工企业，利用近 20 年的时间，全
体员工拼搏务实，奋发进取，发展成为业内最具实力机械制造企业。

HALL 5 - 5F51
鑫瑞森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LEGEND TRADE (DALIAN) CO., LTD.
Add /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26 号人寿大厦 2012 室
Tel / 电话：0411-82811195
E-mail / 邮箱：lzx@legendtrade.com.cn
Website / 网站：www.legendtrade.com.cn

鑫瑞森贸易（大连）有限公司是从事宠物食品原料进口及销售的专业企业。我司是美国最大
规模的肉食产品生产商 - 美国泰森食品公司鸡肉副产品板块大中华区独家代理商和美国最大
蛋粉生产企业 ISONOVA 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美国蛋白质公司（APC）宠物食品板块合
作伙伴。产品涵盖动物蛋白、动物油脂、诱食剂等 10 余个品种，在国内主要港口建立起完善
的进口与分销渠道。鑫瑞森贸易在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也保证了产品的可追溯性，
为民族宠物食品行业的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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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F71
青岛方大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QINGDAO PACKAGING COMPANY LIMITED
Tel / 电话：15063080326、15063080326
E-mail / 邮箱：cui@chinapackagingbag.com

自公司创建以来，按照“装备先进设备、荟集高素质人才、生产优质产品、提供完善服务”
的发展思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管理水平。目前，公司拥有先进高速凹版印刷机 5 台、
无溶剂复合机 2 台、干式复合机 2 台、制袋机 18 台，以及与之配套的质检、熟化设备，可为
食品、医药、纺织、农资等行业提供精美实用的塑料软包装。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idea of 
"equipping advanced equipment, gathering high-quality talents, produc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providing perfect services", we have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and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level. At present, the company has 5 sets 
of advanced high-speed gravure printing machines, 2 sets of solvent-free laminating 
machines, 2 sets of dry laminating machines, 18 sets of bag making machines, as well 
as supporting quality inspection and curing equipment, which can provide exquisite and 
practical plastic flexible packaging for food, medicine, textile, agricultural materials and 
other industries.

HALL 5 - 5F81
梅特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1-64850435
E-mail / 邮箱：lin.shen@mt.com

秉承“品质至上、勇于开创、追求变革”的企业宗旨，梅特勒托利多集团始终致力于为全球
客户提供质量卓越的精密仪器和衡器产品，以及全面细致的技术支持服务。纵观世界称量及
分析技术的发展，凝聚着梅特勒托利多在专业领域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不断累积的智慧。梅特
勒托利多以先进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改善人们的工作效率，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发展做
出贡献！

According to the tenet of Quality,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METTLER TOLEDO always 
dedicates itself to offering the precision instruments and weighing apparatus of excellent 
quality,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 Look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weigh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around the world, it is not hard to find 
out that METTLER TOLEDO helps improve people’s working efficiency and contributes to 
people’s social life with the firm faith and incremental wisdom in professiona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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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F85
济南启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JINAN QIDONG MACHINERY CO., LTD
Add / 地址：济南槐荫区平安南路 3602 号
3602 Ping An South Rd, Jinan
Tel / 电话：0531-88876118、0531-888761118
E-mail / 邮箱：1104050450@qq.com
Website / 网站：www.jnqidong.com

济南启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自 2003 年创立伊始，一直从事膨化挤压设备的研制、开发及应用，
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完善的管理体系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国内外数所大学及科研机
构保持着良好的互通和科技交流。
本公司生产的 SPH系列双螺杆挤压设备及DKG系列干燥机，主要应用于宠物食品、水产饲料、
休闲食品、生物发酵、大豆蛋白等生产行业。该系列设备配置合理、技术领先、产品结构完善，
国内市场占有率高，目前已远销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启东公司将以真诚的态度、良好的信誉、优秀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与国内外客商携手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Since the beginning of establishment in 2003, JINAN QIDONG MACHINERY CO., LTD 
is always engaging in research, development, appliance of extruder and accessory 
equipments. Our company possesses advanced process technique, perfect managing 
system and excellent engineering groups. 
Our company mainly provides series SPH double-screw extruders and series DKG dryer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processing fields of pet food, aquatic feed, leisure 
snack, bio-fermentation, textured soya protein, etc. Because of reasonable allocation, 
superior technology and stable quality, they have gained high market share and been 
exported to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etc.
QIDONG would like to devote our sincere attitude, good credit, best quality and perfect 
service.

HALL 5 - 5F86
蓬莱市蓬仙制冷空调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5-5643243
E-mail / 邮箱：pxrac@163.com

蓬莱市蓬仙制冷空调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2 年，位于蓬莱市南，占地十万多平方米，固定资产
六千多万元，是蓬莱市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各种气调库、恒温库、低温速冻库、
中央空调工程的安装、调试服务和制冷、空调设备的生产、销售，为食品加工、果蔬加工、
冷链物流、制药、造酒、海洋捕捞、化工等行业提供优质、快捷的施工方案和高质量的建造安装。

HALL 5 - 5F91
天津麦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2-87188236
E-mail / 邮箱：xunchengren@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tjmhbio.com

天津麦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国内技术领先的宠物食品风味剂制造企业，研
发中心设在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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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伊始就立志于为广大宠物食品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适口性解决方案，为此吸纳了动物
营养、食品工程、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优秀人才加入，铸就了麦海公司强大的研发团队和
出色的品质控制能力。
天津麦海已经帮助越来越多的客户解决了猫、犬粮的适口性问题，以及实现风味个性化。
麦海人愿同所有客户一起努力，为宠物提供安全、美味的食品，助力宠物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HALL 5 - 5G01
诸城鼎力机械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6-6010558
E-mail / 邮箱：zcdlj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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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品卤制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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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 5 - 5G06
丹麦福斯分析仪器
FOSS
Add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理工科技大厦 1105 室
Tel / 电话：18612999513
E-mail / 邮箱：Marketing@foss.com.cn
Website / 网站：https://www.fossanalytics.com/zh-cn/

丹麦福斯分析仪器，总部设在丹麦 Hillerod，致力于为食品和农业领域研发和生产先进的分
析仪器。
通过对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分析检测，帮助您提高产品质量及优化生产，为客户增加价值。
如今，福斯在全球拥有 1,500 名高素质人才随时为您服务。
全球众多的实验室中有超过 60,000 台福斯分析仪器在运行当中，包括商业、公共和工业实验
室，全球前 100 强食品和农业公司中有 95% 以上都采用了福斯公司的分析解决方案。
福斯产品具有多个公认的世界标准，例如 GLP/GMP 和 ISO 等。
在中国，我们拥有一支优秀服务团队，工程师分布在全国 32 个省市及自治区，为您随时随地
提供技术帮助，售后无忧，助您生产一臂之力。

FOSS , headquartered in Hillerod, Denmark, is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advanced analytical instrument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etection of raw materials to final products, we can help you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optimize production, and add value for customers. Today, 
FOSS has 1500 high-quality tal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erve you at any time. 
More than 60000 Foss analytical instruments are in operation in laborato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ommercial, public and industrial laboratories. More than 95% of the 
world's top 100 food and agriculture companies use Foss's analytical solutions. 
In China, we have an excellent service team, engineers are distributed in 32 provinces, 
providing you with technical help anytime,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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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G08
上海裕德利客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YUDELIKE PACKAGING EQUIPMENT 
CO.,LTD
Add / 地址：生产基地：芜湖市湾沚区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鸠兹大道
25 号
Tel / 电话：0553-8816081
E-mail / 邮箱：aaa@wuhuydlk.com
Website / 网站：WWW.WHYDLK.COM

上海裕德利客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与软件设计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体系
于一体的，专业为食品、医药、日化、化工提供包装机械及配套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
有转盘式真空包装机、给袋式包装机、立式包装机等。
坚持利于客户为导向，以品质、技术、服务为己任，致力于给袋包装工业 4.0 的研发，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的最佳组合的整体解决方案，打造智能化无人车间，信息化互联网，数字化管
理体系。

Shanghai yudelike packaging equipment co.,LTD.Is a profess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of 
food,mendicine,daily chemical and chemical packaging,which integrates machinery and 
software desig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marketing ang after-sales 
service system.
Adhere to customer-oriented,quality,technology,service as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I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ag packaging industry 4.0,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full range of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the overall solution,to build 
intelligent unmanned workshop,information Internet,digital management system.

HALL 5 - 5G11
好为尔机械（山东）有限公司
HIWELL MACHINERY (SHANDONG)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几倍经济开发区顺义街 14 号
Tel / 电话：0531-88698166/88886366
E-mail / 邮箱：zhangyunbin@hiwell.cc
Website / 网站：www.hiwell.cc

好为尔机械是一家专业从事肉类、水产类、蔬菜、植物基、宠物食品等调理食品加工机械生
产企业，致力于肉类、水产类、蔬菜、植物基、宠物食品机械的开发与研制，公司员工 200
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占 40% 以上，具有雄厚的技术开发、制造能力。产品达到或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
好为尔公司生产的全自动成型机、上浆机、上粉机、嫩化机等产品已通过德国 TUV的 CE认证，
产品销往欧洲、美洲、东南亚、中东澳洲等六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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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G21
上海石田电子衡器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21479775
E-mail / 邮箱：shenghuanran@ishida.com.cn

上海石田电子衡器有限公司，是总部位于日本的株式会社石田（ISHIDA CO.,LTD.）在中国的
全资子公司，积极地在中国推广石田优越的品质，主要提供全自动计量、包装以及在线检测
等精密工业自动化设备。产品涵盖：电脑多头组合秤、X 射线异物检测机、在线重量检测机、
金属检测机、各类衡器、物流配套设备以及提供全自动化生产线方案和实施等。
石田在全球拥有 6 个工厂 / 子公司，16 个办事处，70+ 代理经销商，提供您全方位无忧的产
品和服务。

Ishida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weighing&packaging machine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spection, distribution, and retail industries. Our products utiliz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deliver speed, capacity, precision and flexibility. We offer comprehensive system 
solutions to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HALL 5 - 5G51
上海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WING BIOTECH(SHANGHAI)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创新创业园新骏环路 189 号 B 区
416
Tel / 电话：021-58082757
E-mail / 邮箱：di.dong@wing-bio.com
Website / 网站：www.wing-petfood.com

翼邦宠物食品的前身翼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作为一家以研发为主导的公司，
其最初的核心业务是研发并提供宠物食品适口性解决方案。在经过了 10 多年的发展后，翼邦
宠物食品已经成长为一家拥有翼邦和翼惠两大业务板块的高新技术企业，这两个业务板块分
别针对宠物食品适口性及宠物健康与营养。在稳固立足中国市场的同时，翼邦宠物食品积极
开拓国际业务，服务于亚洲、大洋洲、非洲、中东等地的海外客户。凭借对研发的持续投入
以及供应链和专业能力的不断提升，翼邦宠物食品致力于成为全球知名的宠物食品原料和解
决方案供应商，为改善宠物生活质量，持续努力。

Wing Pet Food, formerly known as Wing Biotech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As 
an R&D-oriented company, it focuses on developing and providing pet food palatability 
solutions as the initial core business. After more than 10 years of development, Wing Pet 
Food has now grown into a high-tech firm with two business units, Wing-Bio and Witts-
Bio, focusing on pet food palatability and health & nutrition respectively.  With continuous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supply chain 
capabilities and expertise, Wing Pet Food is committed to becoming a globally renowned 
pet food ingredient supplier and solution provider, and constantly endeavors to make the 
lives of pet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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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G71
德之馨宠物食品（原戴安娜宠物食品）
SYMRISE PET FOOD (FORMER DIANA PET FOOD)
Add /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500 号世界贸易大厦 6 层
6/F, World Trade Tower, No.500 Guangdong Road, Shanghai
Tel / 电话：0550-2350079
E-mail / 邮箱：apac.petfood@symrise.com
Website / 网站：https://petfood.symrise.com/

德之馨宠物食品即原戴安娜宠物食品，隶属于德之馨集团风味营养与健康业务板块，由戴安
娜宠物食品和 ADF、IsoNova、Schaffelaarbos 合并而成，2022 年 7 月翼邦宠物食品也正式
加入德之馨集团。
德之馨宠物食品解决方案将重点关注宠物食品的三个基本方面：
宠物食品适口性，由 SPF 品牌负责；
宠物营养 & 健康，由全新的 Nutrios 品牌负责；
宠物食品保护，由 Symrise 和 Kalsec 合资的 Videka 品牌负责。
我们在全球拥有 1500 名员工，31 个基地，4 个区域技术开发中心，致力于为宠物食品行业提
供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

Symrise Pet Food, formerly known as Diana Pet Food, is part of Taste, Nutrition and 
Health segment of Symrise. We are the entity of Diana Pet Food, ADF, IsoNova, and 
Schaffelaarbos. Wing Pet Food is officially joined Symrise in July, 2022. 
Symrise Pet Food solutions will focus on three essential aspects within pet food:
- Pet Food Palatability with the brand SPF. 
- Pet Nutrition with a new brand, Nutrios. 
- Pet Food Protection with the brand Videka, a joint-venture between Symrise and Kalsec. 
Symrise Pet Food has 1500 employees, 31 sites, and 4 reginal development &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s all over the world. We are totally committed in providing safe and reliable 
solutions for the pet food industry.

HALL 5 - 5G81
普派（苏州）包装有限公司
EKA GLOBAL
Tel / 电话：0512-67336016
E-mail / 邮箱：sherry.hua@eka-global.com

Eka Global 集团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泰国。专注为全球客户提供高阻隔硬塑包装方案。
核心技术高阻隔和热成型技术，在保证食品纯正口感和风味同时，在室温下可贮存更长的保
质期。创新的耐贮存硬塑包装是宠物食品、即食食品、汤类、新鲜蔬菜和水果、果汁和饮料、
咖啡和茶等各种食品贮存包装的理想选择。公司业务遍及亚洲、欧洲、美洲等全球各地。

HALL 5 - 5G85
洛阳玉琪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37967906708
E-mail / 邮箱：309577894@qq.com

洛阳玉琪食品有限公司位于人杰地灵的九朝古都洛阳，是专业从事酵母抽提物产品的生物科
技公司。
酵母抽提物是具有食品属性，非食品添加剂的鲜味物质，具有降盐增鲜、味道醇厚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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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被称为神秘的美味，公司主要应用生物工程和酶工程技术，从事酵母抽提物类产品
生产销售，我们积极借监和完善国内外先进工艺、设备和管理经验，加快酵母抽提物等产品
的开发和推广，着力打造新型食品原料研发生产基地。

HALL 5 - 5G86
山东新大新食品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XINDAXIN MACHINERY CO., LTD
Add / 地址：诸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场站路 777 号
Tel / 电话：15908028609
E-mail / 邮箱：2487828336@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xdxok.com/

山东新大新食品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食品加工成套设备专业供应商，可为您提供产品多
种食品加工设备解决方案。主营设备薯条薯片设备，冻干设备，速冻设备等食品设备
公司产品出口至美国，德国，英国，沙特，加南大，日本，印度、东南亚国家等 40 多个国家
公司以客户的需要为宗旨，面 , 向未来，积极进取，坚持“创新、用心、专心”的企业宗旨，
为您提供食品加工技术咨询、设计和设备生产制造、安装调试、设备操作指导、生产线保养
维护的综合服务。

Shandong Xindaxin Food Industrial Equipment Co., Ltd.,who established in 1999 year,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r potato processing and meat processing. we have more 
than 100 staffs including production department, R&D department, sales and after sales 
department.We have strong technical forc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designers and engineers consisting as well as many years 
of production experience, foreign advanced equipment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HALL 5 - 5G91
佛山皓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FOSHAN HAOTAI ANIMAL PHARMACEUTICAL CO., LTD
Tel / 电话：18928642111
E-mail / 邮箱：1048534597@qq.com

佛山皓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公司总部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狮山镇。公司取得宠
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拥有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三套车间。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研发出多种国家
发明专利配方，公司研发和生产宠物保健品、功能性零食、营养补充剂等多方面产品，拥有罐头、
片剂、膏剂、粉剂、口服液等多种形态的生产车间。
佛山皓泰除了自营品牌以外，承接各种形式的代加工合作模式。皓志响九洲，泰然定乾坤！
公司欢迎海内外同行精诚合作，共创前程。

Foshan Haotai Animal Pharmaceutical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20. The company's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n Shishan tow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the production license of pet additive premix feed. It has three workshops 
of solid pet additive premix feed, semi-solid pet additive premix feed and liquid pet 
additive premix feed. The company has its own R & D team, and ha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formulas.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and produced pet health 
products, functional snacks,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and other products. It has production 
workshops in various forms such as cans, tablets, plasters, powders and oral liquids.
In addition to its own brand, Foshan Haotai undertakes various forms of OEM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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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H01
晋江市盛隆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福建省晋江市灵源街道长流东路 195 号
Tel / 电话：0595-88081340、15080462508
E-mail / 邮箱：29694710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FJSLBZ

公司创立于 2003，是一家专业制造纸类食品包装容器的企业，2008 年通过 QS 认证成为福建
首批用过 QS 认证的纸罐生产厂家，与达利集团，盼盼集团等多家国内大型食品企业达成长
期合作关系供应薯片纸罐，秉承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物美价平，出货准时，的服务宗旨，
以创新出精品，诚信铸品牌，在未来的路上引领行业先锋。

HALL 5 - 5H06
莱博有限责任公司
LEIBER GMBH
Tel / 电话：+49 (0) 5461 / 9303-0
E-mail / 邮箱：info@leibergmbh.de
Website / 网站：www.leibergmbh.de

Leiber GmbH – 专业的酿酒酵母生产商 
逾 65 年来，Leiber GmbH 代表着“德国制造“品质的特殊酿酒酵母产品生厂商。天然的酿
酒酵母经过创新的生产工艺，为动物营养，食品，食品添加剂领域提供高品质的原料 . 我们
在德国拥有 2 个生产基地，在波兰和俄罗斯各 1 个生产基地，共计 250 名杰出的员工竭诚为
您提供最高品质的酿酒酵母及酵母提取物产品。

HALL 5 - 5H08
天津太雅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IANJIN YES FOOD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Add / 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九道 45 号 3-2
45 East 9th Road, Tianjin Airport Economic Area, Tianjin, China
Tel / 电话：022-24930852
E-mail / 邮箱：guo@yesyashi.com
Website / 网站：WWW.YESYASHI.COM

我公司于 2000 年成立于天津，主要生产绞肉机等肉类加工设备，多年来，高品质的产品提
升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并为广为客户熟知。产品的使用者不仅包括双汇集团，金锣集团等
大批肉类食品企业，也包括玛氏集团等宠物食品企业。2004 年开始，我们的产品客户遍及澳
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等 35 个国家和地区。为进一步方便服务客户，我们于
2013 年在墨尔本成立 YES FOOD MACINERY PTY LTD 公司，主要为大洋洲客户提供服务。

Our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Tianjin in 2000, mainly producing meat processing 
equipment such as meat grinders. Over the years, high-quality products have enhanced 
the company's brand awareness and are well known to customers. The users of the 
products include not only a large number of meat food companies such as Shuanghui 
Group and Jinluo Group, but also pet food companies such as Mars Group. Since 2004, 
our product customers have spread to 35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France. In order to further facilitat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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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we established YES FOOD MACINERY PTY LTD in Melbourne in 2013, mainly to 
provide services to customers in Oceania.

HALL 5 - 5H21
扬州科润德机械有限公司
YANGZHOU KERUNDE MACHINERY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吉安路 198 号
No.198, Ji'an Road, Hanji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el / 电话：0514-80820111、0514-80820111
E-mail / 邮箱：wlkrd@kerunde.com
Website / 网站：www.kerunde.com

科润德是一家宠物食品机械及工程、饲料机械与工程、机器人码垛工程、自动化控制工程和
设备配件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润德创建于 2009 年，历经 10 余年
的发展，目前拥有机械设计与制造、电气自动化、工艺设计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300 余名，
具有强大的饲料机械、工程技术研发能力和工艺设计能力。公司是中国行业内 ISO9001 认证
企业并通过出口欧洲 CE 认证；拥有国家专利 200 余项；科润德从宠物生理特点和营养需求
出发，创新驱动技术，采用专业化的生产工艺和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做到生产过程可追溯，
为您提供专业、安全、系统的宠物食品工程解决方案，量身定制高标准、高品质、高效率的
宠物食品生产线。

KERUNDE is a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pet food machinery & engineering, 
feed machinery and engineering, robot palletizing system,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as 
well as equipment accessory service. It is a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KERUNDE is 
the China industry ISO9001 certified enterprises and has achieved Europe CE cer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utritional requirements of pets, 
KERUNDE, relying on innovation-driven technology, adopting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mak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raceable, provide you with professional, safe, systematic of pet food engineer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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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H51
汉特曼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HANDTMANN MACHINERY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高技路 386 弄 16 号厂房
Building No.16, Lane 386, Gaoji Road, Sijing,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201601, Chin
Tel / 电话：021-6489 1008
E-mail / 邮箱：tracy.sunx@handtmannchina.cn
Website / 网站：www.handtmann.de

汉特曼机械贸易 ( 上海 ) 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德国汉特曼设备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其专利的叶
片泵技术重量精度精确到克 , 帮助企业节约原料成本，同时凭借其在欧洲与各宠物食品生产
企业合作的长期经验能够帮助中国的宠物食品企业开发新的产品以及实现工艺技术的不断进
步。从宠物的零食到湿粮和干粮，汉特曼公司的真空灌肠机，多头挤出成型系统和定量投料
系统都能使您实现所愿。
汉特曼是现代宠物企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Handtmann Machinery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f German Handtmann machines in China. The patented vane pump 
technology of Handtmann let weight accuracy reaches gram and helps enterprises save 
raw material costs. At the same time, the long-term experience of its cooperation with 
pet foo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Europe can help Chinese pet food enterprises develop 
new products and enhan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ntinuously. From pet snacks to semi-
dry food, and to fresh food, Handtmann's vacuum filling machine, multi-head extrusion 
forming system and quantitative feeding system can enable you to meet what you want. 
“Handtmann is your partner in the industry of Pet Food”

HALL 5 - 5H68
ADM 动物营养 - WISIUM 维泽慕
ADM ANIMAL NUTRITION-WISIUM
Add / 地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韵路北侧、思源路以东
Evialis (Shandong) Co., Ltd  Keyun Lu Beice and Siyuan Lu Dongce, 
Qingdao Hi-Tech Development Zone, 266111, China
Tel / 电话：400-6988786
E-mail / 邮箱：haiyan.zhao@adm.com
Website / 网站：www.wisium.com.cn

维泽慕是 ADM 的全球预混料及公司服务品牌，拥有 60 年以上的宠物营养经验，是世界宠物
食品行业的领导者。维泽慕不仅提供高质量预混料产品，我们的国际宠物专家也为客户定制
服务，帮助客户成为全球顶尖的宠物食品生产商。
维泽慕中国是宠物食品企业强大和忠实的后盾，我们所拥有的本土化团队能够从多方面视角
助推您的业务发展，并且专注于提升您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以及企业利润。

With over 60 years experience in pet nutrition, Wisium is a worldwide leader in the pet food 
industry. Wisium produces high quality premix products and our global pet experts offer 
tailor-made services to help you become the best pet food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Through a local, full approach on all aspect of your business, Wisium proposes to pet 
food producers a strong and dedicated partnership focusing on creating value: enhancing 
performance on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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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H71
广东锦华泰包装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4-88217333
E-mail / 邮箱：tom@stjht.com .cn

广东锦华泰包装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座落于美丽的广东汕头。公司始建于 1999 年，是一家全国
领先的包含设计研发，加工生产及销售自动化食品包装设备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本企业技术力量雄厚，生产工艺完善，专业生产设备齐全。

HALL 5 - 5H81
天津唐朝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二路 5 号
NO.5 HAITAI FAZHAN SECOND ROAD, HUAYUAN INDUSTRIAL 
ESTATE, TIANJIN, CHINA
Tel / 电话：13323461353、022-23789858
E-mail / 邮箱：bailixia@tangchaofood.com

天津唐朝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5 年，占地 25 亩。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发展，已成为
集研发、制造、销 售于一体的专业从事宠物食品风味剂、增味剂的现代化企 业。唐朝公司通
过了 ISO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畜禽鲜骨深加工技术产业化被评为天津市重大
高新 技术产业化项目。 公司精选食品级原料，采用先进的定向生物酶解、发 酵、美拉德反应、
微胶囊包埋技术，自主研发制造了宠物 食品风味剂和增味剂。产品香气持久、天然、浓郁，
可极 大提升犬、猫粮的适口性。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并远 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并且，唐朝已为众多国内 外客户提供宠物食品适口性解决方案，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TANGCHAO was established in 1995 with 16667 square meter industrial estate.We have 
been specialized in  R&D, selling and manufacturing pet food palatability enhancer for over 
20 years.
TANGCHAO self - developed pet food appetences are from food-grade raw materials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directional enzymolysis, fermentation, maillard reaction, 
microencapsulation. Their rich、lasting、and natural aroma attracts pets and the good 
palatability are prefered by pets.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in Europe、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Tangchao has provided pet food palatability solutions and customized flavor 
service to many famous brands.
“Tangchao People” would like to move forward hand in hand with more friends and step 
into the flourish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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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H83
远东机械厂
Add / 地址：馆陶县北环路远东机械厂
Tel / 电话：0310--2820059
E-mail / 邮箱：94018889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gtxydjxc.com

公司简介
馆陶县远东宠物机械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7 年 6 月，坐落于馆陶县金凤大道东段，青兰高速，
与大广高速县城交汇，106 国道、309 国道在此贯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我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安装、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二十年来，随着科技
及各行业的突飞猛进，远东秉承于：“以科技为向导，以质量求生存”的经营理念；公司拥
有优良的机械设计工程团队，一流的专业制造技术人才，高素质的安装团队及精良的加工检
测系统，以雄厚的技术力量在全国各地承建了百条大型成套蓄禽机组生产线。
 2006 年，我公司集合机械设计制造力量，根据多年的机组生产线经验，厚积薄发，成功的由
来单一蓄禽饲料机组生产转型

HALL 5 - 5H85
万耀维盛 ( 青岛 ) 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WANYAOWEISHENG (QINGDAO) PET FOOD CO.LTD
Tel / 电话：13061260276
E-mail / 邮箱：776367240@qq.com

企业简介 
 
万罐维盛 ( 青岛 ) 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生产经营宠物零食和宠物罐头食品的专业制造商拥有专
业的配套研发实验室、生产基地，通过严谨的研发质量管理体系，能提供定物主食罐头、零
食罐头、零食猫条、主食猫条、猫饭、咕噜酱、鲜封包、低温风干粮等产品的代加工服务。
生产工厂占地面积 10000 平方米，总投资 8000 万元，拥有稳定优质的配套合作伙伴，能为
客户提供产品生产、包装设计、商标注册 、专利申请、品牌运营、广告投放、市场分析等一
系列服务，矢志打造中国最专业的宠物食品专业制造商。

HALL 5 - 5H91
青岛道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QINGDAO DAOHE PACKAGING MATERIAL CO.,LTD
Add / 地址：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普东中心社区幸福路 552 号
NO.552,Xingfu ROAD ,Pudong Central Community,Daxin Sub-
district,Jimo District,Qingdao,China
Tel / 电话：18706304111
E-mail / 邮箱：songqingzeng@luckphon.com
Website / 网站：www.daohepackaging.com

道和包装创建于 2019 年，我们致力于解决软包装问题、引领行业发展为己任，以传统复合类
软包装为基础，持续整合全球资源并降低成本，积极研发和推广环保型复合类软包装，为客
户第一时间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服务与整体解决方案。

Founded in 2019,Dao He Packaging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flexible packaging solutions 
.With the mission of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 based on traditonal 
composite  flexible packaging ,the Company has been integrating global resources,redu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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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and making efforts to develop and promote environmental-friendly composite flexible 
packaging,thus timely providing clients whit high-quality products,services and overall 
solutions.

HALL 5 - 5J01
挪亚圣诺（太仓）生物饲料有限公司
NOVOSANA (TAICANG) BIO-FEED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常州路 9 号
9 Changzhou Road, Taic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aicang,Jiangsu
Tel / 电话：18651077029
E-mail / 邮箱：drew.gu@alliance-nutrition.com

挪亚圣诺是爱联康营养集团内专注于 Omega-3 DHA+EPA 营养油脂的生产商，拥有超过 20
年的行业经验，与国际供应商有着密切的合作。我们以专业的制造经验、敏锐的市场嗅觉及
高效能解决方案服务中国和国际市场。

HALL 5 - 5J03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84955757
E-mail / 邮箱：976115049@qq.com

企业简介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RMB1000 万元，员工 100 人，厂房 8000 平方，年产
值 8000 万元，出口 2000 万元，公司致力于各种塑料袋的生产和研发，得到国内龙大，五得
利，新希望六和，国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美国等众多优良企业的信赖与亲密合作。
我们的产品精美；经验丰富；设备完善；质量稳定；目标是“做客户满意的包装”。我们将
一如既往追求卓越，愿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竭诚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指导，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公司通过 QS 认证、BRC 认证 , 公司产品出口欧盟，北美 , 东南亚等国家，
产品和服务获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HALL 5 - 5J06
优迈包装机械（武汉）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7-84969123
E-mail / 邮箱：780234224@qq.com
Website / 网站：www.umbzj.com

优迈包装机械（武汉）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全自动中、小袋包装机、真空包装机、灌装机
等包装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总部生产基地设立于风景秀美的
江城 - 武汉。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质量为基础 , 诚信经营的原则，荟萃业界精英，将国外高科技的
信息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及设计理念与国内企业的具体需求相结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
生产包装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大力提高生产能力及产品品质。
主营产品： 全自动粉剂、颗粒剂包装机，  全自动酱类、液体包装机，给袋式包装机可完成三边封、
四边封、条形袋、圆角袋、异形给袋式产品的全自动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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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J08
福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
KAIDA GROUP
Tel / 电话：0595-36202273
E-mail / 邮箱：tianhui@kaidapack.com
Website / 网站：www.kaidapack.com

福建凯达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是拥有凯达软包装、鹏达包装材料，凯龙医疗卫生材料，绿陆新
材料，凯京进出口的综合性大型包装集团公司。主要从事软包装、薄膜、注塑成型，医疗卫
生材料，环保包装材料的制造和销售，包装材料贸易等经营活动。
目前，凯达集团已经成为综合性塑料包装企业之一，集团不但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而
且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质量服务和技术支持工作。集团现拥有全自动高速凹印生产线 11 条，
复合生产线 10 条，无溶剂复合生产线 5 条，双模头挤出复合生产线 1 条，各种制袋生产设备
100 余台，宽幅 PE 吹膜生产线 10 条，注塑机 20 余台，另有 10 万级的 GMP 洁净厂房。

HALL 5 - 5J11
济南晨阳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89968188、0531-85978188
E-mail / 邮箱：876625411@qq.com
Website / 网站：www.chenyangjixie.com

济南晨阳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泉城济南市，紧邻母亲河畔 - 黄河；总占地面积 7000 多
平方米的现代化装配厂房 , 是从事先进高效挤压膨化设备的专业供应商。公司拥有从业多年
的设计、研发团队，从双螺杆挤压机设计、膨化工艺生产工艺的开发应用，自动控制都可以
为客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HALL 5 - 5J16
西安天一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CETARBIO-TECHINC.
Tel / 电话：18089189029
E-mail / 邮箱：316218631@qq.com
Website / 网站：www.acetar.com

西安天一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册资金 4881 万元，2015 年 1 月成为陕西
省第一家植物提取物行业挂牌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股票代码 831942。 
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执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已通过 GMP+、FAMI QS 等国际
认证，取得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具备标准的中药提取物生产线，具备年处理天然植物 1
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中丝兰提取物、绿茶提取物以及蔓越莓果粉等原料定为公司核心战略产品，
并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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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J17
广州齐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22714826
E-mail / 邮箱：481421258@qq.com

专业八边封、宠物食品袋，面膜袋，食品袋

HALL 5 - 5J21
诸城市友邦工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6-6054667
E-mail / 邮箱：10747131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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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拥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安装调试工程师按照客户所需为客户提供厂房设计、工艺布局、
设备生产、安装调试和新产品开发等全方位支持。公司引进加拿大艾克、德国通快等国外先
进设备，确保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和可操控性，公司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
赢得广大客户的认可。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科技创新”的企业宗旨，不断开拓进取，倡导“服
务引领未来”共赢创造价值的企业理念。

Zhucheng Youbang is a company specialized in processing thawing equipment, cleaning 
equipment,cooking&blanching equipment, pasteurization& cooling equipment, vegetable 
processing machine, and so on. The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all kind of food processing 
machinery, such as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a variety of specifications to meet of 
different customers.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engineer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engine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eds of customers to provide plant 
design, process layout, equipment production installment and commissioning of new 
products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support. The company has won the majority of 
recognition with high-quality and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HALL 5 - 5J51
思辟德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21234592
E-mail / 邮箱：758612944@qq.com

思辟德包装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我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现代智能化后段包装
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公司技术研发及加工中心，生产基地位于中国上海青浦工业园区。
公司成立至今，凭借在包装领域多年自主研发，生产经验，和完善的专业售后服务，已形成
了以众多知名企业为主的客户群，思辟德包装致力于服务好每个客户。
我司致力于后段自动化包装流水线的研发与制造  思公司 2017 年在江苏南通自购土地建设厂
房，厂房使用面积近 2 万平方，注册“思辟德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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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J53
浙江益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ENSENMI BIO-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总部商务花园 77 号海富通大厦 77 号 705-
706 室
Room 705-706, Hai Fu Tong Building,No. 77 Jiaxing Headquarters 
Business Park, Jia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314000, China
Tel / 电话：18516275176
E-mail / 邮箱：zwh8576@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jklfood.com

浙江益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酵母源类产品，生产基地位于广东清远连南县，
目前年产酵母类产品 10000 吨以上，肉类提取物及热反应呈味料产品 5000 吨以上，国内专
业酵母源生物制品、肉类提取物、热反应呈味料主要制造商之一，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
医药、动物营养领域，在国内外享有良好信誉。

Zhejiang Ensenmi Bio-Technology Co., Ltd.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yeast 
source products. The production base Ensenmi Bio-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Liannan County, Qingy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It has an annual output of more 
than 10,000 tons of yeast products, more than 5,000 tons of meat extracts and Maillard 
Reaction flavour product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s of food, medicine, and animal 
nutrition. The company becomes one of the main domestic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s 
of biological products covering yeast & flavour products, and enjoys a good reput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HALL 5 - 5J55
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
NINGBO ZHONGWU STERILIZ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0574-82839927
E-mail / 邮箱：rd05@pulselight.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pulselight.cn/

宁波中物光电杀菌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1 年吸收合并宁波纯亮杀菌设备有限公司，继续潜心开
发，历时十一载，不仅积聚了一批光学、电子学、机械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优秀专家，打造
了一支充满激情、勇于开拓的高学历运营团队，而且开发定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脉冲强光
杀菌系统。该产品上市以来，获得了行业龙头企业的高度认可并大量使用。打破了国外垄断，
为中国实现高标准的食品安全提供了重要手段。

HALL 5 - 5J71
河南豫鑫糖醇有限公司
YUSWEET CO.,LTD.
Add /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众品大道中段
Middle Section of Zhongpin Avenue，Tangyin County，Anyang 
City，Henan Province
Tel / 电话：+86-532-85630138
E-mail / 邮箱：sales@ayyuxin.com
Website / 网站：www.ayyu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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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鑫糖醇，秉承欧、美质量管理体系，近三十年来始终专注于糖醇产业，为人类健康带来丰
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对天然、营养、健康、甜蜜的至臻追求。
豫鑫产业链逐步拓展，现已发展为涵盖木糖、木糖醇、赤藓糖醇、麦芽糖醇、L- 阿拉伯糖以
及复配糖（醇）等糖醇产品的综合型生产企业。豫鑫追求稳定、安全与高效，与国内外众多
知名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宠物食品等品牌建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Yusweet, adhering to European and America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ocuses 
on polyol industry for nearly 30 years, offering variou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eet 
customer’s desire for natural, nutritional and healthy sweetness. 
After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y, Yusweet has become a well-known polyol 
provider with product portfolio covering Xylose, Xylitol, Erythritol, Maltitol and L-arabinose. 
Wit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sustainability and efficiency, Yusweet has built long-
term partnerships with  many famous customers  home and abroad in food, health care, 
pharmaceutical, daily chemical and pet food industries.

HALL 5 - 5J81
中孚油脂（广州）集团
Add /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 368 号广州之窗总部大厦 1805 室
Tel / 电话：13925106618
E-mail / 邮箱：amtf@sinofo.group
Website / 网站：http://www.sinofo.group/

中孚油脂（广州）集团成立于 2017年 (前身是广州升月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是一家专注于油脂化工、食品添加剂及配料供应赋能服务的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大宗油脂
类化学品，食品添加剂及配料、食用及日化香精香料，主要产品有食品级甘油，食品级丙二醇，
脂肪酸，脂肪醇，低聚果糖，结晶果糖等，主要服务于食品、化妆品、保健品、医疗健康等
领域客户。
成立 20 多年来 , 中孚油脂集团一直秉持初心 , 坚持“让食品更美味，让容颜更健康”的使命 ,
让原料采购省钱省心，为客户降本增效 , 并实现了业绩逐年的翻倍增长 , 目前已连续 9 年被美
国宝洁化工集团评选为“中国区最佳代理商”荣誉。

HALL 5 - 5J83
广东金鑫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202005111
E-mail / 邮箱：547115051@qq.com

HALL 5 - 5J88
佛山市印得高印刷有限公司
FOSHAN INDIGO LABEL PRINTING CO.,ITD
Tel / 电话：0086-757 29227001
E-mail / 邮箱：2885161825@qq.com

印得高通过十几年不断努力发展，目前公司拥有柔版、凸版（轮转印刷）、PS 版，最多印刷
色可 12色 /次。完善的后工艺生产配套，满足不同产品需求，制作高品质不干胶标签解决方案。
公司通过了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条码印刷资格证，迪士尼生产许可证等。并配有贴标机，
为客户示范和提供贴标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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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J91
雄县联宾纸塑包装有限公司
XIONGXIAN LIANBIN PAPER AND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Tel / 电话：13722226900
E-mail / 邮箱：xiongxianlianbin@163.com
Website / 网站：xiongxianlianbinzhisubaozzhuang

雄县联宾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北方的塑料包装生产基地 -- 雄县，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主
要生产食品包装，宠物食品用品包装，猫砂袋，铝箔袋，提手袋，自立袋，四边封，八边封袋，
及各种卷膜包装

Xiongxian Lianbin Paper and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of the 
plastic packaging production base - Xiongxian County,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the main production of food packaging, pet food supplies packaging, cat litter bags, 
aluminum foil bags, handbags, stand-up bags, four-sided sealing, eight-sided sealing 
bags, and a variety of roll film packaging

HALL 5 - 5K01
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7-86886348
E-mail / 邮箱：niys@ldpack.com
Website / 网站：www.ldpack.com

佛山市南海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自 1990 年创立至今，秉承“质量第一，创新发展”的理
念，为全球客户提供从研发、生产到交付的塑料软包装一体化解决方案。
30 多年来，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利达打造出可回收包装、乳制品包装、液体包装、宠物
食品包装、气调生鲜包装、其他行业包装以及基材膜等 7 大核心产品，并将品牌触角延伸至
乳制品、宠物食品、饮料、酒精、调味品、休闲食品、个人护理等领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公司形成技术 + 服务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先后与雀巢、玛氏、亨氏、伊利、海天、喜之郎、
妙可蓝多、艾利、徐福记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HALL 5 - 5K06
邢台鸿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03191252
E-mail / 邮箱：3564398407@qq.com

以最优质的服务和质量 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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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K08
深圳万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27097779
E-mail / 邮箱：chunping.xie@wanlico.cn

深圳万利科技有限公司，印刷·环保·胶盒，前身为深圳市万利印刷有限公司，我们的愿景是：
成为环保胶盒的民族，走向世界。
自 1990 年成立以来，万利科技一直秉承 " 为客户服务 " 的经营理念，不断致力于科技研发和
技术 ** 以推动国内外胶盒产业升级，同时掌握 ** 胶盒生产技术，为国内外客户提供、* 环保
的透明包装定制一整套服务。
目前公司主要从事 PP 胶盒、PET 胶盒、PVC 胶盒、APET 胶盒等透明塑料包装盒定制以及
PP/PET/PVC/APET软胶印刷定制生产，提供设计、研发、打样、生产、物流、售后一整套服务。
万利科技公司现占地 23000 ㎡ , 有 2 台德国 ** 进口海德

HALL 5 - 5K11
青岛吉宝中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dd /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和达商务中心 A-911
Tel / 电话：0532-83091666
E-mail / 邮箱：jibao_sczy@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zc.keppelbio.com/

全球工业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的领导者——丹麦诺维信占据全球酶制剂 48% 市场份额。作为
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本次青岛吉宝中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携手诺维信针对宠物食品行业，
推出全新专用蛋白酶，包含提高诱食性并降低成本的宠物风味剂解决方案、适用犬粉、猫粉
的提升自然鲜味风味的鸡肉粉水解解决方案，提升风味和品质的油脂增香解决方案，对于鲜味、
醇厚感进一步提升优化的风味增鲜解决方案等适用于宠物食品干粮、湿粮、零食等解决方案，
满足风味需求的同时保护宠物肠胃提高消化性，提升口感风味，提高适口性。

HALL 5 - 5K16
河北华洋塑料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32995678
E-mail / 邮箱：1035756156@qq.com

河北华洋塑料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食品包装企业，公司拥
有高速印刷机、复合机、分切机、制袋机等先进生产设备，专业生产平底拉链袋、易撕拉链袋、
滑块拉链袋、高温蒸煮袋、猫砂袋、卷膜、异型袋等产品。公司以一流的技术、完善的设备、
优秀的人才、严格的质量要求，为每一位客户定制最优质的产品，欢迎海内外各界新老客户
光临洽谈业务。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郝桥南葭工业园区
电话：15132995678
邮箱：10357561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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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K21
犹乐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LES BIO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大道 4780 号
No. 4780, Sunshine Avenu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Xuchang City
Tel / 电话：0374-2799199
E-mail / 邮箱：youleshi@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yleshi.com

宠物营养补充剂 OEM 源头生产企业工厂
15 年专业猫宠 / 犬宠 / 爬宠 / 萌宠 / 飞宠 / 猛宠 / 水宠的产品生产、研制、开发。
主要剂型：片剂、卵磷脂、粉剂、胶囊、口服液、乳化液、流浸液、饮品、磷脂町、丸剂、
速溶颗粒、包被颗粒、软胶囊、功能猫条。
主要服务对象：供应链、运营商、品牌商、代理商。
OEM: 从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到进仓打造专属您自己品牌的产品。
ODM: 从品牌定位、策划到产品的研发、生产、制作 , 我们全力为你缔造知名品牌。
OBM: 从品牌注册、定位、策划、设计到研发、生产、制作 , 全程一站式贴心服务。

Yuleshi Bio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Xuchang, a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t is located in Xuchang National Industrial Park. It is a comprehensive modern joint-stock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OEM of pet food 
and health products. It covers an area of 200 acres. , with an invest
Euless Biotechnology Co., Ltd.
Company address: No. 4780, Sunshine Avenu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Xuchang City
Enterpris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yleshi.com
Enterprise Email: youleshi@163.com
Enterprise Tel: 0374-2799199
Customer Service Tel: 4006-626-726
Postcode: 461000
Operation Center: Youleshi * Xizi (General Manager) 13213131398 Mobile/WeChat
Brand Center: Youleshi * Sister Xu (General Manager) 13071003598 Mobile/WeChat

HALL 5 - 5K51
青岛奥华包装有限公司
QINGDAO AOHUA PACKAGING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泰山三路 157 号
Taishan 3rd Roa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Jimo, Qingdao, 
China 266200
Tel / 电话：0532-87556179
E-mail / 邮箱：huan@aohuapackaging.com
Website / 网站：www.yinshua.cn

青岛奥华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现代化软包装生产厂家，专业从事食
品、宠物食品、咖啡饮料、服装、日化产品、化工产品等软包装材料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三边封袋，四边封袋，八边封袋，背封袋，自立袋，吸嘴袋，各种异形袋以
及自动包装机用膜卷等。产品已出口到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科学严谨的精益管理享誉
软包行业。

Qingdao AOHUA Packaging Co Ltd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flexible packaging with 
ability to extrude, laminate and print, convert and ship. Our export market reached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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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countries globally. The product range has three-side seal, quad-seal, back center seal, 
standup pouch, spouted bag and any custom designed bags, rollstock film.
In addition to the full service in the graphics design, production and shipping, we also bring 
the value-added service to the customers with free packaging suggestion and material 
recommendation.

HALL 5 - 5K53
云浮市新金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EW FRANCISCO （YUNFU CITY）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Add / 地址：广东省云浮市高峰双坑工业区
Swan-kan-chiau Ind. Dist., Kaofong village, Yunfu City 
Candong,China
Tel / 电话：0766-8750999
E-mail / 邮箱：service@nfbc.com.cn
Website / 网站：www.nfbc-oligo.com

云浮市新金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由以台资为主的金瑞奇集团和印度尼
西亚 APP（金光集团）在中国的子公司共同投资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是目前唯一一家低聚
半乳糖及低聚果糖通过美国 FDA GRAS 认证的中国企业。
云浮市新金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多种超纯度的低聚糖产品，已经广泛应用在婴幼儿
配方食品、液态奶、保健食品、特医特膳食品、宠物食品以及绿色饲料等行业。

New Franciso（Yunfu City）Biotechnology Corporation（NFBC），as an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oligosaccharides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s,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of Taiwan's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for the global customers with the most excellent products and quality technical 
services. The products such as Galacto Oligosaccharides（GOS）etc. are sold at home and 
abroad.

HALL 5 - 5K68
浙江东泽控股有限公司
ZHEJIANG DONSER HOLDING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平阳县世纪大道 555 号
B11-1, Qianmu Industrial Park, Xiaojiang Town, Pingyang County, 
Wen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77-63076688
E-mail / 邮箱：60589926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zjdonser.cn

东泽坚持以客户为导向，秉承“专业、创新、高效、共赢”的企业理念，不断提高生产工艺
和管理水平，不断进行企业内部优化创新，努力与国际接轨，用精良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赢
得客户的认同，努力成为行业内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包装企业。

Donser started in 2000, rooted in the packaging printing industry for 22 years,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nd packaging. Our products include PP woven 
bags, flexible packaging and PE heavy film bag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coffee, food, pet 
food, fertilizer, animal feed, etc. We are the first domestic packaging company to pass 
the BRCGS international food certification for both woven bags and flexible packaging. 
To ensure product quality, Donser has established a professional quality control team to 
strictly control each production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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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K71
兴化市东奥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23-3892388
E-mail / 邮箱：2238460971@qq.com

公司占地面积 5000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3950 平方米 , 现拥有资产 500 万 , 职工人数 350 人 , 技
术人员 20 多人 , 年产量在 3000 吨以上 , 公司从事脱水蔬菜 , 调味料系列产品有多年历史 , 特
别在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反复试验 , 积累了丰富理论和实践操作经验 , 成功地生产出了各种优
质蔬菜出产品 , 经过国家商检部门 , 卫生部门鉴定和化验完全符合国家进出口标准，产品远销
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与华龙、华丰、顶新
等集团又长期的业务往来。与国内部分知名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在多次质量、信
誉评比中名列前茅，公司主要生产脱水蔬菜和调味品。产品有香葱、高丽菜、香菜、芹菜、雪菜、
生姜、洋葱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5,000 square meters, Gross leasable area 3,950 square 
meters, now has assets of 5 million, 350 employees, more than 20 technical personnel, 
annual output of more than 3,000 tons, the company engaged in dehydrated vegetables, 
the series of condiments have a long history, especiall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repeated experiment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successfully produced a variety of high-quality vegetable products, after the National 
Commodity Inspection Department, Health Department identification and testing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national import and export standards, products exported to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more than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LL 5 - 5K81
山东鼎泰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DINGTAISHENG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8953631503
E-mail / 邮箱：wayne@dtszb.com
Website / 网站：www.dtszb.com

鼎泰盛是一家在亚洲食品饮料杀菌制造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供应商，在中国占据了高端市场的
70% 份额，争做全球食品杀菌行业一线品牌是我们的目标。鼎泰盛的主要产品有杀菌釜和物
料处理自动化设备和系统，适应于低酸货架稳定的饮料、乳品、水果蔬菜、肉类、鱼类、婴
儿食品、即食餐、宠物食品。2001 年以来， 鼎泰盛向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了食品、
饮料杀菌整线交钥匙工程 100+ 条，批次式杀菌釜单机 6000+ 台。
鼎泰盛现拥有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0 余项，是 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授权的杀菌釜生产商，可以为客户提供符合 ASME、CRN、CSA、EAC、DOSH 等十余种国际
认证的设备。

HALL 5 - 5K86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84955757
E-mail / 邮箱：976115049@qq.com

企业简介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RMB1000 万元，员工 100 人，厂房 8000 平方，年产
值 8000 万元，出口 2000 万元，公司致力于各种塑料袋的生产和研发，得到国内龙大，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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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新希望六和，国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美国等众多优良企业的信赖与亲密合作。
我们的产品精美；经验丰富；设备完善；质量稳定；目标是“做客户满意的包装”。我们将
一如既往追求卓越，愿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竭诚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指导，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公司通过 QS 认证、BRC 认证 , 公司产品出口欧盟，北美 , 东南亚等国家，
产品和服务获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HALL 5 - 5K91
惠州市联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LX PACKAGING&PRINTING (HUIZHOU) 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龙桥大道龙湖路 21 号
Tel / 电话：0752-6876596
E-mail / 邮箱：Lxy@lxpac.com
Website / 网站：WWW.LXPAC.COM

惠州联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占地 面积 1.2 万平米，现拥有 2 条 10 色高速印
刷生产线及 无溶剂，干复合设备 3 台，制袋机十几台，生产高端塑料软包装复合膜及包 装袋
产品，主要产品为高温蒸煮袋，同质可回收袋，微波加热袋，透明窗纸塑开窗复合袋，前置
拉链八边封袋，蒸煮吸嘴袋， 战略合作客户：百草味，、良品铺子、溜溜梅、麦趣尔、同仁堂、
诺斯贝尔、榙榙果干、恋上鸭，拉面说，好麦多等， 年产值超亿元。 厂房采用 GMP 洁净车
间，按国际、国内食品和医药 高端客户的安全与卫生标准要求，已通过 BRC，ISO 等国际认
证，并在深圳，北京，上海，成都，墨西哥城成立办事处服务国内，国外客户，公司以人为本，
持续发展

HALL 5 - 5L06
沧县永辉塑料制品厂
Tel / 电话：1391757473
E-mail / 邮箱：893485139@qq.com

永辉塑料制品是一家专业生产塑料包装瓶的公司，所生产的瓶子涉及宠物用品包装，洗涤日
化包装等包含多个领域

HALL 5 - 5L11
PHILEO 乐斯福动物营养与健康
PHILEO BY LESAFFRE
Tel / 电话：18930592496、021-61152788-106
E-mail / 邮箱：e.yu@phileo.lesaffre.com
Website / 网站：www.phileo-lesaffre.cn

通过不断开发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宠物消化系统健康、提高免疫力和缓解应激，
Phileo- 乐斯福动物营养与健康事业部帮助“铲屎官”们和宠物行业走在动物保健和福利的最
前沿。 Phileo 的酵母和细菌发酵产品是可持续和天然的，为全球宠物食品生产商提供满足消
费者期望和符合所有法规要求的解决方案。 
Phileo 隶属于法国乐斯福集团动物营养与健康事业部。乐斯福于 1853 年成立于法国北部，是
一家多元化的跨国公司，已有 160 多年历史。全球有近 1 万名员工，超过 75 个子公司，遍布
50 个国家。乐斯福作为酵母和发酵领域的全球领导品牌，为烘焙、食品风味、健康营养以及
生物技术领域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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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L13
安徽华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HUAYUN PACKAGING
Tel / 电话：15256936760
E-mail / 邮箱：54907596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uayunpack.com

安徽华赟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公司位于创新之都合肥市循环经济示范园，公司
专注于功能性软包装解决方案，与北京、上海、合肥等院校和企业的试验室开展研发合作，
致力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环保的功能性软包装解决方案。公司先后取得了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和 BRC
食品包装认证。公司拥有 30 万级净化车间，主要研发生产高温蒸煮袋、高阻隔包装袋、自立
拉链袋、单一材质环保袋、易撕易揭膜等功能性软包装。你的美好生活，我们袋袋相传……

Anhui Huayun Packaging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2.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Hefei Circular Economy Demonstration Park, the capital of innovation. The company 
focuses on functional flexible packaging solutions.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SO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so45001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BRC food packaging certification. The company has a 300000 level purification workshop, 
which mainly develops and produces functional soft packaging such as high-temperature 
cooking bags, high barrier packaging bags, self-supporting zipper bags, single mater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gs, and easy to tear and peel films.

HALL 5 - 5L15
浙江同景冻干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江山市清湖街道开源路 17-2 号
Tel / 电话：13735513548
E-mail / 邮箱：112767284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tonking-fd.com

浙江同景冻干科技有限公司，隶属浙江同景新能源集团，是一家集冻干工艺技术研发、设备
生产制造及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制造公司。 同景冻干板块自成立以来，已申请并获得授权多
个冻干设备应用的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已授权的有 9项，另有多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中，
均已通过实审），并自行研制出新款节能高效的间歇式真空冻干设备，所生产的冻干设备具
有高效、节能、易于维护等优点。

HALL 5 - 5L56
汕头市金茂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4-82122223、0768-6611722
E-mail / 邮箱：529879753@qq.com

致力于做好每一个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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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L68
江苏雅博动物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ABRAM(JIANGSU) ANIMAL HEALTH CO.,LTD
Add / 地址：江苏靖江市纺织路 18 号
No. 18, Zhifang Road, Jingji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Tel / 电话：13062558223、0523-80508810
E-mail / 邮箱：zhangling@abramhealth.com
Website / 网站：www.abramhealth.com

江苏雅博动物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为江苏艾兰得营养品有限公司 (IVC) 的
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营养品以及预混料定制的企业。
公司以“用冷静的科学研究赋予动物如火的生命”为宗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片 剂、粉剂、颗粒、
软粒、膏剂、硬胶囊、软胶囊等多种剂型的产品以及多种特殊的包 装样式，比如针对片剂的双铝，
泡罩包装，针对粉剂的条状，块状包装等。
公司拥有片剂生产能力 1 亿片、粉剂 3000 吨、颗粒 1000 吨、软粒 450 吨、膏剂 500 吨，是
国内最大的宠物营养品 OEM、ODM 生产企业之一。

Jiangsu Yabo Animal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founded in 2011, is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Jiangsu eland nutrition Co., Ltd. (IVC). It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pet 
nutrition and premix customization.
The company has a production capacity of 100million tablets, 3000 tons of powder, 1000 
tons of particles, 450 tons of soft particles and 500 tons of paste.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pet 
nutrition OEM and ODM manufacturers in China.

HALL 5 - 5L83
浙江方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FANGDING PACKAGING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世纪大道 4225-4393 号等 1-3 幢
Buildings 1-3, etc., No.4255-4393, Century Avenue, Longgang City, 
Wen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77-64261011
E-mail / 邮箱：577398202@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chinafangding.en.alibaba.com http://www.
chinafangding.cn/

浙江方鼎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1 年，位于中国印刷城温州市龙港市，是一家集研发、
设计、印刷、复合、制袋于一体的软包装袋（膜）生产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 130 余人，专业技术人员 50 余人 , 研发人员近 20 人。公司以先进的工艺、严
格的生产管理过程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不断创新，先后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商品条码印刷资格证、食品包装 QS 认证等，于 2017 年成为浙江省“科技型企业”，
2020 年成功备案温州市级研发中心

We are one of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s of laminated flexible packaging for both food 
and non-food applications. With skilled employees and advanced machines such as JF800 
high-speed extrusive lamination machine and DNAY 10-color computer printing machine, 
we do have strong ability to supply various of packing bags, such as multi-layer aluminum 
foils compounding bags, aluminum foil bags, high-temperature steam boiling bags, low-
temperature resistance bags, vacuum bags, liquid bags and zip lock standing b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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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L86
苏州益高海斯商贸有限公司
SUZHOU ECO HEALTH CO.,LTD
Tel / 电话：13913132974
E-mail / 邮箱：yhf@abramhealth.com

经营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 , 宠物干湿粮核心料

HALL 5 - 5R01
武汉科泰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CHORTLE BIO-CHEM TECHNOLOGY LTD.
Add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888 号高农生物园
gaonong park, No.,888,gaoxin ave,wuhan
Tel / 电话：13807153159
E-mail / 邮箱：13396885@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bwhcbc.com

武汉科泰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小麦水解蛋白”，用在宠物食品、小牛、小羊料
里顶替奶粉、代乳料，可以用来生产宠物食品、犊牛、羊羔奶粉。好吸收、促进肠膜生长、
防腹泻、加速生长、皮毛通顺有光泽、改善肠道功能、提高免疫力。

Hydrolyzed Wheat Gluten produced by Wuhan Chortle Bio-Chem Technology Co. Ltd (www.
whcbc.com), is highly water-soluble and consists of low molecular mass proteins, peptides, 
and amino acids. It feature high protein content (>80%), high digestive value (>96%), high 
water solubility (>85 g), high glutamine content (~30%), high peptide content (36.8% of 
molecular weight below 500 Dalton), high quality (complies with food grade standard), and 
low ash content (<1.2%). It is specifically favorable for use in the feed formulae for piglets, 
calves, lambs and some pets. The incorporation of HWG in the formulae can help in:
Increasing absorbability Decreasing diarrhea Improving meat palatability Increasing meat 
yield.

HALL 5 - 5R03
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
MÉRIEUX NUTRISCIENCES CHINA
Add /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召楼路 3576 号 3 号楼
Tel / 电话：021-64967600-1045
E-mail / 邮箱：sales.china@mxns.cn
Website / 网站：www.merieuxnutrisciences.com.cn

梅里埃营养科学成立于 1967 年，总部设在法国，致力于引领全球公众健康事业，是全球领先
的食品安全、质量和营养服务提供商。
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拥有上海、北京、青岛、宁波、成都、陕西渭南六家实验室，员工
人数近 1,000 人，并有分布于主要城市的业务和审核团队，为中国乃至亚洲市场提供高质量
的检测、审核、咨询、培训和研究等多元化服务，为全球食品药品产业链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Established in 1967, as a leading worldwide provider of food safety, quality and nutrition 
service, Mérieux NutriSciences i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global public health and has over 
50 years of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leading food and beverage compan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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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rieux NutriSciences China focuses on food safety, quality and nutrition to provide 
solutions. It operates 6 laboratories in China, including Shanghai, Beijing, Qingdao, Ningbo, 
Chengdu and Shaanxi weinan close to 1,000 employees, who are distributed in major cities 
with the business and audit teams, to deliver highly trust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with a 
strong reputation in testing, auditing, consulting, research, training and one stop solutions 
for the entire global food chain to serve the Chinese and Asian markets

HALL 5 - 5R05
烟台美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IFENG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www.mfirstpack.com
Tel / 电话：0535-2160797
E-mail / 邮箱：glory365w@yahoo.com

为宠物行业提供专业的软包装方案，专业做猫砂包装袋，宠物零食，主粮等包装袋。合作客
户 27 年，建立了稳健的生产工艺及生产线。公司积极配合客户做前端产品研发，为多个品牌
提供前沿包装方案。欢迎各类客户交流及咨询。

Meifeng is providing packaging solutions for many branding company.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with our clients is over 27 years. we insist to provide a stable production line + 
keep updating our industry skills. welcome all types of clients to contact us for packaging 
solutions and packaging questions.

HALL 5 - 5R07
上海乔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QIAOYUE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6220619888
E-mail / 邮箱：888527@qq.com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在素有世界魔都之称的上海创立，是一家专业生产中高端食品包装袋及宠
物粮食品袋的企业。
拥有标准化的生产厂房和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其中包括全封闭无尘化车间和全循环中央空调
净化系列。
我们的产品工艺先进，良品率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创造业界品牌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给宠物
包装一个稳定的“家”。
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竞争前提，以人才为管理核心，打造属于乔悦的自有宠物包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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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R21
东莞市精丽制罐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JINGLI CAN CO.,LTD
Tel / 电话：18819080003
E-mail / 邮箱：sales19@tinbox.cn

东莞市精丽制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马口铁罐的企业。自成立到至今 ,
二十年专注做马口铁盒包装，让精丽成为了国内最大的马口铁杂罐制造商。精丽人务实创新
的理念，严谨细致的制作工艺，赢得了众多国际大品牌的首肯和青睐，如 LVMH、雅诗兰黛、
欧莱雅和宝洁等公司。精丽严格地符合国际企业要求的制造标准，确保始终可满足不同区域
客户的不同要求。

Dongguan City Jingli Can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of 
tin can enterpris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t has been focusing on tinplate box packaging 
for 20 years, making Jingli become the largest tinplate miscellaneous cans manufacturer 
in China. With its pragmatic and innovative concept and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production process, Jingli has won the approval and favor of many international brands, 
such as LVMH, Estee Lauder, L 'Oreal and Procter & Gamble. Jingli strictly conforms to the 
manufacturing standards required by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ensuring that it can always 
meet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custom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LL 5 - 5R23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德州禹城市东外环 1 号
Tel / 电话：0534-8918620
E-mail / 邮箱：250612237@qq.com
Website / 网站：dongbao@blb-cn com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生物工程主导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肠道健康，益生元
的专业生产基地，以生物技术成就绿色养殖。公司产品：果寡糖，低聚半乳糖、低聚异麦芽糖、
抗性糊精、海藻糖、糖醇产品。

HALL 5 - 5R27
北京中科汇百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HI-PACK CODING LTD.
Add /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九棵树西路 90 号
No.90 Jiukeshu West Road，Tongzhou District，Beijing
Tel / 电话：0535-3979636
E-mail / 邮箱：shichangbu@zkhpjet.com
Website / 网站：www.zkhpj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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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汇百是国内最早的喷码机生产制造企业，在短短的数年里我们在全国设立了 60
余家直接管理的分支机构，并在海外多个国家有自己的合作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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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喷码系统和 UV 喷
码机等标识产品。已有 15 项知识产权发明专利，4 项追溯防伪专利，已获得 CE 认证和 AEO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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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R29
山东真诺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89129822
E-mail / 邮箱：liming@znznsb999.onexmail.com

山东真诺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食品工程项目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应用推广，公司
是以挤压膨化机为主体的中国具有一定规模的膨化食品机械加工设备和整厂工程综合问题解
决商。公司占地 75 亩，服务于世界各地 5000 余家客户工厂，产品销往 118 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 30 余年行业经验团队。曾先后荣获“3A 级重合同守信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
国国际商会会员单位”“济南跨境网商协会理事企业”、“阿里金牌供应商”等荣誉称号，
公司秉承品质等于价值的理念，与客户一起共创大未来为奋斗目标。

Shandong Arrow Machinery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production, sales, and application promotion as one of the 
Jinan domestic high-tech enterprises. Our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50,000 sqm, with 
about 200 employees,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food extruder as the main body of China 
has a certain scale of extruding food machinery processing equipment and whole plant 
engineering comprehensive problem solving.With more than 20 years engineering team, 
It serves 1,100 customer factories and sells its products to 118 countries and regions,the 
company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quality equals value and strives to create a great future 
together with customers.

HALL 5 - 5R51
乐达（广州）香味剂有限公司
LUCTA （GUANGZHOU）FLAVOURS CO., LTD
Add /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隧达街 20 号
No.20, Suida Street, Guangzhou Eco & Tech Development District 
(GETDD), Guangzhou， P.R. China
Tel / 电话：15857239133
E-mail / 邮箱：jason.li@lucta.com
Website / 网站：www.lucta.com

乐达是一家跨国集团，1949 年成立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致力于食用香精、日用香精和饲料
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的高标准要求，获得客户信赖。
在乐达的理念里，我们深信公司的成功取决于：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专注于技术创新以及拥
有不断适应环境的能力。从 1949 年乐达成立以来，得益于广大客户、供应商、员工以及其他
合作者的支持，乐达公司才得以快速发展。我们心怀感激，是他们帮助我们创立了合作共赢
的理念。

HALL 5 - 5R53
廊坊市惠友机械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31686060
E-mail / 邮箱：14808118@qq.com

本公司主要生产宠物食品前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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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R55
浙江博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58890623
E-mail / 邮箱：leizongting@zjbosun.com
Website / 网站：www.zjbosun.com

浙江博升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安全、环保、便捷”的金属包装产品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让生活更简单、安全”，以此为使命，公司自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以产品质量安全和科技创新为核心，不断在易开启包装材料领域精进拓展。公司在
封口包装材料研发方面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现已开发出品类完备，型号齐全，功能性各有
不同的易撕盖系列产品，满足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并取得专利证书。现有产品广泛应用于
奶粉、水产、宠物罐头等食品包装。公司在大力研发产品的同时，也注重产品应用技术上的
开发投入，以客户需求为起点，实现从产品设计到使用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从而发展为业
内实力突出的综合服务厂商。

HALL 5 - 5R57
安徽安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57-5522006
E-mail / 邮箱：328022347@qqq.com

安徽安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注册成立，位于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圣泉循环
经济工业园内。
总投资超 2 亿元，年产超 5 万吨，厂区占地 50000 ㎡，其中智能制造厂房 30000 ㎡，研发、
检测中心 1000 ㎡，现代化仓储物流区 20000 ㎡。现拥有国内顶尖自动化生产设备，以及国
际知名品牌的核心设备，已建成宠物干粮、湿粮的 4 大智能数控车间，5 条自动化生产线。

HALL 5 - 5R59
广东中瑞制罐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50596372
E-mail / 邮箱：7643017@qq.com

广东中瑞制罐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鸡洲，是以优质环保的各种纸，食品级铝箔为
原料，以专利制罐工艺生产各种规格的环保复合罐、纸筒、纸罐的企业。现有自动生产线 11 条，
完全流水线 2 条，日产量 30 万罐，员工 100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20 余人。
技术优势：各项指标，尤其是密封性、压溃力等重要指标均超越业界标准的两倍。
执行新标准：严格执行国标 GB/T 10440-2008 及新国标 GB 4806.7-2016 标准。
专业证书：QS 认证企业、ISO9001 体系认证企业

With over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Guangdong Sinoswiss Can Manufacturing Co., Ltd has 
become the biggest and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Paper cans/Paper tubes In South China.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Food packaging industry, 
Gift packaging industry , Cosmetic industry, Clothing etc... Sinoswiss Can is the first batch 
of paper composite can manufacturers approved by QS Certificate and qualified with I S 
O 9 0 0 1 - 2 0 1 5 certificate, FDA, BPA report. We are dedicated in providing high quality 
products, professional service and win-win price to each of our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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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S01
合肥友高物联网标识设备有限公司
HEFEI YOUGAO IOT IDENTIFICATION EQUIPMENT CO., 
LTD
Add /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桃花工业园汤口路友高产业园
Yougao Industrial Park, Tangkou Road, Taohua Industrial Park, 
Hefei, Anhui Province
Tel / 电话：13866179223
E-mail / 邮箱：j33@yougao.com
Website / 网站：www.yougao.com

友高公司自 1999 年成立，迄今已有 23年发展历程。企业立足物联网标识行业，以“一物一码 •
物联世界”为使命，定位于“智能赋码检测采集关联系统生产服务商”，企业将基于一物一
码技术赋予更多产品身份证，助力中国保障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安全，赋能企业
数字化建设。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99, Yougao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23 years.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industry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ith the mission of "one thing, one code 
• the world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enterprise is positioned as a "manufacturer 
and service provider of intelligent coding, detection and collection related systems". The 
enterprise will give more product ID cards based on the one thing, one code technology, 
help China ensure food safety, drug safety and product quality safety, and enable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HALL 5 - 5S03
山东省博兴县领翔不锈钢机械厂
Tel / 电话：13181000313/13326283331

山东省博兴县领翔不锈钢机械坐落于中国厨具之乡，山东滨州博兴，主要生产车间精华设备、
车间消毒设备、风淋室、多功能消毒槽、架车等各种车间不锈钢工器具，支持非标定制，多
年来与各种屠宰行业、宠物食品行业、肉类加工行业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欢迎各界朋友对
本公司的指导

HALL 5 - 5S05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Tel / 电话：17863150957、17863150957
E-mail / 邮箱：guanfengyi@cti-cert.com
Website / 网站：www.cti-cert.com

CTI 华测检测拥有独立的宠物食品专项实验室，具有 CMA&CNAS 双资质，基本覆盖宠物食品
领域所有检测需求。华测检测在宠物食品领域具备行业领先的服务能力，内容涵盖指标检测、
型式检验、出厂检验、体系认证、培训、咨询、体系审核等专业领域，公司通过科学的研发系统、
先进的检测实验室、健全的技术服务体系和高效的服务流程，为宠物食品行业提供一站式的
全面质量解决方案，帮助行业客户提升产品质量及管理水平，优化供应链，有效降低风险，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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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S06
上海洁诺德包装容器集团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19509889
E-mail / 邮箱：hl@jndpak.com

专业从事食品、药品、日化等行业硬塑包装。

Packing Brands Better

HALL 5 - 5S07
湖南今汉药业有限公司
GENEHAM PHARMACEUTICAL CO.,LTD.
Add /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尔康路 12 号
No.12 Erkang Road, Liuyang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Changsha City, 410324, Hunan, China
Tel / 电话：0731-86450208、0731-86450208
E-mail / 邮箱：400014
Website / 网站：www.geneham.com

今汉药业成立于 2006 年 2 月 12 日，致力于技术创新和绿色制造的综合型企业。专业从事植
物中草药绿色种植，健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食品、宠食及饲料企业提供
天然解决方案和综合技术服务、两个国际标准化生产基地及中南大学的技术研究所。
经过 16 年的生产、研发和市场积累，已成功开发基于迷迭香、桑叶和葫芦巴的三大系列产品：
NaturAntiox 萝美 ® 天然迷迭香抗氧化解
GeneCare® 天然桑叶血糖调控系列
GeneFenu® 天然葫芦巴动物营养补充剂系列
电话：0731-86450208   手机：18773119266  
汇今朝科技，扬汉方精粹

Geneham Pharmaceutical Co. Ltd. has been specializing in extracting and formulating 
natural herbal active ingredients (Rosemary extract、Mulberry extract and fenugreek 
extract )since 2006, with rich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 research. We 
have our own a rosemary cultivation base covering over 2 million square meters.  We also 
operate our own research center with close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Pharmaceuticals,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Our major products include; 
Natural Antioxidants, A series of Health Blood Glucose Supporting Products, A series of 
Male Testosterone Enhancement and Support Products and a entire line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ed botanical extracts.  
More information ,Pls log on our website: www.geneham.com

HALL 5 - 5S09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GUANGDONG HAOMINGDA AUTO PACKING MACHINE 
CO.,LTD
Tel / 电话：075786322940
E-mail / 邮箱：298514664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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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制造、销售立式包装机，枕式包装机，
给袋式包装机，和售后服务为一体化的包装机械公司。公司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
发展”的经营理念。生产的自动包装机具有设计合理，操作简便等特点。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
化工、日用品，五金零件等的包装行业。本公司凭着“诚信为本”的精神。开拓创新，致力
于提供优良的包装机械设备，为客户创造价值，与您一起成长。
公司的团队，研发均有 10 年以上设计经验，调试员平均工作经验超 5 年以上，电气工程师工
作经验有 10 年。只要您有包装需求，浩铭达都能提供专业的最适合您的包装解决方案。从而
达到花最少钱，买到最适合你用的包装机械设备。

Guangdong Haomingda Auto Packing Machine Co., Ltd is an innovation-based company 
combining with R&D, production, sales, after-sales service team and technical support, 
owning the standard modernized workshop which locates i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southern China. Our packing machines are mainly applicable to pack fresh fruits, 
vegetables, moon cakes, biscuits, candies, medicines, daily necessities, metal parts, paper 
boxes, plastic products and various solid shapes with tray, and so on. 
HAOMINGDA machines are running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domestic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uch as Europe and America, Sou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 and so on. 
With strong R&D strength and good management experience, we are absorbing the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persis

HALL 5 - 5S21
雄县新联复合包装有限公司
XIONG COUNTY NEW UNION COMPOSITE PACKAGING 
CO. , LTD.
Tel / 电话：13931396333
E-mail / 邮箱：3279334279@qq.com

新联复合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北方最大的塑料包装生产基地——雄县。
公司成立于 1988 年，已通过食品包装 QS 认证。公司凭借着强大的技术实力、良好的团队和
迅捷的信息传递，拥有了大量的客户群体，及上百家 OEM 商家。有印刷、复合、制袋设备，
专业专注纸塑类包装袋业务。
我公司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责任到人。下一道工序既是生产者又是上一道工序的监督者，并
且配备了专业的质检人员，对每个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公司实行相应的奖惩制度，
岗位责任者鉴定了质量责任合同。实践证明，我们生产的包装产品质量优良，使我们成为行
业的佼佼者。  我公司主要承揽纸塑包装袋的业务，配有专业的设计人员，免费为您服务。 

Xinlian Composite Packaging Color Printing Co., Ltd. is located in Xiongxian County, the 
largest plastic packaging production base in North China. Located in xiong'an new area,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is advantaged and the transportation is very convenient. Founded in 
1988,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It's North ChinaA plastic packaging enterprise with 
large scale and strong productiontechnology. Companies with strong technical strength, 
good Our team and quick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have a large number of customer 
groups and hundreds of OEM businesses. Our companymainly undertakesTake the 
business of pet food packaging bags, and have professional designers to serve you free 
of charge. Welcome new and old customers to call and negotiate! We are based on the 
attitude of honesty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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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S23
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SHANDONG YAXIN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庆丰西路亚新包装
Shandong Linyi City Junan County Qingfeng West Road Ya new 
packaging
Tel / 电话：15054999421
E-mail / 邮箱：jemy@yaxin.nic.net
Website / 网站：www.shandongyaxin.com

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是一家以生产塑料包装膜、塑料彩印包
装袋为主营业务的合资企业。公司连续多年获得 BRC(A) 级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A 级证书。自
2016 年通过国际图形测量公司的验厂，获得 GMI 证书，成为美国 Walgreens 和 CVS 的品牌
供应商。

Shandong YAXIN PLASTIC PACKAGING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October 2000, is a joint 
venture to produce plastic packaging film, plastic color printing packaging bags for the 
main business.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BRC(A)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A certificate for many consecutive years. Since 2016, we have passed the factory insp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Graphic Measurement Company and obtained the GMI certificate. We 
have become the brand supplier of Walgreens and CV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LL 5 - 5S25
莫迪维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MULTIVAC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1398 弄，虹桥阿里中心 T1 幢 4 楼
4/F, Building T1, Hongqiao Ali Center, Lane 1398, Shenchang Road, 
Minhang District, 201107 Shanghai
Tel / 电话：021-37018118
E-mail / 邮箱：tina.wang@cn.multivac.com
Website / 网站：www.multivac.cn

莫迪维克是全球知名的包装设备及整线供应商，为食品、医疗、工业制品、消费品及金融等
多个行业的客户提供定制化包装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丰富的产品线涵盖了面团加工、肉类
加工、包装、贴标、打印、检测、机械手等成整套设备。一流的设备加上专业的服务助力全
球范围内的食品客户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延长产品货架期、保留产品原有风味及营养
成分。
莫迪维克总部位于德国，全球设立有 13 家工厂，80 多家分公司，业务遍布 165 个国家与地区 ,
中国总部位于上海 , 生产基地于 2019 年设立于太仓。借助太仓生产基地，莫迪维克力求为国
内客户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MULTIVAC is one of the leading providers worldwide of packaging solutions for food 
products of all types, life science and healthcare products,as well as industrial items. The 
MULTIVAC portfolio covers virtually all requirements of processors and producers in terms 
of pack design, output and resource efficiency. It comprises a wide range of packaging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automation solutions, labellers,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s.
The product range is rounded off with solutions upstream of the packaging process in the 
areas of portioning and processing, as well as bakery technology. Thanks to our extensive 
expertise in packaging lines, all module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complete solutions. 
This means that MULTIVAC solutions guarantee a high level of operational and process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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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S26
黄山市精锐创意包装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7755910823
E-mail / 邮箱：466707190@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a-tin.com.cn/

(A: 做精品 ;Tin: 马口铁罐 )“A-tin”我们致力于改变包装的用户体验和功能，开发了一系列具
有多项专利的密封罐。 坐落于安徽省黄山市的智能化的专业工厂，以精、专、新为核心竞争
力打造密封罐的独角兽企业。所生产密封罐安全、可靠、稳定，产品适合当下快速包装和运
输需求。客户遍布全球各个行业，我们励志成为未来包装趋势的领新者。

HALL 5 - 5S27
深圳市泰力格打印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02937792
E-mail / 邮箱：stgwhy@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stg.com.cn

公司专注于彩色标签打印机、数码印刷机、模切机、数智化印刷系统的开发和生产销售技术
服务，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双软认证企业称号

HALL 5 - 5S51
天津恒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1292857
E-mail / 邮箱：3238111111@qq.com

北京伟创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5 月 8 日在大兴区黄村镇桂村工业园贵兴路 1 号成
立，天津恒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在天津宝坻区塑料制品工业区长荣道 7
号，天津弘扬永鑫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在天津蓟州区上仓镇挂月街 24 号成立，
专业生产塑料易拉罐系列，螺旋罐易拉罐系列，螺旋盖圆罐系列，注塑食品盒系列等，公司
设备先进，拥有十三条全自动注塑吹瓶生产线，技术力量雄厚，质量管理严格，以优良的产品，
合理的价格，优质的服务来报答新老客户的厚爱，携手共进，伟业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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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S52
上海镧泰微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LANTAI MICROWAV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Add / 地址：www.shlantai.cn
Tel / 电话：021-67657286
E-mail / 邮箱：244436674@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hlantai.cn

上海镧泰微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是一家综合性的合资企业。公
司拥有 15 年的工业微波烘干设备生产加工经验。我们拥有优秀的质量管理团队、专业的技术
研发团队、技术熟练的生产工人，确保了产品的质量始终如一。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远销美国、
德国、瑞士、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诶及、
南非、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一致好评。公司将继续发
扬“开拓进取，永不满足”的企业精神，坚持“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理念，努力倡导“诚信、
务实、创新、发展”的企业文化，为更多的全球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Shanghai Lantai microwav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joint 
venture located in Shanghai, the economic center of China. The company has 15 years of 
industrial microwave drying equipment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experience. We have 
excellent quality management team, professional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skilled production workers, to ensure the consistent quality of products. At present,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Switzerland, Japan,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Myanmar, Vietnam, India, Russia, Saudi Arabia, Egypt, 
South Africa, Peru,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other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has won consistent praise.

HALL 5 - 5S53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84955757
E-mail / 邮箱：976115049@qq.com

企业简介
青岛鑫东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RMB1000 万元，员工 100 人，厂房 8000 平方，年产
值 8000 万元，出口 2000 万元，公司致力于各种塑料袋的生产和研发，得到国内龙大，五得
利，新希望六和，国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美国等众多优良企业的信赖与亲密合作。
我们的产品精美；经验丰富；设备完善；质量稳定；目标是“做客户满意的包装”。我们将
一如既往追求卓越，愿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竭诚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指导，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公司通过 QS 认证、BRC 认证 , 公司产品出口欧盟，北美 , 东南亚等国家，
产品和服务获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HALL 5 - 5S55
浙江领尚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267188188
E-mail / 邮箱：ruby@xfashionpack.com

浙江领尚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 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专注于生产，设计，研发，销售于一体
的专业纸塑包装生产型企业。
十多年来，我公司一直致力于学习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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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发生产出一系列高品质的包装印刷产品，在纸制包装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随着近几年
国内外对环保的重视，及多个国家禁塑令的颁布，领尚包装也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研究
如何将纸与可降解材料进行完美的结合。经多年努力，最终研发出新型的环保包装袋，不但
拥有纸制产品的印刷效果（可烫金，UV，压纹等），而且还具备塑料包装的阻隔性。其竞争
优势在于免版费，极具竞争优势的价格，交期快及可小批量定制，广泛用于食品， 化妆品等。

HALL 5 - 5S56
上海缘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YUAN PEPTIDE BIOTECH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沪太路 2899 弄 65 号 617
Tel / 电话：13636637213
E-mail / 邮箱：shxiwang2002@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shskyer.com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自有工厂。拥有二十年专业酶解经验，智造宠物专用诱食肽类：缘肽 @
狗粉状风味剂 - 鸡肝肽，缘肽 @ 猫粉状风味剂 - 金枪鱼提取物。

Yuan peptide was founded in 2002, own factory. With 20 years of professional enzymatic 
hydrolysis experienc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of pet attractor peptides: Yuan peptide @ dog 
powder flavor - chicken liver peptide, Yuan peptide @ cat powder flavor - tuna extract.

HALL 5 - 5S57
山东海龙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HAILONGYUAN BIO-TECH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昌城镇工业园南路 688 号
No.688 Industrial South Road, Changcheng Town, Zhucheng City,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262200 China
Tel / 电话：15863060286
E-mail / 邮箱：sale66@hailongyuan.com
Website / 网站：www.hailongyuan.com

山东海龙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舜帝之都”潍坊诸城，东临国际海港—青岛港。公
司是致力于海洋生物制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创建于 2017 年，占地 80 余亩，总投资 2.5 亿元人民币，建有符合国际食品标准的先进
生物酶解生产线和生物提取生产线，设有多个 GMP 车间、检测实验室和新品科研中心，并通
过 HACCP、IS09001:2015、Halal 认证，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我司专业生产南极磷虾全产业链产品、蛋白肽、壳寡糖、香菇多糖等系列生物提取物，具有
绿色天然、营养健康等生物特性，可广泛应用于功能性健康食品、保健品、宠物食品、宠物
保健品、肥料和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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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5 - 5S58
兴化市永虹食品有限公司
XHYHSP
Add /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兴东镇
Tel / 电话：-052383893558
E-mail / 邮箱：xhysp1108@163.com

兴化市永虹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兴化市长虹食品有限公司，从 2003 年 10 月专业从事研发
脱水蔬菜，调味品，大麦若叶青汁固体饮料，鸡蛋粒的农产品综合全产业的企业。

HALL 5 - 5S59
青岛博瑞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QINGDAO BORUI EQUIPMENT MANUFACTURE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华贯路 819 号联东 U 谷产业园 4 号
楼 103 户
No,819,Hua Guan Road,Qingdao hi tech Zone,4 building,Liando U 
Valley Industrial Park,China
Tel / 电话：0532-84965281
E-mail / 邮箱：15666791585@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qdbor.com

青岛博瑞设备制造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 - 青岛。交通便利，物流方便。我公司是一
个集开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食品机械制造公司。本公司引进日本、美国等国外技术，严
格按进口日本、美国等质量要求生产。主要生产：各类食品机械，各类食品输送机、气泡式
蔬菜清洗机、食品真空冷却机、蔬菜脱水机、切菜机、切丁机、干燥食品风力选别机、翻斗
式自动洗菜机（漂烫、杀菌、清洗一次完成）、打散机、胡萝卜脱皮机、牛蒡去皮机、牛蒡
切丝机、食品真空冷冻干燥设备、热风干燥设备。各种不锈钢案台、水槽、清洗机。

Tsingtao borui equipment manufacture Co., LTD,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coastal city of 
Qingdao.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is convenient.
My company is a set of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integrated foo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mpany. The company introduced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strict according to import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quality requirements. Main products: all kinds of food machinery, all kinds of food conveyor, 
the bubble vegetables cleaning machine, vacuum cooling of food machine, Vegetable 
dehydrator, cut food machine, cutting butyl machine, choose dry food machine, automatic 
tipping bucket cut food machine (blanching, sterilization, cleaning once finished), Scattered 
machine, Carrot peel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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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A21
睿哲国际
RUEY JENR INTERNATIONAL LIMITE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 2066 号 B2 栋
Hall B2, No. 2066, Laifang Rd. Jiuting Town, Sonjiang District 
Shanghai City, 201615 China
Tel / 电话：021-54884362-110、021-54884362
E-mail / 邮箱：service@rueyjenr.com
Website / 网站：www.rueyjenr.com

睿哲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秉承 30 多年在宠物行业对宠物的热爱及激情，
成功经营多个高端进口品牌并分享优质产品的使用经验，目前专注经营进口中高端宠物食品
与用品，建立成熟的统仓商品管理线及丰富的商品内容，拥有全国直营及分销高端渠道。
历经中国宠物市场的源起及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规模的转变；目前，公司已成功经营许多国际
高端品牌商品，陆续将国外热销的商品引进，将更多高品质且健康、环保的商品，推荐给更
多爱宠的宠主，为动物创造幸福生活。
本公司将秉持服务的热情继续与宠主呵护爱宠。睿哲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与上海唯仁宠物
用品有限公司为同集团企业

Ruey Jenr International Limited was established in 2008. Adhering to the love and passion 
for pets in the pet industr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t has successfully operated a number 
of high-end imported brands and shared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Currently, it focuses on importing medium and high-end pet food and supplies, establish a 
mature unified warehouse commodity management line and rich commodity content, with 
national direct sales and high-end distribution channels. 
The company will uphold the enthusiasm of service and continue to care for pets with pet 
owners.Ruey Jenr International Limited and Shanghai Weiren Pet Products Co., Ltd. are 
the same group companies.

HALL 6 - 6A51
佩蒂动物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工业园区宠乐路 2 号
Tel / 电话：75563832333、0577-63832111
E-mail / 邮箱：dingyn@peidibrand.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peidibrand.com/

佩蒂成立于 1992 年，是中国宠物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近 30 年服务全球宠物，佩蒂变的是配
方和技术，不变的是对品质的坚守。佩蒂帮助全球宠物品牌设计生产产品，业务覆盖欧美、澳洲、
日韩、东南亚等国家，旗下拥有齿能、好适嘉、MeatyWay爵宴、iti、SmartBalance等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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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A81
品谱集团
SPECTRUMBRANDS
Tel / 电话：0757-29833111
E-mail / 邮箱：Keira.Ruan@spectrumbrands.com

Spectrum Brands 品谱集团是美国纽交所罗素 1000 指数成员之一，是一家全球性消费品
公司，每天为全球消费者和客户提供超值服务。品谱集团是全球专业宠物水族用品、花园
护理和防虫产品、住宅锁具五金、小家电制造商和营销商，全球宠物、水族用品市场领先
品牌包括 Tetra 德彩 ,InstantOcean,FURminator 富美内特 , 8in1，Nature'sMiracle 天然奇
迹 ,SmartBones 洁齿骨 ,Dingo 顶歌。品谱集团产品由世界前 25 名零售商销售，在全球约
160 个国家 100 多万家门店销售，总部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

Spectrum Brands, a member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Russell 1000 index, is a 
global consumer products company that delivers value to consumers and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every day. The company is a global manufacturer and marketer of 
Global Pet Care - Aquatics, Global Pet Care - Companion Animal, home and garden care, 
Appliances & Personal Care,  and Hardware & Home Improvement products. Global pet 
and Aquatics leading brands including Tetra,InstantOcean, FURminator, 8in1,Nature's
Miracle,SmartBones,Dingo. Spectrum Brands products are sold by the world's top 25 
retailers and in more than 1 million stores in approximately 160 countries, headquartered 
in Wisconsin.

HALL 6 - 6C01
上海顺弓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HUNGONG INDUSTRIAL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峰路 88 号平高广场 1602 室
Tel / 电话：400-6281-318
E-mail / 邮箱：104443066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hshungong.com

上海顺弓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总部位于上海松江，旗下拥有皓宠、肉食回归、卡斯普、
猫伢狗伢、够味居、健康空气等多个宠物食品和宠物用品品牌。公司主营宠物冻干食品、湿
粮罐头猫条、烘干肉干、豆腐猫砂、宠物除味剂等产品。现已建成日照顺弓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日照顺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两大生产基地。创立至今，汇集众多优秀人才，为宠物行业 280
多个品牌提供贴牌代工服务。拥有完善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能力，服务国内 200 余家
经销商代理商，合作宠物门店超过 10000 家。

HALL 6 - 6C21
青岛双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618-0319
E-mail / 邮箱：gaozhuo.zb@eastan.net

青岛双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营养研究、产品开发与生产、经销与服务
的综合宠物服务商。公司下设双安宠物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辽宁海辰宠物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青岛双安道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品牌黑鼻头、猫博士、味优、棒吉。产品包括各种
宠物零食（干燥类、冻干类、洁齿类）、宠物干粮、湿粮以及各种宠物营养食品，公司通过
了由 SGS 公司认证的 ISO22000、FSSC、BRC 证书，并获得美国 FDA 及欧盟 EU 出口资质，
目前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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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C51
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LUSCIOUS PET FOOD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羊口先进制造园区
Tel / 电话：13210762677
E-mail / 邮箱：lsnxscb@chinaluscious.com
Website / 网站：www.luspet.com

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成立以来一直专
注于宠物食品领域，主要产品包括肉干产品、宠物罐头、宠物饼干、宠物洁牙骨、宠物主粮
等品类。目前公司拥有 3 个现代化工厂，下设 7 个高标准加工车间，1 个市级技术研发中心，
技术装备能力较强。

Shandong Luscious Pet Food Co.,Ltd. specializ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et foo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t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pet food, 
covering dried meat, canned food, biscuits, teeth-cleaning bone, staple food and so forth 
for pets. At present, the company has 3 modern factories, 7 high-standard processing 
workshops, and 1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equipped with powerful 
technical equipment.

HALL 6 - 6C81
宠出没（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1-57709251
E-mail / 邮箱：1624338133@qq.com

宠出没（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宠物行业的新生力军，集宠物食品，用品，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形态企业，实力雄厚。旗下宠出没品牌拥有宠物食品，零食，用品，玩具
等类别，涵盖一整套宠物生态链，与国际各大实力厂家均达成战略合作。宠出没品牌着眼于
时代前沿，将把最优质创新的产品带给宠物们。在产品包装上，我们致力于于当前现代潮文
化做紧密的贴合，将人与宠物的生活以插画形式展现，更有归属感亲切感，更年轻、时尚、
充满活力。在产品性能方面，我们更倡导健康，环保。好的产品 ，不仅可以大幅度提升宠物
的生活品质 ，让他们更快乐更久的陪伴我们 ，还能将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带给人类正
能量。

HALL 6 - 6D01
北京丸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MARUMI
Tel / 电话：13601024797、13601024797
E-mail / 邮箱：hanze@marumi.life

丸味成立于 2017 年，以提高宠物以及宠物家庭的幸福感为己任，专注于将全球领先的营养保
留工艺应用于宠物食品中。丸味是国内领先的冻干宠物食品品牌，全自主配方研发，拥有独
立的原料供应链体系，与山东、上海、新西兰三地的生产厂商拥有长期稳定的紧密合作。
丸味，予我纯粹。丸味坚持为宠物家庭以及顶级宠物繁育者提供高品质动物蛋白以及宠物健
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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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D21
深圳市豆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CILE
Tel / 电话：15009889768、13692905492
E-mail / 邮箱：249017970@qq.com

豆柴 DOCILE 创立于 2014 年，是国内主打肠胃养护的新锐品牌，自品牌创立以来，先后打造
了适合中国宠物的狗粮、猫粮、营养罐头、肉干零食及冻干零食等爆款产品，为中国宠物提供“健
康长久”的肠胃力量。
“吃豆柴，猫狗肠胃好”，8 年来豆柴在宠物肠胃健康领域持续专研、创新、开发，志在解
决中国养宠肠胃问题，经过数十万份数据反馈，无数次配方优化，终于研制出超高亲和度配
方的肠胃原动力宠粮，满足中国宠主“宠爱长久”的根本需求。同时，依托产品一养二护三
吸收的科学养宠理念，豆柴私域团队 - 专业宠物顾问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为所有宠物主人
省钱、省心、省时间。豆柴一直努力打造科学养宠的生态圈，共同为宠物健康保驾护航。

HALL 6 - 6D51
新瑞鹏宠物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25225355、4000208888
E-mail / 邮箱：dengh@nrp-pet.cn

新瑞鹏集团业务覆盖宠物医疗保健服务、宠物美容造型、宠物商品零售、互联网医疗、智慧
宠物医疗、智能智造、直播电商、供应链、本地生活零售、兽医及美容师继续教育、宠物文
化传播等业务，覆盖了宠物生态产业链的主要环节。集团旗下有各类宠物医院 1000 多家，分
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成都等 100 多个城市，并通过“好兽医阿闻”互联网
宠物医院服务全国各地小动物。

HALL 6 - 6D81
佛山市雷米高动物营养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50218939、4006299020
E-mail / 邮箱：52385451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ramical.com/

雷米高专注于宠物的健康，致力于为宠物提供安全、高效的功能粮和处方粮、药品和保健品，
还有与产品匹配的专业、贴心的服务，已成为宠物行业综合实力领先企业。坚持创新 , 走技
术领先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 以宠物粮食和药品营养品实现市场的双轮驱动 , 通过宠物店、宠物
医院、商超、电商近 4 万余家零售终端实现市场渠道的全覆盖。

HALL 6 - 6E21
福建宠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107620931
E-mail / 邮箱：ruolei.marketing@deardeal.cn

宠爱集团创立于 2020 年，是中国领先的宠物健康生活服务商，拥有宠物健康食品品牌“萌宠
出动 DearDeal”，及中国首个十万级 GMP 宠物食品营养品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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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E51
帕缇朵（北京）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PTIDO (BEIJING)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4006301626
E-mail / 邮箱：peptido@yeah.net
Website / 网站：www.peptido.cn

帕缇朵（北京）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大型现代化宠物食品企业。公司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一流的生产设备，生产研发品牌营销
一条龙体系，三者形成有颇具规模的可循环产业链。同时更拥有独立干粮、湿粮及营养品生
产工厂。产品远销全球市场，在国内各大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等都有运营和销售。
同时，为了将更多元的爱宠膳食营养解决方案带给广大客户，公司于 2018 年推出了帕缇朵子
品牌——C3 帕缇朵。“C3 是帕缇朵公司根据对亚洲宠物基因的探索而研制的第三代宠物食
品配方。”
C3 帕缇朵第三代亚洲犬猫营养专研配方根据对亚洲环境生存下的宠物生理特征不断加强科
研，优化配方。

HALL 6 - 6F01
福益（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21298907
E-mail / 邮箱：fdzkkqb@dingtalk.com

福益（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是福贝公司旗下负责“自有品 牌运营”
的营销公司，致力于为爱宠提供高品质、安全、专业、健康的宠物食品。拥有专业 高效的营
销团队，在福贝公司强大的实力支持下，致力于为合作伙伴提供贴心的专业服务， 为消费者
提供安全、专业、有责任心的宠物健康的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

HALL 6 - 6F21
天津宠次元宠物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PDOC
Tel / 电话：4001275818
E-mail / 邮箱：sha.feng@pdoc.cc

宠次元是是一家具有互联网 + 快消基因的宠物食品公司。公司遵循“为宠物创造更好的次元”
为准则，秉承“做好产品”的原则，洞察宠物及宠物主需求，自有团队定义研发产品，经过
严谨的测试环节后，公司与十三家 S 级工厂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团队自己打造宠物食品开
发及管理 SOP 体系。通过营销及渠道合作伙伴投入市场进行销售。目前，各系列产品已覆盖
全国超 30 个省、市、自治区。此外，宠次元还深度布局线上渠道：在天猫、京东、抖音店铺
均有销售。
已推出定位主打“料好料足”品牌：阿飞和巴弟；主打“原始天性”品牌：探索；主打“科学营养”
品牌：完美公式，均从源头严控产品品质，采用优质国内外原材料，推广科学养宠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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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F51
成都好主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成都双流航空港经济开发区空港一路一段 688 号
Tel / 电话：Pjoy  :4009-610-688、4008-886-779
E-mail / 邮箱：449658151@qq.com

好主人是通威集团旗下的专业宠粮制造企业，成立于 2000 年。
公司旗下好主人品牌多年来致力于为犬猫提供优质产品，为万千养宠家庭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旗下高端宠食品牌 Pjoy 彼悦，依托于通威 40 年稳健发展经验以及好主人 22 年宠食领域的沉
淀与研究，作为犬猫「创新式丰富饮食」开创者，打开了“关注犬猫饮食愉悦度”的新格局，
倾力研发多元化的犬猫主粮，为犬猫带来不同以往、更为丰富愉悦的生命体验。

HALL 6 - 6F81
好侣 ( 中国 ) 有限公司
PERFECT COMPANION (CHINA)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平湖经济开发区兴工路 1688 号
No. 1688 Xinggong Road, Pinghu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86-573-85722590
E-mail / 邮箱：lujiaying@perfectcompanion.cn
Website / 网站：www.perfectcompanion.cn

PCG（好侣集团）为泰国正大集团旗下的企业，1976 年开始进入宠物食品行业，致力于促进
宠物健康，提高宠物的生活质量。目前，客户已经遍布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值得消
费者信赖的宠物食品首选
好侣（中国）有限公司利用先进的技术与生产设施，同时注重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产品
历经严格品管程序，过程中以阶段性及分步骤隔离确保落实卫生标准；并以较环保的天然瓦
斯为动能高温处理及食品制成。原物料也都通过三聚氰胺等安全检验。

Perfect Companion (China) Co., Ltd. is owned by Perfect Companion Group Thailand, a 
privately held company based in Pingh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GRAINTEC (Denmark)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90% of production machines are imported from abroad.
Produces dry dog food, cat food, fish food and a variety of small pet food.
Perfect Companion (China) Co.,Ltd. has  exported  pet food to 9 countries, such as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With regards to the food manufacturing, all pet food produced at our facility are formulated 
to meet or surpass the nutritional levels established by the 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and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Feed Control Officials (AAFCO) for each pet species.

HALL 6 - 6G01
小脑斧（杭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768131230、18768131230
E-mail / 邮箱：tsl@doggie920.com

小脑斧（杭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致力于以生物
科技解决现代城市养宠者的痛点，与中国农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深入开展产品研发，并
依托自有主粮工厂进行规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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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G21
沛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PEIMI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Tel / 电话：4001598789
E-mail / 邮箱：youcanch8975@sina.com

PETMI 沛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团队核心人员深耕宠物行业 10 余年，并于 2017 年创立
沛米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锁定宠物食品产业，并加入小米产业孵化器，以小米模式开发和制
造“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产品。”2019 年以自有工厂，不断完善自有产业链模式进入市场，
初入市场引起行业和用户的极高关注和好评，沛米科技以过硬的产品制造技术和自有的供应
链优势，夯实产品，创造宠物主粮品牌的“新国货”标准。

PEIMI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the core staff of PETMI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has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et industry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n 2017, PEIMI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was founded to lock in the pet food industry and join the millet 
industry incubator to develop and manufacture "touching products with good price" in 
Millet mode In 2019, with its own factory, it will continuously improve its own industrial 
chain mode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its initial entry into the market has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and praise from the industry and users. PEIMI technology, with its excellent 
produc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its own supply chain advantages, has consolidated 
its products and created a "new national product" standard for PET staple food brands.

HALL 6 - 6G51
蓝氏 LEGENDSANDY
Tel / 电话：18005204345
E-mail / 邮箱：marketing@legendsandy.com.cn

蓝氏是一个深耕宠物食品行业 13 年的务实品牌，从 2009 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低调、踏实、
可信赖的形象，凭借极佳的口碑赢得了中国市场万千宠主的认可。 蓝氏始终以“科学配方，
ta 更健康”为产品开发理念！ 精选全球优质自然食材，采用实验室科学配方，不添加任何化
学添加剂！让每一位主人安心放心的同时享受养宠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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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G81
领跑宠物星球
LINGPAO
Add /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第二大街 158 号
No.158 The second road， Jingkai district Zhengzhou，China
Tel / 电话：18738153162
E-mail / 邮箱：53895449@qq.com

领跑宠物星球是饲料行业全国三十强牧鹤集团所属企业，研发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基地
在郑州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246 亩，建筑面积 41.8 万平，力争打造为亚洲最大宠物综
合体，秉承“食材原味、肠胃优护、中草药保健、超值回馈”的原则研制领跑宠粮，致力“让
爱宠更快乐，使宠主更幸福”的美好愿景，面向全国：招募地市合作商，招募（兼职）业务
经理 100 名，招聘省级（专职）市场专员 36 名。
领跑─ ─引领行业新高度，奔跑创造新价值！

Lead Pet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pet service specialty in Asia that integrates pet food, 
pet supplies, pet bathing, pet grooming, pet boarding, pet training, merchants joining and 
pet health care.
Lead Pet Project is the provincial key project approved by the He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project plans to have a total of 2 billion CNY investment and achieve 5 billions CNY of 
annual sales in eight to ten years, striving to be a leading enterprise in the pet industry in 
China.

HALL 6 - 6H01
温州它联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温州市瓯海区欧商大厦
Tel / 电话：17385915027
E-mail / 邮箱：99540320@qq.com

这是一个酷爱中国风元素的公司。一个励志只做线下的品牌，一辈子只专注一件事。呵护宠
物健康是梵一志不渝的品牌使命，立足宠物健康产业，梵一团队将以最高的热情和更专业的
职业精神，与您一道共同打造宠物们高品质的生活。

HALL 6 - 6H21
中源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471-43427728
E-mail / 邮箱：373533473@qq.com

美国 EFFEFFE  INC.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产品研究与健康的国际化公司 , 总部位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 , 在美国、欧洲、亚洲 13 个国家均有业务开展 , 旗下产品有宠物粮、保健品、
零食、用品，业务有宠物医院、宠物学校、繁育等。Effeffe 薆非非宠物食品，是健康与极致
口感融合的艺术，源自天然的食材，将加州的阳光、自由和活力带给您的爱宠，让爱宠感受
您的爱。Effeffe 全球宠物科学研究联盟在全球和 5 所大学或研究院建立了合作关系，确保薆
非非的产品能够适应本土的宠物及其主人的生活。
2018 年，美国薆非非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和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以及中源宠物食品有限
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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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H51
山东派森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PETSENSE FOOD CO., LTD
Tel / 电话：13793601598
E-mail / 邮箱：zhanght@phypet.com

山东派森食品有限公司主要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一站式 OEM、ODM 宠物食品代加工服务，已
累计与国内外 300 多家企业与品牌商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公司有优秀的研发团队及充足的生
产产能以保障国内外客户的产品研发及生产加工需求。公司依托上海柔驰食品科技集团为平
台，旗下有山东派森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派森食品有限公司、潍坊平和园宠物食品有限公
司等多家生产公司。

Shandong Paisen Food Co., Ltd. mainly provides one-stop OEM and ODM pet food 
processing services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It has reach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lations with more than 300 enterprises and brand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mpany has an excellent R &amp; D team and sufficient production capacity to 
ensure the product R &amp; D an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need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Relying on Shanghai rouchi food technology group as the platform, 
the company has Shandong Paisen Food Co., Ltd., Inner Mongolia Paisen Food Co., Ltd., 
Weifang pingheyuan Pet Food Co., Ltd. and other production companies.

HALL 6 - 6J01
嘉兴市真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88315888
E-mail / 邮箱：229692744@qq.com

嘉兴市真诚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端宠物粮为主要业务的宠物用品食品企业，产品包
括宠物主粮、宠物冻干类零食等。真诚宠食团队始于 2005 年，有着多年专业主粮研发、生产、
销售经验。与浙江大学联合研发多项产品配方，且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真诚宠食本着“科学、健康、优质”的产品理念和成熟的客户反馈模式不断研发、完善产品。
此外，本公司现有膨化、烘焙、冻干线等多条生产线，以满足客户对产品的各种需要。

HALL 6 - 6J21
青岛约翰农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JOHNSFARMS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信创智谷 B 座 20 楼约翰农场
Tel / 电话：0532-66777617、15376738541
E-mail / 邮箱：1014466758@qq.com

约翰农场是一家「为健康养宠而生」的年轻态宠业品牌，集宠物食品研发、生产、品牌运营
为一体，致力于打造全球首个促进「人宠和谐共生」的循环生态系统。以农场简单纯正的产
品理念，充分还原产品本身价值，以创新的商业模式，持续为国内外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
及更高品质的养宠体验，推动「人宠健康生态」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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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J51
山东汉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762065098
E-mail / 邮箱：zhengshoulei@seek-pet.com

山东汉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Hanou Biothchnology Co.,LTD

HALL 6 - 6J81
山东宠云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INFOPETCARE
Tel / 电话：18612082525
E-mail / 邮箱：chencheng@infopetcare.com

山东宠云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总部坐落在山东临沂，致力于打造行业领先
的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台。服务主要涵盖 B2B 仓配服务、B2C 产品组套和一件代发、大品牌
CDC 中央总仓服务，同时具备兽药仓配管理资质、大贸和跨境进出口能力、冷链运作能力，
此外还开展供应链金融、行业发展咨询等业务。

HALL 6 - 6K01
上海吉吉白泽宠物有限公司
SHANGHAI JIJI BAIZE PET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星创园 1 号楼 305
Tel / 电话：18221052376
E-mail / 邮箱：andrew.yao@kozey.com.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superlucky-pet.com/

上海吉吉白泽宠物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年，起源于创始人对国内外养宠理念差异的深切体会，
作为一名养宠十年的资深宠物主，他因此立志改善国内养宠环境，通过吉吉白泽，帮助
更多人提升养宠理念，并让更多人意识到宠物早已超越了 “动物”的意义，而是和人类一样 
平等的生命。
吉吉白泽作为新锐国产宠物厂牌，旗下拥有潮奢宠物用品品牌“二花不乖”、健康宠物零食
品牌“叁予肆”、个性化宠物主粮品牌“白泽有方”，以科学理念构筑个性化养宠美学，为
所有毛孩子和养宠主们打造一种有爱、有理想的生活。

Shanghai Jiji Baize Pe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20. It originated from the founder'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in pet raising concepts at home and abroad. As 
a senior pet owner who has raised pets for ten years, he is determined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pet raising environment. Gigi Baizawa, help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raised 
the concept of raising pets, and made more people realize that pets have long surpassed 
the meaning of "animals", but are equal lives with humans.
As a cutting-edge domestic pet brand, Jiji Baize owns the luxury pet product brand "Er 
Hua Bu Jia", the healthy pet snack brand "San Yu Si", and the personalized pet staple food 
brand "Bai Ze Youfang". Build a personalized pet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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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K21
江苏麦乐多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MILESTONE TECH,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宜北路 910 号
Tel / 电话：15201216149、15201216149
E-mail / 邮箱：15201216149@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milestone-pet.com/index.html

江苏麦乐多科技有限公司（Jiangsu MileStone Tech, Ltd）的前身——北京金多乐商贸有限公
司，是中国最早的电商零售商家之一。经过 15 年的发展壮大，麦乐多现已成长为业务涉及宠
物食品、用品、水饮等多个领域的大型跨国商贸企业。2015 年起，在原有 B2B、B2C 的业务
基础上，我们拓展了电商代运营、物流仓储、广告、国际贸易等围绕品牌服务展开的上下游
核心业务。为品牌提供一站式整合营销服务的同时，我们为亿万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
客户体验。

The predecessor of Jiangsu MileStone Tech, Ltd, Beijing Jinduole Trading Co., Ltd., is 
one of the earliest e-commerce retailers in China. After 15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growth, McLeod has grown into a large multinational business enterprise with business 
in pet food, supplies, water and other fields. Since 2015,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B2B 
and B2C businesses, we have expanded our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re businesses 
around brand services such as e-commerce agency operations, logistics and warehousing, 
advertising,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hile providing one-stop integrated marketing 
services for brands, we provid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onsumer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customer experience.

HALL 6 - 6K51
福建省宠爱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59595370
E-mail / 邮箱：ruby.yan@love-around.com

Love Around 爱立方 ® 宠物食品是中国首款主食级“冻干生骨肉”的缔造者，也是业内少有
的自建婴儿奶粉级工厂的品牌。全国宠物冻干品牌力前三！
以”产品品质、品牌口碑、用户价值“为发展核心，以”专注做冻干，所以更专业“作为品牌口号，
爱立方在 2018 年、2020 年连续荣获新国货“年度创新主粮”美誉，2021 年获得亚宠年度国
潮大奖，深受广大消费者所信任和喜爱。
2019 年底，投产建立人类食品级冻干工厂，总体厂房面积 15000 ㎡，本厂也率先取得行业内
为数不多的主食冻干类目的饲料生产许可证，为稳定的品质和供应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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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L11
北京米修宠物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MIXIU PET SERVICE CO. LTD
Tel / 电话：13693560335
E-mail / 邮箱：568835083@qq.com

COSSACCO 是米修宠物旗下的高品质宠物品牌。我们通过对宠物饮食天性、原始行为爱好、
人与宠物和谐相处模式等各方面的细微观察和用心思索，使品牌在最纯粹的“主宠”情感中
诞生，并通过生态健康的宠物食品、安全趣味的宠物用品玩具、专业有爱的养宠知识不断延
伸品牌价值。COSSACCO，取 accompany 的陪伴之情、cosset 的宠爱之心，最终凝聚成品牌
的核心“希望你能宠爱并陪伴它过完它的一生”。也正是因为卡思可始终深信“每个宠物都
不是过客，而是坠落于你生命中的小天使”，让它们更满足更幸福才是最重要的事。

HALL 6 - 6L21
聊城凯滋特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牡丹江路 8 号
Tel / 电话：18663504530、13370965736
E-mail / 邮箱：xiaoweidong@gambolpet.com

欧力优生机冻干粮 秉持航太冻干技术与生机营养理念，设计出符合宠物本性的生机营养食谱
 严选无污染生鲜食材 ；不添加任何人工添加物 ；FDA 认可的航太冻干工艺 ；生机营养完全
保留技术  
四大生机营养理念调制而成，让食物充分发挥营养力，自然滋养犬猫的健康。
我们坚信：『A good diet conduces to good health 』 ，好的健康来自于好的食物，
欧力优将秉持生鲜与生机营养的理念，致力于犬猫最安心的生机冻干食

HALL 6 - 6L51
沈阳昵趣实业有限公司
NATRUSE
Tel / 电话：15010022272
E-mail / 邮箱：hanxiaoyuan@natruse.com
Website / 网站：www.natruse.com

沈阳昵趣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自有工厂 23333平米，是一家集产品设计、自主研发、
生产和营销为一体的宠物食品制造商。主营产品：烘焙粮、膨化粮、全价湿粮、宠物零食、罐头、
洁齿骨。昵趣”品牌 2016 年被评选为宠物行业用户最喜爱的优秀品牌。英文“Natruse®”
品牌产品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经销网络。现有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 4 项，生产设计专利 1 项，R 商标 18 项，TM 商标 15 项。已通过 ISO22000 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被中国海关（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列入首批宠物食品“三同”企
业名单。

HALL 6 - 6M01
鑫岸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86525357
E-mail / 邮箱：ryanchuang@asup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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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溯，坚持“人宠共食”的食材标准和营养 成分，从全球搜罗优质宠物食材，专注为所 有宠
物提供更加健康的“鲜食冻干粮”。让所有宠物都能得到安全、健康、营养的食物和精心、
细致的照顾，立志成为 100 万宠物主的好朋友 !

HALL 6 - 6M11
华美达（福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250335066、-18250335066
E-mail / 邮箱：744737058@qq.com

华美达（福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坐落在福州千年古县。素称“八闽首邑”的闽侯县铁岭工业区，
是一家集宠物食品、零食研发、生产、销售、贸易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下属 2 个产品研发部，
美国德克萨斯州宠物医院产品研发试验中心及华美达宠物食品营养研发中心。公司现有博士
3 人，硕士 5 人，及其他专业团队员工等 100 多人。
公司严格按照美国 AAFCO 和 NRC 的配方和质量标准，遵循新鲜、自然、健康理念，为爱宠
设计全价营养均衡的食品配方。秉承：“习惯每天都有你”人宠和谐的生活态度，打磨每一
粒精品粮。

HALL 6 - 6M21
郑州立蓓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ZHENGZHOU LIBEI BIOENGINEERING CO. , LTD.
Add /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 129 号 6 层 609 号
Tel / 电话：0371-65579726
E-mail / 邮箱：121742717@qq.com
Website / 网站：www,lbpet.com

郑州立蓓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宠物食品及营养保健的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宠物
粮生产线和宠物保健品自动化生产线。是国内首家昆虫蛋白应用宠物食品研究的公司，公司
乐施昆虫蛋白粮独家专利产品，采用黄粉虫为主要蛋白源，利用昆虫蛋白特有的功能性，让
爱宠在毛发、肠道及免疫力提升方面得到了市场的很好印证。“健康、宠物、生活”一直以
来都被作为立蓓人的企业理念。

HALL 6 - 6M51
湖南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63697626、4008552616
E-mail / 邮箱：243862584@qq.com

湖南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高新技术产业园，是集宠物食品研发、
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企业，已为世界 200 多个品牌提供产品技术创新和生产服务
支持。
公司自有 200 亩厂区，设有六大车间，在宠物食品制造领域，产品研发能力和智能制造化程
度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合计年产能 40000 吨，现已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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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N01
优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辛兴镇工业园路 67 号
Tel / 电话：15563602161
E-mail / 邮箱：349485211@qq.com

青岛优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宠物食品品牌运营商，旗下有“一只喜欢”“喵乐
滋”“汪乐滋”“冻感鲜生”等品牌，我们拥有自主工厂及研发，产品涵盖犬用、猫用两大类别，
涉及宠物零食、湿粮、干粮等全线产品。我们致力于为中国宠物食品消费者打造安全、健康、
放心的宠物食品，提倡科学喂养、人宠和谐的养宠观。创新引领未来，我们必将不断开拓进取，
为中国宠物食品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HALL 6 - 6N11
波蛋（广东）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15601561、4001663639
E-mail / 邮箱：53484203@qq.com

Portance 波蛋品牌创立于 2020 年，是国内唯一家专注于本土室内宠物健康的品牌。我们根
据中国室内宠物的生活环境，基于室内宠物自身代谢的特点，以尊重生命的理念设计深耕产品，
把提供给爱宠稳定安全的食品作为目标，努力去实现国人对本土宠物品牌的自信。

HALL 6 - 6N21
森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66598881、0580-8082181
E-mail / 邮箱：jiaronglin321@163.com

以宠为本，力求创新。目前森森集团旗下拥有宠物系列品牌有：佳璐宠物、卷尾巴、特斯缇娜、
星际喵、森森宠物等，多品牌矩阵也满足了不同市场、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我们注重创新与研发，
坚持把安全、健康、有效的产品带给“爱宠一族”，旨在为中国千万个家庭创造优质的养宠生活。
未来，森森集团将携手更多高品质的品牌，服务广大消费者，共创美好未来！

Pet-oriented, strive for innovation. At present, Sunsun Group owns a series of pet brands: 
Jialu Pet, Curly Tail, , Tasty Nutrition,Star Meow, Sensen Pet, etc. The multi-brand matrix 
also meets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different markets and people. We pay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and R&D, insist on bringing safe, healthy and effective products to "pet lovers", 
aiming at creating a high-quality pet-raising life for millions of familie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Sunsun Group will join hands with more high-quality brands to serve 
consumers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HALL 6 - 6N51
宠尚（浙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PETON
Tel / 电话：13179778616、18120195850
E-mail / 邮箱：andy@peto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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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on 是创立于香港的小众新国潮宠物品牌，Peton 这个名字来源于法语，有小脚丫、小东西
的意思，我们保持着好奇心来探索宠物食品，我们关心原料从哪儿来？如何被加工？使用者
是谁？自有工厂，工厂拥有 FSSC22000 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通过了 FDA 及欧盟注
册备案。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团队伙伴中有来自香港的宠物品牌主理人、多年宠物行业经
验的渠道总监、持牌营养师及兽医等。目前产品涵盖宠物骨汤（液态及冻干）、天然膳食粉、
冻干、蒸煮、风干等五个品类共 31 个 SKU，品牌坚持 “源於自然，歸於自然”的理念，坚
持源于自然的食材，归于宠物自然的天性，精选人食用级别可溯源食材，为毛孩子们打造安
全放心的良心产品

HALL 6 - 6N71
临沂华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53955165、13053955165
E-mail / 邮箱：389796064@qq.com

“bocdke”“布克”品牌隶属临沂华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产品从生产到上市用了极短的时
间便受到广大客户青睐，成为受欢迎度极高极快的新品牌，新力量！临沂华众宠物是一家专
业生产宠物食品的公司，集合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公司严格按照天然健康，新鲜原料，
营养均衡为基准打造高品质宠物零食。
“精益求精 不凡品质”为精神，立足发展宠物健康产业，以最高热情和更专业的技术与您一
起共同打造宠物们高品质生活。我司欢迎线上线下经销商，代理商，网络销售商来司洽谈业务；
同时我司还承接 OEM 代工业务，欢迎各位同仁来函来电共谋发展。

HALL 6 - 6P01
山东派克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PAIKE PET FOOD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城北经济开发区 687 号
No. 687, Chengbe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Yishui County, 
Liny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39-2314909
E-mail / 邮箱：30785922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pkpetfood.com

山东派克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烘焙粮生产企业，公司集产品生产、产品研发设计、
包装设计、销售规划为一体的现代智能化生产企业。
公司承接国内外烘焙粮 OEM/DOM 代工，烘焙粮研发定制；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生产设备，
精湛的制造技术，优秀的专业人才，严密的质量体系，经得住市场考验，为您提供最优质的
产品与服务。

Shandong Parker Pet Food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baking grain production enterprise. It 
is a moder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roduct production, product R & 
D design, packaging design and sales planning.
The company undertakes OEM / DOM OEM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baked grain, R & D and 
customization of baked g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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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P11
青岛欧乐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OLE PET FOOD CO., LTD
Add /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铁山工业园东岳西路 2158 号
Tel / 电话：13455205892
E-mail / 邮箱：sxq@olepetfood.com
Website / 网站：www.olepetfood.com

青岛欧乐宠物食品致力于成为全球专业的宠物食品制造商为目标，全力打造上、中、下全产
业链覆盖的产业布局形态。
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HACCP 食
品安全体系认证、BRC 全球标准食品安全认证、美国 FDA 注册、IFS 国际食品标准认证、欧
盟宠物食品官方注册。业务主要分布在美国、德国，波兰、丹麦、挪威、日本、韩国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
公司始终坚持“全球视野，持续创新”的理念，潜心打造“营养、安全”的高品质宠物食品。

HALL 6 - 6P21
漳州萌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50005391
E-mail / 邮箱：136539099@qq.com

萌冠宠食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罐头、主食湿粮、蒸煮类零食的源头工厂。致力于为品牌客户
提供优质、靠谱的代工服务，希望能给宠物们提供更多人食标准的原料和产品，与品牌方等
合作伙伴一起打造高品质、多样性、富有竞争力的产品线。工厂位于福建漳州，是全球最大
的罐头产业城市，富有“中国罐头之都”的美誉，产业配套完善，原料供应便捷，集群效应
明显。萌冠拥有着 30 多年人食罐头生产经验的工厂团队，品控严格、品质过硬，工厂生产的
人食罐头产品出口 130 多个国家，产品品质符合出口欧美国家的卫生标准，是福建省政府评
定的龙头企业、漳州市纳税大户。

HALL 6 - 6P51
零点宠物食品（天津）有限公司
ZEROO PET FOOD(TIANJIN)CO.,LTD
Tel / 电话：15811159097
E-mail / 邮箱：445634846@qq.com

零点宠物食品（天津）有限公司的消费者业务产品为主粮类宠物食品，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
精准运营能力，致力于将高性价比的优质宠物食品带给消费者，让宠物享受到生物科技的进
步及新鲜优质食材带来的美味。公司专注于宠物食品生物科技领域，坚持“稳健经营，持续创新，
诚信为本，开放合作”的经营理念，为宠物的食品健康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The consumer business products of Zeroo Pet Food (Tianjin) Co., Ltd. are mainly food pet 
food. With its own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accurate operation ability, Zero Point Pet Food 
is committed to bringing high-quality pet food with high cost performance to consumers, 
so that pets can enjoy the delicious food brought by the progress of biotechnology and fresh 
high-quality food materials. The company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pet food biotechnology, 
adhere to the "steady operation,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tegrity-based, open cooperation" 
business philosophy, to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 for pet foo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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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P71
邢台启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12906521
E-mail / 邮箱：466931836@qq.com

邢台启醇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集宠物冻干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一体的专业冻干生产厂家，
可承接代工、批发、零售、定制等各类冻干食品业务。

HALL 6 - 6Q01
天津壹米宠物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TIANJIN YIMI PET FOOD SALES CO., LTD
Tel / 电话：18846321092
E-mail / 邮箱：445634846@qq.com

天津壹米宠物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坐落于海滨之城市—天津市，是在集团公司倡导产销分离背
景下成立的专业从事销售工作的公司，公司旗下“导弹鬼”品牌服务于格力犬渠道，专为格
力犬速度爆发提供产品解决方案。现推出 13 款主粮产品及 15 款冻干产品，天津壹米宠物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用优质的产品，专业的服务为您的爱宠带来健康日常饮食方案。

Tianjin Yimi pet food sales Co., Ltd. is located in the coastal city of Tianjin. It is a 
professional sales company establish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oup company 
advocating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he company's "TRICKY" brand 
serves the Greyhound channel and provides product solution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reyhound. Tianjin Yimi pet food sales Co., Ltd. offers 13 kinds of staple food products and 
15 kinds of freeze-dried product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bring your pet a healthy daily diet.

HALL 6 - 6Q51
宁波海曙凯邦饲料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777933356
E-mail / 邮箱：27901273@qq.com

本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及销售宠物食品（用品）的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优质原材料，自主研发并潜心出品了“班顿”系列宠物食品。公司专注于宠物食品安全，
为广大用户提供“安全、营养、高性价比”的宠物食品。

HALL 6 - 6R01
陕西中和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JOYHOL
Add /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世纪大道东段 333 号
No. 333, east section of Shiji Avenue, Xixian new area, Shaanxi 
Province
Tel / 电话：13488335333、029-33774733
E-mail / 邮箱：92448996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joyh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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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和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宠物食品、专业羊乳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管
理为一体的专业机构。拥有一支理论实践 丰富的研发生产、营销管理团队。规范的产品生产、
严格的质量控制、优良的销售服务，强化区域营销，拓展市场，提高市场口碑，以“客户至上，
质量第一”的服务宗旨，为客户提供一流的品质、优质的服务，赢得经销商和消费者的信赖！
并汇集一批动物营养、畜牧兽医、生物工程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与中国农科院、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等国内知名院校长期合作，聘用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内含
硒微量元素添加剂应用第一人韩永健教授，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动物工程学院、饲料与动物专
业带头人周庆安教授为专业顾问。

Shaanxi Zhonghe Pet Food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integrating pet food, 
professional goat milk produc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bran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t has a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team with rich theory and practice. Standardized product production, strict quality control, 
excellent sales service, strengthen regional marketing, expand the market, improve 
market reputation, and provide customers with first-class quality and high-quality services 
with the service tenet of "customer first, quality first", so as to win the trust of dealers and 
consumers!

HALL 6 - 6R06
青岛鸿大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69830306、13606398900
E-mail / 邮箱：13606398900@139.com

青岛鸿大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注册地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孙
家下庄，法定代表人为李月祺。经营范围包括宠物用品、宠物食品、宠物保健品领域内的生产、
加工、销售。

HALL 6 - 6R31
广州市晟诺商贸有限公司
SUNON PET
Add /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1 号锦绣联合商务大厦 2312 室
Tel / 电话：020-87308021
E-mail / 邮箱：cui.jw@sunonpet.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sunonpet.com/

我们是一家以品牌为导向的综合性宠物用品公司，以高端宠物食品与用品为核心业务，主要
经销纯皓、格伦仕宝、艾瑞蔻及爱它等全球知名品牌。公司总部设在广州，我们坚持为中国
宠物提供世界顶级品牌或者拥有世界顶级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使它们的生活更健康更快乐！

HALL 6 - 6R37
纽贝恩（江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EWBEN(JIANGSU)BIO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8912256516
E-mail / 邮箱：1147249347@qq.com

公司位于 -- 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 - 国家级开发区南通海安，拥有年产 5 万吨全自动宠物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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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生产线，固态、半固态预混合饲料生产线。主营宠物主粮、零食及宠物营养品全系宠物
食品代加工。纽贝恩是以“兢兢业业搞研发，踏踏实实做产品”为核心理念的技术型科技公司，
公司与南京农大李群教授研发团队联合创办研发中心，建立博士科研工作站保障新品研发和
质量后盾， 坚持以“科技、创新、厚德、共赢”作为经营方针。
纽贝恩始终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凭借精选的原料食材，科学的营养配方，标准的生产流程，
严格的品质管控，专业的销售团队、完善的售后服务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与针对性技术服务。

HALL 6 - 6R51
大连惠尔森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开发区金屏街 78-1 号
Tel / 电话：0411-82739076\87238583
E-mail / 邮箱：victorqin@naturalseafoodsusa.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hillsenbio.com

大连惠尔森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尔森）专注于以深海鱼为原料的宠物营养食
品研发。我们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注册资本 2800 万元，总部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渔
业加工园区，总占地面积 30,000平方米。2021年我们按照 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生产标准再次投资建设了 2 座 3,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宠物湿粮生产车间。

Dalian Hillsen Marine Biotech Inc. is an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et food nutrition products with the raw material of salmon from deep 
sea. Our enterprise is established on the December of 2017 with registered capital of 28 
million RMB. Our headquarter is located in the fishery processing park of Dali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covering 30,000 square meters of coastal land. In 
2021, we invested aga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modern pet food production plants, with 
structure area of 3,000 square meter,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GMP drug 
production standards.

HALL 6 - 6R56
上海郝哧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3100901、16621674357
E-mail / 邮箱：xinyu.lee@hitree.com

HALL 6 - 6R81
上海趣阿皮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66664702
E-mail / 邮箱：390907575@qq.com

上海趣阿皮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700 万，员工国内外 80 余人，是一家从事宠物粮食 
宠物零食 ，宠物营养品，宠物药品 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公司。旗下品牌有，有趣的阿皮
系列，汤姆医生系列，咔咔莎系列。在英国伦敦成立汤姆医生动物营养技术有限公司，多年
来吸取全世界宠物行业领先技术和生产工艺为基础，不断创新研发，无论从先进的技术，均
衡的营养，宠物喜爱程度，到外包装的设计，我们产品不断引进潮流升级加新 ，并仍在研发
更高端，对宠物更有利的产品。无论是有趣的阿皮系列还是汤姆医生系列，一经在国内上市，
深受广大养宠人的信赖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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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R86
山东贝斯蒂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 205 国道（甄家段）
Tel / 电话：18654761123
E-mail / 邮箱：343499373@qq.com

山东贝斯蒂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
合性宠物食品企业，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湾南部，黄河三角洲腹地，2019 年被评为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公司现有真空冷冻干燥生产线 10 条
（2000m2），配备的冷冻 . 冷藏 . 切割 . 分体包装车间 10000m2。公司发展至今凭借良好的
产品品质以及专业的服务团队，产品先后通过，"ISO22000" 质量体系认证，"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SGS”认证等多项国内外权威机构认证。始终本着质量 . 服务 . 责任为理念，
不断推出一系列冻干产品。让爱宠人更科学，更简单地养宠。共同携手，创造未来

HALL 6 - 6R91
漳州中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05088206、4009186066
E-mail / 邮箱：info@sinocans.com

公司创始团队专业生产罐头 26 年，出口至 136 个国家的国际食品专家 团队，荣获中国宠物
行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占地面积60000㎡ ，生 产人员500余人，公司拥有先进的灌装生产线，
原料全程冷链储运， 产品出口至南美洲、东南亚、日本、南非、中东等国家

The founding team of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anned food for 26 
years, exported to 136 count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od expert team, won the Chinese 
pet Industry Alliance vice president unit. Covering an area of 60000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500 production staff, the company has advanced filling production 
line, the whole process of cold chain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raw materials, products 
exported to Sou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Japan, Sou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 
countries

HALL 6 - 6R97
烟台金润达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280905336
E-mail / 邮箱：787552944@qq.com

烟台金润达动物营养有限公司（烟台兄弟油脂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1 年，二十多年来公司
立足宠物营养产业、注重稳健发展，是专门从事动物油脂及动物蛋白饲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的大型动物源性饲料生产企业。
公司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海阳市，南邻海阳北高铁站，东临 204 国道，西邻中国苹果
之都 - 栖霞市，厂区占地 60 余亩，主要生产肉粉、肝粉、肉松、肉骨粉、宠物及饲料用油脂
四大类 15 个品种，年产能 4 万吨。主要面向宠物食品客户群体。公司已在研发、采购、生产、
质量、服务、销售等各环节形成了专业的的团队和完善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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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S01
焙极鲜烘焙粮
BAKING FRESH PET FOOD
Add /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钱鑫路
Tel / 电话：13320238662
E-mail / 邮箱：5019600@qq.com

焙极鲜 Baking Fresh 拥有国内专业研发中心，甄选优质新鲜食材，全程冷链保鲜运输储藏，
生产过程采用独有的“营养锁鲜技术”，保留食材本身营养，给爱宠尊贵的美食享受！
焙极鲜 Baking Fresh 烘焙粮的代表品牌，多年投入在犬猫营养研发，主要方向有犬猫生活习
惯、病例照护、饮食健康、吸收代谢、体态优化等，公司自建烘焙粮生产工厂，智能化生产
线打造国内最优质的烘焙犬猫粮。目前合作实验室为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以全方位的技术创新和服务让人们及爱宠伴侣享受健康美好生活的品牌。

HALL 6 - 6S07
深圳冻干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FREEZE DRIED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8911582034
E-mail / 邮箱：jiandanpet@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 www.jiandanpet.com

深圳冻干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主营国际品牌 "简简单单 " 和 “草本灵粹” “猫言狗语” “自然价值” 
“五星鲜食”系列宠物食品。专门针对全球宠物设计，采用高端科学技术，与现代西方权威
养宠科学体系相结合。旨在给予宠物最科学有效的安全健康护理，帮助全球养宠家庭了解宠物，
关爱宠物，与宠物一起缔造优质幸福和谐生活。

Shenzhen freeze-dried Pet Products Co., Ltd.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international brand 
"simple" and "herbal essence", "cat and dog language", "natural value" and "five-star 
fresh food" series of pet food. Specially designed for global pets, it adopts high-e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mbines with the modern western authoritative pet raising scientific 
system. It aims to give pets the most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afety and health care, help 
global pet families understand pets, care for pets, and create a high-quality, happy and 
harmonious life with pets.

HALL 6 - 6S21
广东佩依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PEITEE FOOD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金鸿公路西侧
Tel / 电话：18165940279、13825820015
E-mail / 邮箱：554727335@qq.com

广东佩依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于 2019 年新成立的现代化高科技食品企业，占地面积 20000
㎡，建筑面积超 30000 ㎡，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冻干生产线和专业研发团队，致力于宠物健
康饮食、研发、生产及销售，主推研发宠物冻干食品，宠物主食冻干生骨肉，公司产业链优
势明显，位于广东汕头，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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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6 - 6S26
山东德海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DEHAI PET FOOD CO. LTD
Tel / 电话：13561172011、13561172011
E-mail / 邮箱：821188152@qq.com

山东德海专注于宠物猫狗粮的研发与生产，承接 OEM/ODM 宠粮贴牌代工，以匠人之心专注
于宠物猫狗的进食体验，设计研发健康营养的健康宠粮是我们服务的宗旨，我们用打动人心
的产品和服务陪伴您！我们承诺
一次合作，永久服务
只要是我们合作的客户，无论任何时候、有任何与养猫狗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们，
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地为您服务和答疑，确保您满意 !

Shandong Dehai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et cat 
and dog food, undertake OEM/ODM pet food OEM OEM, focus on the eating experience 
of pet cat and dog with the heart of a crafter,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y and 
nutritious healthy pet food is our service purpose, we use touch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accompany you! We are committed to Once cooperation, forever service As long as we 
cooperate with customers, no matter at any time, have any problems related to keeping 
cats and dogs, you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we will do our best to serve you and answer 
questions, to ensure your satisfaction!

HALL 6 - 6S51
山东鼎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4-4514888
E-mail / 邮箱：dingwangshengwu@jj-group.net

宠拌自成立以来，专心于宠物的天然适口性研究。在保证原材料单一，结构简单，天然，不
添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的情况下，精心研究出这款拌饭类零食。
针对于宠物挑食，换食不适应，换季不吃饭等情况，宠拌对鲜肉进行脱水加工，为宠物提供
更好的食用体验，也为广大宠物家长解决宠物挑食的问题。

HALL 6 - 6S57
宜兴市大陆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ONTINENT PET CO.LTD
Tel / 电话：15961562163、15961562163
E-mail / 邮箱：yxdlcw@continentpet.com

Breeders 繁育者——是宠物行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群人，他们热爱宠物、并以繁育宠物为毕生
事业。他们励志繁育出完美、健康的 top show cat，此过程中，他们不断发现探究、比对总
结出属于自己的独家繁育秘密。
2019 年，我们公司集结世界级的繁育者团队，联合中日韩三国教授级宠物营养大师，研发出
具有科学性、专业性、功效性、针对性的产品，让繁育者的秘密不再神秘，给千万养猫人士
带来福音，为您的爱猫带来更加贴心、专业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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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A01
健合（中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0-38189809
E-mail / 邮箱：max.peng@hh.global

Solid Gold® 素力高始创于 1974 年，以肠道健康为核心的进口宠物营养品牌。我们坚持打造
天然、营养均衡的宠物食品，提出了“喂养就该如此轻松”的品牌理念，将价值主张延伸至
宠物身心健康和宠物主家庭的快乐，致力于实现让每个宠物更健康，让每个养宠家庭更快乐
的品牌愿景，向着成为宠物行业健康营养的领导品牌，让快乐养宠变得更轻松的目标不断迈进。

HALL 8 - 8A21
天津雀巢普瑞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10-84347644、010-84347644
E-mail / 邮箱：michael.liu@cn.nestle.com

普瑞纳宠物食品公司创立于 1894 年，作为全球宠物食品行业先驱和宠物护理领导者之一，普
瑞纳开创了 128 年的行业历史，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动物营养学研究并建立研发中心
的公司。冠能 ® 为全球宠物食品行业领导者普瑞纳 ® 旗下旗舰品牌，始终坚信科学的营养，
是保障宠物健康的基础。因此，冠能 ® 根据宠物不同体型、不同生命阶段、不同身体状态，
提供具备科学实证的营养组合方案。

HALL 8 - 8A51
福益（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18341428
E-mail / 邮箱：392117822@qq.com

福益（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是福贝公司旗下负责“自有品牌运营”
的营销公司，致力于为爱宠提供高品质、安全、专业、健康的宠物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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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A51
上海福贝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FUBEI(SHANGHAI)CO.,LTD .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中强路 925 号
No.925, Zhongqiang Road, Maogang Tow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4006005266
E-mail / 邮箱：235556064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fbpet.com

福贝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全球一流的专业宠物食品生产服务提供商，是宠物食品行业的高
新技术企业，获得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专利示范企业、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拥有总占
地面积超过一百五十亩的三大生产基地，福贝旗下的 4.0 福智工厂拥有世界先进的智能制造
设备，建立产品标准化追溯系统。我们拥有国际一流的专业宠物食品生产线，也是业内首批
获得欧盟 TRACE 注册认证的企业。公司重视研发投入，以安全、稳定的专业技术服务全球众
多知名品牌，且连续多年国内宠物食品出口销量领先，并荣获中国出口企业“中国质量诚信”
单位荣誉。

Fubei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of 2005, is the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pet food production 
and service supplier. We are high-tech enterprise of pet food industry. We established 
Academician Expert Workstation and have 3 large production bases totally covering more 
than 150 acres. FUBEI’s another factory, the 4.0 FUZHI factory has the world's advance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and established a product standardization traceability 
system. We have world leading professional pet food production lines, and we are also one 
of the first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to obtain the EU TRAC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ion. The 
compan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nvestment on R&D, supporting us to serve many well-
known brands around the world with safe and stable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HALL 8 - 8A81
源味九分
Tel / 电话：18553501236、18553501236
E-mail / 邮箱：chuxiaohanchu@163.com

源味九分品牌隶属于北京爱宠族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系一直专注于宠物营养与健康的宠物食
品高新技术企业，并以全新的养宠理念、养宠模式重新定义草本宠粮和宠物食品，依据犬猫
不同的生长习惯，辅以新鲜的食材原料、定制化多样性的食品配方，为爱宠提供更适宜的健
康食品解决方案，目前产品已涵盖主粮干粮、湿粮、冻干主食、零食、营养补充剂等全系产品。
2020 年，源味九分品牌发力宠物食品赛道，借力总公司丰富的动物大数据，对动物营养学进
行深入探究，将草本调理经验成功应用于宠物行业产品，为宠物打造专业营养轻膳食品配方，
并倡导“轻养生”的都市养宠新理念。

HALL 8 - 8C21
上海依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1-64283919、021-64283919
E-mail / 邮箱：liupixi@enovapet.com

秉承“让养宠生活更美好”的企业信仰，10 多年来，依蕴潜心研究中国宠物市场，汇聚前沿
营养科研力量，致力于高端宠食研发、创新。旗下伯纳天纯、味臻纯、维斯康等品牌不断满
足爱宠消费升级需求，深受养宠家庭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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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C51
WANPY 顽皮
Tel / 电话：0535-6722865、0535-6727296
E-mail / 邮箱：jiangy@wanpy.com.cn

wanpy 顽皮是中宠股份旗下宠物食品核心自主品牌，创立于 1998 年，2013 年荣膺“中国驰
名商标”，成为中国宠物行业首个获此殊荣的品牌。产品系列包含宠物：干粮、湿粮、零食、
饼干、洁齿骨等品类。产品已销往全球五大洲、50 多个国家，在国内覆盖全部省级行政区域，
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
wanpy 顽皮母公司中宠股份 2017 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成为中国宠物行业主板第一股。
中宠股份在全球拥有 18间现代化高端宠物食品生产基地，先后通过全球 16项国际权威认证，
获国家专利 150 余项。

HALL 8 - 8C81
安徽喵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05657081
E-mail / 邮箱：602939783@qq.com

中科健康生物产业研究院强势入股，科技成果的转化，眼营养素燕窝酸只为宠物健康，开启
宠物营养新食代

HALL 8 - 8D01
杭州帕特诺尔宠物有限公司
杭州帕特诺尔
Tel / 电话：15770820327
E-mail / 邮箱：1603788468@qq.com

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帕特始终深耕国内高端宠物食品市场，在宠物冻干、主粮、零食等多领
域不断革新升级。围绕贴近犬猫原生态饮食习惯而研发的生骨肉配方，更成为帕特给予人类
亲密伙伴的温柔守护之力。

HALL 8 - 8D21
艾澌克（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998-2096
E-mail / 邮箱：liu.dn@iscopet.net

艾澌克宠物食品集团，自 1990 年于台湾成立以来，先后在菲律宾、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设
立分部，成为各地区的指标企业，累积二十多年丰富的宠物市场服务经验
集团代理麦德氏宠物营养品；纽顿、耐吉斯进口天然粮；多美洁专业天然宠物护理品牌等；
受到中国宠物行业各界的广泛认可，赢得了众多消费者信赖和不断回购。
除了不断引进全球最新宠物营养概念，更拥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专业销售团队，以及兽医师团队，
并由具备国际和本土运作经验的营销团队带领，协助全国各地经销商更有利地推广产品
艾澌克集团将致力于提供各级经销商、动物医院、宠物店家更专业、及时、具有竞争力的服
务和坚定有力的营销支持，携手发展，共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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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D51
山东麦富迪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牡丹江路 8 号
Tel / 电话：17862513354、17763508009
E-mail / 邮箱：jinxiaonan@gambol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myfoodiepet.com

麦富迪，Myfoodie，乖宝集团旗下自主品牌，主要经营宠物食品，宠物用品等，产品品类涉
及主粮、湿粮、零食、咬胶等系列。麦富迪以创新技术为基础，提供符合年轻养宠者喜好的
新一代宠物食品品牌，树立了年轻创新有活力的品牌形象，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处于领导地位，
并逐渐在行业内树立起行业标杆。
麦富迪设立全球研发中心，与英国宠物食品专家 David 合作进行犬猫宠物食品的开发。
麦富迪凭借宠物食品业务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我们的品牌具有独特的价值主张，即「有
猫有狗就有麦富迪」。

HALL 8 - 8D81
青岛百健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61926921、053285011177
E-mail / 邮箱：1065297997@qq.com

百健唯珍实验室的中法科研人员在 Nicholas 博士带领下专注宠物健康 26 年。对大中华区的
宠物健康现状进行调研，针对国内宠物特有的 27 种健康问题，定制爱宠的专属营养。推出
“laphilanth 翡冷翠 , Biogen-Vigen,Talisman”三大宠物食品品牌，其中翡冷翠生命防护 /
元能觉醒 / 唤醒系列，百健唯珍的焕活系列，法宝的胜地珍馐系列宠物主粮为宠物主人提供
可靠健康问题解决方案。

HALL 8 - 8E21
上海汤士美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OMSMECA
Tel / 电话：4001139137、4001-139-137
E-mail / 邮箱：674282858@qq.com

上海汤士美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总公司成立于中国上海 , 拥有近三十年集人类食品海鲜及肉
类蔬果进出口贸易及人类快销食品研发实验室经验 ; 二十多年来 , 与各大洲国家政府企业与人
类食品研究室保持长期合作 , 致力于人类快销食品及家庭宠物食品的研发及实验 , 用心提升人
与爱宠的高端生活品质 ,公司旗下拥有自主品牌 : TEB!汤恩贝 , MISTER美仕唐纳滋 , 猫宅一生 , 
Beethoven 贝多芬 , EMO 小饿魔 , MODKO 小末等多品牌亚太区代理权及所有权 , 涉及宠物食
品及用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渠道为一体 , 也在同领域发展宠物服务类目的拓展及研究。

Shanghai tomsmeca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China, 
has nearly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human food seafood, meat, vegetables and fruit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human fast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borator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company has maintained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human food laboratory of various continent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 of human fast selling food and family pet 
food, to improve the high-end life quality of people and pets, the company has its own 
brand: TEB! Tang Enbei, MISTER Meisdonzi, Cat Home life, Beethoven, EMO, MODKO and 
other brands in Asia Pacific agency and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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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E51
山东宠速达通路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01356171、010-53604668
E-mail / 邮箱：songliyuan@petdeliver.cn

山东宠速达通路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平台互联化，数字生态化，品质服务化为一 
体，依托强大宠物行业供应链及渠道优势，通过智能化平台管理，实现业务和数据互联的通
路公司。
公司拥有旗下全资子公司“德勒兹宠物食品（北京）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合资公司一家。
公司主创团队全部来自宠物食品知名国际品牌公司，平均服务超过 15 年，拥有丰富的品类洞
察及运营经验。

HALL 8 - 8E81
宋溪湖 ( 浙江 )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1 28207658
E-mail / 邮箱：734291491@qq.com

宋潮御宠是宋溪湖（浙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旗下主打国潮风品牌，总部位于宋韵文化的核
心区域杭州。宋潮御宠以宋韵文化为载体，承袭宋代古人聘猫精神，融合宋人浑然天成、自
然朴素的美学思想，致力于宠物食品、宠物用品、文创衍生品的垂类开发、设计、生产、销售。
宋潮御宠，做自己的国人品牌，做给宠物婴儿般呵护的品牌，做有文化的国潮“宠”粮！

HALL 8 - 8F21
爱跃咪萌徐州科技有限公司
MORNING PAWS XUZHOU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 5 号院 506 创新园 3 号楼 3-B
Room 3-B, Building No.3, 506 Innovation Center, 5 Jiangtai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Tel / 电话：010-84817660
E-mail / 邮箱：changrui@newhope.cn

猫宁宠控，是以打造消费品品牌矩阵为核心，赋能工厂、渠道及服务 ( 在线医疗 ) 端资源的宠
物全产业链公司。• 依托于新希望集团海内外顶级宠物食品原材料的深厚积淀，通过产业并
购、财务投资、自有孵化等模式，猫宁宠控在宠物行业深度布局三大矩阵：消费类品牌矩阵、
全渠道零售矩阵及医疗信息服务矩阵，逐步打造端到端的供应链中台体系、供应链金融体系、
以及以数字化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体系。• 致力于构建宠物行业生态圈，引领产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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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G01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28324960、400-0368163
E-mail / 邮箱：chenhui06@corp.netease.com

网易严选宠物于 2017 年正式上线，致力于打造“让国人放心选的国民宠物品牌”，针对主粮、
零食、清洁用品等细分类目进行深耕、拓展，以满足严选用户不断增长的产品需求。 
5 年时间里，严选宠物已打造出多款行业爆品，成为国产猫粮第一品牌。严选宠物抱着对宠
物行业的敬畏之心和一贯的严谨态度，更多地去钻研、倾听宠物主的心声，以期开发的每款
产品都能切实解决用户的痛点，最终希望我们的宠物主可以买得更好、买得更放心。 我们认为，
世界上每一个毛孩子，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HALL 8 - 8G21
宠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82528189、0755-82528189
E-mail / 邮箱：fanmx@petholding.com

海洋之星开创了只以深海鱼肉为原材料的高端全鱼配方宠物食品 , 成为中国市场全鱼配方细
分领域的先驱者，并由全鱼配方延展至多肉源多品类。
海洋之星连续多年在中国市场高端主粮销量排名第一，打造 S 系列和 F 系列三文鱼配方成犬
粮等一批畅销十年的经典产品。
海洋之星紧跟宠物食品行业多元化发展新趋势，着重宠物食品安全问题，充分发挥自有高端
宠物食品研发与生产基地优势，以严苛的标准落实原材料选购到生产成品的每一环节，不断
强化质量检测机制，让宠物主选择海洋之星更安心。

HALL 8 - 8G51
慕乐
Tel / 电话：13889194051、13555771179
E-mail / 邮箱：5773680@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mu-space.com/

慕乐品牌成立于 2014 年，慕乐创业初始至今，致力于用互联网思维来改变宠物行业现状，成
立以来一直为爱犬爱猫者们提供品质优秀的宠物食品，深受广大宠物主人们的喜爱以及信赖，
并成为宠物用品大众品牌。多年来不断努力，并利用互联网思维，洞察用户心理，成功推出
无谷猫粮、无谷犬粮、各类罐头、等明星爆款产品。

HALL 8 - 8G81
北京可亚鑫德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10589225、18910589225
E-mail / 邮箱：2700589227@qq.com

北京可亚鑫德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0月，位于北京丰台区是集宠物营养类食品研究、
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宠物食品公司。
2013 年公司在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皇家天然宠物食品有限公司，自有专业研发团队，历时两
年的研发与不断完善，推出独有配方的金枪鱼罐头走出国门出口加拿大，从原料的筛选、生产、
品控、保存、运输到产品销售，真正做到全过程肉质新鲜可追溯，每一粒宠粮都能吃得放心
又美味。给爱宠的呵护，我们比家人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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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H21
陕西席域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ANXI XIYU PET NUTRITION CO., LTD.
Tel / 电话：029-84419897
E-mail / 邮箱：2270916011@qq.com

倍内菲是陕西席域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旗下的宠物食品品牌。继 2016 年上市后，经过多年发展，
目前已研发经典系列、倾纯系列、繁育系列、金标系列、新繁育系列、主厨系列 6 大系列，
共 36 款产品，完成 10000 家门店终端布局，服务超过上千万个宠物家庭。倍内菲相信纯真生
食的力量，专注宠物食品安全，采用天然无谷原料、科学营养配方，让宠物回归自然天性，
带来更和谐的人宠关系。

Benefits-countryside is a pet food brand owned by Shaanxi Xiyu Pet Nutrition Co., Ltd.
After being listed in 2016,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6 series, 
including classic series, pure series, breeding series, top quality series, new breeding 
series and Chef series, with a total of 36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completed the 
terminal layout of 10,000 stores and served more than tens of millions of pet families.
Benefits-countryside believes in the power of pure raw food, focuses on pet food safety, 
uses natural gluten-free raw materials, scientific nutrition formula, let pets return to their 
natural nature, and bring a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ts.

HALL 8 - 8H51
ADM 宠物业务
ADM PET SOLUTIONS CHINA
Tel / 电话：02258038833
E-mail / 邮箱：info.center@adm.com
Website / 网站：www.adm.com

ADM 解锁自然之力，丰富生活品质。我们是人类和动物营养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着眼于未
来，为当今需求提供解决方案。随着我们的科学家开发突破性的产品来支持更健康的生活，
我们不断在健康领域开辟新的道路。我们是一家领先的创新企业，引领着植物基消费者和取
代石油基产品的工业解决方案，迈向新未来。我们是无与伦比的农业供应链管理者和加工商，
通过将当地需求与 ADM 的全球运营能力相结合，确保食品安全。作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先
企业，我们在整个价值链中不断扩展，帮助行业降低碳排量，保护我们的星球。从想法的种
子到解决方案的结果，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势，解决当前和未来在营养及可持续性方面
的挑战。

ADM unlocks the power of nature to enrich the quality of life. We’re a premier global 
human and animal nutrition company, delivering solutions today with an eye to the future. 
We’re blazing new trail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as our scientists develop groundbreaking 
products to support healthier living. We’re a cutting-edge innovator leading the way to a 
new future of plant-based consumer and industrial solutions to replace petroleum-based 
products. We’re an unmatched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manager and processor, providing 
food security by connecting local needs with global capabilities. And we’re a leader in 
sustainability, scaling across entire value chains to help decarbonize our industry and 
safeguard our planet. From the seed of the idea to the outcome of th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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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J01
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1-89080725
E-mail / 邮箱：zongtang@toptrees.cn

Toptrees 是一家中宠旗下的一个高端宠物食品品牌。致力于打造革新性宠物粮，满足犬猫健
康成长的营养需求，产品涵盖犬用、猫用两大类别，涉及宠物主粮、湿粮、零食等，以“鲜
美食材、科学配方、尖端科技”为品牌核心理念，为爱宠带来高品质的“鲜美生活”。

HALL 8 - 8J21
深圳市利都发展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28344158、13628344158
E-mail / 邮箱：yanmj@rp-pet.cn

深圳市利都发展有限公司集生产、设计、销售、策划、服务为一体打造出了”贵族”，”爱哒哒”
等多个宠物市场当红品牌，满足线上线下，医院、家庭等不同消费场景的多元消费需求。

HALL 8 - 8J51
天津朗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IANJIN RANOVA PETFOOD CO., LTD.
Add / 地址：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北区二号路
No.2 Road, North Area, Jinghai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 
Tianjin 301600, China
Tel / 电话：13011205022、022-68128207
E-mail / 邮箱：134162343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ranova-petfood.com

天津朗诺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自成立以来，朗诺一直专注从事冻干技术在宠物
食品领域的研发与生产，深受国内外市场好评。 公司旗下拥有 3 个厂区、占地 50 亩、拥有
建筑面积达 25000 平方米的生产研发中心，内设先进的真空冷冻干燥设备，生产线完全按照
食品行业标准设计，并采用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从设备到管理，以更高标准保证产品质量。

HALL 8 -  8J81
杭州纯真宠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HANGZHOU CHUNZHEN PET FOOD GROUP CO., LTD
Tel / 电话：15757176401
E-mail / 邮箱：15757176401@163.com

杭州纯真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坐落于浙江杭州，是一家专注于宠物食品研究、
开发的新型创业公司。旗下有专业营养主食品牌 BRIGHT 布兰德以及国潮品牌猫儿游记。

Hangzhou Chunzhen Pet Food Co., Ltd., founded in 2020 and located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is a new start-up company focusing on pet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t has 
the professional nutritional staple food brand bright brand and the travel notes of Guochao 
brand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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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K01
山东宜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50086965、400-0633-321
E-mail / 邮箱：990866608@qq.com

山东宜生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公司总部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
假区两城工业园，占地面积 36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3116 万元。
旗下拥有宜趣 (EASEPET)，宜生（EASENT）、牛粮等品牌，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要生产和销售宠物食品、犬主粮、猫主粮、宠物零食、用品，反
刍动物饲料等产品。

HALL 8 - 8K21
开心宝宠物食品（深圳）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65829169、0769-85665256
E-mail / 邮箱：wei.jia@happypaws.com.cn

开心宝（HappyPaws）创立于 2011 年，隶属于香港上市公司 - 信佳国际集团（港股代码
HK00912），是一家全方位宠物品牌管理者，主要业务包括产品研发、自营优质宠物粮食、
零食和用品，并代理进口食品等。
我们拥有的【Brabanconne 爸妈宠】、【Salicn 森林罐】，均为纯进口品牌，凭借优异可靠
的品质和卓越的服务得到高端宠主的长期信赖。而【趣味日记】品牌，则是基于对人宠生活
的深刻理解，不断本地化各种有益、有趣的主粮、零食和用品。满足 z 时代年轻消费者对美
好生活的不断期望。
我们希望透过独特的产品，传递安全和快乐，挖掘生活中的热情，让爱宠共享快乐生活。

HALL 8 - 8K51
安贝（北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01221627
E-mail / 邮箱：xgb@anbeipet.com

安贝（北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营养研究和产品开发的
高科技公司。我们秉承着科学、安全、创新的宗旨，致力成为一家懂宠物，更懂宠物主人的
宠物食品企业，研发团队由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营养学教授和博士生组成，以各大高校博士
生和教授为依托，从宠物健康和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历经 23 年的薪火传承，现已形成以自
主生产、科学研发、宠物服务为一体的全方位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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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K81
爱利福（青岛）商贸有限公司
ALP (QINGDAO) TRADING CO., LTD.
Tel / 电话：13375426681
E-mail / 邮箱：s.wang@live.com

爱利福（青岛）商贸有限公司从事宠物食品、用品的进口和出口业务。
NaturalCore 天然核心，ThePalmyDays 帕美德是由爱利福（青岛）商贸有限公司在中国市场
代理的韩国宠物食品品牌，我们的使命是将优质的韩国宠物食品带入中国，将优质的中国宠
物食品带到韩国及整个东南亚。

HALL 8 - 8L01
山川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07169928、027-81337778
E-mail / 邮箱：276355604@qq.com
Website / 网站：www.centreechina.com

山川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19 年来专注动物健康营养，长期致力于研发销售绿色功能
动物保健品及特色饲料原料。自 2003 年创立以来，公司引进国内外行业专家和欧美国家先进
理念，倡导安全绿色，引领健康新理念。
公司引进了 CWQC 管理体系并获得了 ISO9001 及 ISO22000 双体系认证。公司注重自主技术
研发，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现已拥有发明专利 24 项，实用新型专利 6 项及外观专利 3 项。
发展至今的拥有五大产业基地，分别生产动物蛋白、油脂类原料、鲜酵母及绿色功能动保添
加剂等。
中国技术，世界品质，是我们永远不变的追求。以匠心致初心，为建设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的绿色动保百年企业而勇往向前！

HALL 8 - 8L08
上海善猫能狗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61970794
E-mail / 邮箱：30343012@qq.com

上海善猫能狗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目前为众多行业领头羊提供全面的 OEM 服务，通过“盒马
鲜生”验厂标准，为盒马宠物湿粮指定生产商，并为其旗下“猫狗聚乐部”提供视觉服务和
全面 oem 服务，合作知名品牌：耐威克、海洋之心、布兰德、猫儿游记、有鱼等，工厂占地
规模 80 亩，10000 平方米自动化工厂车间，150 平方米人类食品级实验室，10 年宠物食品研
发经验，国内宠物湿粮先行者，可生产项目有，“无胶、无淀、无诱食剂 三零猫条”，功能
性猫条、零食猫条、主食罐头、零食罐头、咕噜酱、鲜粮、滋补罐、奶饮。内设多条全自动
灌装线、十万级纳米 GMP 车间，无菌生产线。生产高标准，高自动化，高效率，生产线按照
人食品行业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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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L11
青岛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69811893
E-mail / 邮箱：lutbio@126.com

【我想陪你 20 年】
产品研发主张“让食肉动物吃肉”，通过精准营养呵护猫咪的每个细分年龄阶段。
我们执着于每一款产品的原料和科技含量，怪兽实验室联合 20+ 动物营养学博士研发团队，
基于［全链检测 5+1］、［英仙全球鲜肉链］、［1000+ 论证与实验］等研发及供应链体系，
结合伴侣动物的营养学、行为学、心理学以及中国家庭养宠习惯，鼎力打造［精准分龄］的
有温度有高度的宠物产品。

HALL 8 - 8L21
诺葳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NOVA CHIC TRADE(SHANGHAI)CO.,LTD.
Tel / 电话：15021065331
E-mail / 邮箱：yaya.jia@novachic.asia

诺葳奇企业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综合型实力新零售企业，在隐形眼镜、美妆护肤和跨境产品
领域深耕 9 年，具有运营、代理批发、供应链渠道整合、产品开发和私域会员中心运作能力。
目前在线代理销售渠道，包括如天猫、淘宝、京东、唯品、卡拉、拼多多、小红书、抖音、有赞、
云集等前十大电商平台，1 万家以上在线药房店、新零售商店和美妆 C 店等商家。
同时代理运营国际品牌強生安视优、Alcon 等中国品牌電商旗舰店。企业资质包括拥有医疗器
械、保健品、跨境等国家级证照。
2019年，诺葳奇携手二岸三地（大陆、台湾、日本）宠物营养师，正式成立呣咕呣咕宠物品牌。

HALL 8 - 8L51
山东宠之优品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UPERB PET FOODS (SPF)
Tel / 电话：(0532) 5862 8228
E-mail / 邮箱：yangxiaojian2003@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0v748v93q5369.1688.com/ 
spm=0.0.wp_pc_common_topnav_38229151.0

山东宠之优品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投资 1.8 亿元， 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食品生
产加工企业。坐落于山东省诸城市辛兴 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13.3 万平方米，拥有宠物冻干、
宠物主粮两规模 的一流生产基地，多条标准化全自动生产线、智能化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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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L71
青岛科奈尔饲料有限公司
QINDAO CTC FEED CORP.
Add / 地址：青岛市莱西市经济开发区北京东路 3 号
No. 3, Beijing East Road, Laix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Qingdao
Tel / 电话：15269220008、0532-87427108
E-mail / 邮箱：dxh@ctcagri.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ctcfeed.com/

科奈尔·中国是集农、工、贸为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成熟而稳健的市场运营
及开发模式，多个原料种植及生产加工基地。公司主打产品是动植物源性原料的生产与供应，
秉承“共享自然、环境友好”的经营理念，以“生态保护、科学永续”为公司使命，产品线
有原料系列、脱水系列、压片系列、牧草系列、实验室动物饲料系列、马粮系列、动物园粮系列、
小宠主粮系列、零食系列、垫料系列等，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Established in 2004, Qindao CTC Feed Corp. is a Canadian-owned enterprise which is 
located in Qindao Laix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the place chosen for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resources. Our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countries 
such as Canada, USA, England, Middle East countries, Japan, S.Korea, Taiwan, etc. 
CTC's business philosophy emphasiz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ioneer spirit and global 
harmony. We believe producing safe and pollution-free product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feed industry. With large scale drying , mixing and pelleting equipment, CTC has strong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a very effective quality control system.

HALL 8 - 8M01
韩国吉萌萌
KOREA GEMOMO
Tel / 电话：02788888888
E-mail / 邮箱：lxy@di-pet.com

吉萌萌隶属于韩国 PET ONE 集团，有 18 年宠物食品生产经验，拥有韩国龙仁、中国宜昌两
大生产基地，服务于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0 零售实体门店。

GEMOMO belongs to PET ONE Group, Korea, with 18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ET food 
production, with two production bases in Longren, Korea and Yichang, China, serving 
50,000 retail stores in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HALL 8 - 8M06
安徽新彩虹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NEW RAINBOW FEED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江南产业集中区盛尊工业园
Shengzun Industrial Park Complex Building，Jiangnan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rea,Chizhou city,Anhui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0566-2620088
E-mail / 邮箱：40793093@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rainbowpetf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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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彩虹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冻干宠物食品生产，研发，销售的全产业链公司！公
司生产产品涉及宠物猫狗天然冻干零食，全价冻干猫狗粮，天然观赏鱼粮，生物饵料等！是
一家具有 20 余年行业经验，并具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

ANHUI NEW RAINBOW FEED TECHNOLOGY CO.,LTD(here refers to ANR) was established 
in 2018,located in Chizhou, Anhui Provine in China with 3 lines of freeze dried equipment 
which occupied 10000m2, and the yearly manufacturing capacity is 8000 metric tons.
We are focusing on R&D and manufacturing healthy raw pet freeze dried food and treat 
including: beef,chicken,duck,goose &organs,yogurt,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single flavour, 
various mix and blend(or coat). Sourcing from trusted certificated cooperated suppliers 
and utilizing advanced freeze dried technology,we are devoting to provide pets natural 
nutritious feeding support.
ANR belongs to BEIJING NEW RAINBOW TECHLOLOGY CO.,LTD(Here refer to BNR) which 
is a techn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and NEW OTC Market listed company(stock code 
871958)

HALL 8 - 8M21
丰尚农牧装备有限公司
FAMSUN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华声路 1 号
No.1 Huasheng Road,Yangzhou,Jiangsu,China
Tel / 电话：051485822059
E-mail / 邮箱：hantingting@famsungroup.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famsun.com/

丰尚宠物食品产品线是丰尚农牧旗下核心业务板块之一，专业提供宠物食品工厂规划、工程
设计、成套设备、工厂建设和集成控制等高效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包括规划、研发、
设计、土建、制造、物流、安装、交付、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实施 FPDS 交付体系，打造交
付核心竞争力。主要产品包括宠物干粮、挤压零食和猫砂成套设备，承接 1-10吨宠物食品（干
粮、半干粮、挤压零食）和猫砂成套交钥匙工程，是国内外领先的宠物食品工程系统解决方
案提供商。
丰尚坚持以技术引领市场，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精英团队与欧美技术专家，通过不断创新，
为您提供专业、安全、系统的宠物食品工程解决方案，量身定制高标准、高品质、高效率的
宠物食品生产线。

The pet food business is one of the core segments of the FAMSUN Group. We provide 
professional system solutions for pet food factory including planning, engineering design, 
complete equipment, factory construction and automation. FAMSUN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pet food engineering system solutions for undertaking the turn key project with an 
factory capacity ranges from 1 to 10 t/h.  
FAMSUN is dedicated ourselves to pet food industry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 global 
resources and experts, to provide customized solutions with high-end pet food produ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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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M51
烟台雅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5-8117543
E-mail / 邮箱：kangjxun@xykfoodgroup.com
Website / 网站：www.ytyummmy.com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占地面积 13500 平方米，加工车间面积 5200 平方米，年生产宠物零食
约 3000 吨。工厂按照我国和进口国宠物食品卫生注册要求设计建设，产品加工严格按照进口
国和客户要求以及我国有关标准进行生产。
主要经营鸡肉类、鸭肉类、骨肉类、鱼肉类、牛羊肉类、猪肉类等烘干系列宠物零食。
拥有雅米、康康先生、富贵狗、约翰农场、贝际等自主品牌，其中“雅米”“康康先生”系
国内市场影响力品牌。
公司通过了 BRC、BSCI、IFS 食品安全认证，拥有自主研发中心，拥有发明专利 3 项、实用
新型技术专利 15 项、外观专利 1 项。

HALL 8 - 8M61
黄山道格麦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78482304
E-mail / 邮箱：2362163905@qq.com

黄山道格麦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2 月 6 日，是一家专业生产犬用和猫用膨化颗粒
饲料系列产品的生产商及销售商，旗下拥有“朴食有道”、“格拉腾”、“麦露滋”等国内、
国际品牌。

HALL 8 - 8M71
杭州雪萌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智汇众创中心 2 号楼 802 室 [5]
Tel / 电话：057128339108
E-mail / 邮箱：136101636@qq.com

艾美康成立于 2019 年 9 月，是功能性宠粮领先品牌，由原浙江大学动物医学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黄耀伟先生，联合两位专注动物营养 25 年的专家共同发起，通过前沿生物技术创新研究，
聚焦于功能性宠物食品的开发及销售，采用独有的定向酶解工艺，以人可食用等级的肉类为
原料进行酶解加工，将难以消化的大分子蛋白转化成易吸收的小分子肽，有效提高艾美康猫
粮的消化吸收率。能被有效吸收的营养才是优质营养，“高含肉量、高消化率、高吸收率”
的天然无谷宠物食品是我们的目标，让每一只猫都健美成长，是我们的追求！

HALL 8 - 8M81
江西唛勒芙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9911577
E-mail / 邮箱：sunmenglu@mlry.com

「唛勒芙 MARILOUV」谐音自“美庐 MY LOVE"，寓意「我的爱」，是美庐生物旗下的新锐
宠物品牌，致力于为宠物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立志成为低温烘焙粮的领导者。
唛勒芙，携手美庐生物，专注家庭营养 20 年！关爱每一位家庭成员，守护全家的营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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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P01
深圳松谷宠物用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67773239
E-mail / 邮箱：1837309501@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onggupets.com

深圳松谷宠物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宠物食品，服务，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宠物贸易
有限公司， 公司于 2018 年在深圳特区筹划设立。代理的进出口产品为日本松谷品牌系列 宠
物食品，2020年 9月正式全资收购日本松谷品牌系列产品的配方，销售和渠道，开始独立运营。

Shenzhen Matsugaya Pet Import & Export Co. , Ltd. is a pet food, service, culture as one 
of the Comprehensive Pet Trade Co. , Ltd. , the company in 2018 in the Shenzhen SAR 
planning to set up. The agency's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s for the Japanese Matsutani 
brand series, Pet Food, in September 2020 officially wholly acquired the Japanese 
Matsutani brand products formula, sales and channels, began to operate independently.

HALL 8 - 8P21
朗锐包装技术（沧州）有限公司
PROVOL PACKAGING TECHNOLOGY(CANGZHOU)CO., 
LTD
Add /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运河工业园区临海路 1 号
No.1 Linhai Road, Yunhe District, Cangzhou, Hebei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0317-7580855
E-mail / 邮箱：yajuan.zhang@provol.com
Website / 网站：www.provol.com

作为一家行业领先的创新型包装技术公司，朗锐在全球范围内为不同行业客户提供专业的系
统解决方案。凭借多年行业经验，朗锐赢得了众多行业客户的信赖，我们的解决方案在食品、
调味品、宠物食品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朗锐致力于成为包装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方案提
供者，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服务优化，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As an industry-leading innovative packaging technology company, Provol offers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ackaging machines, customized production line design, system 
integration as well as one-stop packaging solutions to high-end customer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worldwide.
With over 20-year industry experiences, Provol has gained trust and reputation by offering 
horizontal packaging machine and integrated solutions to customers in food, condiments, 
health-care products, household detergent products, pet food, pharmaceuticals and other 
industries.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Provol is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solution provider in packaging industry and creating more values for customers worldwide 
through continuou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ervice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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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P51
登陆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LAND PET FOOD (SHANGHAI)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政学路 51 号创智天地企业中心 5 层
5th Floor, Enterprise Center,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y, No. 51, Zhengxue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City
Tel / 电话：13164750633、400-050-8880
E-mail / 邮箱：customer@darmals.com
Website / 网站：www.darmals.com

登陆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专业的高端宠物食品
公司，最早与 CKU、CAAC 注册会员犬舍、猫舍开展冠军计划 TM 合作，成立冠军喂养项目，
进食大玛仕的参赛犬猫已经揽获数百场中国 CKU、CAAC 赛事 BOB、BIG、BIS 等冠军头衔。
登陆公司依托食品工程学、动物营养学、免疫学等专业研究，自主研发了大玛仕、佩特宝、
莱福等系列宠粮，以上佳食材、科学配方和冠军品质为主要特点，致力于为更多宠物提供可
信赖更健康的冠军宠物食品。

Land Pet Food (Shanghai) Co., Ltd. , founded in 2015 and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is a 
specialized pet food company that firstly cooperated deeply with the permanent registered 
kennels and Catteries of CKU and CAAC to carry out Champion Program TM. The dogs 
and cats feed on Darmals have won hundreds of BOB、BIG、BIS titles in China CKU and 
CAAC Champion Shows. Based on professional researches in food engineering, animal 
nutrition, immunology, etc., Land hav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 series of pet foods such 
as Darmals、PetaBol、Lefod which feature in the finest ingredients, scientific formulas 
and champion quality, providing more reliable and healthier pet food.

HALL 8 - 8P61
山东兴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53920888、19157016001
E-mail / 邮箱：291238339@qq.com

山东兴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涉及“膨化、蒸煮、冻干”等宠物食品加工，并通过了“ISO9001”、
“ISO2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并实施了 HACCP(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 食品安全
控制体系。公司秉承“能当天，不隔夜；能新鲜，不冷冻” 为核心理念，打造国内“宠物食
品、中央厨房”的宠食核心生产基地，雄厚的技术实力，严格的品质制度，以全方位的保质
保量保价服务，承接海内外宠物食品 OEM、ODM 代加工。提供优质的服务，创造成功的品牌，
以诚务实，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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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P71
山东宜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92649384、18866725887
E-mail / 邮箱：9828958206@qq.com

山东宜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生产企业，成立于
2019年，公司主营原切类、全阶类冻干，公司以“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服务的唯一标准”为核心。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目前已建成三条自动冻干生产线和 1000 吨大型原料冷冻库，日处理能力达
4 吨，除了自有品牌以外 公司目前服务过 100 多个宠物食品品牌，具有专业的 OEM、ODM
服务经验。

Shandong Yierkang Biotechnology Co., Ltd.is a high-tech productio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roduction, R&D and sales. Founded in 2019,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freeze-
dried pet food, with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the only standard of our service" as its core.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has built three automatic freeze-drying 
production lines and a 1000-ton large-scale raw material freezer, with a daily processing 
capacity of 4 tons. Besides its own brands, the company has served more than 100 pet food 
brands, and has professional OEM and ODM service experience.

HALL 8 - 8P81
杰森（山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YSON (SHANDONG) BIO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潍坊市高密市凤凰大街与西外环交叉口向南 300 米路西
Tel / 电话：15615266586
E-mail / 邮箱：960137333@qq.com

杰森（山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位于山东半岛东部高密市。生产
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1000 万元 . 总投资 1.2 亿元。公司主要以出口、内销、代
加工为主。
公司建有研发中心和生物食品检测实验室；宠物食品车间拥有国内先进的给袋式真空包装机、
真空搅拌机、罐头配套流水线设备等；宠物干粮车间拥有进口瑞士布勒高效膨化机、给袋式
包装机、现代化分装机和标准化中控室等。
公司主营：高蛋白酶解鲜肉粮、无谷鲜肉粮、繁育粮、功能粮、各种零食罐头、妙鲜包、鸡胸肉、
鱼条、猫条等等。
产品上市以来得到顾客一致好评，销量持续增加。面对现在宠物食品竞争趋势，我们会不断
创新，努力提供更全面地服务。

HALL 8 - 8Q0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71187840
E-mail / 邮箱：yupei12@jd.com

HALL 8 - 8Q51
美团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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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Q53
温州宠宠商贸有限公司

HALL 8 - 8Q71
蚂蚁集团

HALL 8 - 8Q81
山东大脸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811-9399
E-mail / 邮箱：379881912@qq.com

大脸猫——功能性健康食品。大脸猫产品包含功能性零食、功能性主粮、营养品等产品，遵
循猫咪饮食习惯，搭配营养元素同步补充，以科学喂养、食养健康的理念，打造出符合现代
猫咪营养又好吃的产品，每款产品都是为营养健康而生！
大脸猫与您一起关注猫咪营养健康！

HALL 8 - 8Q88
扬州肥脸猫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南通通宠宠物用品有限
公司）
Tel / 电话：13858137976
E-mail / 邮箱：124104238@qq.com

FelineHouse 肥脸始于 2013 年，深耕冻干食品研发 9 年多，带着“只为美好生命力”的愿景，
旨在研究生产全系列，精准喂养的猫咪生骨肉冻干主食和零食产品，打造引领型更多元更精
准更健康的冻干喂食方式。

HALL 8 - 8R01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ORION TRADING CO.. LTD.
Add /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 83 号 18 楼 1803-1 室
Room 1803-1, 18th Floor, 83 Huadi Avenue Middle, Liwan District, 
Guangzhou
Tel / 电话：020-81678993、020-81678993
E-mail / 邮箱：merrycan@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1001.cn

广州市奥朗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底，自 2003 年开始转营宠物用品业务，陆续签下多
个宠物食品 / 用品省级、市级独家代理，同时成为日本渔极罐头食品全国总代，创立渔晓吃，
高力源，双 K 唛等品牌。
主营品牌：
1、日本 AkikA 渔极罐头食品 - 国内最早合法进口销售的知名猫罐品牌。
2、AMEDOD 渔晓吃宠物食品 -发展迅速的新锐宠物食品品牌，近年进军海外市场远销至韩国、
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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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双 K 唛（得宝 K）洗护用品 - 设有高端赛级洗护系列 ( 采用美国进口顺液 )，效果显著以
及简易洗护系列。

Guangzhou Aolang Trading Co., Ltd. was established at the end of 2001. Since 2003, it 
has switched to pet products business. It has successively signed a number of pet food/
supplies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exclusive ag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of Japan’s Yuji canned food. Established Yuxiaochi, Gaoliyuan, 
Double K-Mark and other brands.
Main brand:
1. Japan's AkikA Yuji Canned Food-the first domestic well-known cat can brand that is 
legally imported and sold.
2. AMEDOD Yuxiao Eat Pet Food-a fast-growing cutting-edge pet food bran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entered overseas markets and sold to South Korea, Indonesia, Malaysia and 
other countries.
3. Double K-Mark (Depot K) toiletries-equipped with a high-end competition-level wash 
and care series

HALL 8 - 8R07
深圳市尚之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89076558
E-mail / 邮箱：sherryxqx@126.com

【关于拙极】
2020 年创立于深圳市南山区；
品牌携宠物行业资深团队与国内一线厂家合作研发一系列适口性好，营养价值高的新世代宠
物食品。
旗下犬猫宠物产品系列包括：
RUOLI 肉粒系列、RUOPA 肉排系列、RUOPI 肉饼系列、食材优选系列和功能食物系列等；
产品涉及到犬猫全价主粮 ( 膨化粮、风干粮、冻干粮 ) 及各式美味零食 ( 罐头、磨牙棒 )。

[about Zhuoji]
Founded in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in 2020;
The senior team of the brand and pet industry cooperates with domestic first-line 
manufacturers to develop a series of new generation pet foods with good palatability and 
high nutritional value.
Its dog and cat pet product series include:
Ruoli meat granule series, ruopa steak series, ruopi meat cake series, food material 
selection series and functional food series, etc;
The products involve full price staple food for dogs and cats (Expanded food, air dried food, 
freeze-dried food) and all kinds of delicious snacks (cans, tooth sticks).

HALL 8 - 8R21
广东曼赤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10691262、13710691262
E-mail / 邮箱：971163623@qq.com

曼赤肯以宠为重，以爱为本，让每一只宠物从食物中感受到关爱与自由。曼赤肯自创办之初，
坚定不移的是对宠物食品的品质追求，以人食用级别为质量标准，用“不新鲜，不生产”生
产理念从根本守护宠物健康，始终如一的是配方的精准和创新，用全方位的款待和关爱，为
宠物健康保驾护航，始终将从宠物精神融入到产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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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R27
挪威阿克海洋生物
AKER BIOMARINE ANTARCTIC AS
Add / 地址：上海市新梅联合广场 B 幢 18 楼 B 单元
Oksen yveien 10, P.O. Box 496, NO-1327 Lysaker, Norway
Tel / 电话：2161620209
E-mail / 邮箱：tina.jin@akerbiomarine.com
Website / 网站：www.qrillpet.com/zh

阿克海洋生物公司是一家生物技术创新和南极磷虾捕捞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南极磷虾供应商，
致力于改善人类和地球的健康。公司在奥斯陆证券交易所上市，专注于磷虾成分的产品，用
于制药，营养保健品，水产养殖原料和宠物食品原料（QRILL™Pet）。挪威阿克海洋生物有
限公司全透明的价值链从原始南极水域可持续磷虾捕捞至蒙得维的亚物流中心，一直延伸到
全球客户。QRILL™Pet 南极磷虾粉是完整南极磷虾制成，保留了珍贵的纯净营养：海洋蛋白，
磷脂 Omega-3，胆碱和虾青素，一种原料帮助改善宠物心脏，关节，大脑和皮毛等多重健康。

Aker BioMarine is a leading biotech innovator and Antarctic krill-harvesting company, 
listed on Oslo Stock Exchange (AKBM). developing krill-derived products for consumer 
health and wellness as well as animal nutrition. The company has a strong position in 
its industry and is the world's leading supplier of krill, the natural, powerful and health 
promoting source of nutrients from the pristine waters of Antarctica. 
QRILL™Pet Antarctic krill meal is a premium ingredient made of whole dried krill, 
containing precious nutrients: Marine protein, Phospholipid Omega-3,  Choline and 
Astaxanthin. One ingredient help improve many health benefits.

HALL 8 - 8R51
杭州咪家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1-86189859
E-mail / 邮箱：Linoyean@163.com

APRILONE 四月名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致力于为宠物开发及创造健康产品的新锐品牌，品
牌的研发团队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在宠物食品研发领域深耕多年。始
终秉承着“让宠物生活的更好”的理念，为全球宠物提供更安全可靠、更营养健康的食品，
以及更原生态、更舒适的用品，来丰富宠物的生活，现已为国内外千万养宠家庭提供了包括
猫咪主食、猫咪零食、猫咪清洁用品、猫咪玩具以及猫咪出行用品在内的各种食品和用品。

HALL 8 - 8R55
福建省乐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FUJIAN LEMENG PET FOODS COMPANY LIMITED
Add /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经济开发区 ( 五里园 ) 英源路 40 号
3 号厂房
3# bldg., No.40 Yinyuan Rd., Wuli Industrial Park,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Jinjiang, Quanzhou, Fujian, PRC.
Tel / 电话：1366607892
E-mail / 邮箱：360536982@qq.com

福建省乐檬宠物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7 月 , 坐落于福建省晋江市。工厂设立了 4
条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线，主要产品为全价猫、犬主食，以及猫、犬补充性湿粮。公司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8号馆
Hall 8

329

拥有一支专业高效的产品研发技术团队和经验丰富的高级管理团队，为合作企业客户提供宠
物食品生产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此外，乐檬宠物已获
得福建省农业局颁发的《饲料生产许可证》，并顺利通过 2022 最新版 HACCP、ISO9001 和
ISO22000 质量体系的认证。

HALL 8 - 8R81
东营盛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YING SHENGTENG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滨溪东路 36 号
36 Binxi East Road, Dongying District, Dongyi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13906479170、4000997017
E-mail / 邮箱：983292435@qq.com

东营盛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专注于宠物冻干零食产品的研发生产，目前单品五十余款犬猫零
食。

HALL 8 - 8R83
北京红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RED BONES
Tel / 电话：15210337623
E-mail / 邮箱：gaoyan@redbones.cn

Red Bones 系列产品原料均来自天然牧场的食草肉牛，符合人类食品的原料标准。我们坚持
采用天然草饲牛骨作为原料，骨头表面覆盖足量肉质及筋膜，每一根原料都精挑细选，通过
特殊的低温烘干加自然风干技术，绝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及诱食剂。我们致力于纯天然高端
宠物零食，带给宠物不一样的享受。

HALL 8 - 8R88
黑鼻子（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68733344
E-mail / 邮箱：heybiz@163.com

至臻 国韵 环保 本我

HALL 8 - 8R89
山东华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众创家园 2 号楼
Tel / 电话：15165673386
E-mail / 邮箱：1098777403@qq.com

公司注册于 2022 年，注册资本 600 万，本公司主要从事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
品零售。（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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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R91
山东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ZBON  BIO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汪疃镇府前街 6 号
Tel / 电话：13906309156、15065116088
E-mail / 邮箱：SDzhubang@163.com

山东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高端宠物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开创至今已近 14 个春
秋，是一家市级著名商标、省级重合同守信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拥有 10000 多平
米的标准化除尘净化生产车间、独立研发室、抑菌化验室、宠粮综合体验中心、先进的检验
检测设备等，具备独立自主研发设计唯一配方、高标准精准把控原料品质的能力。经营模式上，
公司抢抓市场先机，打破传统粗制的代工模式，精心打造私人定制，目前已与一、二线 50 多
家知名品牌商建立了中长期的战略合作，已开发自主鲜粮配方 100 余款，市场占有率达 80％
以上，自主品牌刘公岛与萌主食唐也已在全线运营中，在宠物鲜粮行业享有较高声誉，树立
了良好、专业的企业形象。

HALL 8 - 8R92
布兜（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10-56292129
E-mail / 邮箱：cjj@budoupet.com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2018 年创建于东京，是日本 F&Bell 株式会社旗下的宠物食品品
牌。地狱厨房专注于产品的研发，将“宠物爱吃”和“宠物主的幸福感”设立为品牌关键词，
旨在通过优质且有灵魂的产品拉近爱宠与宠物主之间的距离，享受进食和喂食的快乐互动。

Nikoro 妮可露是养宠家庭的清洁守护专家，产品涉及身体清洁、环境清洁、用品清洁等领域。
妮可露的配方源自日本，在强调使用有效的同时，注重成分天然、健康、低刺激且用户体验
友好等特点。希望为宠物和养宠家庭打造一个健康、清洁和舒适的环境。

Hell's kitchen, founded in Tokyo in 2018, is a pet food brand under f&bell Co., Ltd. Hell 
kitchen focuses on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sets "pet likes to eat" and "pet 
owner's happiness" as brand keywords, aiming to narrow the distance between pet and pet 
owner through high-quality and soul products, and enjoy the happy interaction of eating 
and feeding.
Nikoro nicolu is a cleaning and guarding expert for pet families. Its products cover the 
fields of body cleaning, environmental cleaning, supplies cleaning and so on.
Nikoro  is a cleaning and guarding expert for pet families. Its products cover the fields of 
body cleaning, environmental cleaning, supplies cleaning and so on.

HALL 8 - 8R98
深圳宝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深圳市 前海深港合作区 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Tel / 电话：13725563207
E-mail / 邮箱：forbaby201606@gmail.com

台湾威比与日本宠物营养学专家合作，台湾动物医师顾问团队，专业调配最适合猫宝儿的宠
物食品，坚持原物料最高品质，大贸报关正式进口，让宝宝们用的安心也放心！
专业进口产品 | 专业宠物医师团队顾问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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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Wellbi cooperates with Japanese pet nutrition experts, and a team of Taiwanese 
veterinarian consultants, professionally prepares the most suitable pet food for cats, and 
adheres to the highest quality of raw materials, and officially imports from the trading 
declaration. Safe products can be eaten by pets.
Professional imported products | Professional veterinarian team consultants to confirm.

HALL 8 - 8S01
艾澌克（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998-2096
E-mail / 邮箱：liu.dn@iscopet.net
Website / 网站：www.iscopet.cn

艾澌克宠物食品集团，自 1990 年于台湾成立以来，先后在菲律宾、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设
立分部，成为各地区的指标企业，累积二十多年丰富的宠物市场服务经验
集团代理麦德氏宠物营养品；纽顿、耐吉斯进口天然粮；多美洁专业天然宠物护理品牌等；
受到中国宠物行业各界的广泛认可，赢得了众多消费者信赖和不断回购。
除了不断引进全球最新宠物营养概念，更拥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专业销售团队，以及兽医师团队，
并由具备国际和本土运作经验的营销团队带领，协助全国各地经销商更有利地推广产品
艾澌克集团将致力于提供各级经销商、动物医院、宠物店家更专业、及时、具有竞争力的服
务和坚定有力的营销支持，携手发展，共赢未来。

HALL 8 - 8S21
泰安泰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AI'AN TAICHONG
Tel / 电话：18616335625
E-mail / 邮箱：1650072942@qq.com

泰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全国第一条 70%+ 高鲜肉膨化粮生产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在原
料上禽肉类产品有着绝对的性价比优势，而且保证原料的绝对新鲜度提升产品品质，保证产
品适口性。我司秉着开放的态度真诚的为各种渠道品牌商提供最优质的 OEM 狗粮猫粮代工服
务，欢迎各位朋友莅临工厂参观指导，我司始旗下未创立任何品牌，始终秉持着匠人精神专
注于代工服务，免去品牌商后顾之忧。在产品技术上我司李庆总经理从事宠物食品狗粮研发
工作二十年之久，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强大的产品技术支撑，真诚的希望各位品牌商朋友选择
我们，让我们同舟共济砥砺前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

HALL 8 - 8S27
北京傲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240751831、18500833245
E-mail / 邮箱：zhoulinfeng@kimskingdom.com

北京傲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旗下“金世王国 kim’s kingdom”品牌，成立于 2020 年。企业“质
造”全线宠物用品，涵盖爱宠吃、喝、玩、乐。2022 年建立自有工厂，以宠物安全健康成长
为目的，将纯天然营养融入宠物食品，使用更安全的材质制造宠物用品，励志为中国宠物带
来更高品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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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S51
摩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188-0107-2858、0188-0107-2858
E-mail / 邮箱：2748236832@qq.com

摩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成立，专注研究宠物营养理念，致力于制作更适合
宠物成长的营养猫粮。科学配比，优质肉源，为您的爱宠提供品质保障的天然营养食品。完
善的售后服务，懂得聆听每一位用户意见并进行产品优化，只为打造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宠物
品牌。

HALL 8 - 8S53
山东一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65879205
E-mail / 邮箱：2337995188@qq.com

山东一贯宠物始建于 2018 年，主要从事宠物食品、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宠
物犬用和猫用主粮系列、零食系列和保健品系列，公司始终坚持“人生有你，一贯相伴”的理念，
致力于生产消费者需要的营养、健康的宠物食品。
公司成立之初从事境内食品的代加工，经过多年积累，产品合作伙伴已超过三十多个国内知
名品牌销售商，公司自营“一贯”品牌已连续两年在阿里巴巴平台全网销售前三，通过稳定
的产品质量和创新优势，赢得了众多国内客户长期信赖的合作关系。

Shandong pet was founded in 2018, mainly engaged in the r&d and production of pet 
food, supplies and sales, main products including pet dog and cat with staple food, snack 
foods and health products series, the company always adhere to the "life have you, always 
accompanied by" concept, dedica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consumer needs of nutrition, 
health of pet food.
Company was engaged in the domestic foo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generation of 
processing, after many years of accumulation, product partners for more than 30 domestic 
famous brand dealers, company's proprietary "consistent" brand has been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in alibaba platform so sales in the first three, with stable product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dvantage, has won many domestic customers long-term trust relations of 

HALL 8 - 8S56
山东瑞祥诺尔动物营养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63358806、0539-3607788
E-mail / 邮箱：rtsl1689@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sdrxsl.com

山东瑞祥诺尔动物营养有限公司占地 82 亩，以 1984 年商业部扶贫沂蒙山区首家动物食品加
工厂为基础，长期专注于动物营养研究与动物食品制造生产，公司近年来在宠物类食品自主
研发、OEM代加工与销售方面取得丰富经验。公司一直保持前瞻的经营视野、敏锐的创新研发，
现拥有国内领先的全自动电脑控制宠物食品生产线两条，年产能 5 万余吨，生产工艺采用美
国微粉膨化技术和鲜肉乳化技术。公司在宠物食品 ODM/OEM/OBM 代工方面一直获得客户的
好评和信赖。

Shandong Ruixiangnuoer Animal Nutrition Co.,Ltd. covers an area of 82 mu. Based on the 
first animal food processing plant in Yimeng Mountain area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in 1984, it has long focused on animal nutrition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animal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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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in recent years in pet foo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EM 
genera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has gained rich experience. The company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forward-looking business vision, ke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now 
has two domestic leading fully automatic computer-controlled pet food production lines 
with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ore than 50,000 tons, the technology of extrusion of 
American fine powder and emulsification of fresh meat were adopted in the production. 

HALL 8 - 8S81
山东森也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6-6180792、05366180792
E-mail / 邮箱：018213494@163.com

山东森也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诸城市，是一家专注宠物高品质生活，集宠物食品和猫砂，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工厂型企业。森也食品目前获得 IS09001，ISO22000 认证，相继
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获得市场的一致好评。目前有两大厂区，生产的产品涵盖湿粮类，
零食罐头类，磨牙类，猫砂类产品，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

HALL 8 - 8S83
成都星球大站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成都市都江堰市江安东一街聚兴巷 7 号
Tel / 电话：19983374211
E-mail / 邮箱：763892003@qq.com

星鲜宠——新国货宠物零食品牌，专注创新型宠物食品研发，高效供应链 + 创新研发 + 创意
营销是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与商业价值所在。消费群体锁定 95 后养宠人群。致力研发营养平衡
的犬猫食谱。产品涵盖风干零食、蒸煮鲜食、节日限定福袋、联名礼盒等。高肉含量不含工
业诱食添加剂，缔造天然口感，新鲜好味道。为人宠交互提供安全健康载体。严选人食级 材，
肉源直溯，无激素无农残，检测报告，防疫证明齐全，婴儿辅食级标准，美学烘焙，更适合
中国养宠家庭。从天然植物中萃取抑菌护齿，肠胃养护，毛发养护成分，唤醒萌宠活力，让
陪伴更长久。在未来，星鲜宠将研发更多创新型宠物食品，助力人宠交互美好生活方式。

iFreshStar Pet -- a new domestic pet snack brand, focusing on innovative pet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fficient supply chain +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creative 
marketing i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business value of the brand. The consumer 
group is targeted at the post-1995 pet owners. Dedicated to developing a balanced diet 
for dogs and cats. The products cover air-dried snacks, steamed fresh food, holiday 
limited lucky bags, joint gift boxes, etc. High meat content without industrial attractant 
additives, creating a natural taste, fresh taste. Provide safe and healthy carrier for human 
pet interaction. Strict selection of food grade ingredients, meat source straight back, no 
hormones and no agricultural residues, detection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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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8 - 8S85
河北茉莉卡乐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28888918
E-mail / 邮箱：303920736@qq.com

河北茉莉卡乐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邯郸市，是一家以猫罐头 ; 狗罐头 ; 猫狗乐享包 ; 零食的
企业，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秉承“质量价格合理服务到位”的经营理念，欢迎洽谈。

HALL 8 - 8S91
无锡摩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65314569
E-mail / 邮箱：21436810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moremeat.vip

摩米特尔这个团队的成立是因为我们想给宠物提供更好的零食，是 MORE MEAT 的英译，也
是我们的宗旨。检验爱你的唯一方式，便是你吃的和我一样好！我们努力让毛孩子们吃的更好，
坚持我们的初心，保证所有产品无任何添加剂，诱食剂。以原始的鸡肉、鸭肉、牛肉的香味
来吸引毛孩子的味蕾，选用我们人类食用级别的优质肉，保证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种类。

HALL 8 - 8S97
安徽东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8600089
E-mail / 邮箱：504671196@qq.com

东匠宠物零食——国民宠物零食先行者
基于中国城市人宠居住环境、饮食习惯，一群资深宠主，带着为毛孩子能吃得最好的强迫症，
以及对天然安全的偏执，永葆一颗“宠爱家人”的初心，执着东方膳食的匠心理念，融合中
西方宠物饮食理论，因地制宜，为它们提供健康快乐的“国民宠物零食”，提升人与毛孩子
们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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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A01
深圳有哈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507502001
E-mail / 邮箱：sales.cn@uahpet.com

uah 有哈是主张“和科学家一起养宠物”的新生代宠物产品和服务品牌。以生命信息数据与
生物行为数据为基础，通过基因服务及智能科技，为宠物猫、犬提供符合动物习性，健康、
科学、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平台。

uah is a new generation pet product and service brand advocating "keeping pets with 
scientists". Based on life information data and biological behavior data, through genetic 
services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ovide pet cats and dogs with a healthy, scientific and 
personalized health service platform in line with animal habits.

HALL 10 - 10A21
麦仕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18556442、4008208276
E-mail / 邮箱：info@beastinside.com

麦仕宠物食品（上海）有限公司从事宠物食品及宠物用品的销售，宠物美容，宠物诊疗，兽
药经营，电子商务，网络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HALL 10 - 10A51
四川派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PETZMALL INTERNET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航天路 5 号成都利星行广场 7 层
Tel / 电话：18510682983、400-9979-122 000
E-mail / 邮箱：jiangjuan@petzm.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petzm.com/

四川派摩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派摩科技”），总部位于四川成都，成立于 2018 年，是
一家专注于宠物门店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
派摩科技致力于打造精致服务，匹配三大核心服务产品：供应链服务平台 - 派摩商城、SaaS
服务平台 - 板栗狗、经营知识学习平台 - 宠行生，深耕行业专业领域，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践行让宠物店经营更简单的使命，成为客户值得信赖的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
目前，派摩科技已覆盖川、渝、鄂、陕、黔、豫、湘、赣、辽、新十个服务区域，为超两万
家宠物店提供了一站式服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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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A81
杭州禛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ANGZHOU ZHENCHUANG E-COMMERCE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长久中心 4 栋 510
Tel / 电话：0577-86661666
E-mail / 邮箱：120001814@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gpets.cn

集宠区app是由杭州禛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独立开发并参与运营的一款全类别宠物交易软件。
公司成立于 2020 年，定位研发型平台，服务于行业需求，将特色国风繁育文化进行跨时代的
续写与传承。版块含括：宠物爱好者自由交易信息发布，网红宠物博主互动圈子带货，专业
血统繁育商家展示，特色服务类商家店铺推广，宠物周边品牌商城入驻，全品类爱好者论坛
及百科知识集锦。
集宠区致力于打造更加规范的交易平台及更好的服务于行业。公司现需各类行业资源合作，
平台岗位招聘及板块招商正在进行中，有意者可致电：189 8989 1816

HALL 10 - 10B01
FOFOS 两只福狸
FOFOS（SHANGHAI）LIMITED
Tel / 电话：13512173656
E-mail / 邮箱：wangbin@maxmajor.com

FOFOS 两只福狸，于 2017 年诞生于中国上海。我们在全球宠物市场拥有 27 年的宠物产品设
计研发以及加工生产经验，并在南通、苏州、比利时和美国分别设有独立研发中心及设计学院。
『制造快乐，传播快乐』，是 FOFOS 的创立初衷。
我们以 『有“福”同享，不“狸”不，弃』为经营理念，致力于用更好的设计和优质的工艺，
来满足爱宠与宠主的需求，将爱与快乐传递到每一个养宠家庭。

HALL 10 - 10B21
阿里大淘宝宠物产业发展中心
Tel / 电话：18606511563
E-mail / 邮箱：pingyao.wjp@alibaba-inc.com

HALL 10 - 10B51
东莞市宜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ETOYS PET PRODUCT CO., LTD
Tel / 电话：13602337307、4006006001
E-mail / 邮箱：bobo@eetoys.com
Website / 网站：www.eetoys.com

东莞市宜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专门为宠物设计产品的公司，主要为食
品、玩具、宠物用品等产品。我们拥有优秀的工作团队，独特的概念设计，精良的生产技术
和设备。公司重视产品开发并不断创新，凭着先进的技术，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使宜
特产品销售世界各地。宜特产品能带给您与宠物互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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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toys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which design and manufacture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for pet,including pet food and treat ,pet toys and pet grooming&nutrition products. We 
have professional team,unique concepts,excellent equipment and facility to design better 
products for you.

HALL 10 - 10B81
广州汇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2036700611、4008088220
E-mail / 邮箱：zelong10@126.com

广州汇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四季花城”的广州白云区，毗邻广州国际白云机场，交
通便利，主要从事宠物洗护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仓储物流等业务；拥有 15 年以上宠物洗护
产品研发经验 , 拥有独立的研发中心 , 全球合作研发中心遍布中国、德国、美国、日本，拥申
请专利 46 项，掌握 3 大核心技术。有 10 万级生产车间，占地超 10000 ㎡，年产量过万吨，
宠物香波品类连续 6 年销量第一 , 是国内最早专注宠物香波研产的企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
OEM/ODM 服务，涵盖产品规划、配方开发、包装设计、功效设计、生产等全方位服务 ,OEM
代工产品 800 多个 SKU。旗下有雪貂留香、卡露诗、Natur vet、喵油清、Ochah 等品牌。

HALL 10 - 10C01
重庆博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ONGQING PET UNION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区东江路 555 号（金桥食品产
业园 C 幢 2 层）
Tel / 电话：023-86898269
E-mail / 邮箱：tanzy@pet-union.com.cn
Website / 网站：pet-union.com.cn

重庆博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目前国内高标准的专业宠物零食生产企业。公
司发展迅速，团队经验丰富。博力生物拥有独立研发实验室、20000 ㎡自有工厂供应链（获
得 ISO22000、BRC、BSCI、RSPO、IFS 认证），产品出口全球 26 个国家，工厂日产量 50 吨，
博力生物旗下唯一品牌爱乐纯年销售 146,000,000 袋，国内 / 海外已覆盖众多线上线下宠物店
铺、宠物超市和宠物医院。

HALL 10 - 10C21
重庆易宠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23123056、18875008122
E-mail / 邮箱：zhangzixin@gutou.com

重庆易宠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8 年，是一家为宠物品牌提供全渠道经营管理服务的集团公
司。深耕宠物行业十余年，服务超 400 万养宠家庭、30000 家宠物门店。与海内外累计 1300
多家宠业品牌确立合作关系。旗下拥有行业知名的宠品消费严选平台 -E 宠、宠店赋能平台 --
它品，以及海内外品牌线上运营管理平台 -- 杭州易宠。是全球宠物行业巨头、北美宠物零售
巨头 PetSmart 在中国市场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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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C51
多格漫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DOGGYMAN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Tel / 电话：18317187678、18317187678
E-mail / 邮箱：jacie.wu@doggyman-sh.com
Website / 网站：www.doggyman.cc

日本多格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创立于 1963 年，距今已经 59 年了，是一家历史悠久，集开发、
制造、销售、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宠物公司。公司总部设立在日本大阪，专业设计、研发、
生产和销售宠物食品﹑宠物梳理﹑宠物玩具及宠物卫生护理等多元化宠物产品。“多格漫”
品牌不仅在日本享有盛誉，在世界各地也广为人知，产品远销欧洲﹑美洲﹑澳洲和亚洲的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

DoggyMan H. A.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63, with a history of 59 years. DoggyMan H. A.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pet company with a long history,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trade. The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in Osaka, Japan, 
specializing in the design,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diversified pet products such as 
pet food, pet grooming tools, pet toys and pet health care. “DoggyMan” brand not only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Japan, but also is well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Australia and mos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Asia.

HALL 10 - 10D01
苏州东方贵迷宠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12795118
E-mail / 邮箱：113810458@qq.com

来自纯天然植物的馈赠。拥有国内精细化工研究院的研发优势，结合自身在宠物美容行业 10
多年的专业沉淀，沐森堂现已发展成国内一线宠物洗护品牌。为爱宠提供安全、专业的呵护。

HALL 10 - 10D21
江苏卡尔诺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SU KARNO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循环经济开发区
Circular Economic Industrial Park, Management Committee, 
Gengche Village, Sucheng District, Suqian, Jiangsu.
Tel / 电话：13750660255
E-mail / 邮箱：renxiaoting@carno.com.cn

江苏卡尔诺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公司前身是台州市黄岩卡诺宠物用品厂，品牌
发展至今已有 13 年历史。弘扬国货品牌，把产品做到极致，让“宠物用品中国造”深入人心，
是卡诺宠物成立以来的初衷。 自成立以来，卡诺宠物始终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不断结合
平台产品的风格进行相应的产品设计 开发和迭代。 我们也期望在未来，能够服务于更多的宠
物品牌商，帮助他们完成创意产品的落地。携手共进，让 “性价比高、颜值高”的萌心国货
走向每一位养宠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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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D51
（FIDA）必然科技有限公司
BEST-RUN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磐开发新区九和路 50 号
50 Jiu He Road,Jinpan Development Area,Jinhua,Zhejiang,China
Tel / 电话：13486955790、0579-82208268
E-mail / 邮箱：11767277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fidapet.cn

FIDA 飞狗是一家宠物出行公司， 为宠物提供出行装备，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突破极限创新和设
计， 提升人宠出 体验，让狗狗与人类伙伴探索更远的世界。

FIDA is a pet products company, providing pets with outdoor equipments.Dedicated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innovation and design, FIDA improves your dog-walking 
experience and lets you and your dog explore a bigger world

HALL 10 - 10D81
武汉神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31810636
E-mail / 邮箱：576727663@qq.com

神宝宠物用品创立于 1999 年 , 专业从事宠物美容及医疗设备 , 美容工具生产销售的企业 . 历
经 22 年的发展 , 神宝宠物已经成为国内宠物美容工具设备非常齐全的供应商 , 产品包括 : 电
推剪 , 刀头 , 剪刀 , 吹水机 , 吹风机 , 美容桌 , 手术台 , 宠物浴缸及医疗笼具等 .
#1ALLSYSTEMS( 顶尖宠物 ) 创立于 1984 年 , 为宠物美容赛级品牌 , 提供宠物美容洗护和皮
毛护理产品 , 受到全球专业人士的认可 . 产品使用植物成分研发 , 呵护美容师的双手 . 顶尖相
信使用正确的工具 , 展现专业同时节省成本 , 提高效率 .

HALL 10 - 10E01
PAN'S 锅氏宠物用品
Tel / 电话：15919541695
E-mail / 邮箱：419057657@qq.com
Website / 网站：www.gspans.com

Pan‘s锅氏宠物用品创立于 2018年，是公司（深圳市尚鑫园商贸有限公司）旗下宠物产业品牌。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陶瓷餐具生产设计公司，在中国瓷都潮州自有 10000 平方陶瓷工厂，可接
受OEM/ODM。旗下品牌Pan’s锅氏宠物用品，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我们本着一切为了“它”
的宗旨，用心开发生产每一件产品。

Pan's pet products, founded in 2018, is a pet industry brand under the company (Shenzhen 
shangxinyuan Trading Co., Ltd.). The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ceramic tableware 
production and design company. It has a 10000 square meter ceramic factory in Chaozhou, 
the ceramic capital of China, and can accept oem/odm. Pan's Pan's pet products, a 
brand of the company, are deeply loved by consumers. In line with the purpose of "doing 
everything for it", we carefully develop and produce each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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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E21
杭州宠胖胖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273157083、13104550444
E-mail / 邮箱：609544065@qq.com

宠胖胖聚焦宠物生态，深耕爱宠人群，汇聚宠物内容，为亿万宠物兴趣爱好者、养宠人士、
宠物服务商家搭建一个桥梁，致力打造一个宠物兴趣综合平台、定义宠物行业职业新标准。

HALL 10 - 10E51
蔚刻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33912860
E-mail / 邮箱：chris@cyan-tech.cn

VOOCOO 蔚刻是一个探索美好人宠生活方式的创新型宠物用品品牌，于 2021 年在深圳创立。
致力于以「精彩的设计」实现「贴心的陪伴」，打造涵盖智能、出行、居家等全景使用的宠
物用品。

HALL 10 - 10E81
杭州阿默科技有限公司
AMO PETRIC
Add / 地址：www.amopetric.com
Hangzhou Amo Petric Technology Co., Ltd. Add:T2 Uk center 402, 
EFC, Cangqian street, Yuhang district, Hangzhou, China Tel:(86) 
0571-28284607
Tel / 电话：18558118509
E-mail / 邮箱：yuting@amopetric.com
Website / 网站：http://amopetric-shop.com/

Amo Petric 阿默，是宠物行业新势力品牌，率先在国内提出宠物有机天然护理理念，
倡导人、宠、生活紧密相连且平衡的生活方式，
专注宠物有机天然护理，拥有自己的专业研发团队，秉持坚定的信念，选用安全专业优质的
成分，开发一系列专业宠物护理产品。甄选的优质原料，均来自全球享负盛誉的供应商。在
致力于科学验证功效的基础上，为每个宠物匹配最适用于身体特性的产品，为宠物提供更多
的爱与呵护！

Amo Petric, a new brand in the pet industry, took the lead in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organic and natural pet care in China.
Advocating a lifestyle where people, pets and life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balanced,
Focus on pet organic natural care, have its own professional R&D team, uphold a firm 
belief, select safe, professional and high-quality ingredients to develop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pet care products. The selected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come from world-
renowned suppliers. On the basis of devoting to scientifically verified efficacy, we match 
each pet with the most suitable products for their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more love and care for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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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F01
上海尊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ZUNCHONG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中山北路 198 号申航大厦 1707 室
Room 1707, Shenhang Building, No. 198, North Zhongshan Roa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4000285785
E-mail / 邮箱：zbb@chonglaoban.cn
Website / 网站：www.chonglaoban.cn

宠老板，由资深宠物创业团队 ( 上海尊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专业开发，经过多年的深度打磨、
优化，宠老板全面解决了店铺管理成本高、新店不会运营、记账数据乱、客流低、营销推广
难等问题，简化管理流程，减少人工成本，全面提升了门店管理效率 !
宠老板全方位针对宠物行业专项而研发，凭借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特点，成为了宠物店首
选的门店管理软件，也获得了行业内外的一致好评。
2019 年获“深圳宠物展宠物店管理系统推荐品牌”荣誉称号，2020 年被评选为小米、360 助
手、搜狗助手等平台的优秀推荐应用，2020 年成为美团、饿了么推荐的宠物店库存管理工具，
32000 家门店同时在使用，2021 年战略升级为商家服务平台。

HALL 10 - 10F21
芜湖吉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16138199、15255363938
E-mail / 邮箱：chenlong@honeycarepet.com

honeycare，更高端的宠清品牌。
出口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多个国家，荣登亚马逊（美国区、亚太区）及 lazada 宠物品类销
售 best seller 榜单。
honeycare 照顾宠物的每一个生活场景。以先进的宠清黑科技，拉近人宠关系。honeycare 将
一生的相守，变成每一天都亲密无间的享受。

HALL 10 - 10F51
蛋壳宠物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ANKE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 165 号
No.165, Guangfu West Road, Putuo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18621625042、400-920-0674
E-mail / 邮箱：hello@pidan.com
Website / 网站：www.pidan.com

pidan 是一家专注为猫创造产品的品牌。
人类之所以需要猫，是因为它能把你我独处时
容易堕入悲伤的情绪，凝固在平静之美中。
所以，我们秉持着「猫为先、公益计划」的品牌主张，
希望不仅可以帮助进入人类家庭的猫过得更好，也为穿梭在社会中的猫多做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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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F81
潮州市金源利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凤新开发区
Fengxin Development Zone, Chaozhou,Guangdong, China
Tel / 电话：15816537077
E-mail / 邮箱：174875593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czjyl.cn

潮州市金源利陶瓷制作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从事生产型贸易销售为一体的企业，主经营
日用陶瓷产品，日用硅胶制品。主要以国际贸易销售以及国内销售为主题。

HALL 10 - 10G01
艾尔法（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ALFA（ZHEJIANG）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方桥工业园方明路 9 号
9 Fangming Road, Fangqiao industrial park, Fenghua District 
district, Ningbo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3957841666、400 991 8700/13362441025
E-mail / 邮箱：wlx@alfa-pet.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alfapet.cn

艾尔法 ( 浙江 ) 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家电生产企业，创立于 1999 年，为国内外多家高端宠物
用品品牌提供生产制造服务。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于 2016 年正式推出自主的品牌“艾尔
法”，并与中科院合作成立了宠物智能产品联合实验室、动物智能穿戴设备技术研究中心。
并于 2020 年成功获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与小佩宠物、派多格宠物连锁、瑞鹏集团旗下宠
物连锁医院等品牌建立战略合作。自主生产宠物美容桌、烘干箱、吹水机、拉毛机、浴缸、
SPA 机、手术台及寄养、笼具等百余种宠物美容设备。艾尔法旨在为各渠道提供我司自主生
产的整套宠物店美容设备。

HALL 10 - 10G21
上海鸟语花香宠物有限公司
NIAOYU HUAXIANG PET CO., LTD.
Tel / 电话：13611939884、021-68453391
E-mail / 邮箱：xuwenhan@dipet.com.cn
Website / 网站：www.nyhx.vip

鸟语花香成立于中国上海，拥有十多年宠物产品设计经验、独立的设计师团队及宠物行为心
理学研究团队，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宠物消费理念和立体化科技养宠生活场景。
始于一腔热情，在我们经验丰富的设计与技术团队支持下，我们不断设计和推出宠物友好产品，
包括宠物智能设备、宠物日用品和宠物玩具。
自成立以来，鸟语花香累计推出 60 余款产品，衍生 SKU 近 300 个。凭借创新的产品外观、
结构及功能设计，我们的产品在各渠道实现热销。
我们致力于凭借原创创新设计，重新定义一份简单、高品质且令人满意的科技养宠生活。

Founded in Shanghai, China, with over 10 years’ experience in pet product design, Pet 
Marvel is a high-tech company enabled with in-house pet behavioral psychology research 
team, who’s committed to convey high-end pet consumption philosophy and to build a full 
picture of modern tech life with pet.
Started with passion, supported by our experienced design and technology team, w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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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to design and launch pet-friendly products, which contains SMART home device, 
daily pet supply and pet toy. 
Since our inception, we have brought out more than 60 products, nearly 300 SKUs. With 
brand new product appearance, structured and functional innovative design, Pet Marvel 
thrives a hot sale in kinds of channels. 
We cares to redefine a more simple, high-qualified and fulfilled tech life.

HALL 10 - 10G51
上海宠爱润合供应链有限公司
FAVOUR RUNHE SUPPLY CHAIN 
(SHANGHAI)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3509 弄
298 号 B5
B5, No. 298, Lane 3509, South Hongmei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51691983、51691983
E-mail / 邮箱：309745870@qq.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18.com

上海宠爱润合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前身“上海宠爱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底，2004 年
初正式进入国内宠物用品市场，致力于成为“中国市场专业的宠物食品及用品的分销商”。 
 我们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厂商及零售商提供各种方式的增值服务，包括产品分销，品牌推广，
市场咨询，供补货服务，开店咨询，店内助销等。
随着中国宠物行业的迅速发展，我们的相关业务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现有北京、上海两处办
事处，代理品牌近 50 个，代表品牌为：星记、爱犬岛、Petmate、Omega Plus、茉莉的厨房、
green7、自然小猫、保卫地球等

HALL 10 - 10G81
高乐氏香港有限公司
CLOROX HONG KONG LIMITED
Add / 地址：英皇道 260 号怡安中心 21 楼，北角，香港特别行政区
21/F Greenwich Centre, 260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K SAR.
Tel / 电话：15915955057、13688861903
E-mail / 邮箱：Yammie.huang@clorox.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thecloroxcompany.com/brands/
clorox-family-of-brands/

EverClean 铂钻 ® 猫砂自 1987 年创立以来，一直强调「以猫为本」，以专业、高标准的产
品实力为猫咪打造「铂钻健康屏障」，让猫咪尽享「安全感」。猫咪在人宠共居的空间中能
自在释放天性，也能让铲屎官更有幸福感。秉承国际领先的技术和品质，同时结合中国本土
化的消费者需求，EverClean 铂钻 ® 将推出更多新品以满足消费者的细分需求。

EverClean Cat Litter was founded since 1987, has always been putting cats at the heart 
of the brand, hence EverClean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platinum diamond health 
protective shielf", with its professional and high standard of cat litter products, so that 
cats can enjoy their lives with sense of security.Letting cats flourish in the co-living space 
with people,  is also a great enjoyment for the cat owners. Carrying the world's leading 
technology and quality standard, while integrating with the specific China local consumer 
needs, EverClean cat litter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more and more diverse products to 
satisfy the market.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10号馆
Hall 10

344

HALL 10 - 10H01
加拿大麦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CANADA MYLOVE PET FOOD CO.,LTD.
Tel / 电话：13853511791
E-mail / 邮箱：guobing1117@126.com

加拿大麦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市，公司致力于研发宠物食品已经有十余年
的经验 .
烟台麦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龙口市，总资产 4.8 亿元，占地面积 300 余亩，建筑
面积 26000 平方米，员工 1000 余名。 公司拥有多条宠物食品生产线，每年生产罐头 6000 余
吨，代工及生产自有品牌的宠物食用的罐头、妙鲜包，猫条等湿粮及零食干海产品，产品远
销世界五大洲，符合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等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进口检验检疫标准，并
取得上述国家官方注册。公司先后通过 MSC，BRC 等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环
境管理体系等全球知名第三方认证。

Yantai Mylove Pet Food Co., Ltd. is located in Longkou City, Shandong Province, with total 
assets of 480 million yuan,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300 mu, construction area of 
26,000 square meters, and more than 1,000 employees. Company has severel pet food 
production line, annual production of canned 6000 tons, the generation of labor and 
production of private brand of pet food cans, fresh bags, cat wet food and snacks such as 
dried seafood,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five continents in the world, and conform to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European Union, Canada and so on of the world's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impor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ndards, and obtain the national official 
registration.

HALL 10 - 10H21
台州华茂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
HUAMAO HANDICRAFT ARTICLE CO., LTD
Tel / 电话：18955955678、17757170338
E-mail / 邮箱：xueleven@dingtalk.com

台州华茂工艺品有限公司始于 2000 年，是浙江省大型的宠物用品制造公司。20 年来，以专
注专业专一的态度，只为宠物制造最好的，商品远销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几十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猫爬架占全球 50% 份额。
zeze 是宠物行业首个提出“人宠共合”理念，并以此为设计主旨的宠物家居创意品牌，设计
师均来自于国内外知名院校，用美学和舒适的角度，兼顾人宠的需求，主打简约北欧和动物
系列用品，营造趣味的养宠生活，更好的融入到家居生活

HALL 10 - 10H51
珠海市休普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SUPER DESIGN MANUFACTURE CO., LTD. ZHUHAI
Tel / 电话：13433003608
E-mail / 邮箱：209565738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uperdesign.cc

休普设计（SUPER DESIGN)- 全球专业宠物食具领先品牌！专注的精神，专业的技术，专心
的服务，休普设计引导行业的发展，改变宠物喂养的习惯，为全球宠物爱好者提供时尚，健康，
耐用的喂养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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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Design is aimed to provide simple,fashionable,healthy and durable pets feeders for 
pet lovers all over the world.It is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t industry and changing the 
way of pet feeding,gloriously becoming brand leaders in the global high-end and healthy 
pet feeding utensils market.

HALL 10 - 10H71
迪约宠物用品科技（香河）有限公司
DYO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XIANGHE) CO., 
LTD
Tel / 电话：13522600923、4008052004
E-mail / 邮箱：1464837810@qq.com
Website / 网站：www.dyopetspa.com

Dyo，高端宠物SPA护理品牌，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Dyo已成为宠物SPA护理领域的头部品牌。
已在此领域连续 7 年保持高速增长，是多届亚洲宠物展、北京宠物展等行业活动参展品牌，
目前旗下授权的宠物 SPA 五星级服务店超 5000 家，长期使用 Dyo 宠物 SPA 护理品的门店多
达 20000 家，合作门店已经拓展至香港、澳门、澳大利亚、迪拜、美国、加拿大、日韩等地。
珍 恬 ● TOP 级猫罐头
TOP 级食材
无谷物，无内脏，无诱食剂，中西太平洋金枪鱼
TOP 级工厂制造
世界龙头工厂 THAIUNION， 45 年历史
TOP 安心
上海光明集团开创远洋渔业原装进口
TOP 口碑
灵镜，弹簧小姐，爱猫君，宠医周昱 推荐

HALL 10 - 10H81
深圳市宠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38000227
E-mail / 邮箱：denney@keekoonvision.com

公司成 于 2019 年，总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分 设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兆联科技园，是 
家集专业设计、研发、 产、加 、销售于 体的宠物 品 产企业。 房占地 7000m2， 有 SMT 贴 线， 
有注塑机，拥有完整供应链配套解决方案。
公司 有品牌 PER ZERO  主要产品系列有： 动宠物喂 器、智能宠物喂 器、宠物喂 器、猫砂盆
等系列产品。是 家具有 主研发能 ，坚持产品为核 ，重视完善客户体验的产品研发型公司，
拥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

Founded in 2019, general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The branch is located in Zhaol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Xinxu Town, Huiyang 
District, Huizhou City. It is a professional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an integrated pet products manufacturer. Our company's own brand 
PET ZERO, and the main product include:
automatic pet feeder, smart pet feeder, pet water fountain, cat litter box and other 
products. We have SMT patch line and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 also have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supporting solution. We have a complete quality control system. All products 
will undergo incoming inspection, production inspection, semi-finished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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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J01
江西生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JIANGXI SENCEN HYGIENIC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
Wanfu Economic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Zone, Wuni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332300, China
Tel / 电话：0792 2831116
E-mail / 邮箱：duxian@cnsencen.com
Website / 网站：Http:// www.cnsencen.com

江西生成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自 1995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家庭园林、宠物清洁护理、个人护
理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着 " 科技、创新、低碳、环保 " 的理念，凭借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严谨规范的科学管理，为全球客户和消费者设计制造引领时代潮流的多元化产品。
生成崇尚产品质量，企业信誉，一切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创造自
身效益的同时，重视创造客户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成以人为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
业文化建设，为打造生成百年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生成始终不渝，真诚地为全世界的客
户和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需求。

JiangXi SenCen Hygienic Products Co.,Ltd.
Primarily founded in 1995, SenCen is a world class manufacturer of Pet Care,Personal 
Care and Home& Garden products, located in Jiangxi province of southern China. In 
2010,"SC" brand of the company was rewarded Export Brand for Priority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iangxi Province in recognition of product excellence.Today, SenCen is a 
thriving company leading the way in product quality and innovation; successfully supplying 
millions of home & family care products around the world..
SenCen has a great corporate culture and exceeds industry standards in providing 
benefits to its employees, and has rich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s and advanced chemical 
experiment equipm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grand brands products such as Household.

HALL 10 - 10J11
蓬莱海天矿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15552476、15615552476
E-mail / 邮箱：3409141450@qq.com

公司自主研发的破碎型猫砂产品，各项使用标准均等同或高于北美高端破碎猫砂产品，同时
产品价格又降至普通消费者所能接受的范围以内。产品上市后一举打破高端猫砂产品由欧美
产品垄断的局面。
公司内设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可根据各地区市场需求不同，提供不同的产品搭配方案。我们
可提供破碎型矿物结团砂、植物类结团砂、猫砂除臭粉、猫砂检测颗粒等丰富的产品。支持
自有品牌销售也提供贴牌代加工等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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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J21
深圳市艾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AIWO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8813980502、0755-27312407
E-mail / 邮箱：anne@aiwopet.cn

深圳市艾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座落于深圳市风景优美的凤凰山
森林公园山脚下（宝安区福永街道龙王庙工业区 15 栋、A2 栋），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宠物
用品研发、精密模具制造、双色模具制造、精密注塑的高新技术企业 (ISO9001 BSCI 认证 )。
旗下拥有的“艾窝”品牌广受养宠达人好评。

Shenzhen Aiwo Pet Product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on December 28, 2018. It 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scenic Phoenix Mountain Forest Park in Shenzhen (Building 15, Building 
A2, Longwangmiao Industrial Zone, Fuyong Street, Bao’an District). A high-tech enterprise 
(ISO9001, BSCI certification) engaged in the R&D of smart pet products, precision mold 
manufacturing, two-color mold manufacturing, and precision injection molding.
"Aiwo" is widely praised by pet owners.

HALL 10 - 10J51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09846588
E-mail / 邮箱：pokfei@vip.163.com

平安产险作为保险领域的强者与宠物行业的后来者，以打造行业标杆为方向，以解决消费者
核心痛点为目的，用“心”打造有温度的保险。平安致力于“平安爱宠计划”为核心，也将
在宠物生态持续发力，为宠物提供全方面的健康成长平台。同时，我们积极寻找与行业共赢
的合作机会，深入宠物与宠物主的各个场景，开拓更多维度、更充分、更具规范性的服务。

HALL 10 - 10J81
珠海亚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矿山工业区厂房 1 层
Tel / 电话：18023089089
E-mail / 邮箱：yahopet@qq.com
Website / 网站：www.yahopet.com

珠海亚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营销渠道建设为一体的综合型宠物
食品企业，产品包括：干粮、罐头、湿粮、饼干、洁齿类等宠物食品。产品出口：捷克、瑞典、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国内超过 2000 家合作商家。
公司自主研发多种品牌和产品，均获得国家商标权及专利权，在珠海市金湾区有自主研发生
产基地。并通过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创中国名牌、造世界精品 ] 是我们的核心理念，还建立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电商
运营平台。并活跃在亚洲宠物博览会、中国国际宠物水族用品展览会等平台，以专业的态度、
专业的技术、专业的服务赢得了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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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K01
青岛派特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1161010
E-mail / 邮箱：398458437@qq.com

青岛派特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中国品牌之都、世界啤酒之城青岛，于 2020 年
05 月 21 日在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区注册成立，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2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
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

HALL 10 - 10K21
文安县莱沃派宠物用品厂
Tel / 电话：18832638301、18832638301
E-mail / 邮箱：463094805@qq.com

莱沃派宠物用品厂坐落于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专业生产宠物猫玩具 猫抓板 猫爬架等宠物用
品，我们是实体工厂，拥有员工 60 余名，车间面积 6000 余平米，我厂已通过 FSC BSCI 验厂，
欢迎业务洽谈。

HALL 10 - 10K51
江苏中恒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15-88460832、13916020102
E-mail / 邮箱：sammy.zhou@bankpets.com

中恒宠物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是集宠物消费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及服务、
物流及相关产业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公司总部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国家高新区，公
司分部位于欧洲比利时、东南亚柬埔寨、美国威斯康星州。其自主研发生产的宠物日用品系列、
玩具系列、美容品系列、清洁品系列、零食系列多个系列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及东南亚等
五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HALL 10 - 10K81
青岛澳能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AONENG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30 号甲伟东世奥国际 17
层 C01C
Tel / 电话：13210187135
E-mail / 邮箱：zhongxueliang@aonenggroup.com
Website / 网站：www.aonenggroup.com

青岛澳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手中国青岛，专注于综合性宠物家居产品服务。公司是行业
少有的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国际 M 易于 - 体的综合性公司。在研发设计领域，公司有超
过 30 名专业的宠物产品研发设计人员，涵盖犬，猫两大类别，涉及宠物饮食器具、猫台、窝
具、清洁、智能用品等宠物家居场景全系产晶线，目前已拥有 125 个国内外专利，可以为客
户提供超过 100套产品设计方案 /年 ;我们的 3家工厂完全按照行业最高标准作业，涵盖注塑、
电子、木艺、布艺及模具等多个领域，年产能超过 200 万套 / 年 ; 自成立以来，我们的创新
产晶数已经突破 50 种，受到国内外客户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已拥有包括日本、美国、阿根
廷、等在内的全球数十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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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L01
福州海源织带有限公司
FUZHOU HAIYUAN LANYARD CO.,LTD
Add /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工路 2 号海峡红坊创意园 11 号
楼
Tel / 电话：0591-83856895、17859566876
E-mail / 邮箱：30539029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idreampet.com

福州海源织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一家拥有近 20 年织带制造经验的生产商，长年服
务于法拉利、宝马、奔驰、欧冠联赛等全球高端品牌及顶级赛事的周边产品的定制服务，具
备国内顶级供应商资质与生产实力。HiDREAM® 宠生几何是福州海源织带有限公司旗下的宠
物出行用品品牌，目前全球事业合作伙伴已覆盖 25 个国家，以宠物牵引为核心产品，开发宠
物牵引绳、项圈、胸背带、车载安全带、外出包礼等应用于不同猫犬、不同场景的宠物出行
产品。

FUZHOU HAIYUAN LANYARD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lanyards factory,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2004.Is a direct factory with nearly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anyard 
manufacturing.It has the domestic top supplier qual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capacity,and 
has been serving the world’s high-end such as Ferrari,BMW,Mercedes-Benz,UEFA 
Champions League and customized lanyard products for top-level events for many 
years.The HiDREAM® products are designed,produced,packaged and promoted by 
FUZHOU HAIYUAN LANYARD CO.,LTD.Since 2016, global business partners have covered 
25 countries.With pet leash as the core products,we also design and produce pet 
leashes,collars,harness,car seat belts,pet accessories,gift boxes etc.Which are applied to 
different cats,dogs and different scenes.

HALL 10 - 10L11
上海春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CHUNZHOU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钱明西路 395 号
Tel / 电话：021-54354021
E-mail / 邮箱：sales@shpethome.com
Website / 网站：www.shpethome.com

上海春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美容诊疗产品研发与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涵盖宠物烘毛机、吹水机、吹风机、美容桌、浴缸、手术台、剪刀等。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国际体系认证，所生产各类电器产品已取得 CE、GS 和 CCC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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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L21
上海德尔星瑞实业有限公司
THE STARZCLUB INDUSTRIAL CO.,LTD
Tel / 电话：18664819503
E-mail / 邮箱：44033892@qq.com

上海德尔星瑞实业有限公司，自有品牌 Starzclub，自主设计及生产宠物美容用品及设备，并
进行出口及国内销售。
本公司同时为瑞士进口 Heiniger 品牌动物专用电推剪大中华地区总代理、比利时 Yento、
Show Tech、The Sentinel 品牌中国大陆地区总代理、日本 Utsumi 宠物系列美容工具中国总
代理、日本 Pluck 品牌重碳酸宠物洗浴设备中国大陆地区总代理。
 Starzclub 是一站式专业宠物美容工具设备及用品供应商。

HALL 10 - 10L51
广东达洋宠物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DAYANG PET PRODUCTS INDUSTRY 
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旺工业园工业大街
4 号
No.4
Tel / 电话：0757-82062207
E-mail / 邮箱：vivianliu@dayang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dayangpet.cn

始创于 1988 年，至今已有 30 多年历史。生产基地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有焊接、喷涂、注塑、
质检、组装等现代化生产车间 8 万平方米。公司拥有专业自动化设备研发、产品设计、销售、
质检、高效管理等多个优秀团队。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点焊机器》，成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产品远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及地区。所销售产品涵盖各类宠物笼具和用品，其中包括：鸟类、
兔子、仓鼠、猫狗以及各种小宠等。
我们深知“产品是企业的灵魂”，一个企业的精神、理念，终将体现在产品本身。 达洋一直
致力于“设计优秀的产品、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以及制造优质的产品”为企业目标，并勇于创新，
在业界赢得了较高的口碑，为成为业内龙头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Guangdong Dayang Pet Products Industry Co.,Ltd.was founded in 1988 which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and selling various types of pet cages and accessories. The company occupies 
over 80,000 square meters for welding, powder coating, injec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assembling workshops. With over 600 high-qualified staffs, the monthly output reaches 
150 standard 40 feet containers and produc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exported to over 10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automation design team, R & D team, sales team, QC team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am. One of the self-developed automatic machines 
has successfully obtained the national patent i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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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L71
上海艾萌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IMOE SMART
Add / 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 200 号 1 号楼 713
Building 713, no. 1,200 Guodingdong road, Yangpu District, China
Tel / 电话：13774261822
E-mail / 邮箱：aimoes01@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aimoe.com

爱萌仕是一家成立于中国上海的宠物用品设计品牌
致力于为爱宠打造一个猫咪梦想家
在这里
充满创意才华和有趣灵魂，更有一颗颗爱宠的心
不仅用品，包括新食品、新健康等领域
爱萌仕为未来养宠生活打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未来，作为家庭中的一员
爱萌仕助力宠物和我们一起进入新有宠生活时代

HALL 10 - 10M01
安徽省鹏飞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ANHUI PENGFEI SPORTING GOODS CO.,LTD
Tel / 电话：15255087958、15255087958
E-mail / 邮箱：1169939013@qq.com

本公司可以提供各种尺寸及各种品质的宠物网球，定制，打样，生产。产能充足，价格公道。

HALL 10 - 10M11
福州净唯他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60666175
E-mail / 邮箱：397141520@qq.com

IPETPAL 专注于黑科技宠物产品的发明创造，将更便捷、更健康、更科技智能的产品提供给
爱宠人士。IPETPAL 于 2020 年跨界进入宠物产品行业，我们依托集团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的多项发明专利技术和国内多所知名科研院校技术力量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宠物行业的消臭
抗菌类产品，特别是业界首创的 SiX 黑科技“懒人消臭抗菌猫砂”，呈现只铲屎、不铲尿，
几近无尘，长效除臭，超强抗菌等特性，有效解决铲屎官们的居家卫生环境和宠物照料费时
等多项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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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M21
东莞市梅花脚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249530412
E-mail / 邮箱：cyf@mewajump.com

成立于 2018 年，是中国“宠物身心健康平衡系统”提出者，全球宠物用品（玩具）潮流引领
者、年轻养宠一族最受喜受与信赖的宠物玩具（用品）品牌、广东宠物美容师协会副会长单
位（2019）、东莞市宠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集宠物玩具及用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
一体，旗下拥有梅花脚、么哇两大品牌；市场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三大区域，拥有海内外
100 多家品牌分销商，每年服务超过 12，000，000 个养宠家庭 。

HALL 10 - 10M51
煜宠宠物（湖北）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13-6503699
E-mail / 邮箱：178131447@qq.com

煜宠宠物 ( 湖北）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华中交通要塞湖北省武汉市，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员工人数 1015 人，产业园坐落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占用土地面积
近 400 亩，办公面积超 8000 平米。致力于实现宠物相关产品全品类，形成集互联网销售、产
品研发、加工生产、仓储发货、物流运输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闭环的新型互联网科技企业。公
司主营宠物清洁、宠物护理、玩宠玩具、宠物用品，宠物食品等宠物全品类产品。我们将努
力打造国内第一家专注于宠物类产品全品类产销一体化的垂直行业电商产业园，成为行业标
杆。

HALL 10 - 10M81
北京两小和无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77099156
E-mail / 邮箱：920940113@qq.com

“两小无猜”是一个年轻的品牌，成语本意表达的纯粹、纯真的感情，表达出我们对宠物食品、
用品产品的感情，让所有宠物吃的用的都安心、放心，无需猜疑、一片真诚。我们守住优秀
的传统概念的同时也会大胆创新，坚持高品质。
青岛两小无猜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组建于 2021 年 6 月，公司致力于自主研发、生产、销售高品
质宠物食品，力争打造宠物行业高端国货品牌。2022 年在北京设立了“北京两小和无猜品牌
运营管理公司”进行品牌“两小无猜”主体运营。

HALL 10 - 10N51
温州誉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VIGOROUS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锦绣路 9 号
No.9 Jinxiu Road, Shuitou Town, Pingyang County, Wen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3606776189、13606776189
E-mail / 邮箱：pet@vigorouspet.com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10号馆
Hall 10

353

誉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本公司主要生产宠物用的项圈，牵引绳，胸背带和嘴
罩等产品且品种齐全，设计新颖，近几年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开拓了良好的市场。目前公
司的产品远销欧洲，美洲及亚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的好评。为了公司更好地发展，
2018 年购入新厂房，占地 12000 平方米， 并引入更多的机械设备，组建从原材料的编织到
成品制作一条龙的生产线。
在质量保证的前提，我司还勇于创新，采纳良好的建议，设计出了更多的新产品。我们早年
已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以及 BSCI 认证。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司在国内外拥有很
多的老客户，且一直坚持“质量第一，开拓创新”的企业宗旨。

Vigorous Pet Products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pet collars, 
leashes and harness. We specialized in using genuine leather, PU/PVC, Super fiber and 
Nylon/Polyester to create custom designs. Established in 2001, we began exporting our 
products to the USA, Europe,Japan Middl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Vigorous Pet Products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pet collars, 
leashes and harness. We specialized in using genuine leather, PU/PVC, Super fiber and 
Nylon/Polyester to create custom designs. Established in 2001, we began exporting our 
products to the USA, Europe,Japan Middl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ALL 10 - 10N71
上海布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81679170
E-mail / 邮箱：ellen_sichen@163.com

Paws Holic® 爪迷 ® 是一家成立于 2018 年的设计师宠物用品品牌，为追求品质与设计感的
最佳组合，集结跨界一流设计团队，为都市宠物提供优质出行解决方案。致力于为爱宠家庭
打造实用与颜值兼备的宠物用品，增加生活乐趣；帮助门店客户实现门店差异化，打造店铺
的视觉中心和亮点。
现主营产品有：猫狗项圈、胸背、牵引，猫狗用品玩具、日常用品及出行衣物。

HALL 10 - 10N81
大连爱丽思欧雅玛发展有限公司
Tel / 电话：86-411-87572999-3158、0411-87572999-3158
E-mail / 邮箱：13478434029@163.com

大连爱丽思欧雅玛发展有限公司是爱丽思集团为专门开拓中国市场而成立的销售公司，自
2003 年 8 月成立以来，在郭总经理的领导下，突破传统的销售模式，勇于实践、追求创新，
通过国内连锁经营、国内、国际批发、大型卖场销售、网络销售等营销方式，推广爱丽思产品，
现已拥有成熟的销售模式和稳定的客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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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P51
温州齐平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7-63830349
E-mail / 邮箱：2440561203@qq.com

自 1996 年 5 月成立“平阳县华辉皮件制品厂”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拼搏，已发展成为
一家无区域企业“华晖实业有限公司”。华晖实业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专业
生产畜皮咬胶、植物咬胶、肉类、罐头、饼干等犬、猫宠物零食。旗下拥有江苏乐乐宠物食
品有限公司、温州齐平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平阳县勤丰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齐
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温州伟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畜皮咬胶原材料加工厂）等企业。公司
秉承“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引领者”的企业理念，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宠物产品和
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享受与宠物陪伴的乐趣。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ingyang Huahui Leather Goods Manufacturing Plant in May 
1996 and after over twenty years of effortful development, it has grown into a non-area-
limit company which is now called Huahui Industrial Co., Ltd.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s in one, Huahui Industrial Co., Ltd.  specializes 
in manufacturing chews made of animal skin and plants, meat product, canned product, 
and biscuits for dogs and cats. It also owns Jiangsu Lele Pet Foods Co., Ltd., Wenzhou 
Qiping Pet Nutrition Technology Co., Ltd., Pingyang Qinfeng Pet Nutri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Qipi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and Wenzhou Weiye Pet Products Co., 
Ltd.  (an animal skin-derived pet chew processing plant). 

HALL 10 - 10P71
浙江恩太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ENTAI PET TH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横塘桥路 81 号
Tel / 电话：0572-8377404
E-mail / 邮箱：cassie.zhang@entaipet.com

浙江恩太宠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原创开发设计能力的公司，专注宠物睡眠系统的产
品设计、研发与生产。
依托总公司浙江柯力达纺织有限公司 30 余年国内外市场面料设计、研发、织造的生产基础，
拥有独有的面料设计研发优势，无论是经典制造、时尚流行还是轻奢雅致，都具有前沿的研
发开发能力，及快速反应的制造能力。
国内设计师 + 宠物经济大国美国的本地设计师的组合配置，在整个设计链上，既能抓住最前
端的行业趋势，又能有成本控制的落地性。目前稳定每月 20 款新产品的输出。
恩太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秉承着高标准生产工艺要求，拥有全套的自动化生产体系。先后通
过了 BSCI、Sedex、GRS、Oetex 等体系认证。

Zhejiang Entai Pet Technology Co., Ltd, a company that has the ability of original 
development and design, focusing on R & D and manufacture for pet sleeping products.
Relying on the strong manufacture foundation of the head office Zhejiang Kelida Home 
Textile Co., Ltd. for more than 30 years of fabric design, R & D and weaving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it has great advantage on fabric design and R & D, and has quick reaction 
to bulk production, whether it’s classic, fashion or light luxury.
Zhejiang Entai has a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designers and local design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 major pet economy country. In the whole design chain, it can not only 
grasp the cutting-edge industry trends, but also can control the cost well while providing 
the high-qual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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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P83
杭州瑾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JINMI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3917275424、13917275424
E-mail / 邮箱：fanjinyu@hzchongmi.com

杭州瑾觅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一家以设计为导向的宠物用品公司，我们的主
要产品包括宠物包、宠物玩具、宠物碗，以及各种宠物配件。我们位于中国浙江杭州。我们
的工厂和仓库位于江苏、浙江、湖北，拥有国际标准化组织和 B S C I 认证。我们致力于严格
的质量控制和周到的客户服务。自成立以来，Petseek 一直致力于创造实用创新、独特设计
和有趣互动的宠物产品。我们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每个月我们都会推出新产品。产品畅销全
国各省市，并远销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质量、服务、时尚、舒适是我们企业的
使命。凭借这一公司理念和卓越的企业态度，深受代理商和客户的认可，产品已服务于世界
各地的宠物家庭。

Hangzhou Jinmi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18, ha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name Petseek, a design-oriented factory for pet supplies, Our main products 
such as pet carrier bags, pet toys, pet bowls, as well as deal with a wide range of pet 
accessories. We were located in the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Our factory and warehouse 
were located Jiangsu, Zhejiang, Hubei with I S O and B S C I Certificated. Dedicated to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nd thoughtful customer service, our experienced staff members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discuss your requirements and ensure full customer satisfaction. Since 
established, Petseek has been dedicated to create pet products with practical innovation, 
unique design and interesting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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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P86
佛山市方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SQUAR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业大道 22 号广东工业设
计城国际创新设计中心 2 栋 1 楼
1F, Building 2,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Design Center, Guangdong 
Industrial Design City, Beijiao, Shunde, Foshan, Guangdong
Tel / 电话：+86-13428281815
E-mail / 邮箱：pet@redminut.com
Website / 网站：www.redminut.com

小红栗，是为科学养宠新方式而诞生的宠物用品创新品牌。
在 2017 年诞生之初开始，我们便一直坚信宠物用品不只是一件产品，而是可感知的创新设计
与美学体验，以及可表达的养宠惊喜与生命关怀。我们坚持为用户打造具有高体验感与设计
感的原创养宠用品，并创造了不同使用场景的产品，特别是在宠物居家洗护与宠物户外的类
别中，将备受「美国 IDEA 设计大奖」与「德国 IF 奖」、「德国红点奖」等数十个奖项所肯
定的优秀作品带给各位养宠人。

The redminut brand was established in 2017. It focuses on the original design of the pet 
products industry. It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pet product brand for young people. It 
carefully creates a life diary of users and pets, leaving beautiful memories in life, and 
improving nutrition through design innovation. The convenience of pets can better promote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ers and pets.
At present, we will carry out product line planning based on the two major pet groups of 
cats and dogs.  Divided into scenes, including outdoor, indoor, business trip, travel, etc., 
according to the usage habits of the people, targe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strive to create an original brand of pets with sales 
of over 100 million yuan.

HALL 10 - 10Q51
广东诚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PETSMILING（HK）INTERNATIONAL LIMITED
Add /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道西三村低田五巷 1 号二楼
2F,No.1,Lane Ditian,ViaXiSan,Luopu street,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Tel / 电话：18520640134、020-39235016
E-mail / 邮箱：38378775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dogismile.net

诚业（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从创立伊始就专注于高端宠物用品的设计、开发和生产。
DOGISMILE 与 CATYSMILE 的品牌理念是传递爱与微笑，通过我们生产的高质量产品来传
递爱与微笑并致力于为您和您的爱宠建立一种生活风。DOGISMILE 产品开发只选取高质
量的面料作为原材料，并对生产中的各个流程进行严格的控制，从而保证高质量的产品。
DOGISMILE 的产品在设计上更是独特，设计团队倾注了自身对宠物与人的深入研究与理解通
过新颖的产品设计，表达的都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对美的追求。

We ar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in pet line including of pet carrier,bed,clothes,harness
,leash upon our brand Dogismile,Catysmile and Rawanimals.Our products are approved to 
be nice quality and unique design by our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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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R01
纳爱斯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858528770
E-mail / 邮箱：dake@smileygroup.cn

淘豆玩国成立于 2020 年，是纳爱斯集团旗下宠物健康研究中心精心打造的新锐宠物品牌，为
万千养宠家庭提供专业的宠物智慧清洁解决方案及宠物健康科学管理方案，致力于为拉近人
宠关系提供全链路智慧解决方案，打造一个互愉共享的养宠新纪元。

HALL 10 - 10R05
禹城市美瑞万家玩具有限公司
MERRIMAN HOUSE
Tel / 电话：18618772367、18618772367
E-mail / 邮箱：452106742@qq.com

公司坐落于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梁家镇创新产业园 50 号，秉承以人为本、诚信为首、创新为
主的宗旨。从事宠物玩具生产与销售。公司自有品牌狗、猫玩具：美瑞万家，其品种数目达
1000 多种，是国内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规模较大的宠物玩具生产、销售公司，公司拥
有领先的激光雕刻机、绣花机、裁剪机、自动传输打包封箱等 设备，我们拥有一批高素质的
员工队伍，丰富的客户资源和筹办各类展会的经验。产品主要面向国际市场，其产品销往美国、
欧盟、日本市场、韩国等，年销售额可达 3000 多万元，厂房面积 3000 多平方米。

HALL 10 - 10R21
上海吧唧吧唧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10270380
E-mail / 邮箱：1418228353@qq.com

上海吧唧吧唧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猫类目中高端宠物食品开发
及销售与一体的品牌服务公司，公司主营品牌有 FRESHCAT 福瑞诗、kisspet 凯希佩等；
公司以“猫家私厨”的思想为指导，专门为猫咪量身定制新鲜、健康、营养的宠物食品，从
而满足猫咪味蕾对于不同营养的需求；
公司秉承“理想生活   绝不将就”的理念，始终致力于针对猫咪的健康及口味需求来设计及研
发全系列产品，并不断升级产品，给猫咪带来最好的呵护，为猫咪和主人带来更多亲密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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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R25
北京中岩联合经贸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YAN UNITED TRADING CO.,LTD.
Tel / 电话：010-85528240、13701268089
E-mail / 邮箱：zjcentury@sina.com

北京中岩联合经贸有限公司从 2009 年开始宠物用品销售，至今整整成立 10 年，为北京 2000
多家宠物店、动物医院、犬场猫舍以及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http://www.
amazon.cn/）、“京东”（www.jd.com）等提供优质服务。从 2013 年开始创立自己的专属
品牌“OSRI”  。旗下包含子品牌有：“泰鱼” 泰国进口猫罐头；“钢骨” 宠物陪伴零食；“海
岩” 丹麦进口天然矿藻沙猫砂；“酥德” 宠物零食；“源飞”胸背 + 颈圈套装；“曼格尼” 
自动伸缩牵引带，等等。
主打品牌： 钢骨从 2017年开始旗下暂时有“陪伴零食”、“互动零食”“啃咬零食”三个系列。

Steelbone®, the brand of dental care chewing products, which is keep the pet teeth in 
healthy. The Steelbone®, clean the teeth by the physical way, make teeth far away from 
dental calculus, plaque, periodontitis etc. Relieve the bad breath 1 Steelbone® per day. 
Respect the dog's nature chewing, release pressure and get pleasure from chewing.
Product features: 
- Special “Steel Rail” design (the patent number: ZL 2017 3 01 35864.9) makes 
Steelbone® easier be held by dogs, which is benefit for physically cleaning teeth. 
- Steelbone® keeps long chewing time and relieves anxiety when dogs alone. More 
chewing helps maintain healthy teeth. Keep your dog’s chewing every day.
- Excellent palatability and great digestibility

HALL 10 - 10R27
蛮果（厦门）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MANGO PETS
Tel / 电话：19959267419
E-mail / 邮箱：sonnie@mango-pet.com

蛮果宠物主营宠物用品，包含智能水具食具、护理清洁、玩具系列等产品。品牌坚持“简单 
实用 好看 就够了”的核心研发理念。拥有自主供应商，累计了 30 年的制造经验，全面通过
ISO90001 国际质量管理。独立设计研发多款爆品，其“火山饮水机”荣获 2020 年 长城杯创
新奖冠军，“2 合 1 按摩刷”荣获 2021 年长城杯创新奖冠军，“大黄油猫砂盆”稳居天猫猫
砂盆排行榜。

Mango Pets, as one of Malaysia’s KW-Zone pet brands, was founded in July 2020.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smart water fountain, feeder, toys, and sanitary kits. We adhere to 
the core concept of creating products that are “simple, practical, and highly aesthetic”. 
Mango also has an in-house supply chain, enabling us to constantly innovate new products 
and maintain strict quality control. Since 1993, KW-Zone has been manufacturing aquatic 
accessories, recognized as the "Top Ten Brand Enterprises of China's Aquarium Industry". 
Our company is qualified with ISO90001, ISO22000, HACCP,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s. With manufacturing and branding advantages, Mango aims to 
develop high-quality and high-value pet products for every family with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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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R51
东莞市得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17945027、15217945027
E-mail / 邮箱：christine@colourpack.com.cn

东莞市得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 致力于瓦楞纸猫抓板， 瓦楞纸猫屋，猫床，
瓦楞纸猫爬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位于东莞市横沥镇田头第二工业区， 交通便利。我
们有严格的质量管控以及提供周到的客户服务。得酷一直秉承“品质卓越，设计创新”的理念，
着手研发更多款式时尚，造型独特，质量优越，功能实用，使用安全的猫咪用品。

Dongguan Deku Pet Product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17,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sale and service of cat scratcher, corrugated cat house, 
cat bed, corrugated cat tower . We are located in Tiantou Industrial Zone, Hengli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Dedicated to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nd thoughtful customer service, our experienced staff members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discuss your requirements and ensure full customer satisfaction. DEKU 
has always hold the belief"Great Quality, Innovative Design" , and devoted to develop more 
fasion design, unique structure, great quality ,functional, practical and safe cat Product.

HALL 10 - 10R55
南京金版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ANJING JINBANNA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柳州北路 21 号
Tel / 电话：13851632038
E-mail / 邮箱：jbnpet@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jbnpet.1688.com/ 

南京金版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5月，公司旗下拥有（Jbn），（Plouffe）两个品牌。
位于著名的“六朝古都”——江苏省南京市，地处南京市浦口区小柳高新工业园区内，紧邻
南京长江大桥，风景秀丽、交通便利；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宠
物用品企业，为众多著名宠物品牌贴牌加工生产，是国内大型的宠物用品代工厂之一，南京
工厂生产线拥有注塑机 20 余台，专业生产宠物饮水器、宠物梳刷、宠物食具、玩具等系列产
品，品质优良，远销世界各地，受到国内外用户的亲睐，我司还有义乌国际商贸城宠物专区
店面一个，自行出口贸易！义乌专卖店经营各种宠物用香波、保健品、牵引绳、铁链条系列。 

HALL 10 - 10R56
杭州嘉杰实业有限公司
HANGZHOU J&J INDUSTRIAL CO.,LTD.
Tel / 电话：13761288188、13761288188
E-mail / 邮箱：562060632@qq.com

杭州嘉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厂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工业区，与距今有
5000 多年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隔街相望。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公司主营各类婴儿纸尿裤、婴儿拉拉裤、宠物纸尿裤、宠物
拉拉裤等卫生用品，产品远销国内外各地，获得消费者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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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R81
项城市官会镇金玉达皮具厂
XIANGCHENG JINYUDA PET LEATHER PRODUCT 
FACTORY
Add /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官会镇环城路
Huancheng Road, Guanhui Town, Xiangcheng City, Zhoukou City, 
Henan Province
Tel / 电话：15939476909、15939476909
E-mail / 邮箱：1003194612@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jydpjc.1688.com

项城市官会镇金玉达皮具厂是专业生产加工宠物牛皮牵引、项圈 , 玩具等各种牛皮宠物皮具
的优质厂家。我厂有自有品牌金豫达，诚招线下线上代理，也支持品牌打样加工定制。15 年
来专注生产高端真皮产品，品优价廉，出口全球，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项城市
官会镇金玉达皮具厂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
导和业务洽谈。

JinYuDa Pet Leather Product Factory is a high-quality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producing and processing pet cowhide leashes, collars, toys, and other cowhide pet leather 
goods. The factory sincerely recruits offline and online agents and also supports brand-
proofing processing customization. In the past 15 years, we have focused on premium 
leather products with reasonable prices while bringing them to customers worldwide.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visit, guide, and negotiate business.

HALL 10 - 10R88
深圳市英绅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ING SHEN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梅坂大道民乐科技园写字楼 2 栋
406
Min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Meilong Avenue,Minzhi 
Street,Longhua District,shenzhen
Tel / 电话：0755-29571197
E-mail / 邮箱：65631484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yingshentech.1688.com

深圳市英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总部座落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一家集专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自主
经营公司。公司拥有一支从研发、设计、生产到销售的成熟团队，并拥有自主注册商标——
“英绅”，经过多年发展及技术升级，企业已建成宠物电推剪、宠物美容洗护、宠物吹水机、
羊毛电推剪四大产品系列，产品远销海内外，深受国内外客户的好评，并以良好质量、完善
服务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普遍信赖与赞誉。英绅始终将“技术、专业、服务”视为企业根本，
未来的日子里，英绅将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宠物产品，通过技术升级、服务创新为客户提供最
佳体验。

HALL 10 - 10S01
北京守护训犬装备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www.bjshouhushen.com
Tel / 电话：13718164197、010-6240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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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 邮箱：Shnancysh@vip.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bjshouhushen.com

北京守护训犬装备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工作犬训练用品研发、生产、 销售与服务的专
业化公司 , 为“公安部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会员。
    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工作犬训练用品”的宗旨，现拥有自主
品牌“守护犬具”。并且通过与德国、比利时、马来西亚、荷兰等国家的顶尖工作犬训练专
家进行技术交流，不断的研发和完善自身产品。使我司产品质量达到与国际同步和国内领先
的水平。并且我司常年与各地工作犬俱乐部、军犬基地、警犬基地合作，结合训犬一线的实
战要求，不断升级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种类。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产品在众多客户中得
到充分肯定和信任。

HALL 10 - 10S03
广州星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建工路 4 号佳都科技大厦 2 号楼一楼
A231
Tel / 电话：13910186101、18001153699
E-mail / 邮箱：6617155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cutepower.cn/

广州星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由一群喜欢宠物的年轻人创办。公司成立的初衷，
就是打造国产化、高质量、安全健康的宠物食品。
它力量（Cute Power）是公司成立后推出的第 1 个品牌，寓意从全球各地搜寻有益猫狗的优
质肉源，为它们带来生命力量。目前，它力量系列产品已获出口欧美国家的资质 AAFCO、
EFSA、BRC。

HALL 10 - 10S21
艾斯彼特（广州）商业有限公司
ISPET(GUANGZHOU) COMMERCIAL CO., LTD.
Add / 地址：https://ispetdesign.1688.com
http://www.ispetdesign.com/
Tel / 电话：13922244416、020-34892400
E-mail / 邮箱：10010031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ispetdesign.com/

IS PET，品牌始创 2005 年，我们的设计师都是拥有宠物的设计师们，她们的灵感多来自家里
那些无畏、可爱的天使们，在材料的选择也倾向于天然、环保、舒适。
我们的商品更适合享受舒适和追求时尚的家庭。我们承诺让您的宠物能够无拘无束的尽情享
受自然、舒适的着装环境。我们正在努力让我们的商品成为全球有宠物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致力于设计出让您感觉到时尚与您同在的商品，让所有需要的人们都能找到，最适合他
们个性和品位的商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够享受简约、时尚和舒适带来的喜悦、幸福和满足。
我们设计团队成员擅长捕捉生活中的幽默元素并将其融入设计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衣服
可以更好地讲述我们的故事的原因。

Established in 2005, ISPET(Guangzhou) Commercial Co., Ltd. and its flagship brand ISPET 
were born out of a desire for creating the best possible life experiences for pets and 
their owners. We work with our team of pet-owning designers and artists who embrace 
inspiration and love for their adventurous and adorable little fellows back home. We strictly 
use only natural, eco-friendly and the most delicate fabrics which provide the ultimate 
comfor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you and your pets, and yet fit perfectly as part of your 
fashi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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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S51
山东亿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YISHENG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 临沂市 沂南县 温泉路与玉泉路交汇 往东 200 米
左右路北。
About 200 meters east of the intersection of Wenquan road and 
Yuquan Road in Yinan County, Liny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15216585588
E-mail / 邮箱：yisheng201888@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0t07185259pg7.1688.com/

山东亿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服装、宠物窝垫等宠物用品系列产品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源头工厂。公司有专业的技术团队，拥有多个自主品牌，支
持 OEM、ODM 贴牌代工、跨境电商供货。制版推板、裁剪、生产全部配套先进的生产设备。
17 年的专业技术经验以及精益求精的工艺品质，让您省心、放心。欢迎广大国内外客户来厂
洽谈业务，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电话 :152 1658 5588

Company Profile Shandong Yis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source factory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et clothing, pet litter 
pads and other pet products series. Our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eam, with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brands, while supporting OEM and ODM. We also have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for plate making, cutting and production. With seventeen years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experience and excellent process quality, you can feel relieved 
and assured. Welcome all of you to visit our factory and negotiate busines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and win-win

HALL 10 - 10S57
上海悦舜工艺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YUESHUN HANDICRAFT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518 号 13 幢 3FA
Rm 3FA, Building 13, No. 518 Xinzhuan Hwy, Shanghai, 201612, 
China
Tel / 电话：021-54220779
E-mail / 邮箱：shyueshun@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comer.cn

上海悦舜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设计和生产的公司， 目前专门生产各种箱
包 , 产品主要有：宠物包、宠物折叠笼子、宠物围栏、推车等户外 & 汽车用品。
公司设备齐全，生产经验丰富，技术力量雄厚，工艺设备先进，具有一支可创性的年轻技术队伍，
可承接客户大批量定单。我们把“客户满意”作为工作质量的准则。诚信欢迎各大客商来人、
来电、来样洽谈订购、订做。上海悦舜工艺品有限公司热忱期待您的光临和垂询！

Shanghai Yueshun Handicraf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s manufacturer 
company,including all kinds of pet bag, pet soft crate, pet playpen.
We sincerely welcome you to visit our company and build a long-term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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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S81
上海凡爱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FANTASTIC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64680101
E-mail / 邮箱：marketing@shfantasticpet.com

Famipet(梵米派 )隶属上海凡爱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传承了世界宠物行业领衔者二十年的精髓，
因对宠物的爱而生，结合创新，秉持 Fashion, Function and Fun 的产品概念，希望可以帮助
宠物拥有更健康、舒适和精彩的生活。
梵米派提倡宠物是 family( 家人 ) 的美好愿景，坚持制作并提供卓越、安全并经久耐用的产品，
让中国主人和宠物也可以同步享受到全球先进的宠物产品与关怀理念。

HALL 10 - 10S88
广东惠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DONG WITTY PET
Add /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村沙石路 3 号
No. 3 Shashi Road Xinji Village,Nancun Town Panyu Dis. 
Guangzhou city.China
Tel / 电话：020-31141858
E-mail / 邮箱：209785643@qq.com

广东惠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完全独立自主开发，生产，销售集一体的综合性宠物用品
有限公司。公司团队有着丰富的宠物产品开发，销售经验。长期与日本，欧洲，美国知名企
业共同开发新产品。团队有着超过 15 年的宠物行业经验。

Guangdong Witty Pets Products Co.LTD is one independent developing company,with 
sales,production.The Team has richful experience on pets products development and keep 
great reputation on cooperation with all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 compnay.Keeping long 
time cooperate and develope with Japan designers,American and European designers on 
pet products for many years.It is a reliabl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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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0 - 10S91
南通远扬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NANTONG YUANYANG LEISURE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海安市长江西路 111 号
111 CHANGJIANG RD(W),HAIAN,JIANGSU,CHINA
Tel / 电话：18020392112、+8618006276179
E-mail / 邮箱：universal@yuanyang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yuanyangpets.com

南通远扬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从事宠物笼及其它宠物
用品的龙头企业，公司占地 40000 多平方米，拥有 36000 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是众多国际
知名品牌商的首选供应商。
公司主要产品有：钢丝制狗笼、鸟笼、猫笼、兔笼、鼠笼、宠物围栏；铝合金笼；布笼；木
质宠物房；塑料制品及其它宠物用品。
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品远销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并同世界上 50 多个国家 200 多家公司建立了稳定、持久的业务关系，产品及售后服务得到国
内外用户，客商的信赖和好评。同时我司拥有“远扬“”渴得“斯迪兰”等自主品牌，欢迎
国内外客户光临指导，洽谈，代理，加盟！

Nantong Yuanyang Leisure Products Co.,Ltd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pet cages & 
accessories. Our company now occupies over 40,000 square metres field for welding, 
coating, injecting, quality controlling and packing workshops, with over 300 designers, 
managing staffs and skilled workers.
Now we have more than 20 series of dog cages, bird cages, hamster cages, rabbit cages, 
cat cages, chicken cages and other animal cages. All of the cage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USA, Australia, Japan, Korea, South Africa, Middle East and many other areas in the worl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of history and experience in pet industry, our company has been 
one of the biggest supplier of pet cages. Warmly welcome customers worldwide to our 
company or website to develop business together.

HALL 10 - 10S98
江苏老树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ISTOTREE
Add /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张纲高新产业园园区路 7 号
Tel / 电话：18014053859
E-mail / 邮箱：xszhangyan@yzyingte.com.cn

公司成立至今已 16 年之久，占地 60 亩，拥有 30000 平标准化厂房，员工 300 多名，设备
500 余台，同事拥有专业的设计研发团队和非标自动化团队。公司一直在努力更好的服务于
客户。

The company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16 years, covers an area of 60 mu, has 30000 square 
meters of standardized plant, more than 300 employees, more than 500 sets of equipment, 
colleagues have a profession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non-standard 
automation team.  The company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better serve its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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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A01
青岛博联商贸有限公司
ULO GLOBAL CO.,LTD（QINGDAO ULO GLOBAL 
TRADING CO.,LTD.）
Tel / 电话：0532-88307758、18553251888
E-mail / 邮箱：jianglin777@vip.sina.com

我们以合理的价格为宠物提供高品质和别致时尚的产品。
Sniff's Friends, 总是引领当代潮流。
宠物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 甚至有更多的意义 ,
它们也应该享受时尚。
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宠物系列产品。
我们总是考虑满足消费者各种不同的需求 ,
并提供丰富多样的宠物系列产品。
Sniff's Friends, 以合理的价格制造最时尚的产品 ,
力求产品质量与设计一样美好是我们的目标。

We offer high quality and fancy fashion to pets at a reasonable price.
Sniff is always leading contemporary trends. 
Pets are our friends and family or more, 
so they should also enjoy fashion. 
We offer various collections for pets.
We always think about satisfying what people need and want, 
and enabling them to make a choice out of various options.
To Sniff, design is not a problem of price. 
We always introduce great fashions at a reasonable price, 
and our goal is to make quality as great as design.

HALL 12 - 12A11
温州市趣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CHEEPET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东路 110 号
No.110 Ningcheng Donglu, Haibin Street, Longwan, Wenzhou, 
China
Tel / 电话：0577-86990907
E-mail / 邮箱：qiu@chee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cheepet.com

趣派宠物始于 2007 年，创办伊始便坚持“为客户服务”的核心价值，从开发设计、面料、工
艺、包装，最后到运输，服务贯穿整个流程，为客户考虑，让客户省心。我们的努力获得了
众多客户的认可，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趣派宠
物拥有员工近 200名，生产场地 6000平方，月产量 10万件以上。主要产品为宠物服装、服饰、
窝垫、胸背、牵引、背包等。

Funky Pets started in 2007 and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core value of "customer service" 
since its incep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fabric, technology, packaging and 
finally shipping, service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customers, 
so that customers save. Our efforts have won the recognition of many customers and 
established a good reputation, and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t present, Funky Pets has nearly 200 employees, 
6,000 square meters of production space, and a monthly output of more than 100,000 
pieces. The main products are pet clothing, apparel, litter pads, chest and back, traction, 
backpack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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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A21
广州市瑞友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RIYKA HOUSEWARE CO.,LTD
Tel / 电话：020-84121276
E-mail / 邮箱：ruiyoujia2014@163.com
Website / 网站：riyoka.tmall.com

瑞友家致力打造成为宠物用品及家居用品高端品牌；在产品材料、生产工艺、质量监控上本
着高度严谨的态度，公司设计团队均为热爱宠物且拥有相关育宠经验，在产品设计过程中，
通过科学全面地分析各类宠物的生活特性，并结合家庭日常习惯，开发出更具针对性、更贴
合日常生活使用的宠物用品。我们相信，科学的产品分析与细腻的设计感是优质产品的基础，
针对不同需求开发的各种功能产品，为生活带来各种的便捷与享受。

HALL 12 - 12A51
青岛稻进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INABA FOODS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石林三路 397 号
No. 397 Shilin 3 Road Jimo, Qingdao, China
Tel / 电话：0532-86595601、0532-86595601
E-mail / 邮箱：sunjianwei@qddaojin.com
Website / 网站：www.inabafoods.com.cn

青岛稻进食品有限公司是日本稻叶宠物食品株式会社在中国独家投资兴建的现代化宠物罐头
食品加工企业。
目前公司有“伊纳宝”，“旺好”系列犬粮及“妙好”系列猫粮罐头品牌。产品主要销往日本，
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几十个城市销售，以完善的质
量检测，良好的售后服务，可靠的企业信誉，赢得了众多顾客的赞誉并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

HALL 12 - 12A81
台州市黄岩翩翩宠物用品厂
Add /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高桥联丰螺屿工业区 68 号
Tel / 电话：18072570902
E-mail / 邮箱：1873968729@qq.com

浙江省黄岩翩翩宠物用品厂成立于 1996 年，为浙江省宠物协会副会长单位，企业建筑面积
一万四千平米，是一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品远销亚洲，欧洲，南美洲等各个国家的活力型、
创新型企业。
“追求卓越品质，满足客户要求”是我们的宗旨；“价格合理，质量优良，交货及时”是我
们的服务理念。“信誉至上，互惠互利”是我们的经营原则，热忱欢迎国内外新老客户前来
洽谈业务，携手合作，共创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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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B01
安徽邑居格家居饰品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8005510909
E-mail / 邮箱：476010012@qq.com

安傲邑居格家居饰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
企业。经营产品主要涉及家用纺织品、宠物饰品等。 国内电商交易平台涉足目前主流各大电
商运营平台 : 淘宝、天猫、京东、1688 等。国际电商交易平台分别有国际站、诚信通、速卖通。 
国际传统贸易方面，产品的主要市场是欧美、中东和日本地区。每年2次出国和2届广交会参展，
保证了国外客户的稳定和国内原料供应商的认可。 多样的交易平台，良好的产品定位及创新，
保证了公司良好的发展潜力，年销售产值千万元以上持续保持上升趋势。 诚信经营是我们的
宗旨，质量第一是我们的保证，客户是我们的上帝 !!!

HALL 12 - 12B11
多尼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DOGNESS GROUP LLC
Add / 地址：中国广东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沙社区东科北路 16 号
No.16 Dongkebei Road, Tongsha Industrial Zone, Dongcheng,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Tel / 电话：86-769-3895 8222
E-mail / 邮箱：admin11@dognessstore.com
Website / 网站：www.dogness.com

多尼斯是全球领先的宠物智能科技品牌运营商，“宠物智能生态圈”缔造者。致力于向消费
者提供国际一流性能和品质的宠物智能产品，立足于中高端市场。凭借精湛的制造工艺与高
标准的产品，多尼斯与世界众多顶级连锁零售商、电商巨头深度合作，全球营销网络遍布 69
个国家和地区，代理商超过 300 家，用心服务于每一个养宠家庭。
2017 年 12 月 20 日，多尼斯正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代码：DOGZ），成为宠物智能领
域全球首家美股上市企业。

As the world's leading pet smart technology brand operator and the creator of the "pet 
smart ecosystem", Dogness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onsumers with world-class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pet smart products, based on the mid-to-high-end market. 
Relying on exquisit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high-standard products, Dogness has 
established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many top chain retailers and e-commerce giants in 
the world. Paying attention to every pet family, Dogness has its global sales & marketing 
network covering 69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more than 300 distributors.
Dogness officially launched on us NASDAQ (stock code: DOGZ) on December 20, 2017, 
becoming the world's first listed company in pet intelligence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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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B21
派地奥（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PETIO(SHANGHAI)CO.,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116 号 2606
2606 Cloud Nice Plaza,No.1116 West Yan'an Road,Shanghai
Tel / 电话：13120927718、021-62751010
E-mail / 邮箱：1503511647@qq.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io.com

PETIO- 日本宠物行业著名品牌已于 2012 年 6 月正式进入中国并成立了派地奥（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成立于 1986 年专业从事开发，制造和销售宠物用食品的公司，PETIO 品牌处于市场
领先地位，在日本家喻户晓。
PETIO 公司进入中国，不仅会将众多优质的日本宠物产品介绍给广大的宠物爱好者，更愿将
饲养和训练宠物的经验，产品开发使用心得及人与宠物共生的理念与大家一起分享。
PETIO 公司愿与关爱宠物的所有人士和同行一起共促中国宠物行业的发展和腾飞。

PETIO-the famous brand in Japanese pet industry launched in China in June 2012, and 
founded PETIO (Shanghai) Co., Ltd. 
Founded in 1986, well-known PETIO is specialized in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all kinds of pet products keeping the top market shares in Japan. 
PETIO will bring more high-quality Japan style pet products to pet owners in China, and 
also wishes to share with them its product-developing and pet-training experiences and 
the belief that people and pets can live together.
PETIO would lik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a’s pet market 
together with all the pet lovers and fellow colleagues in the industry.

HALL 12 - 12B51
杭州灏栗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68037276
E-mail / 邮箱：1476490682@qq.com

吾栗 WULEE 成立于 2020 年，据官方介绍，吾栗以对宠物的关心与爱，迎合宠物的真实喜好
为主要出发点，追求多功能，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产品来拉近宠物与家庭的亲密关系，
将宠物用品完美融入生活家居，突出“宠物是家庭一员”的概念，让宠物的一切与家庭息息
相关

My chestnut WULEE was founded in 2020, according to official introduction, I fall to the 
pet's care and love, to cater to the real preferences of the pet as the main starting point, 
the pursuit of multi-functional, cost-effective, high level in appearance, high quality 
products to clos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mily pet, blend in pet products perfect 
home life, highlights the concept of "a pet is like on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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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B61
温岭市鑫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53016170 - 510
E-mail / 邮箱：214245552@qq.com

公司主要生产宠物用品包括：狗咬胶、零食、狗窝、玩具及宠物日用品等。质量保证体系符
合 ISO2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通过欧盟咬胶零食进出口认证。公司创建以来，一直凭“以
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战略思想，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产品直销西欧、日本、澳大利亚、
俄罗斯等国家与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信誉。
 以“顾客满意”为追求的目标，“高效创新”为发展的宗旨。鑫泰人将—如既往地为客户提
供最优最好的质量保证与营销服务。

HALL 12 - 12B71
山东华辰制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60653608
E-mail / 邮箱：770289239@qq.com

VIRSOL 致力于消毒剂的研发与生产，拥有研发技术平台和质量管理体系。先后在美国旧金山
湾区、苏州新材料园区设立了研发中心。依托持续不断地技术创新与管理体系升级，实现了
产品迭代升级。

HALL 12 - 12B81
义乌聚创冷热科技有限公司
YIWU JUCHUANG HOT COLD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义西工业园区贺田路 6 号
Tel / 电话：18205895829、0579-85846688
E-mail / 邮箱：171434598@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jchctech.com/

义乌聚创冷热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10 年的全球宠物自然降温 & 保暖专业制造商，
累计生产超过 3000 万张产品，所有产品 100% 不需电力，不耗能源，绿色环保节能，是
WAL-MART，ALDI，PETSMART，DAISO，PETCO 以及国内主流电商平台等宠物用品专业供
应商，具备良好的新品研发以及专业的售前售后体系，给您的爱宠提供一种全新的健康生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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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C01
浙江鑫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XINDING PLASTIC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经中路 2267 号
No.2267 Jingzhong Road , Hongjia , Jiaojiang , Taizhou, Zhejiang , 
Chian
Tel / 电话：13616680528
E-mail / 邮箱：info@xdpc.com
Website / 网站：www.xdpc.com

浙江鑫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塑料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公司始建于 1995 年，注册
资金 2.36 亿元，员工 500 余人，厂区占地面积近 100000 平米，建筑面积约 120000 平米，
自 2000 年起，公司凭借灵活地经营管理和持续地自主创新，取得了快速地发展，目前资产已
超 5 亿元，拥有 10 万克及一下注塑机 116 台，吹塑机 8 台，主要生产 XDPC ， 绿意品牌地
垃圾桶，户外及儿童家具，塑料托盘，以及贝比品牌的宠物和园艺系列产品 1000 多种产品。
20 年来，公司秉持“质量立企，诚信为本，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凝心聚力，拼搏进取，
凭借多元化的产品，合理的设计，可靠的质量，与国内外上百家客商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Zhejiang Xinding Plastic Co.,Ltd is a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plastic 
products enterprise , our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95 , with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RMB 236 million yuan , more than 500 staff , the plant occupies 100,000 square meters , 
construction area of 1200000 square meters .
Since 2000 , by flexible management and sustaine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 our company 
has been growing with a rapid development . 
We have over a total assets of RMB 200 million Yuan , more than 116 sets of plastic 
injection machines with maximum injection of 5500 tons , over 1000 models products such 
as waste collection , pallets , outdoor and kids furniture under brand of XDPC and LVYI , 
Pet and garden production under the brand of BEYBEE.

HALL 12 - 12C21
倔强嘴巴
Tel / 电话：13560936234、13560320040
E-mail / 邮箱：wuhm1@cheerwin.com

“倔强嘴巴”，朝云集团旗下中高端宠物食品品牌，依托朝云集团供应链优势及研发资源，
联合中粮营养健康研究 院、亚太宠物养护（国际）研究中心组成专业研发团队。产品涵盖宠
物主粮、零食、保健品等多元化产品，匠心打造鲜食科学品牌，为养宠家庭提供 高品质沉浸
式体验的宠物营养膳食解决方案。朝云集团（6601.HK），中国领先的一站式多品类家居护理、
宠物护理和个人护理平台。秉承着“让生活充满惊喜”的企业使命，以“倔 +”独特性格赋
予不同品类，组成宠物品牌矩阵覆盖行业，实现“倔强家族”大品牌阵营，为养宠家庭提供
一站式全套宠物养护解决方案，推动中国宠物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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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C51
王牌控股
Tel / 电话：0532-81108567
E-mail / 邮箱：spengmoz@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cnvipet.com/

王牌控股（原丽中集团）创立于 2003 年，专注宠物行业近 20 年，致力于成为高品质宠物用
品全球供应商，旗下业务涉及宠物食品，宠物用品，宠物营养品等业务，并凭借专业化制造
经验和品牌运营实力奠定了 “宠物用品专家”的市场地位。

HALL 12 - 12C81
广州宠小到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PAWGETHER PET PRODUCT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上冲南约 13 号之一 106、107 号
Unit 106-107, No.13 Shangchongnanyue, Haizhu,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000
Tel / 电话：+86 4006002707
E-mail / 邮箱：business@pawgether.cn
Website / 网站：www.pawgether.cn

宠小到大 PAWGETHER 是一个坚持科学养宠与美学设计相结合的宠物用品公司，以成为
Created in China 的国际知名宠物品牌为目标，研发打造实用、创新的灵感好物，致力于为每
一只宠物、每一位养宠人提供更贴心、更安全、更具科技感的产品和服务，让人宠智享幸福
理想生活。依托自有工厂的硬实力支撑，宠小到大 PAWGETHER 以先进的科技技术赋能智慧
生产，实现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复合一体化。凭借团队自身研发设计能力及领先的开发、
制造、检测硬件，在全世界拥有超过 300 项专利授权，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国内外客户首选推崇的知名宠物用品品牌。

PAWGETHER insists on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pet-parenting style and aesthetic 
design, aiming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pet products company. We are 
here to provide every pet and pet-parent more intimate, technical, and saf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th our own 150000 square meter factories, we provide efficient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ion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Based on our ow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a variet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equipment, PAWGETHER has been 
authorized more than 300 patent certificates all over the world. We are working hard to 
create a harmonious ideal life time for every one with ou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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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D01
绍兴波波宠物用品厂
Add /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平水工业园区
Pingshui Industrial Area, Keqiao District,Shaoxing,China
Tel / 电话：0575-85760888、0575-85760888
E-mail / 邮箱：sxbobo@vip.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bobopets.com

绍兴波波宠物用品厂成立于 1999 年，位于绍兴会稽山北麓的平水工业园区。“波波”致力于
专业生产、加工、销售、进出口各类宠物产品，销售范围覆盖全国各大城市，还出口到美国、
俄罗斯、加拿大欧洲等国家。“波波”现有国内注册商标 70 余项，境外注册商标 17 余项，
授权专利 40 余项。
“波波”自 2012 年起被认定为“浙江省知名商号”，连续多年通过 BSCI 验厂认证、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我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稳步发展，
励精图治，致力于打造一个高品质的宠物产业。
波波——关爱宠物每一天！

Shaoxing BOBO Pet Articles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BOBO Commits to the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et products. The Sales area of BOBO has 
covered most domestic cities and is also exported to the USA, Russia, Canada,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BOBO owns more than 70 domestic registered trademarks, more than 17 
overseas registered trademarks and more than 40 licensed patents.
BOBO is affirmed as “Zhejiang Province Well-known Firms”from year 2012.  BOBO has 
passed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BSCI consecutively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factory devotes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pet industry.
BOBO --- TAKE CARE OF PET EVERYDAY!

HALL 12 - 12D21
南京宠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51652228、025-89637115
E-mail / 邮箱：xtt@gigwi.com.hk/christy@orchidpets.com
Website / 网站：www.gigwi.cn/www.ideafulpet.com

我们于 2010 年在香港创立，创立第一天我们就保持着最简单、真诚的理念：让您和您的爱宠
每天都能共享美好时光。
秉承着宠物与人快乐相处的理念，让人与宠物共享欢乐时光的理念！来自世界各地设计师致
力于创造超越地理、风俗
和文化的宠物玩具，为您和您的爱宠提供安全、优质、满意的宠物玩具。有宠有爱 贵为相伴——
GiGwi( 贵为 )

HALL 12 - 12D21
南京享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551652228、025-89637115、4008700150
E-mail / 邮箱：xtt@gigwi.com.hk/christy@orchidpets.com
Website / 网站：www.gigwi.cn/www.ideafulpet.com

纳瑞施（Natura Nourish）坚持为爱宠提供健康好吃的零食和无尽的玩耍乐趣。赋能健康宠
物喂养方式，营养好吃的肉干、奇趣健康的磨牙零食、安全益智的陪伴玩具、还有层出不穷
的市场活动共同让宠物主获得新奇的购物体验，打造一个供毛孩子和主人一起玩乐的奇趣美
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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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D51
上海竺丰实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71954321
E-mail / 邮箱：zhangyi@z3pet.com

再三，诞生于 2020 年 3 月，定位于养宠家庭清洁品牌，首创公式：PET3= 人 X 宠 X 环境，
每一款产品充分考虑到人、宠、环境三者关系，为全球超 10 亿的养宠家庭提供全场景的清洁
解决方案，成立至今，获得合享，险峰，华映等数轮融资。
短短两年的时间获奖无数：2021 年 APD 亚太包装设计奖；2020 年新浪潮最具潜力品牌
TOP100；最具发展潜力品牌 TOP200 等数十个奖项。
产品线覆盖三大养宠家庭清洁场景：宠物清洁洗护；养宠环境清洁；宠物友好产品；
线上渠道覆盖天猫、抖音、京东、快手、拼多多等；
线下渠道已进入：家乐福、乐购、大润发、KKV 等 3000 多家商超门店。

HALL 12 - 12D71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PETSHINE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西一村西华路 2 号恒盛工业园 2 号
二层
Tel / 电话：020-84546077
E-mail / 邮箱：1298432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touchdog.com

广州暖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从事宠物用品设计生产及销售，是亚洲宠物协会
理事单位（APA），自有 2,000 ㎡工厂及拥有数十家稳定供应的合作工厂，产品类目涵盖宠物
牵引、宠物服饰、宠物窝垫、宠物包包等 7 大类目、SKU 总数量超过 2,000 个。公司旗下主
要持有 TOUCHDOG\TOUCHCAT\DOGHELIOS 三个品牌。品牌连续 10 年获得过各种行业认可
和殊荣，包含但不限于最具影响力宠物服饰品牌、最受消费者喜欢品牌、最具创意品牌等，
有着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庞大的粉丝基础，小红书关于TOUCHDOG的笔记累计超过10,000篇，
力争成为中高端宠物市场头部品牌。

Guangzhou petshine pet products CO,.LTD, established in 2004,is concerned with the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et products.We are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Asian Pet Association(APA). we has 2,000 ㎡ factory and dozens of stable The supply of 
cooperative factories covers 7 major categories such as pet leashes, pet clothing, pet bed, 
pet carrier, etc. The total number of SKUs exceeds 2,000. Our company owns the brands 
such as : TOUCHDOG, TOUCHCAT and DOG HELIOS.The brand TOUCHDOG has received 
all kinds of rewards in a row in last decade, includes most influential brand of pet clothes, 
most popular brand, most creative brand etc. We have certain popularity and huge fan 
base.We aim to become the leader brand of middle and high-end pet market.

HALL 12 - 12D81
台州市黄岩帝宠塑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52411818
E-mail / 邮箱：2668752948@qq.com

台州市黄岩帝宠塑业专注生产宠物用品 10 余年。本公司产品设计理念新颖独特，自公司成立
以来，DIIL 品牌深受社会各界的喜爱，和国内众多优秀经销商有密切合作，同时凭借优秀的
品质在海外市场立足脚跟。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至上，质量为本，创
新不止”的理念立足于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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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E01
浙江贝迪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72364222
E-mail / 邮箱：sales@beidi-dogkennel.com

浙江贝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宠物用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工贸一体公司，秉承“明
哲思远、和而不同”的公司理念，致力于产品创新、解决产品痛点；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
同行业一起进步，跟客户共同发展。

HALL 12 - 12E21
金华猫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ICAPIN ELECTRONIC COMMERCE CO., LTD., JINHUA
Add /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秋滨街道海棠西路那云海棠小微创
业园 15 栋 8 楼猫品设计中心
ICAPIN Design Center, 8th Floor, Building 15, Nayun Haitang 
Small and Micro Venture Park, Haitang West Road, Qiubin Street, 
Wucheng District,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8405791000、18405791000
E-mail / 邮箱：93059376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ICAPIN.com

ICAPIN 猫品创建于 2018 年，是由专业兽医与富有创造力的养猫设计师跨界合作成立的原创
设计师品牌。
从养猫的现代生活方式和兽医的实际从业经验中收到启发，挖掘用户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研发，
加上对细节和品质的严格把控，致力于为猫奴们提供更加贴心合理的养猫方式和兼具创新功
能性与艺术性的优良产品，引领健康整洁、具有当代潮流个性的养宠新风尚，兽医 + 设计，
我们更懂养猫。

Founded in 2018, ICAPIN cat products is an original designer brand established by 
professional veterinarians and creative cat designers.
Inspired by the modern lifestyle of cat raising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veterinarians, 
we tap the needs of users for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oupled with strict control 
of details and quality, and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at owners with more thoughtful 
and reasonable cat raising. Ways and excellent products with innovative functionality and 
artistry lead the new fashion of pet raising that is healthy and tidy, with contemporary trend 
personality, veterinarian + design, we know more about cat raising.

HALL 12 - 12E51
北京中闽威威商贸有限公司
K9
Tel / 电话：15801322697、4006999780
E-mail / 邮箱：530590946@qq.com

2006 年北京中闽威威商贸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成立至今公司秉持着不变的创业精神和对创
新的尊重、基于共同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建立了奋发拼搏、勇于开拓的企业文化。十几年
一直专注于高品质、科学的宠物食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我们对客户需求的持续关注。不
断的科研创新发展，目前拥有高规格的主粮、零食、营养品研发中心和超高标准的生产车间，
并且搭建了覆盖全国 28 个省区（直辖市）的线下销售体系，打通了线上供销一体的渠道营销
模式，公司旗下品牌：K9、K9Care 等标杆品牌涵盖了宠物主粮、零食、保健品，全方位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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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宠物健康饮食的场景需求 ; 明星产品多达上百种，结合公司旗下“K9”品牌打造“只给它
喜欢的爱”的品牌文化！

HALL 12 - 12E71
杭州三野服饰有限公司
HANGZHOU SANYE CLOTHING CO., LTD.
Add / 地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
虹路 735 号 6 幢西楼二层 205 室
Room 205, 2nd Floor, West Building, Building 6, No. 735, Jianghong 
Road, Changhe Street, Binjiang District, Hangzhou, China 
(Zhejia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Tel / 电话：15068030146、0571-86795380
E-mail / 邮箱：mookipet@foxmail.com
Website / 网站：https://mookipet.tmall.com

Mookipet 是来自中国的萌趣创意宠物服饰品牌，品牌于 2019 年 6 月在杭州创立。Mookipet
品牌创立灵感来源于一只酷酷的英短蓝猫“冷冷”，Mookipet 是创始人根据自身养宠感
受，由专业服装设计师漫画师团队打造的宠物服饰品牌。Mookipet 通过艺术音乐运动生
活等多维度汲取灵感，巧妙发挥创意与构思，旨在打造“萌宠潮范”的品牌调性，我们的
slogan“More responsibility and more care”（更多责任更多关爱）也是Mookipet品牌的由来，
Mookipet 专注新潮创意的设计以及高品质的养宠生活，用专业和热爱的决心立志做年轻人喜
爱的宠物服饰！

Mookipet is a cute and creative pet clothing brand from China.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okipet brand comes from a cool British short blue cat "Leng Leng".
Mookipet is a pet clothing brand created by a team of professional fashion designers and 
cartoonists based on the founder's own pet-raising feelings. Mookipet draws inspira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art, music, sports, life, etc., and cleverly uses creativity 
and ideas to create a brand tone of "cute pet trendy", our slogan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more care"  It is also the origin of the Mookipet brand.Mookipet focuses on trendy 
and creative design and high-quality pet life. With professional and loving determination, 
Mookipet is determined to be the pet clothing that young people love!

HALL 12 - 12E81
上海柏麓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OLU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3564127860
E-mail / 邮箱：michelle0805@dingtalk.com

MOBOLI 品牌建立于 2016 年，诞生于一家广告创意设计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原创宠物用品
品牌的时尚风向标。MOBOLI 从它性化的角度出发，通过观察 + 感受 + 爱的思考，用时尚的
外观设计理念，为宠物和宠物主人精心打造每一款用品。专注于将宠物用品与时尚居家生活
氛围相融合，让宠物产品成为家居用品，让你的爱宠拥有高品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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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F01
唐山吉常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ANGSHAN JICHANGBAO PET SUPPLIES CO.,LTD
Tel / 电话：15081933795、15081933795
E-mail / 邮箱：124817190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jcbpet.com

公司创立于 2015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宠物用品企业。公司以创新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先后申得多项专利。现公司现产品线已涉及宠物航空箱、猫砂盆、猫笼
等各项宠物用品。我们始终坚持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超前的创新设计，本着“信誉至上、品质
第一、和谐发展、互惠共赢”的原则，提高自身研发能力，扩大生产规模，与国内外客户精
诚合作，提供优质的产品，真挚的服务和最具竞争力的价格，让您的宠物生活更加舒适健康。

HALL 12 - 12F21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TIANYUAN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宁桥大道
291 号
No.291 Ningqiao Road, Tangqi Town, Yuhang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Tel / 电话：18639910662、13735508388
E-mail / 邮箱：yuxcdesign@tianyuan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products.com.cn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主要从事宠物用
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产品包括宠物窝垫、猫爬架、宠物玩具、宠物服饰、电子
智能宠物用品以及宠物食品等多系列、全品类宠物产品。公司作为国内较早进入宠物行业的
企业，经过十多年的专注与积累，已发展成为目前我国全品类、大规模的宠物产品供应商，
在宠物用品领域内具有综合竞争力。

Hangzhou Tianyuan pet products factory was found in 2003. Over 20 years developing, 
now we have over 860 workers and 100,000 square meters production area. Petstar is our 
brand. Here is your best choice one stop selection of pet accessories over 8,000 items in 
various range.

HALL 12 - 12F51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区
Tel / 电话：022-87985808
E-mail / 邮箱：1249738520@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tjyiyi.com/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依股份”或“公司”）成立于 1990 年 5
月，坐落于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区，2021 年 5 月 18 日深市主板挂牌上市，注册资本
9,433.3576 万元。作为全国规模化的宠物卫生护理用品生产基地之一，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一
次性卫生护理用品及无纺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一次性卫生护理用品包括宠物卫生护
理用品及个人卫生护理用品。依依股份产品以出口为主，经过多年的客户积累及市场培育，
公司产品已远销多国。目前依依股份充分利用现有优势，在不断扩大国际社会销售规模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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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半径的同时聚焦国内宠物市场的开拓，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相信未来宠物用品产业
的发展空间必将不可限量。

HALL 12 - 12F81
张家港宠先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ANGJIAGANG MR.PET PETS SUPPLIES CO;LTD
Tel / 电话：13773241717、13773241717
E-mail / 邮箱：110588424@qq.com

张家港宠先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 ，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
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猫柜定制厂家，《猫咪宫殿》作为公司的独立品牌，其主营业务包括 :
1. 店铺宠物展示柜 / 陈列货架 / 收银台 / 个性区域定制
2. 猫舍猫咪繁育柜
3. 家庭宠物猫柜
4. 猫咖猫墙及猫爬架定制
公司拥有专业的生产设备，同时配置完善的专业设计团队、生产技术人员及售后服务体系，
坚持以客户需求和技术持续创新为导向，在保障产品高品质的同时也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切
合的服务，为每位客户量身定制高品位、个性化产品。

HALL 12 - 12G01
上海联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CATLINK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纳贤路 800 号 2 楼 217 室
Room 217, 2nd Floor, No. 800 Naxian Road,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18117594743、021-50686520
E-mail / 邮箱：Maggie.Chen@catlink.cn
Website / 网站：https://catlink.cn/

CATLINK 在 2017 年创立于中国上海，是国际领先的宠物智能用品品牌。
我们致力于为全球爱宠人打造“人 - 物 - 宠”互联的宠物健康数据监测系统，通过提供有温
度的创新养宠相关智能产品及服务，赋予人宠超越空间和距离的生命联结，让人宠能更健康
长久相伴。在持续创新的同时，CATLINK 会将宠物安全、宠物健康及服务体验放在第一位，
并且将一直如此。

CATLINK is an intelligent pet care brand founded in 2017,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n Internet of Things ecosystem where people, things and pets coul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re conducted totally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cats and thei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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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G11
郑州顶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NGZHOU DINGZHI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 16 号
Tel / 电话：15838265103
E-mail / 邮箱：785809208@qq.com

郑州顶致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专业生产宠物餐具，获得国家颁发专利证书二十
多项，产品采用食品级原材料生产完成，产品色彩鲜艳、质感细腻、不易破损。现在和多家
贸易公司合作，产品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得到客户一致好评。
公司始终坚持诚信务实，合作共赢的企业理念，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

Zhengzhou Dingzhi Pet products Co., Ltd.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pet tableware, 
has obtained more than 20 patents issued by the state, and the products are produced with 
food-grade raw materials with bright colors and delicate texture. 
We cooperate with a number of trading companies and export our products to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LL 12 - 12G21
北京承赟凡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0054597、18610054597
E-mail / 邮箱：chengyunfanpet@qq.com

台湾惜时成立于 1989 年，提供全方位的宠物食品和宠物营养补充产品。自 1991 年起，我们
和泰国密切的开始研发新产品和制造生产。由于双方在品质和创新的信念相互信赖上，多年
下来商品销售量保持了稳定的成长。人们越来越重视宠物的需求，宠物罐头、零食与用品已
成为不可缺少的商品。
随着时代的进步，惜时（SEEDS in）期望能够提供顾客更新鲜、更健康、更多样化的优质产
品，不仅是顾客所要的，更是本公司对产品的基本要求，展望未来——本公司极具发展潜力，
希望能将最好的宠物食品推广到各个地区。

HALL 12 - 12G51
浙江福丸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57182396、18657182396
E-mail / 邮箱：chenyaling@hzdare.com

福丸（ FUKUMARU ） 隶属于浙江福丸宠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7 年成立，是一家集
自主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品牌管理为一体的宠物用品公司。

HALL 12 - 12G71
名益宠尚
Tel / 电话：18868743560、18868743560
E-mail / 邮箱：1044155899@qq.com

专注于宠物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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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G81
荆州市宠之爱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97179146
E-mail / 邮箱：332035627@qq.com

荆州爱宠成立于 2007 年，是国内第一家豆腐猫砂生产商，自主品牌有，Weelitter（小恶魔）、
N1 爱宠爱猫、Love Cat、功夫猫、无尘猫、小喵同学等。目前建设有 4 个生产基地，湖北 2 个、
青岛 1 个、徐州 1 个，第五家工厂正在建设中。

HALL 12 - 12H01
连云港佳百味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LIANYUNGANG CATEPET FOOD CO. LTD.
Add / 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秦家沙村 204 国道路西 888 号
NO.888 WEST OF 204 NATIONAL HIGHWAY QINJIASHA 
VILLAGE,ZHEWANG TOWN GANYU DISTRICT,LIANYUN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7751697988
E-mail / 邮箱：136604536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catepet.con

佳百味创建于 2008 年，是一家集宠物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加工企业。2020 年新
建厂房 3 万平方米，打造了国际一流的宠物食品生产线

CATEPET was founded in 2008, is a pet food R & D, production, sales in one of the 
processing enterprises. 2020 new plant 30,000 square meters, to create the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pet food production line.

HALL 12 - 12H11
无锡市青青草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73657092、13373657092
E-mail / 邮箱：1247593657@qq.com

无锡市青青草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专业从事宠物店及宠物
医院的宠物空间设计、宠物玩具猫爬架猫墙宠物展示柜定制的企业。公司占地 3000 平方米，
坐落在太湖之滨 --- 无锡，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关爱生命，热爱自然，和谐共生，是
青青草原向所有爱宠人士发出的口号，并倾注在每一件产品上。优秀的产品品质和一流的服
务态度广获宠物主人和爱好者的赞誉，被业界公认为宠物用品专家。

HALL 12 - 12H13
北京萌隆宠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01585658
E-mail / 邮箱：438625238@qq.com

北京萌隆宠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厂址位于河北涿州，占地面积 1000 平，主要生产宠物窝垫、
宠物帐篷、宠物车载系列产品；销售渠道批发、电商及外贸代工生产；欢迎洽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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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H21
江苏派可为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1-34680776
E-mail / 邮箱：Yi.yang@petway.net.cn

派可为是一家专业的宠物产品 OEM/ODM 制造商。
派可为在江苏泰州市拥有超过 16,000 平米的自拥工厂，现有超过 30 台自动化注塑设备，32
条产线，工厂拥有BSCI，TUV多种认证。 在上海总部，派可为拥有 20多名专业的产品设计师，
为客户提供 ODM 服务。目前公司拥有超过 60 项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设计的知识储备。
派可为设计和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均有销售。派可为发明的双开门顶出式自由舱猫砂盆曾获得
线上销售第一的成绩，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公司的业务范围涵盖产品设计、技术研发、
批量生产、品牌管理和市场销售等。

PAKEWAY is a comprehensive pet brand manufacturer integrat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 design, mass production, brand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with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layout. It owns a brand factory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16,000 square meters, cooperates with more than 120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 suppliers, 
completes a product quality inspection system, and has sales channels for online and 
offline comprehensive distribution at home and abroad.

HALL 12 - 12H51
杭州卡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KARA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发展大厦 503 室 -1
Hangzhou Yuhang Nanyuan Street Development Buiding 503
Tel / 电话：18258118597
E-mail / 邮箱：karapetcqq@karapet.com.cn

杭州卡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人间天堂”杭州，是一家历史悠久、国内外知
名的宠物用品生产商。公司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具有一只专业的设计与生产团队，
拥有 32 亩地的工厂车间和先进的生产设备，多元化的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几十个发达国家。
目前，旗下拥有“卡啦酷宠”、“喵妈妈”、“佳妮猫”、“hilou pet”、“宠唯轩”、“睿
纳宠物”六个品牌，凭借雄厚的实力、多年的市场经验和富有人情味的设计，打动无数消费
者的心。

HALL 12 - 12H71
南京苏茂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ANJING SUMAO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福英路 1001 号联东 U 谷南京国际企业港  
11 号楼（江宁高新园）
Nanjing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Port, No. 1001 Fuying Road, 
Jiangning District, Nanjing
Tel / 电话：13951888536、13951888536
E-mail / 邮箱：1395188853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omore.cn

南京苏茂宠物用品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总部位于南京江宁国际企业港，在山东和安徽分别设
有宠物产品研发生产基地，在高密还 设有 4000㎡的电商物流中心。公司主营产品为豆腐猫砂，
年产量超过 20000 吨，旗下有 SOMORE 苏茂、小猫家长、灰尘兽、蓝梦等十多种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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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韩国、东南亚和美国，是众多一线宠物品牌的代工工厂。
苏茂愿与海内外有识之士精诚合作，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HALL 12 - 12H81
浙江中美日化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50972197
E-mail / 邮箱：sales802@wharneycn.com

浙江中美日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自有厂房面积 60 余亩 , 是国内最早的卫生用品制造
企业之一。
公司产品包括：一次性宠物尿裤、宠物垫、宠物湿巾等，产品远销东南亚、欧洲、北美洲、
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和喜爱。
浙江中美日化有限公司本着团结合作、服务创新的原则，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紧
跟市场调整产品建设，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建立了严格的
质量监督系统，并取得了 ISO9000-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浙江中美日化有限公司扎根于“和谐、共享、创新”的企业文化，积极地为社会服务，将不
断提高客户的生活品质。

HALL 12 - 12J01
上海匠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ANIMAL HEAVENLY  BODY
Add /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 822 弄 129 号 2 号 102 室
Tel / 电话：13917070996
E-mail / 邮箱：113255068@qq.com

动物星球 2018 年成立于中国上海，国内原创动物模型工作室。
是集艺术家挖掘，原创 IP 设计，生产制造，渠道销售，传递动物模型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潮
玩制造企业。
动物星球秉承从艺术角度出发，联动世界艺术资源，近年先后签约山村れぇ、ぢゅの、畑山
翔平、Daren 等知名艺术家；连续参与 WF（日本）、Toys to show（泰国）、WF（中国上海）
等多场大型展会，旗下产品深受亚洲玩家好评，荣获海洋堂社长宫协修一、日本著名画师村
山龙大等众多业界知名人士认可。

Established in 2018, Animal Heavenly Body is a domestic original animal model studio 
located in Shanghai, China. A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 the field of 
comprehensive fashion play, we have developed a well-established system including artist 
mining, original IP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channel sales, and transmission 
of animal model culture.
Animal Heavenly Body adheres to the artistic perspective and links the art resources 
globally.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signed with well-known artists such as Yamamura Re, a 
lui Jyun, Hayama Shohei, Daren, etc.; successively participated in WF (Japan), Toys to show 
(Thailand), WF (Shanghai, China) and many other large-scale exhibitions. Our series of 
products such as Heart W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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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J11
常州溧阳楷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505288966
E-mail / 邮箱：1123438471@qq.com

“楷加宠物用品定制”的产品以独特的审美融合高超的皮革工艺制作而成，我们积极响应客
户“精致、时尚、轻奢、独一无二”的产品诉求，不断引入多款高端奢华皮料和不同的色彩
来搭配组合，完美诠释了本品牌的初衷。我们提供量身定制，以达到最大的舒适感。楷加的
设计初心 永远是“以爱为名，以己为镜”

HALL 12 - 12J13
青岛萌蒂食品有限公司
MUNDI
Tel / 电话：15316362893、15316362893
E-mail / 邮箱：1484200514@qq.com

青岛萌蒂（Mundi）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国务院批准的第九个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经济
开发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高端宠物食品领导企业。公司拥
有成熟的宠物食品研发、生物技术开发、产品工艺应用的专业团队，致力于开发科学的、安
全的、能为宠物提升健康水准的宠物零食、鲜粮、功能性食品等，以响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及食品质量提升的号召。萌蒂食品所使用的原料均源于公司自养 / 种植的专属养殖场、牧场、
海域、蔬菜基地等，以确保食材的可追溯性，保障原料稳定及食品安全。

HALL 12 - 12J21
深圳市品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51968231、15351968231
E-mail / 邮箱：54402994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ukda168.com

本公司坐落于深圳龙岗区，专业从事宠物健康护理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HALL 12 - 12J51
徐州市舒正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SHUZHENG PET PRODUCT CO.,LTD
Add / 地址：江苏徐州工业园区徐贾快速通道南侧
South side of Xujia Express Way, Xuzhou Industrial Park, Jiangsu 
province.
Tel / 电话：0516-83008205
E-mail / 邮箱：lilejun117@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shzpet.com

徐州市舒正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徐州市贾汪区呜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豆腐猫
砂生产及出口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工厂占地面积 30 余亩，厂房面积 12000 平方米，员工 200 余人，大型
豆腐猫砂生产线三条，月产能 9000 余吨。
我们同时拥有 OEM 与 ODM 业务，业务范围覆盖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二十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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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zhou Shuzheng Pet Product Co.Ltd. (XuzhouWookaka Pet Product Co.,Ltd.) is a 
professionaltofu cat litter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13,the factory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20000 square 
meters,building area of 12000 square,over 200 employees, three large production lines, 
productioncapacity of 9000 tons per month.
OEM and ODM are available, the business coversmore than 20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theUnited States, Canada, etc.

HALL 12 - 12J71
杭州捷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JIE FENG LEISURE PRODUCT CO,. LTD
Add /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万科未来之光 8-405
Tel / 电话：18758062336、18758062336
E-mail / 邮箱：kinsey@jfleisure.com

杭州捷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做宠物用品的工厂，产品出口欧洲 
美国 日本 韩国等。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HALL 12 - 12J81
徐州市佳喜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JIAXILE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徐州市泉山区徐州软件园 C8 栋
Tel / 电话：4000306388
E-mail / 邮箱：eric@miaoxianer.net
Website / 网站：www.miaofairypet.com

徐州市佳喜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是一家专业的宠物用品供应商和品牌商。
公司以宠物用品（猫用品为主）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为主，深耕宠物行业十一年。现拥有
员工 180 余人，其中产品设计开发人员 15 人。公司自有宠物用品品牌：喵仙儿，现拥有产品
400 多种，产品专利 150 多项。我们的工厂可生产猫抓板，猫爬架，木制宠物用品，宠物食具，
豆腐猫砂等产品。工厂通过 FSC 认证与 SGS 验厂，目前与国内众多宠物电商和跨境电商合作，
产品出口至美国、欧洲、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及台湾等地区。做好品质与服务
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12号馆
Hall 12

384

HALL 12 - 12K01
东莞市小兔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LITTLE RABBIT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地塘岭路 32 号 1 栋 103 室
Room 103,Building 1,No.32,Ditangling Road,Datang Village, 
Dalingshan Town,Donggu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769-85416780
E-mail / 邮箱：272033725@qq.com
Website / 网站：www.toodandanpet.com

TooDanDan 源自美国加州，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精致宠物用品品牌。
产品设计来自旧金山艺术大学一群新锐设计师，“时尚、环保、便携”为品牌的设计理念，
拥有近 30 份各项设计专利。
公司产品：宠物车、宠物包、宠物床、安全门等系列产品，自建厂房二万平方米，公司拥有
行业数年经验的上百名技术和管理人员。
TooDanDan 产品除追求功能与美观的完美融合，更注重材料的安全和环保，能让宠物得到舒
适安全的体验。
愿景：使人与宠物和谐互伴，共同拥有高品质生活。

The product design comes from a group of cutting-edge designers from the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he brand's design concept is "fash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ortability", and it has nearly 30 patented technologies for various designs. 
Our company products: pet carts, pet bags, pet beds, safety doors and other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built a factory building of 20,000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has hundreds 
of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with several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pursuing the perfect integration of function and beauty, TooDanDan produc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materials, allowing pets 
to get a comfortable experience.

HALL 12 - 12K11
东莞市春藤实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20821152
E-mail / 邮箱：2038223267@qq.com

东莞市春藤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服装产业名镇虎门镇，目前共有
三个厂房，面积共 40000 平方米，干部员工队伍 500 余人。公司从开创伊始便专注于高端宠
物用品。多年来我们面向世界服务众多全球知名宠物品牌，积累了 100 余项专利，为全球用
户提供了超过 5000 余款优质产品，其中不少成为了行业的经典。
经过了 10 余年的积累，我们怀揣着美好的愿望，带着丰富而优质的产品为爱宠与主人带来了
拥有国际品质的中国品牌——9 年前，哈美特 HAMATE 品牌诞生！
我们希望将舒适、温暖、爱传递给每位爱宠与主人！

HALL 12 - 12K21
浙江亿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腾蛟镇
Tel / 电话：13587536699
E-mail / 邮箱：info@yimipet.com

浙江亿米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创办于 2014 年，企业坐落在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 温州市平阳
县腾蛟凤巢工业区，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研发高蛋白、高维生素营养丰富宠物食品和保健品
的外贸出口股份制重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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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K51
山东猫寵宠物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5552431818 15506596223
E-mail / 邮箱：maochongvip@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catpet.com.cn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 生产 • 销售 • 运输的新兴企业研发生产基地位于烟台，占地一万平方米
主营豆腐猫砂，检测猫砂、混合猫砂，玉米猫砂等各种植物猫砂和膨润土猫砂以及各类除臭
抑菌产品。拥有 5 个自主品牌和自主研发的 3 个专利产品，产品主要出口南韩、意大利、美
国等全球十多个国家。公司所在的城市是植物猫砂主要原料生产基地，并且靠近烟台港和青
岛港，发货是非常的迅速和便利。公司拥有一流的植物猫砂自动化设备 -3 条生产线，月产量
在 2000 吨左右，采用德国进口的微波烘干设备，产品经过微波辐射烘干，经过高温杀菌灭菌
工序。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10000 square meters, mainly engaged in tofu cat litter, 
testing cat litter, mixed cat litter, corn cat litter and other plant cat litter and bentonite cat 
litter, as well as various deodorizing and antibacterial products. It has five independent 
brands and three patented product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in China, and its products 
are mainly exported to more than 1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South Korea, 
Ita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on. The city where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s the main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base of plant cat litter, and close to Yantai port and Qingdao port, so 
the delivery is very fast and convenient. The company has first-class automatic equipment 
for plant litter -- three production lines, with a monthly output of about 2000 t.

HALL 12 - 12K71
江苏益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SU MATCHWELL PET PRODUCTS SUPPLY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华山路 89 号
Tel / 电话：13965154268
E-mail / 邮箱：shimengting@matchwell.net

益和秉承“所见即所得”的品牌理念，不断创新产品、丰富品类，坚持将更好的食材更直观
的呈现给消费者。提升毛孩子的品质生活”成为了公司的关注点和切入点，2012 年，江苏益
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在江苏宿迁投厂，专业生产宠物食品。公司拥有宠物冻干核心技术及国
内先进的烘焙生产线，被评为农业龙头企业；公司拥有 43 项宠物食品国家专利及英国零食协
会 BRC、IFS、食品安全认证体系 22000 等多项资质证书，产品出口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及地区。

Jiangsu Matchwell Pet Products Supply Co., Ltd is located at North of Huashan Road, 
East of Fuchunjiang Road, East Area of Suq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Suqian, 
China. Established in August 2012, Matchwell has been the premiere supplier of pet food 
throughout EU, USA,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
Our registered capital was 22m CNY and total investment is not less than 60m CNY. Totally 
covering 20,000 square meters and building area 8,000 square meters.
Consistent quality and on-time delivery are our keys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business 
growth. We have a professional pet food R&D team and a laboratory center. We do 
innovations and production for pet feed compound seasonings in powder and paste, pet 
treats and canning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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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K81
大连达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44118432、4000223201
E-mail / 邮箱：406484904@qq.com
Website / 网站：dalipet.cn

达里宠物 , 倡导针对宠物个体的差异化科学健康喂养，并联合食品、营养、兽医学领域的专
业人士，甄选优质食材，同步国际先进生产工艺与检验标准，根据不同阶段宠物健康需求，
研发生产营养美味、安全放心的优质宠物食品。
达里工厂 , 秉承严谨的生产流程、制造技法和检验工艺 , 并与国内外多家知名宠物品牌深度合
作，成为其产品的指定加工厂。

HALL 12 - 12L01
上饶惠家宠物用品厂
Tel / 电话：15970392288
E-mail / 邮箱：237071022@qq.com

上饶惠家宠物用品厂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研究，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工
厂，产品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已有着成熟的生产体系，产品深
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成就优秀外出宠物宝贝，尽在宠之福。

HALL 12 - 12L11
青岛明月安欣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685826467
E-mail / 邮箱：liuxuan@qdmyax.com

青岛明月安欣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隶属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是专注于为中高端品牌提供专业
OEM、ODM 服务的冻干宠物食品企业。
明月安欣先后通过 BRC、FDA、IFS、ISO22000、ISO9001、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证、饲料
生产许可证等证书。
明月安欣宠物项目规划总投资 4.5 亿元，公司拥有青岛明月安欣和江苏明月安欣两座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50000余平米，为满足高品质宠物食品的生产需求，特别建设 10万级净化车间 1.3
万平米。六期建设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年产冻干食品 8000 余吨的生产能力。
未来明月安欣将成为可供参观、旅游、体验的高端宠物食品企业，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建成
涵盖多业务领域的现代化宠物产业。

Mingyue Anxin invested 50 million yuan in the first phase and built 13,000 square meters 
of 100-thousand-grade clean room, which has all been completed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Now the company has a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ore than 1,500 tons of freeze-
dried food!
With an investment of 50 million yuan, the second phase has been completed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The total plant area covers 22,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annual output value 
is supposed to exceed 200 million yuan in 2022! 
The sixth phase is planned to have a total investment of 450 million yuan, and by 2023, 
the singl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an annual sales revenue of 1 billion yuan. We 
committed to be China’s first-class pet supplies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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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L21
郴州申子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ENZHOU SHENZICHEN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宜章县梅田夏台楼
chenzhou city meitian town
Tel / 电话：086 19168036328
E-mail / 邮箱：729619945@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zc-pet1.en.alibaba.com

郴州申子辰宠物用品是一家致力于专业生产厂商，从产品设计，到开发生产一条龙，专业产
品有宠物项圈，胸背，牵引绳，衣服系列，真诚欢迎海内外人士与我们合作。

Chenzhou Shenzichen Pet Products Co., Ltd. located in Chenzhou city, Hunan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20 17 with 200 employees now, covering factory area are 30 00 square 
meters. We have more than10 years production experience in the PET products industry. 
we pay great attention to our production patent and brand awareness. Shenzichen is 
factory with fast and on-time delivery,Welcome to you visit our factory at any time.

HALL 12 - 12L51
湖北贝贝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277052309
E-mail / 邮箱：634346@qq.com

湖北贝贝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公司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经济开发区，占地
面积 14 万平方米，厂房 22000 平方米，自建仓库 2 万余平方。主要生产豆腐猫砂、豆腐混
合猫砂以及创新型猫砂产品。贝贝福是一家专注于猫砂产品研发、生产的企业，与华中农业
大学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并保持研发合作，目前已服务全国知名品牌 20 多家，同时也是豆腐
猫砂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

HALL 12 - 12L61
潮州市泓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AOZHOU HONGCHENG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枫溪白塔工业区大仁爷路 10 号
No.10 Darenye Road Fengxi Chaoan Chaozhou Guangdong China
Tel / 电话：7683296558、0768-3296558
E-mail / 邮箱：402429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hoccpet.1688.com/

潮州泓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简称：潮州泓诚），致力于高端宠物食具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业务，
所生产的产品包括宠物陶瓷食具、不锈钢食具、密胺食具、竹板和实木食具等，多年来积累
了丰富的设计和生产经验，对宠物用品的设计理念和发展趋势有较深的理解。
潮州泓诚旗下拥有 HOCC、BASE·巴色品牌，以为宠物提供更健康、更优质的产品为己任，立
足自主创新 , 立志服务全球客户。
公司文化
经营理念：忠诚  务实  协作  高效
公司理念：用爱呵护  陪它一起成长
公司口号：“给你更好 陪我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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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L71
元素派对（大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04944987
E-mail / 邮箱：34240429@qq.com

元素派对源于三个创始人的奇思妙想，旨在出品，实用，美观的宠物用品

HALL 12 - 12L81
唯科矿产 ( 建平 ) 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10-85288308
E-mail / 邮箱：hpcsample@mineralstech.com

美国矿物技术公司 (Minerals Technologies Inc. ) 是一家主要经营矿产资源和技术服务的上市
企业，它在全球各地开发、生产和经营类型广泛的特种矿物、矿产品、合成矿产品及相关的
系统和服务。MTI 积极地服务于造纸、铸造、钢铁、环保、能源、聚合物和快消品等行业 .
散装结团猫砂世界第一。

Minerals Technologies Inc. is a publicly traded company primarily engaged in mineral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It develops, produces and operates a wide range of 
specialty Minerals, mineral products, synthetic mineral products and related systems and 
services worldwide.  MTI actively serves the paper, casting, stee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polymer and FMCG industries.  
World first in bulk clumped cat litter.

HALL 12 - 12M01
江苏欢欢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JANGSU HUANHUAN PET FOODS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经开区海宁路 11 号
NO.11 Haining Road, Shuy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Suqian,Jiangsu,China
Tel / 电话：15150769888、15150769888
E-mail / 邮箱：hh@jshhpet.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jshhpet.com/awjshh88krtomeng.php

江苏欢欢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是中国专业生产宠物食品、用品的大型出口企业之一，位于“花
木之乡”的——宿迁市沭阳县。这里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公司具有 18 年以上生产宠物食
品、用品专业管理团队经验和技术，拥有 320 名员工和 20 多名质量监管和产品研发的专业人
才，采用国内外一流的现代化生产设备。厂区、生产车间严格按照食品加工建设，公司获得
通过 HACCP、ISO9001 、ISO22000、BRC 全球食品安全标准及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等认证 ,
并获得宿迁市农业产业化市龙头企业、民营科技企业荣誉称号。年生产宠物食品、用品能力
达 4000 吨。主要产品有狗咬胶、水果夹肉制品、咬胶夹肉制品系列、及鸡、牛、鸭、猪、羊
肉等系列产品。

Jiangsu Huanhuan Pet Food Co., Ltd. is one of the large export enterprise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pet food and supplies in China, located in shuyang County, Suqian 
City, "the hometown of flowers and trees".  The transportation here is conveni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s beautiful.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18 years of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eam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oduction of pet food, supplies, 320 
employees and more than 20 professionals in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product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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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using first-class modern production equi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actory and production workshop are built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food processing. The 
company has passed HACCP, ISO9001, ISO22000, BRC glob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national entry-exit inspec.

HALL 12 - 12M21
河北金若科技有限公司
HEBEI JINRUO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廊坊市广阳区万达广场 A2-2-309
A2-2-309 Wanda Plaza, Guangyang District, Langfang City
Tel / 电话：17611225988
E-mail / 邮箱：419379733@qq.com

河北金若【艾诗派宠物烘干机】企业简介
河北金若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宠物用品研发，宠物玩具等，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我们的愿景是：让宠物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公司主营的艾诗派宠物烘干机系列产品，与全国数万家宠物店、宠物医院等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2022 年，我们加快了产品的升级步伐，力求更完美的消费体验。
未来，公司继续深耕宠物用品产业，以创新求发展，朝着“宠物用品界黑马”的目标挺进！

Enterprise profile
The business scope of Hebei Jinruo Technology Co., Ltd.  covers pet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t toys, etc.,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ur vision is: let pets enjoy a better life.
The company's main Aspet pet dryer series products have established goo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pet stores and pet hospitals across the country. In 2022, 
we accelerated the upgrading of our products to strive for a more perfect consumption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cultivate the pet supplies industry, seek 
development through innovation, and advance towards the goal of "dark horse in pet 
supplies industry"!

HALL 12 - 12M51
福建云海宠物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95-85594418、0595-85594418
E-mail / 邮箱：sale@truelove-pet.com

福建云海宠物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 座落在福建省晋江市，约有 1000 名工人 , 近 30000 平方米
的生产区域。我们是最专业的宠物户外用品生产商 , 有着 10 多年的生产经验。我们的产品包
括宠物背带 , 宠物项圈、宠物牵绳、宠物鞋 , 宠物衣服 , 宠物箱包及配件。产品的用料和工艺
都达到美国和欧洲市场最顶级品牌所要求的最高标准水平。我们致力于提供卓越的品质以及
合理的价格。我们专业的团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包括设计、生产、检验、销售、
运输和售后。目前 , 我们有两个自有品牌 ,Truelove 和 Winhyepet,Truelove 品牌已销往 65 个
国家。我们对研发持续的投入，以确保每一季都会发布新品。我司也可接受 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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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M71
东莞市拍拖皮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PETOPIA
Tel / 电话：13826905018
E-mail / 邮箱：sales_01@jd-rubber.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opia-care.com

东莞市拍拖皮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我们致力于宠物玩具的外观设计与实用，特别关注宠物
的实际体验，安全无毒，抗撕耐咬。“时尚 实用 乐趣”是我们产品设计理念，满足并超越客
户预期，是我们的一贯理念。

Dongguan Petopia Pet Products Co., LTD.,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sign and practicality 
of pet toy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pets, safe, non-toxic, tear-
resistant and bite-resistant. "Fashionable, practical and fun" is our product design ideas, 
meeting and exceeding customer expectations is our consistent philosophy.

HALL 12 - 12M81
鞍山猫咪旺贸易有限公司
CATWANT (ANSHAN) TRADE CO., LTD.
Tel / 电话：0412-6213988、15698915173
E-mail / 邮箱：bdnoc@mail2000.com.tw
Website / 网站：www.catwant.com

鞍山猫咪旺贸易有限公司坐落于辽宁省鞍山市，公司建筑面积 2000 余平，员工 80 余人。公
司本着手工打造安全、创意、趣味的猫玩具。每年不断研发多款深受广大爱猫人士喜爱的产品，
猫想要的就在猫咪旺。

HALL 12 - 12N01
嘉兴暖阳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JIAXING SUNRAY OUTDOOR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双龙路 2568 号
2568 SHUANGLONG ROAD XINFENG TOWN, NANHU DISTRICT 
JIAXING, 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18969325675
E-mail / 邮箱：emma@doco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docopet.com

我们是专业的宠物产品供应商．我们会致力于提供最舒适的项圈，胸背带，以及牵引带．并
为您提供最好的质量，服务和价格．我们相信＂ＤＯＣＯ＂是您最好的选择．

We are a professional supplier for pet supplies. Our main focus is to provide the most 
comfortable collars, leashes and harnesses.We always strive to achieve the best quality, 
service and price for our parnters.   We believe "DOCO" is your buddy's best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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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N11
青岛禾禧嘉食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
Qingdao ,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7762011686
E-mail / 邮箱：qixg5815@sina.com
Website / 网站：www.biz72.com

青岛禾禧嘉食品有限公司是以生产烘干系列宠物零食为主的专业型生产企业。
我们前身主要给美国沃尔玛超市做代加工，2014 年 03 月正式进入国内市场；
我们拥有独立的进出口权；
我们通过了 ISO22000 认证；
我们通过了英国 BRC 认证；
同时我们也是一家责任型企业，曾获得过美国沃尔玛的社会责任认证证书。
公司占地 70 多亩，现有生产车间 12000 ㎡，员工 250 人，拥有 2000 吨冷藏库和日速冻能力
20吨的速冻间，各种生产、检测及化验设施设备完善，现在年可产各种宠物食品 5000吨以上。

HALL 12 - 12N21
莱诺宠物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755-23305040
E-mail / 邮箱：sissi.fang@laroo.cn

LaRoo 莱诺作为行业内异军突起的宠物用品品牌，始终围绕“Safety for Pets”为研发初衷从
细节入手，一直致力于给宠物和主人提供高水准的安全产品。满足不同年龄层全宠种的户外
出行、互动玩耍、独处陪伴等高品质生活需求，让宠物享受科技安全带来的乐趣和幸福！

HALL 12 - 12N51
上海妤美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YOMI INDUSTRIAL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川南奉公路 9125 号
No.9125, Hongmiao Town, Fengxian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18840560509
E-mail / 邮箱：315322121@qq.com
Website / 网站：www.groomume.com

上海妤美实业有限公司，简称 YOMI，隶属于上海虎盛机械有限公司旗下。拥有独立的品牌
GROOM.U.ME 
工厂始于 1999 年，致力于宠物美容设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
宠物美容设备出口全球， 拥有先进的技术，一流的服务。
我们坚信品质成就品牌，我们的目标是以高品质高创新的产品来满足经销商的不同需求。

Shanghai Yomi Industrial Co., Ltd., referred to as YOMI, is a subsidiary of Shanghai 
Husheng Machinery Co., Ltd. Has a separate brand GROOM.U.ME 
The factory began in 1999,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pet 
grooming equipment.
Pet grooming equipment is exported worldwid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first-class 
service.
We firmly believe that quality makes the brand, and our goal is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dealers with high-quality and high-innova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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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N71
广州窝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丛云路 824 号智汇中心 2 楼 210 窝窝宠物
210, Zhihui Center, 824 Congyun Road, Yongping Street，
Guangzhou，Guangdong，China
Tel / 电话：13068866129
E-mail / 邮箱：1327405113@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oorpet.en.alibaba.com

广州窝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的科技人员，以国际市场需求为目标，专业致力于负离子板材类宠物窝、
猫爬架等宠物用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精心为宠物设计制造出更新颖、更安全，功效
性更强的舒适产品。
我们拥有完善的生产设备、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产品出口日本、韩国、美国
等国家，高质量服务，高技术创新，高速度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质量与诚信”并存的时代，我们秉承“诚信为本、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
管理理念，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以客户满意为追求，愿同国内外以诚信与质量为经营理
念的公司合作并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公

Founded in 2019,Guangzhou Wovobei Pet Product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services. The company 
has a group of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as the goal, specializing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et supplies such as negative ion plate pet nests and cat climbing frames. We 
meticulous design and manufacture more novel, safer and more effective comfort products 
for pe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acceler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more and more pets have entered people’s lives and families, 
playing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in enriching human life, alleviating people’s loneli

HALL 12 - 12N81
山东小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XIAOGO PET SUPPLIES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中段
Tel / 电话：18669906755、0539-3102359
E-mail / 邮箱：xiaogopet@gmail.com
Website / 网站：www.xiaogotoy.com

本公司为中国境内宠物玩具研发与生产的龙头企业。本公司长期以来，坚守以诚为本、以质
取胜的经营理念，为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多年来，本公司产品通过各种线上与线下平台，
将自主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公司下设有三家自营生产企业，在山
东、深圳、南昌建立了三个专业的产品设计中心，全部自行研发、设计以及生产各类宠物用
品、玩具。每件产品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在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共计拥
有 700 多项专利。本公司以持续的创新能力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Shandong XiaoGo Pet Supplies Co., Ltd. is an innovative enterprise engaged in pet supplies 
and runs a whole industrial chain ranging from product design to finished product output. 
For a long time, our company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innovation. 
We have been providing a variety of different original design products for the pet supplies 
market. In the past one year or so, our company has been selling our self-designed and 
produced products to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on five continents through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platforms. Our company has several self-owne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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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as well as a large professional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center and 
a professional mould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factory. Each product we put into the 
domestic

HALL 12 - 12P01
揭阳市永美塑胶制品厂
JIEYANG YONGMEI PLASTIC PRODUCTS FACTORY
Tel / 电话：18316616020
E-mail / 邮箱：765368905@qq.com

揭阳市永美塑胶厂是一家多维度开发的宠物用品工厂，拥有专业设计师团队，专注产品开发，
涵盖宠物智能用品、宠物生活用品等类目，2022 年创立品牌 -keevii，品牌志在创造出更多优
质好看且有性价比的宠物用品，让养宠不再是少数人的体验。

Jieyang Yongmei Plastic Factory is a multi-dimensional pet products factory, with a team of 
professional designers, focusing on product development, covering pet smart products, pet 
daily necessities and other categories. In 2022, it founded the brand -keevii, which aims to 
create more high-quality and good-looking pet products with cost performance, so that pet 
keeping is no longer the experience of a few people.

HALL 12 - 12P11
广州市恒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HEINER ELECTRIC MANUFACTURE 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从商业北街 13 号 101
厂
101 Factory, No.13, Guangcong Commerce North Str., Zhongluotan 
Town, Baiyun District,Guangzhou,China.
Tel / 电话：15014202353
E-mail / 邮箱：sales.heiner@heiner.com.cn
Website / 网站：http://heiner.en.alibaba.com   www.knpv.com.cn

广州市恒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年轻而有活力的企业。位于中国广东广州，是一家集生产、
国内外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宠物用品、小家电生产企业。主要生产：荷皇 KNPV 牌宠物航空
箱等宠物用品及配套宠物电子产品，电热水壶，净水器等小家电产品。公司通过了 IS09001、
BSCI 等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有 GS，CE，CB，HS，LFGB，RecH 等。

Guangzhou Heiner Electric Manufacture Co.,Ltd, is a young and vibrant enterprise based in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Our company  manufactures pet supplies and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s, and offer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ales and services.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Hehuang KNPV pet air-box and other pet supplies, and matched 
electronic pe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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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P13
江西乔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XI QIAOFENG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甘溪路 59 号
Jiangxi Qiaofeng Pet Products Co., Ltd. No. 59 Ganxi Road, Yushan 
County, Shangrao City, Jiangxi Province
Tel / 电话：13735464999
E-mail / 邮箱：759127755@qq.com
Website / 网站：dollypet.1688.com

乔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8 年，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综合型宠物服装公司，目前有设计、生产、运营、仓储等多个部门。坚持原创设计的原则为
广大客户提供优势产品，公司提供 OEM/ ODM 服务，同时与印花、绣花、全国区域专业面料
商达成战略配套合作，工厂和仓库面积 2000 平方，年度产量 30 万件，长期备现货 5 万件，
固定生产员工 20 人以上。

Qiaofeng Pet Products Co., Ltd., founded in 2018, is a comprehensive pet clothing company 
integrating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services. Currently, 
it has multiple departments such as design, production, operation and storag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original design, the company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advantageous 
products. The company provides oem/ ODM services, and has reached strategic supporting 
cooperation with printing, embroidery, and professional fabric manufacturers in the 
national region. The factory and warehouse area is 2000 square meters, the annual output 
is 300000 pieces, the long-term stock is 50000 pieces, and the fixed production staff is 
more than 20 people.

HALL 12 - 12P16
扬州易酷玩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85241199、13585241199
E-mail / 邮箱：quanzi@adctoys.com

扬州易酷玩具有限公司 , 经营范围包括玩具、家用纺织品、服饰、箱包、鞋帽、文体用品、
机织坯布生产、销售；玩具设计。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毛绒玩具的中外合资企业，占地面
积 21000 多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 11000 多平方米，位于江苏省扬州市西郊陈集工业区，交
通便利，距离扬州市区 20 分钟车程，劳动力成本低廉，生产型员工 500 多人，其中缝纫工
250 多人；质量检验人员 50 多人，确保产品品质，产品 80% 以上出口，主要出口欧美国家，
年出口额 800 多万美金，年产值 6000 多万元；“以不断创新求发展”一直是公司的经营理念，
公司有很强的设计开发队伍，高级玩具设计师 5 名，普通设计师 3 名，可以根据客户的图片，
手稿，素描

This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plush toys of Sino foreign joint ventures, 
covers an area of 21000 square meters, plant construction area of 11000 square meters, 
i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Jiangsu city of Yangzhou province Chen Industrial 
Zone,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20 minutes drive from Yangzhou City, the labor cost is 
low, the production staff of more than 500 people, including sewing workers more than 250 
people; quality inspection personnel more than 50 people, to ensure product quality, more 
than 80% of export products, mainly exporte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xport 
volume of about 8000000 dollars, the annual output value of about 60000000 yuan; "with 
consta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our business philosophy, the company has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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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P21
东莞市派拓实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25869160、0769-81189499
E-mail / 邮箱：gracewong@petop.com.cn

东莞派拓成立于 2014 年，专业设计，销售，生产宠物智能用品的工厂。产品主要销往美国，
德国，荷兰， 日本 等国家，大多数产品为专利产品。

HALL 12 - 12P51
上海畅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16679920、021-18816679920
E-mail / 邮箱：1574283281@qq.com

上海畅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 年公司成立，20 多年的生产经验，希伯艾玛 HEBEREMMA
专注于宠物美容洗洗护类产品，相续获得某宠物美容大会年度卓越品质奖和某宠物美容大会
品牌推荐奖等奖，产品通过欧盟 CE 认证，主营宠物 SPA 缸、牛奶浴机、SPA 水疗机、烘干箱、
吹水机拉毛机、美容桌、剪刀及猫别墅与寄养猫笼，打造宠物美容系列产品和猫类产品。主
要主出口日本、台湾、欧美、东南亚等市场，产品一致得到海内外的好评，面向世界，展向末来，
相信明天会更好！

HALL 12 - 12P61
绍兴佳佳宠物用品厂
SHAOXING JIAJIAPET PRODUCTS FACTORY
Add / 地址：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昌峰工业区
Pingshu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haoxing,Zhejiang,China
Tel / 电话：15267502194
E-mail / 邮箱：93557658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jiajiapet1688.com

绍兴佳佳宠物用品厂成立于 2008 年 9 月，专业生产宠物牵引绳，胸背带，项圈等纺织类宠物
用品，我厂集产品研发和生产于一体，并且可来样来图定制。我厂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
高速口，交通便利。我厂所有产品采用国际质量标准，产品远销海外，享誉海内外众多市场。
如果贵司对我们任何一款产品有意或有订单意向，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我们期待与全球客户
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Estabilshed in 2008,Shaoxing JIajia Pet is a Manufacturer  and trader 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et collar, Harness and Leash.We are located 
in Shaoxing,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All of our products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are greatly appreciated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rkets 
throughout the world.
If you are interstted in any of our products or would like to discuss a custom order ,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forming successful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new client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near future. 
TEL.:15267502194 (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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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P71
福州威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FUZHOU WEIKAI PET PRODUCT LIMITED
Add / 地址：福州市百花洲路 49 号
NO 49，Baihuazhou Road Jianxin Town cangshan Dist Fuzhou 
35008,Fujian,China
Tel / 电话：0591-8070275
E-mail / 邮箱：sales@blackdoggy.com
Website / 网站：www.blackdoggy

2011 年创立至今，B LACKDOGGY 专注于宠物户外装备，以安全和舒适为前提为户外全场
景打造其相对应的功能性装备，订小狗能够及时应对和适应不同环境条件下所带来的挑战。
BLACKDOGGY 相信，所有的付出，者是为了让小狗更好的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同样希望和小狗一样，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热爱生活，不断探索；
享受户外的愉悦，感受自然的馈赠，建立属于你们的人宠关系。

Founded in 2011,which focuses on BLACKDOGGY pet outdoor equipment, on the premise 
of security and comfort for all outdoor scene to build the corresponding functional 
equipment, let the dog can timely response and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BLACKDOGGY believe that all efforts, is to let the 
dog better into our life,becon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our life, we also hope that like 
the dog,alwsys keep a curious heart, deeply loves the life, constantly explore; enjoy the 
outdoors, feel the gifts of nature,andbuild your pet relationship.

HALL 12 - 12P81
千宠智能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66877796
E-mail / 邮箱：17086268006@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micopet.com.cn

山东千宠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宠物智能设备、宠物智能用品的专业生产企业，以科技创
新为第一驱动，用心做好产品。现有智能宠物烘干机 ( 家用款、商用款 )，洗护泡泡机，牛奶
浴机，智能宠物玩具等多款产品，用科学的产品理念，完善的售后体验实力圈粉。千宠期待
与您的合作。

Shandong qiancho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et intelligent equipment, pet 
intelligent supplies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first drive, carefully do a good job of products. Existing intelligent pet 
dryer (home, commercial), wash bubble machine, milk bath machine, intelligent pet toys 
and other products, with scientific product concept, perfect after-sales experience strength 
circle powder.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HALL 12 - 12P88
台州市黄岩塑权塑业有限公司
TAIZHOU HUANGYAN SUQUAN PLASTIC INDUSTRY 
CO., LTD
Tel / 电话：13706563309、13736561975
E-mail / 邮箱：ulinl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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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工厂自主研发设计宠物伸缩牵引绳，宠物碗，猫砂盆，宠物玩具，宠物便携猫窝等一系
列宠物日用塑料用品。拥有多项外观专利，欢迎新老客户莅临！

Our own factory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d designed pet tractable rope, pet bowl, cat 
litter box, pet toys, pet portable cat nest and a series of pet daily plastic products. With a 
number of appearance patents, welcome new and old customers to visit!

HALL 12 - 12Q01
广州市度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DUFAN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鸦岗孔桥街 38 号 B501 房  Room 
B501,
No. 38, Kongqiao Street, Shimen Street,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Tel / 电话：13760614387
E-mail / 邮箱：358832865@qq.com

广州市度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总部设立在广州白云区，是专业生产加工宠物
鞋等宠物产品的公司，产品设计和质量定位于中高端、功能性为主导，为客户提供性价比高
的宠物用品。
本公司始终保持“诚信第一，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不断科研创新，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和努力，
公司现已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远销欧洲、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更是令我公司获得国内外广泛业界人士的认可。欢迎各界朋
友来本公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淡。

Founded in 2017, Guangzhou Dufan Pet Products Co. ,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pet products, such as pet shoes, with its headquarter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cost-effective pet supplies. The company has always 
maintained“Integrity first, customer first” business philosophy, continuou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he company 
now has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tegrity, strength and product quality is to make our company access to a wide rang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dustry recognition.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visit 
the company, guidanc

HALL 12 - 12Q21
大庆市萨尔图区艾蒂斯宠物用品商店
Tel / 电话：15245966060、15245966060
E-mail / 邮箱：82943354@qq.com

ADS PET 艾狄斯宠物服饰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以宠物服装设计，裁剪，加工制作为一体
的宠物服饰公司，品牌产品涵盖宠物服装，婚纱，窝垫，饰品等，其设以计风格华丽新颖，
做工考究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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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Q51
魔术袋（厦门）贸易有限公司
MAGIC POCKET(XIAMEN) TRADING CO.,LTD.
Add /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新丰二路 8 号北融信大厦 6F-D
Tel / 电话：19906017071
E-mail / 邮箱：ming@xmpocket.com

魔术袋 ( 厦门 ) 贸易有限公司，一家专门生产陶瓷宠物食具的厂家。
产品多样，款式新颖。
品质保证，安全环保，价格实惠。
属于源头工厂，可支持新品定制定做哦。

HALL 12 - 12Q71
四川惠宠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WITPET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海科路东 777 号东创科技园 E 栋
Tel / 电话：028-60360659
E-mail / 邮箱：1181861875@qq.com
Website / 网站：www.wit-pet.com

四川惠宠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年轻的、以设计为导向的宠物品牌公司。公司位于四川成都—
一座双面之城：一面是千年文化古城、另一面是新时尚之都。
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浓郁的文艺设计氛围，还有人人喜爱的
PANDA，这赋予了我们创立品牌的良好基础。我们希望将本土文化与宠物用品以设计手法相
结合，融入现代的有宠家庭，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HALL 12 - 12R01
中山市依家优品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ZHONGSHAN EKAR UPING HOUSEWARE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泗隆街 4 巷 11 号
No.11, Silong street 4 alley, Xiaolan town,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528414, China
Tel / 电话：18925364544
E-mail / 邮箱：sale1@eusafetyproduct.com
Website / 网站：www.eusafetyproduct.com

中山市依家优品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是家集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儿童、宠物用品
生产型企业。主营产品如下：宠物门栏，围栏，宠物手推车，宠物笼等。工厂生产设备先进，
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先进的自动流水线。工厂坚持以质量为主的经营理念，产品通过了国际
CE、ASTM 认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公司每年都参加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各种宠物用品展，欢迎客户来我们摊位洽谈。

Zhongshan Ekar Uping houseware Co.,Ltd. is a OEM manufacturer, and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Baby/Pet safety gate,  playpen,  fence, pet stroller and pet carrier 
etc , with well-equipped testing equipment and strong technical force, With reasonable 
prices, good quality and stylish designs, our products are extensively welcomed by clients 
from worldwid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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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R07
豪盛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457345185
E-mail / 邮箱：3489145974@qq.com

FANCY HOUSE 是以公主名媛风为主，立足于国内中高端市场的品牌。2017 年登陆日本和国
内市场，深受大家喜爱。2020 年创建 JUNIOR PIE，品牌以休闲风为主，适合日常穿搭。品
牌宗旨“生来被宠爱”。

HALL 12 - 12R21
广州沙米陶家居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TAO HOME L.T.D
Add / 地址：https://xinruo.1688.com/ spm=0.0.wp_pc_common_
topnav_38229151.0
https://xinruo.1688.com/ spm=0.0.wp_pc_common_
topnav_38229151.0
Tel / 电话：18666640408
E-mail / 邮箱：99903520@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xinruo.1688.com/ spm=0.0.wp_pc_
common_topnav_38229151.0

广州沙米陶家居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一体专业陶瓷制作商，名牌名称星米陶瓷，工厂
坐落于中国瓷都潮州，占地面积 5000+ ㎡，坚持原创设计，耕耘专注宠物碗开发，拥有众多
外观专利，支持 OEM，ODM 定制服务，为跨境电商 / 品牌提供专业合作，熟悉各平台包装要
求，产品质量均为国际标准品质，期待与您合作！

Guangzhou Shami ceramic home furnishing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ceramic 
manufacturer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 famous brand name is xingmi 
ceramics.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Chaozhou, the ceramic capital of China, covering an 
area of 5000 + ㎡ . It adheres to original design, cultivates and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t bowls. It has many appearance patents, supports OEM and ODM customization 
services, provides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 brands, is 
familiar with the packaging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platforms, and its product quality i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quality, Looking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HALL 12 - 12R25
湖南孚日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48317250
E-mail / 邮箱：xiyolab@gmail.com
Website / 网站：www.xiyolab.com

XIYOLAB 以创始人爱犬”CHIOT”音译“XIYO”命名品牌 ,LAB 代表创始人的态度 , 第一次养
宠物 , 选择在新的工作领域开拓新的天地 , 人生的很多选择都是一场大胆的实验 , 新的尝试。
同时”LAB”也代表了品牌的态度 , 新颖有趣的设计，采用优质原材料，提供给予和 XIYOLAB
一样生活态度的主人和他们的爱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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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R26
北京亚欧环球商贸有限公司
BEIJING YAOU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Add /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金蝶软件园 A 座
Beijing Shunyi district kingdee software park building A
Tel / 电话：1089438010、010-61029266
E-mail / 邮箱：info@firsthandler.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firsthandler.com/

自 2015 年成立以来，一直以为国内宠物引进具有优秀品质的高端宠物用品为理念、代理引进
多个国际宠物用品品牌。于 2019 年公司创办自有宠物食品品牌 FISHERMANPET 渔夫牧场，
专注于为宠物提供营养、健康且美味的海洋类宠物食品。我们的目标是为宠物提供更好的宠
物用品和食品，严守品质，提高产品质量及用户体验。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5, it has always been the idea of introducing high-end pet 
products with excellent quality for domestic pets, and has been the agent of introducing 
many international pet products brands. In 2019,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its own pet 
food brand fishermanpet fisherman ranch, focusing on providing nutritious, healthy and 
delicious marine pet food for pets. Our goal is to provide pets with better pet supplies and 
food, strictly observe quality, an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user experience.

HALL 12 - 12R51
杭州铭悦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ENABOT
Tel / 电话：15718893800
E-mail / 邮箱：vincent@alchemistbio.com
Website / 网站：https://cn.enabot.com

铭悦宠物是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宠物食品 OEM/ODM 生产厂家。
赋之科技一直以“做有温度的科技企业服务千万家庭”为愿景，致力于通过先进的机器人技
术和产品帮助家庭管理，促进家人沟通，从而提升人们的家庭幸福感。

HALL 12 - 12R56
广州市刨刨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新扬村十四队四巷 25 号
Tel / 电话：13247654825
E-mail / 邮箱：289701209@qq.com

广州市刨刨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端狗鞋为主营产品的宠物用品公司。基于爱狗
文化的赞同与渴望给狗狗最好的照顾，广州市刨刨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为美国品牌狗鞋
DJJ 的中国总代理，DJJ 狗鞋以其舒适不掉、人鞋品质的特质在爱狗圈内成为口碑之选，推
广 DJJ 及旗下各系列品质狗鞋，为爱狗人士带来更好的产品及给狗狗最好的产品体验，已成
为公司的宗旨。其中来自美国的 DJJ 狗鞋便是公司主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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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R81
东莞恩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ENPAI
Add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下截村长盛东路 1 号
No.1 Changsheng East Road xiajie village Qishi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18926809798
E-mail / 邮箱：9303408@qq.com

专业生产、加工、宠物专用品、宠物玩具、纸制品。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pet supplies, pet toys, paper products.

HALL 12 - 12R86
北京卓越物语宠物用品销售中心
Tel / 电话：13811791852、010-60303907
E-mail / 邮箱：evertopkennel@sina.com

克莉斯汀森宠物用品公司是在 1996 年创办，公司一直致力于宠物日常洗护和犬展专业产品的
生产和研发。
到目前为止克莉斯汀森公司产品已经近 500 个，我们仍在不断的研发新的产品。克莉斯汀森
的核心产品线包：全品种产品、毛发特殊护理产品、敏感皮肤产品、毛发颜色增强产品、定
型产品、纯手工制作的梳子和美容工具、专业宠物沙龙产品、静音强风吹水机、美容箱。
我们不会停止研发和生产高品质的宠物洗护用品今年夏天在经过长时间的研发和试用后，猫
咪洗护系列终于与大家见面了，针对喵星人的特点专门设计与生产的喵大佬系列一定会让大
家眼前一亮。为毛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一直是公司的主要宗旨。

HALL 12 - 12R91
南通馨宇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86-513-81906066、0513-81906066
E-mail / 邮箱：david@warmuniverse.com

宠教练，以宠物窝垫为主的民族自主品牌。倡导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给宠物带来一个有温
度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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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R97
科隆智能科技 ( 重庆 ) 有限公司
KELONG SMART TECHNOLOGY (CHONGQING) CO., LTD
Tel / 电话：023-41755556        17088776666
E-mail / 邮箱：530163450@qq.com

科隆智能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诞生于中国重庆璧山科技园区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改变人类和宠物洗澡的洗护设备的核心产品，拥有节能环保，
科技创新的理念和效果！
获得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专利认证……
从 2016-2022 年，在我们科研团队的不断努力之下，已经发明出来，现在的最新款第五代
plus 泡泡浴洗澡机。
具我们掌握的大数据分析，我们公司在（全国及全球）上，是（第一）第一个研发并生产出，
香波免稀释自动出泡的设备，并且专项用于泡泡浴直接刷洗在宠物身上！
我们公司秉承：让天下爱宠，尽情享受泡泡浴洗澡带来的快乐！
我们愿意真诚的分享，给更多爱宠的，宠物美容洗护门店和爱宠人士！

HALL 12 - 12S01
慈溪市伊贝斯日用品有限公司
CIXI EBEST COMMODIT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观海卫镇罗鸣南路 236 弄 6 号
Luoming South Road Guanhaiwei Town,Cixi,Ningbo,Zhejiang,China
Tel / 电话：57463636663、0574-63636663
E-mail / 邮箱：sales4@nbybs.com
Website / 网站：www.nbybs.com

慈溪市伊贝斯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公司，
专业生产宠物日用品、宠物玩具，猫抓板的民营企业，拥有着国际化水准的设计研发人员及
优秀管理团队。公司秉承“创新”、“进取”的企业宗旨，坚持“质量与信誉并重”的经营理念，
在全国各大区域均有紧密的业务往来，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北美、南美、欧洲、
南非等国家和东南亚地区。
慈溪市伊贝斯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日用品、宠物玩具，猫抓板的民营企业。
公司秉承“创新”、“进取”的企业宗旨，坚持“质量与信誉并重”的经营理念，在全国及
各大区域均有紧密的业务往来。

CIXI EBEST COMMODITY CO.,LTD is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design, 
manufacturing, sales, service of integrated enterprise which has international level 
research & development staffs and excellent management teams. It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pet products,toy&cat scratcher. We insist 
on "Innovation","Aggressive" as our aims and insist on "Quality is as important as 
Reputation"as management philosophy.
CIXI EBEST COMMODITY CO.,LTD is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design, 
manufacturing, sales, service of integrated enterprise. It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pet feeders,pet toilets, pet toys&cat scr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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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S05
上海很努力的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6628766206
E-mail / 邮箱：liuwenhao@purlab.cn

噗扑实验室，一个研究不正经可爱能量的宠物品牌。以“适当搞怪，保持可爱”为核心理念，
为产品注入“不正经、很努力、好有爱”创造因子，以可爱能量治愈生活的压力与无趣。无
论年纪，不分物种，希望猫猫狗狗人人都能保持可爱。

PurLab is a pet product brand that researches playful and cute energy. With “be silly and 
stay cute” as the brand’s core concept, we strive to inject the creative factors of silliness, 
functionality, and love into our products in order to cure the stress and boredom of life. 
Regardless of age or species we hope everyone can maintain cuteness deep in their heart.

HALL 12 - 12S06
嘉兴市微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JIAXING TINYPET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徽商大厦 1203 室
1203 Huishang Bldg., Qingfeng Road, Nanhu Dist., Jia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5906733282、0573-89855055
E-mail / 邮箱：fanyifei@mytinypet.com
Website / 网站：tinypet.tmall.com

Tinypet，是一个致力于原创产品设计开发的宠物伴侣用品品牌，整个团队均由 90 后的资深
爱猫人士组成，大家一致秉承着“More Love, More than Lovely”的宗旨，着重打造颜值与
实用兼备的宠物产品，立志于通过产品的原创设计，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陪伴到
每个毛孩子和养宠家庭，引领宠物行业的新潮流，开启一种新的人宠生活方式。

HALL 12 - 12S21
上海旺元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51988102898、021-31109893
E-mail / 邮箱：henry@bautex.com.cn

上海旺元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专注于研发宠物出行用品和猫赛用品，并从欧洲引进
高品质宠物洗护用品。
独家代理品牌有：宜德士 EDENEPTZ，字母猫 EFCAT，狂野 WILDEDEN，SUPHONOR，渣
渣砂 ZHAZHASHA。
销售网络已覆盖中国各省市和港澳台地区。自主品牌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英国，美国，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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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S25
尤妮佳生活用品 ( 中国 ) 有限公司
UNICHARM
Add /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523 号金虹桥国际中心南楼
2603 室
Tel / 电话：13817320032
E-mail / 邮箱：yingjie-liu@unicharm.com
Website / 网站：www.unicharm.com.cn

GAINES 品牌于 1928 年诞生于日本尤妮佳集团旗下。日本尤妮佳宠物事业的宗旨是：倡导健
康和清洁的概念，使宠物生活更舒适。为了爱犬、爱猫更加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专注品质，
提供消费者安全又放心的宠物食品及用品。

HALL 12 - 12S26
杭州咕噜智宠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URRPY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0 号华业大厦 601
601, Huaye building, No. 1180, Bin'an Road, Binjiang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Tel / 电话：18600113631
E-mail / 邮箱：svenchen@aliyun.com
Website / 网站：www.purrpy.com

“用心打造优秀的宠物用品”是我们公司创建的核心初衷。在 2017 年我们核心团队遇见了彼
此，结合设计 +生产的过往经验优势，共同打造了“蛋壳”两用宠物包，并于 2018年通过“蛋壳”
产品，让市场认识了我们。我们于 2018 年创建了咕噜（PURRPY）品牌，聚焦宠物出行类目，
坚持“为用户和宠物设计有价值的产品”，以用户、场景、创新为核心，不断打造质优价平
的优秀产品。我们提出“带 TA 看世界，带 TA 去撒欢”的口号，希望通过好产品，连接起用户、
宠物、户外出行的文明、安全、友善的生活方式，并持续为此努力。

"To create excellent pet products " is the core intention of our company. 
In 2017, our core team members met each other and ha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ever 
since.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experience in design and production, the team created the 
"eggshell", a dual-use pet carrier, which was unveiled in 2018 and wowed the market.
PURRPY was founded in the same year. Focusing on the theme of pet travel, the newly 
founded brand stick to "designing valuable products for pets and customers". PURRPY 
continues to make efforts to create excellent products with high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by centering on users, scenarios and innovation.

HALL 12 - 12S51
嘉兴市悦宠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1-85389666
E-mail / 邮箱：terry@petsmiles.cn

imp.cube( 一扑 ) 是一个宠物生活方式品牌，专为提升平凡时刻而设计。极简注意设计，优质
的材料，我们一丝不苟痴迷于每一个复杂的细节。我们提供由态度、品味和故事驱动的高质
量的宠物产品。从概念到制造，再到客户手中，我们热情地创造人们热爱且需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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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S55
东莞市美鉴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MJPET
Tel / 电话：0769-85706880
E-mail / 邮箱：18926808980@189.cn

东莞市美鉴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高端宠物狗咬胶磨牙棒生产厂家，国际宠物狗咬胶知名企业，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 .
公司配备现代化先进的生产设备及生产车间，生产自动化。
美鉴神狗咬胶畅销欧洲、美洲、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美国 FDA 注册 . 生产原材料全
部为人食级优质食材。

Dongguan MJPET Pet Products Co., Ltd., a manufacturer of high-end pet dog chewing gum 
and dental stick, is an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pet dog treats, located in Humen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he company is equipped with modern and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workshops, and production automation.
MJPET dog treats sells well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and has been registered by FDA All raw materials for production are human food grade 
high-quality ingredients.

HALL 12 - 12S56
徐州麦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MAIDUO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观湖大道
Guanhu Avenue, Liguo Town, Tongshan District,Xuzhou,Jiangsu, 
China
Tel / 电话：17712180899
E-mail / 邮箱：584890503@qq.com

徐州麦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四省交汇处一江苏省徐州市。2013 年起步，是一家集
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代工、零售批发、跨境出口的工贸一体公司，现有生产车间总面积超
12000m3，员工 200 余人，工厂以生产宠物布艺产品为主，2015 年增设外贸出口部、国内电
商部和设计部。
公司持有近 200 项专利并获得 GS，CE 认证，产品远销欧美、日本、韩国、西班牙、东南亚、
等二十几个国家。与国内多家天猫和阿里店铺紧密合作，其中多款产品成为爆款。
工厂现拥有先进的自动化裁剪机床、自动绗缝机、自动激光设备、数控绣花机、卷包机、凝
胶滚筒覆膜机等，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出口包装经验。

Xuzhou maiduo pet products co.,Itd was started in 2013, is located in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It is an integrated industry and trade company which have R&LO design, 
OEM&ODM production, retail and wholesale, cross-border exports, Factory area has more 
than 1200Orri, over 200 employees. The factory mainly produces pet fabric products,it 
steps up foreign trade department,domestic e-commerce department,design department.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200 patents,CE&GS certificate. The products are sold to 
Europe, America, Japan, Korea, Spain,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company 
has closely cooperation with domestic Tmall and 1688 and many of products have became 
top-selling products.
The factory now has advanced automatic cutting machine, automatic quilting machine,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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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S81
山东辛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INCERE PET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0632-2528333
E-mail / 邮箱：sinchem@188.com
Website / 网站：www.sinchem.com.cn

辛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植物猫砂、新型宠物猫砂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隶属于辛化集团，拥有三十多年的生产经验。辛化集团
是豆腐猫砂团体标准起草组长单位，硅胶猫砂标准起草单位。现拥有 16 条生产线和 30 条包
装线，现年产猫砂系列产品 15 万吨，其中植物猫砂 5 万吨，水晶猫砂 10 万吨，是目前国内
最大的猫砂生产企业。获得 ISO 9001, ISO 14001, REACH, BRC, BSCI 等认证。

SINCERE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dedicated to the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of plant cat litter, new type cat litter products. It 
belongs to SINCHEM group,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production experience. SINCHEM is 
the plant cat litter group standard drafting team leader unit, and silica gel cat litter national 
standard drafting unit. With 16 production lines and 30 packaging lines, we produce 
150,000 tons of cat litter products annually, including plant cat litter 50,000 tons and silica 
gel cat litter 100,000 tons. SINCHEM is currently the largest cat litter manufacturer in 
China. Obtained ISO 9001, ISO 14001, REACH, BRC, BSCI and other certifications.

HALL 12 - 12S86
豪傲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OAO INTERNATIONAL MINING  CO LIMITED
Tel / 电话：4008-365-158
E-mail / 邮箱：haoaopet881@163.com

内蒙古豪傲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猫砂生产企业之一，供应和出口各类猫砂产品。
目前，公司现有员工 150 人。拥有最新的技术，强大的研发能力，严格的管理水平和优秀的
生产团队以及先进的生产设备。十年来，专注于猫砂的生产，研发，每年生产 40 000 吨优质
产品。
公司生产各类猫砂五大系列，包括 20 多种，足以满足不同国家地区的客户。
除了在国内市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外，我们还将产品组合扩展到全球市场，受到各国客户的
一致好评。
公司位于内蒙古，矿产资源丰富，拥有优质的矿山采山主体和多座承包开采山。拥有近 2000
万吨可采储量，紧邻大连、天津新港、锦州港，交通便利。因此，我们的装运港是天津港和
大连港。

Inner Mongolia Hao Ao Pet Products Co., Ltd. is one of the leading cat litter manufacturers 
in China, supplying and exporting various types of cat litter products.
At present, there are 150 staffs in Inner Mangolia Haoao pet products Co., Ltd., Ningcheng, 
Inner Mongolia. We have the latest technology, strong R&D capability, strict management 
level and superior production team as well as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s. Ten years, 
we have focused on cat litter produc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producing 40, 000 
tons of high-quality products annually.
The company produces various types of cat litter in five series including more than 20 
kinds which is enough for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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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2 - 12S91
上海拓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162501335
E-mail / 邮箱：rick@catgenie-china.com
Website / 网站：https://catgenie.tmall.com/

“CatGenie（中文名：猫洁易）由上海拓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力图将这款风靡北美大
陆的高端猫用品推广给中国养猫、爱猫人士。它是全球唯一一款可以和人用马桶一样可冲洗
解放双手的猫厕所。同时倡导引导一种新的智能养猫生活方式，轻松摆脱铲屎烦恼，解决猫
咪的卫生问题。让每位爱猫人士尽情享受猫咪带给主人的无穷乐趣。我们希望能和行业同仁、
和有热血的宠物行业爱好者一起，完成这个美好的愿景。

HALL 12 - 12S97
海森华宠进出口贸易涿州有限公司
HAISENHUACHONG IMPORT&EXPORT TRADING 
ZHUOZHOU CO.,LTD.
Tel / 电话：17631579208
E-mail / 邮箱：84310529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aisen-pet.com

海森华宠进出口贸易涿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09 月 27 日，是整合自有工厂资源和合作
供应链成立的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出口销售的公司。公司产品包括宠物清洁用品类、宠物
玩具类、宠物家居类，宠物食品类和宠物户外等。
公司设有行政部、财务部、销售部、运营部、社媒、采购部等部门，公司员工人数目前达 50
人。公司旗下现有三个控股 / 参股子公司，具体如下：涿州市浩森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河
北涿州），主要生产销售植物猫砂；海森华宠（山东）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端植
物猫砂工厂；山东德乐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宠物食品。经过三年的发展，公司产品
目前已经销往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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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A01
深圳市皓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88887368
E-mail / 邮箱：2718694673@qq.com

深圳市皓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02 月 28 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
道应人石社区应人石社区香象工业园厂房 1 二层，法定代表人为李姣。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
营项目是：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商品展示；家用电器、日用品及配件、厨房用具、不锈钢制品、日用五金
及炊具、塑料制品（不含废旧塑料）、饮水机、净水桶、厨房称、电动吸奶器、婴儿理发器、
婴儿电动牙刷及其他母婴用品、家用电器、日用电器的技术研发、转让及销售；从事钢板、铝板、
商用电器设备、日用家电及其相关配件的进出口业务（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

HALL 14 - 14A06
湖南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HUNAN LID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LTD
Add / 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枫路 48 号
48 Lufeng Rd,Hi-Tech Development zone changsha,Hunan,China
Tel / 电话：13975176417
E-mail / 邮箱：nicholas.li@lidaindustrial.com
Website / 网站：www.pioneerpet.cn

湖南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1993 年在湖南长沙创立，是美国 GHL International lnc 公司
在中国投资的合资企业。1999 年在湖南塑胶行业首家通过 ISO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12 年
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公司专注于高端宠物用品，具备完整宠物用品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完整服务链能力，拥有数十项专利，先后通过 BV，Intertek 等第三方验厂，一直誓志打
造中国专业性的高端宠物用品商，制造世界一流的宠物用品，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公司目前拥有“PioneerPet”，“SmartCat”，“LPet”，“Mybropet”等多个品牌。

Hunan lid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LTD., founded in changsha,hunan province in 1993, 
is a joint venture invested in China by GHL International LNC corporation. In 1999, it is the 
first passed the ISO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in 2012,
it obtained the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certification.
Company focused on high-end pet supplies, pet supplies complete ability to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sales,full service chain, with dozens of patents,Lida has been 
successively through BV,Intertek, etc.The third party inspection.
The company currently owns "Pioneer Pet", "SmartCat", "LPet", "Mybropet" and other Pet 
products professional brands.

HALL 14 - 14A08
北京怡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YIXIANG
Tel / 电话：13785861192
E-mail / 邮箱：532112260@qq.com

北京怡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秉承以“尊重用户”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经历近 10 年净化
设备领域的技术与经验积累，将工业级的专业消杀技术带入家用及宠物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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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A21
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67956853
E-mail / 邮箱：yutian@bilibili.com
Website / 网站：www.bilibili.com

欢迎来到 bilibili ！
bilibili 简称 B 站，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创建，是中国年轻世代高度聚集的综合性视频社区 。
 
哔哩哔哩动物圈
这里不仅有暖心爱宠故事、走心科普分享，还有脑洞撸猫发明、创意萌宠大秀……快来 bilibili
动物圈，一同分享动物的十足萌力吧～

HALL 14 - 14A51
天猫超市
Tel / 电话：0571-83817658
E-mail / 邮箱：dianxing.zdx@alibaba-inc.com

天猫超市诞生于 2011 年 4 月。2021 年 10 月，天猫超市正式加入阿里巴巴 B2C 零售事业群。
作为阿里巴巴自营、优质平价的线上超市，天猫超市业务覆盖全国，并在多数城市实现了 1
小时达、当日达和次日达，为 3 亿家庭用户带去一次买齐送上门的服务。随着宠物用品需求
的提升，天猫超市宠物行业应运而生。

HALL 14 - 14A71
台州市黄岩奥通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Tel / 电话：89881858
E-mail / 邮箱：1196487558@qq.com

台州市黄岩奥通宠物用品厂（简称奥通 AOTONG），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领先的宠物用品
生产商之一。奥通旗下拥有“捣蛋鬼”、“派杰特”两大品牌，专注于宠物用品方面的研发
和生产；始终秉持宠物、生活、家的理念，以给宠物带来健康活力为基本的价值承诺，目标
是用严谨、专业的态度制造出富有创造力的健康舒适宠物用品，将产品的设计美学融入日常
生活中，让宠物更多地感受到家一般的温馨和亲切，为国内外爱宠者带来更多欢乐。

HALL 14 - 14A81
北京华熙海御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88776278
E-mail / 邮箱：359100528@qq.com

华熙生物（688363）是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科技公司和生物活性材料公司，主要聚焦于有助
于人类健康的功能糖类和氨基酸类物质，致力于为人类带来健康、美丽、快乐的生命新体验。
公司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透明质酸原料供应商，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透明质酸全产
业链平台公司，微生物发酵生产透明质酸技术处于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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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A83
台州市布伦特塑业有限公司
BRIGHT PLASTIC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亿嘉路华中大厦 1 单元 603 室
Tel / 电话：18968581232
E-mail / 邮箱：mike@trashcan-manufacturer.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pet-food-container.com/

台州市布伦特塑业有限公司 , 位于浙江南部东海之滨的塑料王国 -- 台州市，是一家集模具开
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注塑机设备，杰出的设
计与高级管理人才以及专业的销售团队。公司专业生产各类环卫垃圾桶、宠物狗粮桶、密封夹、
塑料周转箱、物流箱等各类日用塑料制品。产品远销国外，优良的品质及服务赢得客户的一
致好评。
本公司已通过 SEDEX 4P，BSCI， FDA。本着 诚信，品质，高效，共赢的价值观，持续创新，
努力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期待与您的合作双赢！

Taizhou Bright Plastic Co., Ltd. has advanced injection molding machine equipment, 
outstanding design and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a professional sales team.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all kinds of sanitation trash cans, pet dog food buckets, 
sealing clips, plastic turnover boxes, logistics boxes and other daily-use plastic products.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excellent quality and service have 
won unanimous praise from customers.The company has passed SEDEX 4P, BSCI, FDA. In 
line with the values of integrity, quality, efficiency, and win-win, we will 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striv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We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for a win-win situation!

HALL 14 - 14A88
东莞市瑞欣美耐皿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RUIXIN MELAMINE WARE CO.,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屋夏村桥东路南四街 2 号
No.2,SOUTH 4TH STREET,QIAODONG ROAD,WUXIA VILLAGE,QIAO
TOUTOWN,DONGGUAN,GUANGDONG,CHINA
Tel / 电话：076981022860
E-mail / 邮箱：alexu0606@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risingmelamine.en.alibaba.com/

工厂建立于 2014 年，专业从事高级美耐皿餐具和宠物用品研发与生产。产品通过欧盟，美国，
日本，及国内第三方食用安全检测合格，并且通过 BSCI 及迪士尼社会责任审核。
产品销往海内外市场，并多次参加大型展会，获得国内外客户好评与认可。主要客户：开市客，
梅西百货，名创优品，迪士尼，红狗，珍爱多，BBB , WILLIAM-SONOMA , BJS , TJ-MAX,  
HELLO-KITTY， 等。

Dongguan Ruixin Melamine Ware Co., Ltd. was set up i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China. 
which focus on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quality melamine ware. Since established in 
2014, our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Europe, America, Japan, Australia and the domestic 
market, including two series:  household dinnerware and pet supplies.
The main clients which the company serve are COSTCO， MACY’S，BBB , WILLIAM-
SONOMA , BJS , TJ-MAX, MINI-SO，DISNEY ， HELLO-KITTY ，RED DOG，LOVER’S 
SUPER AWARD and other clients.
The company are strict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To make sure the products 
received by the customers are high quality products. Our products meet the certification 
of EU, America, Japan and the domestic third – party. The factory accept the supervision of 
society consciously, and have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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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A91
义乌市憨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IWU HANDOU PET SUPPLIES CO. , LTD.
Tel / 电话：15958910666
E-mail / 邮箱：1931930666@qq.com

义乌市憨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宠物用品厂家。 我
们的主要产品包括宠物口套、项圈等品类，并拥有自己的专利。 经过全体员工和合作伙伴的
努力，我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创新是我们的源泉，我们的方向是走
向世界，我们愿与国内外客户共创美好未来。

Yiwu Handou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pet products factory integrating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pet muzzles, collars and other varieties and 
have our own patents. After the efforts of all employees and our partners, our products are 
sold to all over the world. Quality is our life, innovation is our source, , our direction is to 
the world, we are will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with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HALL 14 - 14B01
杭州海莫星摄影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8758297282
E-mail / 邮箱：dianzhe.li@mainto.cn

2014 年 ，我们以“轻快简 ”的体验开创摄影 3.0 模式，提供了选择更多、 时效更快、专业
更强的摄影产品。作为全国第一家开进商场购物中心的摄影品牌，我们让拍照成为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 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美学解决方案，改造了整个摄影生态。也正因此，被称为摄
影行业里的“新物种”。

In 2014, we created the Photography 3.0 mode with a "light and simple" experience, 
providing photography products with more choices, faster aging and stronger 
professionalism. As the first photography brand to enter shopping malls in China, we make 
photography a new way of life, provide aesthetic solutions for more and more people, and 
transform the entire photography ecology. For this reason, it is called a "new species" in 
the photography industry.

HALL 14 - 14B08
山东东洋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753325532
E-mail / 邮箱：3487981858@qq.com

山东东洋泰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宠物用品和编织家居
用品的生产及出口企业。 我司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为原则，拥有独立的运营生产车间，专
业一流的设计团队和业务团队。我司产品种类齐全，功能性强，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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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B11
长春吾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WUWEI CULUTRE
Add / 地址：长春市高新区顺达路 688 号
Tel / 电话：13504457550
E-mail / 邮箱：xin.ding@hotmail.com
Website / 网站：kaiwanclub.com

开玩时刻是一家专注于猫咪玩具设计、研发和生产的用品品牌。致力于为养猫人群提供系统
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依托猫科行为学和养猫人的行为习惯，围绕人猫互动场景，深入研发不
同场景下的各类玩具和周边产品，不断探索新的技术方案去创造人和猫的互动玩乐新体验。
我们希望通过更为多样的产品与服务为人与猫创造更加重要的，更加积极的情感体验时刻。
这也是开玩时刻不断去设计原创产品、搭建用户服务和沟通平台的品牌目标。

HALL 14 - 14B16
上海易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ID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8516602917
E-mail / 邮箱：864090944@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spibo-pet.com/home

斯柏博致力于为宠物提供有机、天然的高端护理产品，为用户提供科学的宠物护理解决方案，
改善宠物品质生活，为每一位追求与众不同的爱宠“青年”加码幸福。

HALL 14 - 14B18
南京唯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51624924、025-84545352-8015
E-mail / 邮箱：chris@mypetsway.com

南京唯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宠物玩具和其他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者，公司凭借高水
平的研发实力、先进的生产工艺、完善的产品线、卓越的品质和服务成为全球众多采购商信
赖的品牌。欢迎来我司洽谈！

HALL 14 - 14B21
上海妙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92753655
E-mail / 邮箱：417740778@qq.com

PUSH BOW 是上海妙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旗下新锐宠物品牌，2020 年成立，主营宠物清洁洗
护、宠物美容护理、功能型产品、环境改善型产品、宠物用品等，致力为中国宠物创造更好
的生活和环境。拥有自主研发团队和工厂实力，国内外强强联手打造。秉持【稳定高品质，
潮酷创造力，爱宠生活家】的态度，提升养宠生活愉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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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B51
重庆思味特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SWEET PET PRODUCT CO., LTD
Add / 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区凤凰三街 9 号
9#, No.3 Fenghuang Street, Yong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Tel / 电话：18512371318
E-mail / 邮箱：a67122314@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weetpet.en.alibaba.com/

重庆思味特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Sweet Pet Product Co., ltd）创建于 2012
年 6 月，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食品、用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严格按照 GMP 标准设计建造的
封闭洁净的宠物食品车间，目前年生产量 6000 吨以上。产品主要销往美国、英国、德国、
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队、韩国等二十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我们都
严格遵循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CCP）和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目前公司已通过
ISO22000、BRC8、FSMA、BSCI、AEO 等认证。 
安全、安心”是每一个思味特人对生产管理的致力追求及对客户郑重承诺，以向客户提供最
优质，最

With more than 8 years of supplying world leading dog treats brands, China Sweet Pet 
Products Co., Ltd, sets the benchmark of OEM and private label dog treats production 
service in China with state-of-art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d extensive quality control 
protocols.

HALL 14 - 14B53
巨鹿县佳乐宠物用品厂
Tel / 电话：13463929384
E-mail / 邮箱：806943665@qq.com

HALL 14 - 14B61
杭州华元田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 善水缘
Tel / 电话：18758251562
E-mail / 邮箱：boy_zhou@foxmail.com

杭州华元田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宠物窝具、宠物服装、猫爬架、宠物尿垫等产品专业生产
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杭州华元田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的诚信、实
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14号馆
Hall 14

414

HALL 14 - 14B63
浙江咪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衢州
Tel / 电话：0570-2307100
E-mail / 邮箱：243691309@qq.com

浙江咪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是一家从事宠物猫砂生产、研发、销售的企
业。公司位于浙江衢州，现有自主品牌咪谷猫砂、Miss Black、米鲁特 等品牌的豆腐猫砂，
也可承接各品商 OEM 代加工 . 企业始终坚持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让每个养宠
家庭用上放心的产品

HALL 14 - 14B71
宁波运宝电器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沿山河北路 19 号 3 号楼 2 楼
Southern.Sencond floor,No 2 building,#29Xinyi Road ,Daxie 
Development Zone,Ningbo
Tel / 电话：18958237026
E-mail / 邮箱：liao.liping@unibono.com
Website / 网站：www.unibono.com

宁波运宝电器有限公司公司前身创立于 2008 年，2011 年正式注册成立宁波大榭开发区贝亲
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公司；主营个人护理电器产品、宠物电
器产品以及孕产产品，包含家用电推剪（婴儿及成人用）、专业级电推剪（沙龙级），以及
宠物电推剪，电动吸乳器等，合计 150 余款产品。公司现已更名为宁波运宝电器有限公司，
下设研发中心、供应中心、制造中心、工程中心、品保中心、综合中心、财务中心、信息中心、
营销中心 9 大职能中心；合计在职员工达到近千人，其中研发中心各类技术人才 40 余人，其
他各类管理人员 160 余人。

HALL 14 - 14B81
深圳壹木木制品工作室，喵生理想
Tel / 电话：13542754771
E-mail / 邮箱：819353513@qq.com

猫爬架。猫柜。猫墙。猫家具。

HALL 14 - 14B83
上海零赫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FROHZ PET SUPPLIES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游族大楼 105 室
Tel / 电话：021-33636936
E-mail / 邮箱：dean.dai@frohz.com

零赫兹是国内首个跨人宠家居品牌，为养宠人提供宠物空间优化的解决方案，我们发现宠物
生活物品品类繁杂且很难收纳，空间利用率特别低，而一二线城市养宠人的居住空间有限。
所以我们将宠物生活功能模块化，并研发成装配式的成套产品，打造人宠生活场景，满足不
同养宠人的功能需求，创造更省空间、更融入、更自由的养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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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B91
艾宝食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ABC COOKING STUDIO CO., LTD.
Tel / 电话：021-68777789
E-mail / 邮箱：mkt@abc-cooking.com.cn

ABC Cooking Studio（ABC 料理工作室） 是一个源自日本、关于手作美食和健康生活方式的
品牌，自 1985 年创立以来，不断通过教授料理、面包、蛋糕等制作技法以及相关饮食文化知
识为契机，传达 “让全世界的餐桌都洋溢笑容” 的理念。
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现代家庭烘焙料理学习工作室品牌鼻祖，截至 2022 年，ABC Cooking 
Studio 在包括日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等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有 130 余家坐落于繁华商业购物中心的线下料理工作室店铺，
与超过 160 万名会员一同构筑关于亲手制作美食的生活方式与社交空间。

HALL 14 - 14C01
厦门欧万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 OWON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 C07 栋 501-01
Tel / 电话：0592-2520380
E-mail / 邮箱：woodie.wu@owon.com
Website / 网站：www.owon-pet.com

厦门欧万物联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 厦门，是一家中外合资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由加拿大 OWON 集团与国内的 LILLIPUT 集团联合出资，由加拿大籍的“厦门双百引
进人才”领衔创办，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为一体的“智能宠物用品”设备制造商及品
牌商。公司将加拿大 OWON 集团在欧美近 15 年的宠物行业经验与 LILLIPUT 集团近 30 年的
智能化技术沉淀，实现了深度的融合，致力于打造“科技与温度并存”的高科技宠物品。
旨在为全球宠物爱好者提供便捷实用、健康有趣的高品质产品及全套解决方案，以创造更美
好的萌宠生活

HALL 14 - 14C05
福州凡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乌龙江南大道 30 号福州清华紫光
科技园 E 楼 15 层
Tel / 电话：13625042566
E-mail / 邮箱：317005569@qq.com

福州凡派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宠物项圈、宠物牵引绳、宠物汽车安全带、宠物胸背带、宠物
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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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凡派宠物用品有限
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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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C06
辽宁壹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855806506、13149846169
E-mail / 邮箱：791994235@qq.com

铜纪元宠物铭牌系列产品，借鉴欧洲章牌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刻画宠物猫咪和狗狗的形象。每
件作品均由铜纪元工作室原创设计，浮雕均由手工制作完成。我们的产品工艺严格遵循宋氏
章牌浮雕技艺的标准（宋氏章牌浮雕技艺为沈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经过 29 道
工序的打磨，最终呈现在您面前。宠物铭牌系列作品涵盖了 120余款常见的猫咪和狗狗的形象；
宠物犬家族徽章则包含七个品种（按照 ACK 的犬类划分标准）。成品材质分为黄铜、纯银和
纯金，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设计这套作品的初衷是我们对宠物的热爱，正如我们宣传语所说：
宠物把它一生给了我们，我们又能为它们做些什么？选铜纪元，给他不一样的生活！

The serious of our company’s pets medal products use the European Art Medal expression 
form to brand the cats and dogs image . Each work is designed by our team called Studio 
of Tongjiyuan，including the original designs ，manuscripts and handcrafted reliefs. 
Our production process strictly inherits the Art medal of Song technique which has been 
officially selected as Shenya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 use 29 procedures to 
meticulously product only one excellent work. The serious covers more than 80 common 
cat and dog breeds. There is also a set of seven original, universal dog brands, which 
refers to the ACK(AMERICAN KENNEL CLUB) division of show dogs. The products can be 
customized to customer's special requirements, made of pure copper,  silver,pure gold. 
Our intention of designing

HALL 14 - 14C08
青岛天硕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TIANSHUO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段泊岚镇瓦戈庄村福兴路 28 号
No.28 Fuxing Road,Jimo,Qingdao
Tel / 电话：15266255782
E-mail / 邮箱：qdtsys@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tspetproducts.com

青岛天硕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豆腐猫砂和猫抓板的高品质企业。公司自 2016 年
创立以来，一直专业致力于豆腐猫砂的生产研究，始终坚持发扬“诚信、创新、沟通”为企
业宗旨，以“高端品质、优质服务”为立业之本的团队精神。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生产、
实验、销售、沟通、包装印刷、代发仓储等一站式服务体系。
其服务内容包括：豆腐猫砂及猫抓板的设计、生产、销售；包装印刷的辅助、沟通和对接；
产品代发货、代仓储等。同时公司为所有项目客户建立个人专属档案，设立专业跟进团队，
推进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同时不断更新设备，不断提高产品
品质和丰富产品线，同不同品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Qingdao Tianshuo Pet Products Co.,Ltd is the leading tofu cat litter factory in China which 
mainly produces tofu cat litter and daily necessities with 10 years experience,forms a 
complete design, production, experiment, sales, communication, packaging and printing, 
acting storage and other one-stop service system.
Cooperation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following countries:South Korea,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the Netherlands,Canada,Australi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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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C11
准动网络科技 ( 厦门 ) 有限公司
ZHUNDONG NETWORK TECHNOLOGIES（XIAMEN） 
CO.，LTD
Add /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801 号中航紫金广场 A
塔 36 楼
36F Building A, Zhonghang Zijin Plaza, No.1801 Huandao East 
Road, Siming District, Xiamen City, Fujian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8850340560
E-mail / 邮箱：iphise@pospal.cn
Website / 网站：www.pospal.cn

银豹是由准动网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集收银、会员、CRM、进销存及连
锁管理为一体的门店 SaaS 系统。12 年时间 , 覆盖全球 11 个行业超 170W 商户。线上 200 人
技术支持团队 ,7*12 小时在线服务。银豹宠物门店管理系统 , 为宠物店打造智慧方案。商城小
程序拼团秒杀、邀新有礼、积分抽奖、社区团购、直播卖货等线上线下双重引流拓客 , 多种
促销方案搭配抓住会员的心。洗澡美容、疫苗驱虫按周期自动提醒 , 微信通知消费；酒店式
寄养管理带寄养直播 , 服务更贴心。银豹宠物医院管理系统 , 轻便的操作流程 , 界面清晰且流
程高效 , 更节约门店管理收银的时间成本 , 结合专业强大的会员营销管理功能 , 线上花样引流
拓客 , 帮助门店 .

HALL 14 - 14C16
灰熊（天津）宠物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20019199
E-mail / 邮箱：jackalww@vip.qq.com
Website / 网站：www.grspet.com

灰熊（天津）宠物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天津，公司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家有理想，
有灵魂、有核心价值观的公司。公司旗下 GRIZZLY 品牌的宠物除臭喷雾、宠物除臭粉、冻干、
猫砂、宠物次氯酸消毒产品、宠物检测、宠物智能防丢铭牌，产品一经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追捧，
让 GRIZZLY 品牌迅速从市场中脱颖而出，在消费者心中树立了完美的品牌形象。

HALL 14 - 14C17
深圳市魔创宠宝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宝能科技园南区 10 栋
19CD
Tel / 电话：0755-21003830
E-mail / 邮箱：mc006@mcup11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haboshicwyp.tmall.com

habwes 哈博士品牌成立于 2021 年，拥有自主研发、设计团队以及 40000 ㎡的宠物用品生产
线。公司致力于高品质养宠理念，先后设计了颠覆传统拾便方式的零接触接便器、二合一牵
引绳接便器、智能气泡饮水机等爆款，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外观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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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C21
连我（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LINE FRIENDS (SHANGHAI) COMMERCIAL TRADE CO., 
LTD.
Tel / 电话：021-6331 6087
E-mail / 邮箱：june.wang@linefriends.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linefriends.cn/

国际创意工作室 LINE FRIENDS 最初起源于为全球超 2 亿用户使用的移动聊天 APP “LINE” 
而创作的包括布朗熊、可妮兔、莎莉等原创角色的卡通贴纸。通过不断扩展和丰富旗下 IP, 并
产出多元化的 IP 内容 , LINE FRIENDS 已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创意文化产业创造者。

HALL 14 - 14C51
泰州宅木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71594216、15371594216
E-mail / 邮箱：414024181@qq.com

泰州市宅木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在江苏省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
资本 100 万元，在公司发展壮大的发展期间，采取“线上 + 线下并行销售，直营、加盟、联
营等多渠道终端门店”的模式，致力于中高端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经营范围有：猫爬架猫抓板（含有娱乐、休息等功能多种型号）、猫笼（可进行功能定制），
猫墙（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设计及定制），小宠柜笼（含有娱乐、休息等功能多种型号）等。
我们有优质的产品、专业的技术团队和销售。

HALL 14 - 14C81
杭州久积控股有限公司
HANGZHOU HISAZUMI HOLDING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780 号
NO. 780 BIN KANG ROAD,BIN JIANG DISTRICT,HANGZHOU,ZHEJI
ANG,CHINA
Tel / 电话：17858624520、057186697908
E-mail / 邮箱：yf_sun@hisazumi.com.cn
Website / 网站：www.hisazumi.com.cn

杭州久积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位于中国杭州滨江高新区的生产型日资企业。
历经 20 余年发展，公司在家居行业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品牌优势，通过产品创新，市场全球
化，新零售结合，从生产型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成长为一家集产品策划、设计、生产以及全
球贸易于一体的现代快速消费品制造企业。
杭州久积主营各类家居装饰用品，包括公仔玩具、抱枕、坐 / 靠垫等家居用品、宠物用品、
康养用品等品类。60% 的产品出口到日本，远销至欧洲、中东等其他国家。公司现有六大生
产基地及多条流水线，工厂通过多项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社会责任
体系认证，和全球主要知名家居品牌合作，和国内新零售代表品牌均有合作。

Hangzhou Hisazumi Holdings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8, a Japanese-owned 
manufacture ,loacted in Hangzhou Binjiang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 specialized in 
home textiles and home decorations more than 20 years. We have 6 production bases and 
our own professional design team.
Hisazumisets up its own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actory has been passed ISO9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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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I & DISNEY &Costco audit.
Our main products is including Home Textiles such as shape
cushions ,blankets, pillows, bedding sets, rugs , indoor shoes etc, and Pet goods like pet 
beds, mats, clothes and toys etc.
Based in HANGZHOU city, we export our products to all over the world. Our main markets 
is including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Europe, America and so on.

HALL 14 - 14C88
义乌市众云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58436662
E-mail / 邮箱：zhongyunpet@163.com
Website / 网站：www.A7royalpets.com

乌市众云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现有员工 150 余人，是一家专业生产车载宠物垫
的智能制造的工厂，主要通过构建智能化生产系统、网络化分布生产设施，实现生产过程的
智能化。智能工厂已经具有了自主能力，可采集、分析、判断、规划；通过整体可视技术进
行推理预测，利用仿真及多媒体技术，将实境扩增展示设计与制造过程。系统中各组成部分
可自行组成最佳系统结构，具备协调、重组及扩充特性。已系统具备了自我学习、自行维护
能力。因此，智能工厂实现了人与机器的相互协调合作，其本质是人机交互。

HALL 14 - 14C91
苏州佩德漫特工贸有限公司
Add /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孙庄路 38 号
Tel / 电话：0512-66583310、0512-66583310
E-mail / 邮箱：18915557900@163.com

公司坐落在江苏苏州，成立于 2009 年，主营宠物伸缩牵引绳，清洁美容工具，宠物食具等。
通过 ISO质量体系认证，美国Target验厂，BSCI验厂等。拥有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和自营工厂，
获得国内外专利近 70 项，产品热销欧美。

HALL 14 - 14D01
成都一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五街菁蓉汇
Tel / 电话：17740191211
E-mail / 邮箱：mayitwill@163.com
Website / 网站：mayitwill@163.com

“给你它想要的”，我们是吸猫成瘾的设计师、研究员组成的产品团队，MAYITWILL 米尾为
你和它的家而设计，做易用、美观高品质的宠物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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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D08
杭州有赞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201795439
E-mail / 邮箱：jiangsonglin@youzan.com

有赞，是一个商家服务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在杭州贝塔咖啡馆孵化成立。
我们帮助每一位重视产品和服务的商家私有化顾客资产、拓展互联网客群、提高经营效率，
全面助力商家成功。
有赞目前拥有社交电商、新零售、美业、教育及有赞国际化五大业务体系，通过旗下的社交电商、
门店管理和其他新零售 SaaS 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全面帮助商家解决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遇到的推广获客、成交转化、客户留存、复购增长、分享裂变等问题。

HALL 14 - 14D11
上海谁的猫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WHO'S CAT PET FOOD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安远路 501 弄梅山大楼 2 号楼 1007 室
Room 1007, building 2, Meishan building, Lane 501, Anyuan Road, 
Jing'an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13764722021
E-mail / 邮箱：lang-leo1991@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whozcat.net/

who'z cat 专注于为猫咪提供健康营养的天然食品。我们对品质的重视如同主人对猫咪的呵护
将爱融入产品，whozcat 不仅是一个品牌，更像我们名字里的“z”一样，希望成为主人和宠
物之间沟通介质
未来 who'z cat 也将带来更多的优质产品，将“优质的产品品质”、“人宠生活新方式”、“宠
物与主人之间的媒介”三个理念更好的融入后续的产品中，打造专属每个爱宠人士的宠物品牌。

WHO' Z CAT focuses on healthy and nutritious natural food for cats. Whozcat is not only a 
brand, but also like the "Z" in our name, hoping to become the communication medium 
between the owner and the pet
In the future, who 'Z CAT will also bring more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better integrate 
the three concepts of "high-quality product quality", "new pet life style" and "media 
between pets and owners" into subsequent products to create a pet brand exclusive to 
every pet lover.

HALL 14 - 14D16
南通馨宇诺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21463693
E-mail / 邮箱：david@cnmemoryfoam.com

尾巴搭档专注于高端宠物家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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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D21
徐州喵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MIAOZAN
Tel / 电话：17626515151
E-mail / 邮箱：331864368@qq.com

喵赞成立于 2018 年，是徐州喵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旗下品牌。以构建宠物精致生活空间为核
心，覆盖宠物居所、饮食、智能家居等多项领域，满足宠物多方面需求。目前产品系列主要
是猫柜、猫爬架及猫别墅。喵赞已全面打通线上渠道，线下加盟店、直营店也在飞速扩张，
未来将实现线上线下双轮驱动。喵赞团队成员来自不同领域，各自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源于对宠物的热爱，追求共同的美好愿景，我们相聚于喵赞，协力共建宠物美好生活空间。

Established in 2018, Miaozan is a brand of Xuzhou Miaozan Pet Products Co., Lt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refined pet living space as the core, it covers pet residence, diet, smart 
home and other fields to meet the needs of pets in many aspects. At present, the main 
products are cat cabinet, cat climbing frame and cat villa. The online channel has been 
fully opened, and the offline franchise stores and direct stores are also expanding rapidly. 
In the future, the online and offline dual wheel drive will be realized. Members of Miaozan's 
team come from different fields and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Because of the love for 
pets and the pursuit of a common vision, we get together in Miaozan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better living space for pets.

HALL 14 - 14D51
元气格里芬（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01091310
E-mail / 邮箱：ge.dongmei@starglow.com.cn

用爱和科学重做宠物品牌，元气怪兽的全维度产品和出众品质全 呵护猫咪成 ，解决铲屎官各
种阶段难题，把元气怪兽交给元气怪兽。

HALL 14 - 14D71
海南猫兄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62086168
E-mail / 邮箱：412982762@qq.com

海南猫兄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加拿大猫兄弟公司在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是一家集商业宠
物展示设备和家用宠物用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公司，为高端宠物用品、
零售门店提供专业的宠物零售场景设计、顾问服务、宠物用品企业形象策划、展示用品销售
等服务。由加拿大和意大利设计团队提供产品思路方案，国内团队延伸实施，以当地需求为
导向，融合国际化思路，为客户提供高标准量身定制的一体化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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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D81
河北仕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BEI SHIPET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
Xinle, Shijiazhuang city,Hebei province
Tel / 电话：0311-88572015
E-mail / 邮箱：108359311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hebeishichong.en.alibaba.com

拥有自主设计
接受买家定制
接受 OEM&OEM 订单
仕宠，一家木质宠物家具的专业生产厂家，拥有超过 10 年的设计，研发，生产和装配经验。
主营产品：木质猫屋，木质犬屋，木质猫爬架以及其他木质猫家具。
仕宠经营主旨：
1. 质量
2. 质量
3. 质量

Independent design ability
Customized acceptable
ODM & OEM acceptable
Shichong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wooden pet house,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production and assembly.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ing wooden cat house, wooden dog house, wooden cat climbing 
tower/shelf and other wooden cat furniture. 
Shichong Business purpose：
1. QUALITY
2. QUALITY
3. QUALITY

HALL 14 - 14D88
温州市普罗米工贸有限公司
YONGJIA PULUOMI INDUSTRY AND TRADE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乌牛东蒙工业区富强路 21 号
Tel / 电话：15757765666
E-mail / 邮箱：156789081@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promii.1688.com/

普罗米，位于中国温州，占地面积 1 万余平方，主营宠物用品业务，牵引绳系列，胸背带，
宠物衣服，宠物背包，猫爬架，趴窝等，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
合型企业。

Promi, located in Wenzhou, China,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It 
is mainly engaged in pet supplies business, leash series, chest harness, pet clothes, pet 
backpacks, cat climbing frames, lying nests, etc. It is a company integrat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ales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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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D91
江苏盛典礼品工艺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165268111
E-mail / 邮箱：1069907130@qq.com

江苏盛典礼品工艺有限公司以“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节日庆祝”为使命，专注于节日礼品开
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布艺类、纸制品类节日礼品、
宠物用品和文具，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盛典礼品成立于 2018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人民币，现有管理及研发人员 40 多人、员工 300
多人，拥有全自动纸盒机、全自动电脑切条机、激光切割机、花瓣机、模板缝纫机、冲压机、
平压机、充棉机等各类专业生产设备300多台，2020年年产值6000万元。公司一直以来秉着“客
户第一，质量第一”的经营理念，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为根本”的原则，努力为客
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HALL 14 - 14E01
徐州汉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HANBEI PET PRODUCT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
Liguo，Tongshan district,Xuzhou city,Jiangsu province,Mainland
Tel / 电话：0516-87157766
E-mail / 邮箱：2862192446@qq.com

徐州汉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贸易为一体的专业生产豆腐猫砂的
企业。公司具有 8 年的豆腐猫砂生产经验，现有 3 条猫砂生产线，年产能达 12 万吨以上，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 OEM 服务。公司设有完备齐全的化验室，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公司秉
承：一心只做好豆腐猫砂。为您的猫咪提供干净、健康、环保的豆腐猫砂。产品出口到日本、
韩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

Xuzhou Hanbei Pet Product co., ltd is a commercial entity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tofu cat litter. As a professional cat litter manufacturer, Xuzhou Hanbei has 8 year 
production, R&D and trade experience, equipped with 3 production lines,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ver 120,000 tons. The company has well-equipped laboratory, which committed 
to guaranteeing products quality and security. We also provide OEM service, and our 
products has already exported to Asi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ALL 14 - 14E06
天津艾里克斯香水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21754547
E-mail / 邮箱：alex_cn2016@126.com

天津艾里克斯香水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而从 1994 年开始，我们的核心研发团队成
员已经工作了 20 多年。是一家专业从事香精香料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生产香
精香料。香精广泛应用于猫砂、宠物除臭、宠物沐浴露等日化产品。公司坚持以产品质量为
公司生命力，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公司主要利用国外优质原料开发产品。公司为
客户提供市场调研、产品开发、应用及售后服务等多元化服务。利用高科技打造高品质的香
精生产基地，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是公司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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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E08
康贝 ( 上海 ) 有限公司
COMBI (SHANGHAI)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200 号淮海金融大楼 23 层
23F Huaihai Financial Mansion , No.200 
HuaihaizhongRoad,Shanghai,China
Tel / 电话：+8621 63852688
E-mail / 邮箱：compet@combi.com.cn
Website / 网站：www.compet.com.cn

Compet 是来自日本的宠物精品品牌，由日本婴儿用品制造商康贝 Combi 集团自主研发，以
宠物推车为主要产品线。我们将多年的婴儿推车制造技术应用于宠物推车，加入对宠物的温柔，
致力于制造宠物和主人都满意的产品，让宠物也能感到“安全”和“舒适”。
不管到哪里，都要和你在一起。Compet，让我们随时随地在一起。

HALL 14 - 14E11
青岛九安尚品木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53225702
E-mail / 邮箱：wendy@joysray.com.cn

青岛九安尚品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综合型宠物
用品企业。公司占地面积 6 千平米，OEM、ODM 代工产品畅销于海内外。旗下有喵不理等宠
物品牌。
公司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多条生产流水线，确保产品品质优良且能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目
前经营产品有各类木质猫爬架、狗窝、宠物别墅、宠物窝、人宠共用家具等。原材料皆为国
家标准 E0 级标准板材，主打环保亲肤材质，提高“它生活”品质。产品以人性化的设计，结
合时尚风格，赢得广大宠物爱好者的青睐。

HALL 14 - 14E15
天津博锐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BRIC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Tel / 电话：400-667-1900
E-mail / 邮箱：1608768650@qq.com

天津博锐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宠物洗护用品研发、生产、销售企业，拥有 Chief 
Pet Officer 首席宠物官、HYFAVOR 豪菲乐、HUBERY 休伯瑞、HULDA 好尔达多个品牌，高、
中、低全价位产品布局，博锐卡拥有优秀的技术研发人员，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熟练的
生产作业人员，完善科学的质量管理品控体系，全渠道代理分销体系。
博锐卡以优质、优价、匠心、诚信的宗旨，专业专注于优质宠物洗护用品，欢迎各位萌主、宠友、
经销商莅临、指导、合作。

Brica Corporation is a professional Pet care products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enterprises, with Chief Pet Officer, HYFAVOR, HUBERY, HULDA many brands, high, middle 
and low price product layout, Brica has excellent technical r & D personnel, Advanced 
automatic production equipment, skilled production personnel, perfect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full-channel agent distribution system.
With the tenet of high quality, competitive price, originality and integrity, Brica welcomes 
you to visit, guide and cooperate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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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E16
嘉兴乐优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JIAXING LEYOU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城南街道银河路 443
No. 443 Yinhe Road, Chengnan Industrial Park, Nanhu District, 
Jiaxing City, 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13957367297、0573-83116320
E-mail / 邮箱：nicki@leyoupet.com

嘉兴乐优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沪苏杭交通干线中枢的嘉兴市，专业从事各类宠物用品
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是一家集车缝、注塑、橡胶、纸品、铁器、木器制品等多工艺于
一身的宠物用品源头生产基地，公司以“持续为全球宠物及宠物爱好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让天下宠物更快乐”为宗旨，向国内、东南亚及欧美等市场提供中高端宠物用品和优质服务，
现客户 6000 多家，产品遍布阿里、京东、 天猫、亚马逊等电商平台及各大型线下宠物店。

HALL 14 - 14E18
新浪微博
Tel / 电话：13601047698
E-mail / 邮箱：susu@staff.weibo.com

微博，是基于用户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可以通过 PC、手机等多种移动终端接入，以文
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实现信息的即时分享、传播互动 。微博基于公开平台架构，
提供简单、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户能够公开实时发表内容，通过裂变式传播，让用户与他人
互动并与世界紧密相连。 作为继门户、搜索之后的互联网新入口，微博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
实现了信息的即时分享 。

HALL 14 - 14E21
江苏哈咔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AKA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官湖镇泰山路 2 号
No. 2, Taishan Road, Guanhu Town, Pizhou City,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Tel / 电话：17611256655
E-mail / 邮箱：hakapet@sina.com

江苏哈咔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官湖镇，公司占地 20000 平米，吸纳毕业
于中国设计顶尖学府中央美院的设计师团队，专注于宠物用品的设计研发和品牌营销，开发
出创新、实用、美观及高性价比的宠物用品，涵盖宠物家具、猫爬架、人宠共用家具、瓦楞
纸产品、狗户外家具、宠物用品、猫砂等综合宠物用品，所有产品全部经过自家宠物使用验
证后方才投入市场，深受大众的欢迎与喜爱。

Jiangsu Haka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Guanhu town with beautiful 
scenery.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20000 square meters. It absorbs the designer 
team graduated from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 top design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focuses on the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brand marketing of pet products. It 
has developed innovative, practical, beautiful and cost-effective pet products, including pet 
furniture, cat climbing rack, pet sharing furniture, corrugated paper products, dog outdoor 
furniture, pet products Cat litter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pet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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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E51
中誉宠物食品 ( 漯河 ) 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阳山路 21 号
Tel / 电话：0395-6988666
E-mail / 邮箱：zhangxb@idealcorp.cn

中誉宠物食品（漯河）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宠物食品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地址位
于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宠物食品科技产业园 ( 阳山路 21 号 )，建设有烘焙主粮、宠物湿粮、
烘干零食和洁齿类零食生产线等。平均日产猫条 50万条、主食罐头 24万罐、零食罐头 8万罐、
软包 / 酱包 10 万包、蒸煮类 10 万袋、肉干类零食 10 吨、高消化率咬胶棒 10 万支、烘焙主
粮 50 吨、风干粮 10 吨。

HALL 14 - 14E53
德清天晟工艺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EQING TIANSHENG CRAFTS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湖州德清县雷甸镇庆云路 68-78 号
No 78 QingYan Road, Lin Hang Industry Zone, Deqing City, 
HuZhou,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0571-86151636
E-mail / 邮箱：tianshengpet@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tianshengpet.com

德清天晟工艺品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猫爬架，狗窝和宠物玩具。我们的产品出口到欧洲，
美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等。我们致力于直接控制每个环节的质量，因此，深受客户的信赖和
认可。

Deqing Tiansheng Crafts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Deqing, Huzhou City, only 40 
minutes’drive from Hangzhou airport. We ar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who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cat trees, cat toys and dog beds for over 10 years.We've been 
dedicated to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lives of pets. Have attained the Factory audit of 
BSCI and with the help of our own production team, we warmly welcome OEM and ODM 
orders.

HALL 14 - 14E58
义乌市窝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IWU WOJU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金港大道 1699 号
No. 1699, Jingang Avenue, Jindong District,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79-85327339
E-mail / 邮箱：1746372108@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ojupethouse.1688.com/

义乌市窝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宠物用品专业工厂，
本厂主营实木及板木结合的狗屋、狗窝、狗笼、猫窝、猫屋、猫爬架等等宠物用品。 本厂长
期专注宠物用品，有多年的经验，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除了自主品牌“宠物当家”
产品之外，也欢迎 OEM 设计订单，诚意期待与您的合作！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
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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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wu Woju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s factory integrating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ur factory mainly deals with dog 
houses, dog kennels, dog cages, cat kennels, cat climbing frames and other pet products 
made of solid wood and wood. Our factory has long focused on pet products,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has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addition to our own brand "pet home" products, we also welcome OEM design orders, and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you!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visit, guide and negotiate business.

HALL 14 - 14E61
江苏正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大许镇镇政府斜对面一汽服务中心
院内
Tel / 电话：18021369561
E-mail / 邮箱：859025554@qq.com

江苏正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工厂占地 2 万平方米，专业制造纯天然豆腐猫砂，
具有先进的研发团队。集生产，销售与售后一条龙服务。正浩宠物用品致力于中国宠物的开
拓与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宠物行业中规模和影响力的多元化企业

Jiangsu Zhenghao Pet Product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8, the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20,000 square meters, specializing in the manufacture of pure natural tofu cat 
litter, with advanced R & D team. Set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one-stop service. 
Zhenghao Pet Products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ets in 
China, and has now become a diversified enterprise with scale and influence in China's pet 
industry

HALL 14 - 14E63
广州漫步熊皮具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10---80000000
E-mail / 邮箱：664791963@qq.com

HALL 14 - 14E71
南和区韩尚宠物用品加工厂
Tel / 电话：19931912227
E-mail / 邮箱：718687334@qq.com

韩尚宠物用品加工厂坐落于由“中国宠物之乡”之称的南和，公司是一家生产及研发为一体
的宠物猫抓板生产商，致力于让猫咪爱上磨爪这一口号，不断创新，服务与宠物猫咪。欢迎
各位朋友来厂指导工作及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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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E81
黄骅市索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AWYERPET
Tel / 电话：0317-8880718
E-mail / 邮箱：sawyerpet@126.com

黄骅市索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一家宠物食具、猫狗厕所、猫狗笼具等开发
生产于一体的实力厂家，主要销往欧美东南亚等成熟市场。

HALL 14 - 14E86
眉山市坛罐山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7608132172
E-mail / 邮箱：676051604@qq.com

宠物原创服饰，宠物原创亲子服饰，宠物原创用品。

HALL 14 - 14E88
青岛小驴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12669256
E-mail / 邮箱：yuchao@x-donkey.com

毛绒派是一切以猫咪为重的品牌，我们一直把猫咪视为非常重要且珍贵的家人，这是我们的
使命。为了让家人可以陪伴我们的时间变得更长，我们一直在不断努力。爱猫、护猫，一切
为了猫，我们的初心从未改变。

HALL 14 - 14E91
无锡市雅士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甘露大街 5 号
Tel / 电话：13921518911-051088756418
E-mail / 邮箱：872456758@qq.com

本公司专业生产毛绒玩具，狗窝，垫子

HALL 14 - 14F01
江苏莎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32810999
E-mail / 邮箱：1813321840@qq.com

江苏莎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宠物猫砂行业，带来了猫太太纸棉猫砂新型木材、棉绒原
浆猫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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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F06
内蒙古润隆膨润土科技有限公司
INNER MONGOLIA RUNLONG BENTONITE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内蒙古宁城县汐子镇二龙四平庄
Erlong Siping Village, Xizi Town, Ningcheng County, Inner Mongolia
Tel / 电话：18342148696、18342148696
E-mail / 邮箱：745161944@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nmrlhg.cn/

内蒙古润隆膨润土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制造膨润土猫砂，特别是在高端破碎猫砂的除
尘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打破了国外进口破碎砂的绝对垄断地位，工厂产品有：无尘矿物砂，
天然钠基土砂，活性炭砂，低尘矿砂，功能颗粒等多种中高端膨润土矿物猫砂。我厂生产的
猫砂无尘，低尘结团紧实，除臭效果好，深受猫咪喜欢，为主人解除了粉尘烦恼 ! 今后，我
公司将在研发领域持续发力，为全球猫主提供高品质猫砂产品！

Inner Mongolia Runlong bentonite Technology Co.,Ltd. on the R & D and manufacturing 
of bentonite cat litter, especially has made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dust removal 
technology of high-end broken cat litter, breaking the absolute monopoly of foreign 
imported broken sand. The factory products include: dustfree mineral sand, natural 
sodium base soil sand, purple clay sand, activated carbon sand, low dust ball sand and 
other medium and high-end bentonite mineral cat litter. The cat litter produced by our 
factory is dust-free, low dust, compact and has good deodorization effect. It is deeply loved 
by cats and relieves dust troubles for the owner! In the future, our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make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R & D to provide global cat owners with high-quality cat litter 
products.

HALL 14 - 14F08
合宠科技 ( 青岛 ) 有限公司
PAWAII INC.
Tel / 电话：18669832569
E-mail / 邮箱：frank.song@ecolifeglobal.cn

PAWAii品牌于2020年创立，隶属于合宠科技（青岛）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类目为宠物智能家居、
宠物用具、宠物服饰、宠物逗训及护理用品等。每一款 PAWAii 产品，都兼具时尚与质感，让
您的养宠生活变得轻松愉悦。时光会走远，但陪伴常在。PAWAii 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人性
化设计，不断丰富优化人宠相处体验，将温暖与快乐带给拥有它的每一个宠物家庭。

For PAWAii, better connection between pe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more intimate 
interaction between pets are the core of everything PAWAii does. For example, the simple 
action of putting on their chests and backs is like bringing them a warm Embrace. Taking 
care of pets also makes us better people, and the empathy and interaction that arises from 
this makes our lives full of joy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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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F11
天空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83708702、0755 83860222
E-mail / 邮箱：sales@petoneer.com

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疲惫，是 TA 带给我们安慰，洗涤我们的心灵。而我们，能为毛孩子做的
是在 TA 短暂的一生中呵护 TA 的健康，陪伴 TA 成长。
PETONEER 湃妮团队为了守护这一切在不断地努力。运用 10 年积累的 IoT 硬件设计与开发
经验，以宠物健康为导向，致力于为爱宠智造科技好物。爱从来不会多余，健康也一样！

HALL 14 - 14F16
松山区屎哼哼宠物服装店
SHIHENGHENG
Tel / 电话：15848991601
E-mail / 邮箱：317082904@qq.com

屎哼哼是一家集设计，销售，生产，服务于一体的宠物服装企业，拥有专业的设计师团队，
打造原创宠物服装，长期供货于国内外，可为宠物量身定做衣物。品牌秉持做好每一件衣服，
设计新颖的款式的宗旨，服务于广大顾客，我们有实力为您提供专业的宠物服装服务。

HALL 14 - 14F17
佛山市摆尾宠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38849666
E-mail / 邮箱：qiudengwei@qq.com

公司目前致力于猫及犬类用品的自主研发与品牌营销，依托公司核心的工业设计、
结构设计、市场营销等优势资源，力求创新更多创新、实用、美观、高性价比的宠物
用品。

MSBC is committed to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brand marketing of 
cat and dog products. Relying on our company's core strength and advantageous resources 
such as industrial design, structural design and marketing, we strive to develop more 
innovative, practical, beautiful and cost-effective pet supplies.

HALL 14 - 14F18
浙江圣伟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38791016、0577-58110008
E-mail / 邮箱：isabella@shengwei-products.com

浙江圣伟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和出口宠物食品、宠物用品的生产型企业。
自 2005 年成立以来，与欧美、日韩、东南亚等 20 多个国家几百家采购方合作。工厂占地面
积 10000 平方米。怀揣对宠物们赤诚的喜爱，希望给他们有爱、有营养、有健康的宠物零食，
圣伟人视质量为生命，在质量管理方面分别建立了 ISO22000 食品安全质量体系，BRC 全球
标准。公司在发展的同时遵循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并获得 BSCI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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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F21
烟台美鹏猫砂制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IPENG CAT LITTER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18805453435、18805453435
E-mail / 邮箱：624787707@qq.com

烟台美鹏猫砂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膨润土猫砂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采用进
的国外进口技术，主要以生产膨润土猫砂为主，产品主要特点有：凝结除臭力强、粉尘绿色
环保、用量节省。

HALL 14 - 14F51
绍兴上虞楷航针织厂
SHAOXING SHANGYU KAIHANG KNITTING FACTORY
Add / 地址：小越街道横山徐村
HENGSHAN XU VILLAGE,XIAOYUE STREET, SHANGYU DISTRICT 
SHAOXING CITY ,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3157514071、0575-82717107
E-mail / 邮箱：luoyongfeng@wantalkpet.com
Website / 网站：www.sykaihangpet.cn

2008年 4月，凭着对宠物的单纯喜爱和宠物用品市场的看 好 ,楷航针织创立“Wan talk”品牌，
走上了由纯外贸模式向工贸一体的品牌发展之路 , 多年来专注于宠物针织品类产品的开发设
计 , 生产加工 , 品质把控和销售拓展 . 通过与迪士尼等国外知名品牌的长期合作，吸纳诸多优
秀设计师的先进设计理念，创新开发设计“拟人化”的宠物用针织 品，注重产品细节产品舒适度，
引领宠物着装个性风潮。 定位于优质优价，十几年如一的不改初衷，不断求索，坚 持，成就
了今天业内宠物用针织品类的翘楚品牌 .

In April 2008, with the pure love for pets and the promising market of pet products, 
KaiHang established the brand "Wan Talk",Over the years, kai Hang ha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quality control and sales expansion of 
pet knitwear products.  Through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Disney and other well-known 
brands, we absorbs advanced design concepts of many excellent designers, innovatively 
develops and designs "anthropomorphic" pet knitwear, focus on  the comfort of product 
details, and leads the trend of personalized pet clothing.  Positioned on high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we have not changed our original intention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constantly seeking and persisting, and have achieved the leading brand of pet knitwear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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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F58
东莞市峄荣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29479771、13929479771
E-mail / 邮箱：2301676929@qq.com

东莞市峄荣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是宠物用品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自有生产工厂和
研发部门，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产品畅销 11 个国家，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我们以专业，敬业，创新，
共赢为公司的经营理念，致力于将科学养宠，快乐养宠的理念融入产品的设计之中，提倡人
们与宠物和谐快乐共处。

Dongguan Yirong outdoor products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et products. It has its own production plant and R & D department, 
and has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tegrity, strength and 
product quality of the company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The products sell 
well in 11 countries.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welcome to visit, guide and negotiate 
business.

HALL 14 - 14F61
卡赫贸易 ( 中国 ) 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01691763
E-mail / 邮箱：yvette.zhang@cn.kaercher.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karcher.cn

Kärcher卡赫，1935年诞生于德国斯图加特，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设备和清洁解决方案提供商，
卡赫已为全球数百万追求专业高效的企业用户提供持续可靠的清洁保障，同时更成为世界数
十亿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家庭所信赖的清洁伙伴。品牌进入中国以来，致力于以欧美健康
标准改善中国用户的居家环境，分享专业、高效且富于乐趣的洁净生活方式，用科技呵护生
命健康，畅享美好生活！

Kärcher was born in Stuttgart, Germany in 1935,As the world's largest supplier of cleaning 
equipment and cleaning solution, Kärcher has provided reliable and efficient cleaning 
solutions and lifestyle for millions of corporate and family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Kärcher entered China, it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home life of Chinese users 
with world-class standards. And Kärcher is devoted to using modern technology to care for 
health, which makes life and cleaning full of joy!

HALL 14 - 14F63
温州飞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FEI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7816897200
E-mail / 邮箱：1822854291@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detail.1688.com/offer/585965014150.html 
spm=a360q.8234005.0.0.70597ac4FfuBsN

温州飞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专门做各种宠物防水垫，猫砂垫，宠物汽车垫以
及各种宠物用品，现厂房面积为 3000 平方米，员工 20 余人，欢迎广大商家洽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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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F71
金华市吉达玩具有限公司
JINHUA JIDA TOYS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明丽街 399 号
No. 399, Mingli street, Jindong District,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79-85867096
E-mail / 邮箱：jinhuajida@163.com
Website / 网站：jinhuajida.1688.com

公司是一家多年从事多年玩具生产的工厂，专业生产搪胶玩具、搪胶储钱罐、宠物玩具、儿
童球类玩具、动漫公仔、搪胶加工 . 圣诞礼品、广告促销礼品、赠品等各类塑胶玩具。公司
有员工 90 多名，厂房面积 5500 平，拥有 BSCI 验厂、沃尔玛供应商、SGS 验厂、EN71 检测、
国家 3C 强制认证等证书，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及设计开发、生产全部工序，提供从设计到在
质量上有严格的要求，产品远销欧美 . 日本 . 东南亚市场，深受客户喜爱和好评。

The company is a factory engaged in toy production for many year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enamel toys, enamel money storage cans, pet toys, children's ball toys, 
animation dolls, and enamel processing Christmas gifts, advertising promotional gifts, 
gifts and other plastic toys.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90 employees and a workshop 
area of 5500 square meters. It has BSCI factory inspection, Wal Mart supplier, SGS factory 
inspection, EN71 inspection, national 3C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and other certificates. It 
has strong R & D ability and all processes of desig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It has 
strict requirements from design to quality. It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markets, and are deeply loved and praised by customers.

HALL 14 - 14F81
杭州科晟纺织有限公司
HANGZHOU KESHENG TEXTILE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 571 号金泰商务大厦 1403A 室
ROOM 1403A JINTAI COMMERCIAL CENTRE 571 QINGTAI STREET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0571-86516088
E-mail / 邮箱：kasei_2@hzksfz.com

杭州科晟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纺织品进出口业务的企业。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
欧洲、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我司主营产品为家用纺织品，比如床上用品、浴室用品、餐桌用品、家居装饰用品、室内穿着等。
本厂现拥有员工 200 余人，拥有各种专业生产机械设备。
本着诚信、双赢的发展宗旨，希望与广大新老客户共同迈向美好的明天。

Hangzhou Kesheng Textiles Co., is a professional textile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The products are mainly sold to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Our products focus on home textiles. Such as bed linings, bathroom goods,table 
products,decoration products,room wear products and so on.
The factory which now has more than 200 employees, has owned a variety of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machines and equipment.
In good faith and win-win development purposes, we hope that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new and old customers together towards a bette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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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F83
宇艺实业有限公司
ARTFUL COSMOS INDUSTRIAL CO. LIMITED
Add / 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45 号安康商业大厦 23 楼
23/F,On Hong Comm Bldg,145 Hennesy Road WanChai,Hong 
Kong,China
Tel / 电话：075584084336
E-mail / 邮箱：design@acrylical.com
Website / 网站：www.roikee.store

欢迎来到 Roikee 宠物的一站式商店！无论是宠物家居用品、宠物窝、主食、零食，玩具，我
们都能满足您宠物的需求。 Roikee 拥有深厚的知识、多年的行业经验积累，更重要的是我们
对宠物始终充满热情！ 我们理解宠物并提供无条件的爱和陪伴。 对我们来说，宠物是家庭的
一员，我们不仅给宠物一个家，更给您的爱宠带去快乐！

Welcome to Roikee Pet Store, a one-stop shop for all your pets! Whether it's pet bowls, 
pet houses, medicines, toys, or snacks, ROIKEE can meet the needs of all kinds of pet 
supplies. At Roikee, we have deep knowledge, many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are passionate about pets! We know what it means to have pets 
and understand the unconditional love and companionship they provide. For us, pets 
are a member of the family. This is why we only store high-quality food, products, and 
accessories that promote happiness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ur pet house not only gives pets a home, but also brings happiness to your pet.

HALL 14 - 14F88
湖北爱摩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386228888
E-mail / 邮箱：2357127@qq.com

公司成立于 2020 年，专注于宠物用品研发及生产。公司以舒适、便捷、时尚为宗旨，让更多
宠物主感受宠物带给他们的乐趣。

HALL 14 - 14F91
广州伊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YISUO.INTERNATIONALTRADECO.,LTD
Tel / 电话：13826260818、020-37416940
E-mail / 邮箱：87575055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iasuo.com

广州伊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世界各地宠物领域从业机构积极合作，开展宠物文化交流，致
力于科学的养宠文化传播 , 引导正确的宠物饲养及消费习惯。
公司最新引进澳洲养宠护理理念，“IASUO 碧缇芙中高端洗护产品”。该有机护理理念是：
为了爱和健康，绝不添加强烈的化学成份和人工香料。在科学验证以确保安全以及功效的基
础上，精选上等的草本成分，如柠檬皮，茶叶，薄荷叶及海盐等。每件产品的制作都精细入微，
适合最脆弱的宠物皮肤及绒毛。

Guangzhou Isos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actively cooperates with pet industry 
organiz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o carry out pet cultural exchanges, to promote scientific 
pet 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to guide correct pet keeping and consumption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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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s latest introduction of Australian pet care concept, "IASUO Beattiff Isos 
international mid-high-end wash and protection products." The organic care philosophy is: 
for love and health, never add strong chemical ingredients and artificial spices. Based on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to ensure safety and efficacy, select superior herbal ingredients such 
as lemon peel, tea, mint leaf and sea salt. Each product is made in fine detail, suitable for 
the most vulnerable pet skin and fluff.

HALL 14 - 14G01
深圳市馨鹏睿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PENGRUI - TECH CO., LTD.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大道 31 号金地龙城中央 2601
Tel / 电话：15605924880
E-mail / 邮箱：642004832@qq.com

CATLET 百分之六十六是深圳市馨鹏睿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旗下针对宠物创立的品牌。致力于宠
物食品、宠物用品的创意、设计、研发、销售及品牌运营。
CATLET 百分之六十六秉承着对新一代养宠生活的探索，将有趣好玩的人宠生活体验带给更多
人的使命，以宠物自身所需为出发点，通过优秀的产品，卓越的品质，富有创意的设计，多
样化的互动，为“他”&“TA”打造一个健康、有趣、互动的美好生活。

HALL 14 - 14G06
杭州喵想树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58839391
E-mail / 邮箱：335366816@qq.com

室内猫安心亲近自然

HALL 14 - 14G08
厦门固家五金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06033492
E-mail / 邮箱：xmgujia@163.com

厦门固家五金有限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厦门经济特区 ,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
厦门市一家专业宠物链条制品的生产企业。本司专业生产高品质不锈钢、铜类和真皮的宠物
颈链、牵引链及不锈钢宠物笼、宠物窝、猫笼、洗猫笼等。经过多年努力，企业产品在国内
业界已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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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G11
青岛佳家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QINGDAO JIAJIACHONG PET FOOD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双元路 88 号
88 Shuangyuan Road, Luting Street, City Yang District,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32-89085617
E-mail / 邮箱：jiajiachongyfq@163.com

青岛佳家宠宠物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零食的公司。公司
主营原生冻干系列、洁齿鱼皮系列、天然蒸煮系列 OEM 代工、品牌产品。公司在成立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和华元公司、北京亚欧公司等大公司合作的优异成绩，研发顾问在 2013
年到 2018 年一直给德国 Fressnapf 公司做研发代生产。我公司秉承“品质、信誉、服务、真
诚”的经营理念和“完美品质、真诚服务、规范管理、开拓创新”的企业质量方针，致力于
将我们最优质的产品提供给广大客户 .

HALL 14 - 14G16
石家庄哼唧嘉商贸责任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903311197
E-mail / 邮箱：772533230@qq.com

哼唧嘉商贸责任有限公司以宠物用品设计，生产，承接订单为主。人性化设计，产品以高品
质中等价格，让选购本公司产品的主人感觉贴心实用更接近生活，满足您爱宠的生活所需，
现主要生产宠物窝、逗猫杆、伊丽莎白棉圈，口水巾等一些宠物的日常所需用品。希望通过
我们的不懈努力尽可能的丰富宠物的生活，基于这个理念促使我们不断努力进一步设计生产
出更多适合宠物的产品。我们更迫切的希望我们的努力会被大家认可接受，走进千家万户。

HALL 14 - 14G17
宁波爱克利浦电器有限公司
NINGBO ICLIPPER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中兴东路 99 号
NO.99 zhongxing east road,xikou town ningbo china
Tel / 电话：18969898727
E-mail / 邮箱：lynn@iclipper.cn
Website / 网站：www.nbiclipper.com

宁波爱克利浦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始于 1998 年，坐落于中国制造业之都浙江宁波。专注于研
发制造理发器、宠物推剪、剃须刀的制造企业，以设计研发优质产品为使命。公司先进专业
的管理和优质的产品被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经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及国
际质量检测机构认证，现拥有国内外 100 多项专利技术。公司自有爱克利浦和宝润品牌远销
海内外，同时也为国内外大品牌 ODM,OEM，深受国内外客户的好评。

Located in Ningbo, Zhejiang, a Manufacturing Capital in China, Ningbo iClipper Electric 
Appliance Co., Ltd. since 1998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developing and 
manufacturing hair clippers, pet clippers and razors. Our corporate mission is to design 
and develop quality products. Our company has been rated as a national high and new tech 
enterprise for advance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quality products, and has earned 
ISO 9001 certif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by other international quality testing institutions. 
We hold more than 100 patented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 Our own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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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ipper and Baorun are sold at home and abroad. We also serve as an ODM and OEM for 
big domestic and foreign brands. Our products are well-receiv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HALL 14 - 14G21
安徽诗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9956783667
E-mail / 邮箱：1851245435@qq.com

致力于打造环保宠物家具，专业生产实木猫家具：猫碗，猫树，猫城堡，猫爬架，繁育柜，展示柜，
家庭猫别墅。

HALL 14 - 14G51
浙宠 ( 浙江 )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澄江街道华昌路 20 号
No. 20 Huachang Road, Chengjiang Street, Huangyan district, 
Taizhou province,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5356332393
E-mail / 邮箱：71943088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aspet.com.cn

浙宠 ( 浙江 )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宠物用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
现代化企业。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宠物厕所、航空箱、食具、宠物窝等塑料制品。拥有完整、
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畅销整个国内市场、并出口欧美、澳洲及东南亚等多地市场。公
司设有专业的模具车间、设计中心、高水准的模具师傅、可根据您要求的图片、样品、造型、
设计、为您开发各种新型塑料制品，一条龙的服务做 出 . 您所需要的满意产品。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提供贴心的服务及品质的产品，本着 "以信为本、以诚做人、以德成事 " 的企业核心准则，
公司以您的满意为我们的目标，维护您我的共同利益为我们的责任。愿与您携手并进合作双赢，
共创美好未来。

Zhejiang Pet Products Co.,Ltd is a moder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 of pet products.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cat toilets, dog toilets, 
water feeders, pet transport containers, pet bowls and other plastic products.With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products sell well throughout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are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Australia and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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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G53
山东万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194321567
E-mail / 邮箱：15194321567@qq.com

山东万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科圣墨子、百工圣主鲁班故里 山东滕州。公司以中国传统文
化为根基，传承大国工匠精神。秉承“钉固初心不改，盯紧质量不松，叮咛沟通不缓”的“三
丁”创品宗旨。
引领了国内小宠行业升级革命，结合中医、中药的健康养生理念，独创了宠物养生食品。以
鲁班匠心为主导，创新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用品玩具，摸索出更适合本土饲养宠物
的用品。解决了长期以来大量依赖进口难题。

HALL 14 - 14G61
浙江丑小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CHOU XIAOBAO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磐安县尚湖镇工业区尚天线 1 号
No. 1, Shangtian antenna, industrial zone, Shanghu Town, Pan'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8757679636
E-mail / 邮箱：103487368@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5859843h82694.1688.com/

浙江丑小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开发一体的专业宠物用品制造厂，员工 150
名，厂房 4000 平方，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设计团队，满足电商小额多变的订单需求。拥有吉
仔仔，ABLAZE ZAI 等国内外注册品牌，拥有多项专利。主要生产：小宠用品，宠物窝，宠物
衣服，宠物节日配饰，产品远销海内外，深受客户喜爱。欢迎批发销售，来样订做。

Zhejiang Chou Xiaobao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s manufacturer 
integrating production, sales and development. With 150 employees and 4000 square 
meters of plant, it has an experienced R & D and design team to meet the small and 
variable order needs of e-commerce. It has registered brands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jizaizai and ablaze Zai, and has a number of patents. Main products: pet products, pet 
nests, pet clothes, pet holiday accessories, products are sold at home and abroad, deeply 
loved by customers. Welcome to wholesale sales, customized samples.

HALL 14 - 14G63
苏州荣采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GLORISON INNOVATION CO.,LTD.
Add / 地址：苏州玉山路 65 号 E 栋
Block E, No.65 Yushan Road,Suzhou,China
Tel / 电话：18118106030
E-mail / 邮箱：echozhu@groupgli.com
Website / 网站：http://groupgli.com

苏州荣采创新致力于清洁电器行业产品开发和销售的公司，公司研发生产的多功能宠物清洗
机，布艺清洗机， 洗地机等产品畅销海内外。

Suzhou Glorison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company in China, with 8-10 
innovative new pet cleaners and floor cleaners launch eac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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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G71
上海仕昊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EAHOW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坊田林路 130 号 82 号楼 1 楼
1st Floor, NO 82 Building, No. 130, Tianlin Roa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Tel / 电话：02164813377
E-mail / 邮箱：areil.tang@seehowsh.com
Website / 网站：www.seahowsh.com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宠物行业近 22 年的制造商。
我们的总部位于上海，拥有约 1300 平方米的大型陈列室，
我们还在中国北方设有分公司和一家拥有品牌宠物旅馆的工厂。
我们的产品线包括宠物服装、宠物玩具、宠物手提袋和床上用品。 同时，
我们还专注于开发宠物电子 / 家具的创新产品。
其中一些正在申请专利。
我们欢迎宠物产品的 OEM 和 ODM 业务。 目前，我们的主要市场是美国、欧洲和日本。
在我们合作期间，我们不仅提供设计，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提供良好的质量控制。

We are a manufactory who focus in pet industry for nearly 22 years.
Our head office is located in shanghai with a big showroom about 1300 Square meter, 
we also has branch office in north of China and one own factory with branding Pets inn. 
Our product line are including pet clothing ,pet toy, pet carrier bag ,and bedding. 
Meanwhile, 
we also focus in developing innovation products in electronic / furniture for pet. 
Some of them are applying for patent.
We welcome OEM and ODM business for pet products. Currently, our main market is US, 
Europe and Japan.

HALL 14 - 14G81
临沂秋实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39-6782618
E-mail / 邮箱：billy_yan71@qiushicn.com

临沂秋实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设计、开发、生产的制
造商和贸易商，主要产品涉及宠物窝、宠物垫，宠物衣服等。公司位于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
黄山镇驻地，占地 15 余亩，现有办公楼一栋、厂房两栋，近 20000 平方米。拥有弹棉机、充
棉机、检针机、裁床、缝纫机等裁剪、缝纫、冲绵、包装全流程的现代化生产设备，月生产
力达 50 万件以上。齐全的设施和卓越的质量控制贯穿于生产的各阶段，能够满足不同客户需
求。
公司以“用户至上兼顾社会责任从而永续经营”为服务宗旨，以“质量第一、全员参与、持
续改进、顾客满意”的质量方针为服务目标，凭借优质的产品，良好的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价格，
赢得海内外广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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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G86
义乌靓宠宠物用品厂
HELLOMOON
Tel / 电话：0571-88970091
E-mail / 邮箱：chris@hellomoon.cn

义乌靓宠宠物用品厂于2006年成立，拥有16年丰富的宠物用品出口经验。主营产品：宠物外套，
宠物毛衣，宠物胸背，颈圈，拉绳，玩具，窝垫等。主要承接宠物纺织类产品的定制。

HALL 14 - 14G88
湖北罗黛蒂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RODITE INDUSTRY AND TRADING CO.,LTD.
Tel / 电话：0712-8388727
E-mail / 邮箱：tongba@vip.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rodite.en.alibaba.com

我司位于湖北省汉川市，跟武汉机场及火车站都在 1 小时车程之内。
主要从来皮毛制品、服装、童车、童床、玩具的生产和销售。
成立以来，主要产品宠物推车、儿童推车等，95% 的产品供出口，主要市场为欧、美、韩、日、
东南亚及中、南美国家。
我司产品质量符合国际标准；管理规范，已通过 ISO9001-2015 论证。

Our company sets in Hanchuan City, Hubei province. It is in one hours from factory to 
Wuhan Tianhe airport and Wuhan railway Station. We produce and sell fur products, 
clothing, baby stroller, baby bed, toys etc.
95% of products: pet stroller and baby stroller export to Europe, U.S.A, Korea, Japan, 
South-east Asia and mid, south-America.
Our products are made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ur management is strict, get 
ISO9001-2015 approval.

HALL 14 - 14G91
宁波好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74-62533359
E-mail / 邮箱：rita@haode-cn.com

宁波好得宠物有限公司是一家优秀的集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规模型企业。主要产品有
狗咬胶，狗玩具，猫玩具，喂食器，宠物垫子等。随着对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的研究，好得
从未停止脚步，致力于研发和制造我们的产品，使我们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脱颖而出。好得
拥有一套完整的产品管理体系和完善的质量控制方案，因此，每个产品都在 QA 的控制下。
好得的产品在国内外都有自己的外观和专利证书，宠宠熊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与您继续合作，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NINGBO HAODE PET PRODUCTS CO.,LTD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design,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pet products like dog chew,dog toy,cat toy feeder,pet 
mat and etc. With study of market and customer needs,Haode never stop its footprint 
to develop and make our products outstanding in the worldwide.Haode has a complete 
management system and quality control program,so each products is under control of 
QA.Haode products have own appearance patent certificate in China and abroad, Mr Bear 
is our self-own brand.
We sincerely wish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open the brigh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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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01
台州市中益家具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宇宁家具有限公司 )
Tel / 电话：13586011021
E-mail / 邮箱：157698437@qq.com

专业生产宠物用品（猫爬架，猫抓板，猫玩具等等）

HALL 14 - 14H06
浙江省浦江三联链条有限公司
ZHEJIANG PUJIANG SANLIAN CHAIN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兴工路 7 号
No.7 Xinggong Road,Huangzhai Town,Pujiang County,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79-84257821
E-mail / 邮箱：2853270310@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anlianchain.com

浙江省浦江三联链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坐落于浙江省浦江县中山特色工业园区兴工路
7 号，建筑面积约 30000 平方米，距离义乌机场 5 公里，在杭金衢浦江高速公路出口处 , 是一
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综合性宠物用品公司。
公司专业生产铁 / 不锈钢 / 铜质材料的牵引带、颈圈、狗嘴套、钢丝绳狗桩等链条 , 以及尼龙
牵引带、颈圈、胸背、狗窝、狗背包、衣服等产品，月生产量可达 30 只 40ft 的高柜。公司
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在结合客户需求和产品实用性的基础上保证产品的美观度，欢迎客户
OEM.

Zhejiang Pujiang Sanlian Chain Co.,Ltd is founded in 1998,located at No.7 Xinggong 
Road,Zhongshan Special Industrial Zone,Puji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it covers an 
porduction area of 30000 ㎡ ,only 5km away from Yiwu airport，at the exit of Pujiang 
expressway,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company that possesses the right of import and 
export.
Our factory mainly produced steel/stainless steel/copper leash、collar、muzzle、cable 
stake and nylon leash、collar、harness、pet house、bag、cloth and so on.Our monthly 
production capacity is approx 30pcs 40ft containers. Our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design department which actively researches new trends in consumer demand to both 
maximize functionality while maintaining our brand's chic aesthetic.OEM are also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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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08
厦门三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IAMEN SANSUI PET SUPPLIES CO. ,LTD.
Tel / 电话：13003928109、13003928109
E-mail / 邮箱：qson@purrestudio.com.cn

TIME FOR PETS 颠覆宠物时代。
purrre 于 2019 年创立于厦门，是以宠物原创设计用品为核心的宠物品牌 .
品牌名中的三个字母 r也是品牌的核心理念：REvolutionary 革命的，革新的  、RElaxed 放松的，
自在的 、
REmarkable 非凡的，值得注意的，purrre 希望以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重塑大众想象的宠
物产品 .
purrre 希望所创造出的宠物用品能够在家居生活中担任更多的角色，将对宠物、对生活的用
心为出发点，来创造属于宠物们的专属好物。充分的融入人与爱宠的生活。

TIME FOR PETS
Founded in Xiamen in 2019, purrre is a pet brand oriented with original design products for 
pets.
The three“r” letters in the brand name also embody the core brand philosophy: 
REvolutionary, Relaxed and Remarkable, through which purrre is desired to reinvent pet 
products in a more liberal way than the public imagined.

HALL 14 - 14H11
无锡珊瑚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农石路 118 号 4 楼
Tel / 电话：15951581073、0510-85301709
E-mail / 邮箱：85991866@qq.com
Website / 网站：www.angora.com.cn

无锡珊瑚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台资企业珊瑚礁集团子公司之一，公司坐落于江苏无锡， 发
展宠物貂繁殖、宠物貂用品、宠物貂食品的开发和销售。
2005 年公司将丹麦 FERPHARM 宠物貂繁殖场引进流行于欧美的贵族宠物—安哥鲁宠物貂原
种至江苏无锡落户。在无锡建立了宠物貂繁殖基地，迄今已经有 16 年的历史。并在国内各大
城市建立了专卖店，为国内宠物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及与所有关爱动物者一起努力进一步提升人对动物（及宠物）的互动意识。

HALL 14 - 14H15
上海世畅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21-61172833、66131836
E-mail / 邮箱：maggie@liubo.cn

上海世畅水族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 是专业从事新型水族用品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服
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 以工厂出口型为主；产品远销到美国 Penn-Plax ,Petco ,Petsmall 加
拿大 Hagen , 澳洲 Aqua One , 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并已通过各国认证，
产品所有原材料均达到国际环保标准，灯系统达到 IP67 防水标准，是真正意义上集生态、环
保、艺术于一体的高品质室内装饰用品。
公司具备专业的营销与服务团队，成熟完善的销售模式及服务体系，紧跟互联网 +的时代潮流，
实行 O2O 的商业模式，带领水族行业进入一个时尚摩登的品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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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16
东莞市蓝品家居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LANDPION FURNISHING CO.,LTD
Tel / 电话：13268121014
E-mail / 邮箱：raven@aquagm.com

东莞市蓝品家居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宠物玩具，宠物碗以及各种宠物相关产
品生产的工厂，我们拥有自己独立的设计人员，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我们使用的材料涵盖
了各种类型的塑料，最优质的硅胶和坚固的木材，子工厂包含了，注塑车间，硅胶生产车间
和喷油车间，我们每个产品都会经过严格的品质检查，只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最优质的产
品和最具性价比的价格。

HALL 14 - 14H18
商丘市萌物奇缘宠物销售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39046963
E-mail / 邮箱：531487328@qq.com

本公司主要生产兔子，龙猫，荷兰猪等小宠吃的牧草和窝垫以及衣服

HALL 14 - 14H19
浙江羽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
Tel / 电话：4009937838
E-mail / 邮箱：vicky@papagoland.com

羽蒙生物科技是专业的鹦鹉繁育机构之一。目前下辖两家综合性的动物医院，两个繁育中心，
一个饲料加工厂，一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正在建设一个鹦鹉专门类的主题动物园。园区已
经进入项目施工收尾阶段，力求打造集游乐，公众教育，科研和医疗研究、生物多样性在地
保护的综合性机构。

HALL 14 - 14H21
比利时凡赛尔
VERSELE-LAGA
Tel / 电话：021-33602086
E-mail / 邮箱：kelly@anidis.cn

比利时凡赛尔是一家高品质的宠物食品和保健产品的国际生产商。多年来，通过与国际知名
营养学家、大学、研究中心、专业养殖户和运动组织等密切合作，我们不断扩展和优化产品。
比利时凡赛尔始终坚持自己的产品开发理念，专注产品质量、营养价值和动物福利。凡赛尔
愿意为您和爱宠的健康生活贡献一份力量！

Versele-Laga is an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 of quality food and care products for 
performance animals and pets.The product range is constantly being developed, refined 
and adapted via close co-operation with nutritionists,veterinarians, universities, research 
centers, breeders and sports organizations. Versele-Laga has remained true to its basic 
product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o stress on quality, nutritional value, and small animal 
well-being. We are happy to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y and happy life for you and your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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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51
东莞展宏织带有限公司
DONGGUAN ZHANHONG WEAVING STRING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明珠路 44 号
NO.44 Pearl Road, Shatian Town, Donggau City, Guangdong
Tel / 电话：13450015004、0769-88666118*8069
E-mail / 邮箱：sales22@zhanhong.com.cn
Website / 网站：www.zhanhong.com.cn

东莞展宏织带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2 年，是一家拥有自营进出权的外商独资专业生产企业。 
注册资本 1200 万港元。主要生产经营各式挂带、行李带、鞋带、箱包带、腰带、宠物带及高
档电脑提花织带等织带延伸产品。本公司具备自己的进出口经营权。目前已拥有建筑面积超
过 20，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花园式厂房，自有环保型染厂、自有织带、电脑提花、丝印、
热转印及装配车间，自有独立的产品物性测试实验室。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娴熟、
稳定性强的业务、生产和管理队伍，可为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
创新意识强，注重产品严发，先后获得十多项专利，且专利产品在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产
品质量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We specialize in a variety of lanyards, luggage belts, pet products, shoelaces, fashion belts 
and other straps extending products. Entitled to handling export and import, European 
Union,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are our main markets.  
In 2003, we purchased the land of 13,000 square meters to have our self-built modern 
standard workshop with more than 20,000 square meters. We have our own dyeing, 
weaving, embroidering, silk-printing, heat-transferring and assembly department. All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re done on site at our own factory, allowing us to better control 
the quality at every stage, therefore to guarantee our overall production efficiency.
We owned an experienced, highly skilled and stable team of sales, produ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fter years of continuous cultivation and

HALL 14 - 14H52
宁波微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728044964
E-mail / 邮箱：john.wang@velgine.com

源物派创立于 2022 年，专注小宠生活，以天然健康的方式，不懈甄选国内外优质原料，充分
整合宠物研究机构等资源，坚持从小宠的健康出发，为它们提供优质的、放心的、高性价比
的好产品。
在产品结构上，我们以兔兔、仓鼠主粮为代表。并以零食、干草、垫料等产品为补充。而后
续产品矩阵会再扩充到笼子、用品、洗浴除臭、保健品等多方面的丰富体系。打造小宠生活
全品类，一站式解决小宠家长的需求。
源物派为人和宠物的交流创造价值，目标是人和宠物的幸福生活，让养宠带来的“快乐”真
正传递到每一位消费者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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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53
武汉菲德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岭工业园
Tel / 电话：15827070890
E-mail / 邮箱：245649025@qq.com

武汉菲德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宠物用品公司，企业一直秉
承以用户需求为核心，不断追求产品创新，在专注爬宠市场开拓的同时，以优质的商品，用
心的服务赢得了众多用户的信赖和好评。在爬宠行业拥有良好的口碑。

HALL 14 - 14H55
磁县诺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UOCHONG
Tel / 电话：03102317166
E-mail / 邮箱：289414595@qq.com

磁县诺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小宠物手工用品设计、制作、
销售所一体的民营企业。公司位于河北邯郸磁县，注册资金 50 万元，现有员工 18 人，下设
事务部、生产部、设计部、财务部、电商运营部五个核心部门。" 一份诺言，一生宠爱”，磁
县诺宠以给客户一份诺言、给萌宠一生宠爱为发展理念，自主建立“柒维”品牌，通过国家
商标总局登记注册。“柒维”系列产品设计新颖、构思奇特、品种多样，并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产品服务与市场空间，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
磁县诺宠始终坚持“聚合梦想，共赢财富”的合作理念，正以大气磅礴之势迈向萌宠行业的巅峰。

HALL 14 - 14H56
广州润之泰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64717786
E-mail / 邮箱：878997103@qq.com

本公司专业加工销售合成鹿皮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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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57
威海博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BEST-LINK PET SUPPLIES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方圆路 29-2 号
No. 29-2 Fangyuan Road, Nanhai New District, Weihai Shandong 
China
Tel / 电话：15216307277
E-mail / 邮箱：1307256795@qq.com
Website / 网站：www.whherun.com

威海博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从事小动物食品及用品的研发生产，且通过
ISO22000 质量体系等多项认证，客户遍及欧美、中东、东南亚、日韩及大洋洲等多个地区和
国家。旗下 R&M 品牌由公司团队综合原有业务板块，结合不同区域小动物饲养习惯进行综合
实践，研发并推出系列产品，赢得了业界的高度的评价和消费者的信赖。

Best-Link Pet Supplies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0 and has 10 years experience in pet 
food field. We have formed a professional integrated operation mode of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ing and selling. Now we have several professional pet food and pet 
supplies production lines, mainly dealing with dried insects, rodent and small animal 
food, reptile food, ornamental pet bird food and accessories, parrot food and accessories, 
poultry treats and other animal treats. We have passe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udits 
such as ISO22000 and BRC, and passed BSCI audit to ensure us can meet customer's 
mandatory standards.We are enjoying good reputation in UK, EU, USA,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ALL 14 - 14H58
深圳市拓普摩尔电子有限公司
TOPMORE
Tel / 电话：28662969
E-mail / 邮箱：2698027157@qq.com

专注智能电子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始终坚持中国原创， 近年来先后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奖、
中国红星奖、金点设计奖、环球设计大奖等设计奖项。多年来积累了完善的整套流程，包括：
产品外观设计、结构设计、性能测试、塑胶注塑、产品组装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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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61
维特魔轮
WITTE MOLEN
Tel / 电话：0769-38827288
E-mail / 邮箱：colina@chongyuebiz.com
Website / 网站：www.wittemolen.com

1740 年，荷兰梅文市的一个风车动力的磨坊开始把单纯的原料生意扩大到成品饲料的生产。
凭借着对原材料品质的把控和对营养成分的熟悉，维特 . 魔轮品牌的成品粮一经上市就获得
了广泛的认可。
如今，280 余年的生产经营经验的积累，世界领先的小宠饲料加工设备，一流的研发团队，
再加上身处荷兰，这个有着全世界最高品质牧场的巨大优势，维特 . 魔轮风暴，席卷全球。
我们主要提供高品质鸟类、小型啮齿类小宠物的主粮和零食。能吸引你的，是这个品牌背后
的沉淀；

The history of Witte Molen started more than 270 years ago in Meeuwen (The Netherlands), 
where the company is located to this day. The business focus shifted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years, but the knowledge got passed on and is the main reason why raw material 
quality and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often greatly surpass that of competitive offerings.

HALL 14 - 14H71
达芬奇黑洞
Tel / 电话：18322693800
E-mail / 邮箱：40546820@qq.com

让养爬更简单

HALL 14 - 14H81
苏州泰澜纺织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13073868
E-mail / 邮箱：453452771@qq.com

本公司于 2014 年在江苏省苏州市成立，是一家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小型企业。
企业自创立之初，就秉持“环保、创新”的理念，在多年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为客户提供了众
多适应市场需求的纺织产品。除提供本公司自营主打产品外，同时还帮客户研发各类新型面料。
我公司的产品主要以家纺面料为主，主打功能性，既有适合家具沙发类的防污类面料，也有
适合家居类的遮光、隔音等效果的窗帘面料。产品常年适用于国内外零售以及批发买家，对
当前比较火热的家居类卖场尤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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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H83
东莞市亿宠实业有限公司
DONGGUAN YICHONG INDUSTRIAL CO., LTD.
Add / 地址：No.668, Huanbao Road, Renzhoucun
Shatian Town
Tel / 电话：0769 89362319 ext.644
E-mail / 邮箱：sales19@erichgifts.com
Website / 网站：www.erichgifts.com

东莞市亿宠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用品的厂家。工厂主要生产宠
物牵引、项圈、胸背、服装、人宠亲子套装、LED 牵引项圈、跑步牵引项圈、训练牵引项圈、
防冲爆胸背等系列宠物用品。
工厂以个性化定制为主，零起订量、免费提供设计稿。支持 OEM/ODM代工，长期为阿里巴巴、
亚马逊、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等多个平台供货。样品周期 5-7 个工作日，大货周期 25
天左右。
工厂通过了 BSCI、Walmart、Disney、Sedex-2、保时捷等验厂审核并取得证书。 同时也通
过了 ISO2008: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且获得 6 个品牌授权，还具有多个产品的 CE 认证
以及各种专利证书。

HALL 14 - 14H86
广州有猫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14405010
E-mail / 邮箱：gustav@youmaoyin.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eibo.com/u/6598150262 
topnav=1&wvr=6&topsug=1&is_all=1

热衷于创造各种猫咪相关的周边产品，执着于把对猫的爱分享给爱猫的人。
 CAT ENERGY 是以四只可爱的猫为原型，衍生各种周边，表情包，及线下活动。
目前已推出若干系列盲盒及毛绒的品类周边。

HALL 14 - 14H88
台州市黄岩南荣工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057627009
E-mail / 邮箱：nanrong@nanrongplastic.com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行业的工厂，宠物配套系列只是工厂的其中一部分产品，另外还
有户外系列产品。

HALL 14 - 14H91
平顶山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323907020
E-mail / 邮箱：8312982@qq.com

平顶山艾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宠物洗护用品，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可承接 OEM/
ODM 代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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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J01
深圳市设际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ZOU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CO.LT.
Add /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港湾三路前海星空科技园 D 座
Building D, Qianhai St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China 
Merchants Street,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Tel / 电话：0755-21610656
E-mail / 邮箱：zoe@id-zoudesign.com
Website / 网站：www.id-zoudesign.com

深圳市设际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由创始人 / 总设计师邹镇孟于 2016 年创办，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也是深圳市十佳工业设计公司。团队屡次获得德红点奖、德国 iF 奖、美国 IDEA 奖等
国际设计大奖。同时，多项设计作品成为美国 CES 展、香港电子展、全球 cosmoprofs 美容
展、广交会等展会的焦点。聚焦个护美容，服务企业有 ulike、花西子、Silkn、雅萌、jovs、
DJM、博思迪。同时合作的其他客户还涉及美的、海尔、欧普照明、公牛、苏泊尔、迅雷、
VIVO、火火兔、松下、麦克韦尔等一线企业。

HALL 14 - 14J06
东莞猫兄狗弟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BROTHER CAT DOG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官桥滘社区简沙洲创业工业路 9 号
1 栋 4 楼
4/F,Building,9 Chuangye Industrial Road,Jianshazhou,Wanjiang 
District,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86-769-87072908、13902601489
E-mail / 邮箱：1003768359
Website / 网站：https://mxgd8888.cn.1688.com

东莞猫兄狗弟宠物用品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用品的工厂，有 13 年进出口生产经验。工厂
拥有 5100生产车间，车缝设备 300多台，有 200多名员工。主营产品：狗用品 猫用品 马用品，
承接来图 / 来样 贴牌加工 OEM/ODM 订单，欢迎各界朋友参观洽谈 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Original design, brand management, pet supplies production base.
Founded in 2009, 8400 square meters, 320 workers, 12 designers, 15QC,  5 QA
Recommended enterprise by China's Ministry of Commerce.
13 years of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experience in import and export.
7 Days  sample finished
86 Countries, 500 Customers
business confidentiality, contract integrity, long-term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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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J07
保定白沟新城牧马人户外用品厂
Tel / 电话：18830766444
E-mail / 邮箱：3385617@qq.com

保定白沟新城牧马人户外用品厂始建于 1999 年，位于河北保定箱包之都 - 白沟，紧邻雄安新
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公司主要生产定做各类宠物包、宠物窝、垫、箱包、背包及
户外旅游用品，并提供产品定制服务。公司一直秉承“务实创新”的精神和“诚信经营”的
理念，用人性化的服务为各界精英创造精品，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用诚信、实
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公司顺势也得以稳步发展。现已成为一家集生产、管理、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箱包专业企业。我公司可按您的来样来图设计制作生产，价格合理、交货及时。
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HALL 14 - 14J08
宁波南洋车业有限公司
NINGBO NANYANG VEHICLE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华鹏路 8 号
Tel / 电话：0574-63119666
E-mail / 邮箱：ny@china-ny.com
Website / 网站：www.china-ny.com

宁波南洋车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坐落于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占地 30000 平方米，
是一家专注于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的设计、研发、制造、贸易出口于一体的企业。公司
产品远销欧洲、北美、澳洲、亚洲等地区，年出口额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HALL 14 - 14J11
华盛行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4008093009
E-mail / 邮箱：fengyaoqi@hsh-trade.cn
Website / 网站：www.hsh-trade.cn

华盛行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宠物用户品的贸易公司，拥有 ALICAN 泪痕、美毛等多
个系列产品，同时代理伴肤美喷剂、香波等皮肤护理系列产品。经过多年对宠物护理领域的
深耕，ALICAN 品牌在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东南亚等市场获得了广泛的
认可，在宠物护理领域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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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J16
中宠汇（徐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ONGCHONGHUI (XUZHOU) BIO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工业园区中经五路西侧
Zhongjing 5th Road, Jiawang Industrial Park, Xuzhou, Jiangsu, 
China
Tel / 电话：4000870878
E-mail / 邮箱：zhongchonghuixz@163.com

中宠汇（徐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专业生产销售各品类高端植物猫砂的厂
家。公司位于两汉文化发源地 - 江苏徐州（泉城贾汪）工业园新材料产业园内，年产 2 万吨
植物猫砂生产项目通过政府立项审批，引用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及设备建成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的植物猫砂生产线。公司品牌 Only Care、OKY 系列猫砂采用天然食品级原料及生产工艺，具
有安全稳定、绿色环保可降解等优点，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市场，深受国内外客户认可。公司
始终秉承“为中国猫砂行业赋能”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以质量铸就品牌，以品牌成就未来”
的品质追求，凭借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服务，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
创中国猫砂行业的新辉煌。

HALL 14 - 14J17
高碑店市悦佰兔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30902000
E-mail / 邮箱：312331793@qq.com

HALL 14 - 14J18
江西宜宠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JIANGXI YICHONGJU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工业园区建设路 188 号
188 Jianshe Road, Wanian County Industrial Park, Shangrao City, 
Jiangxi Province
Tel / 电话：13750677107
E-mail / 邮箱：358588893@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yichongju.1688.com/

江西宜宠居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坐落于江西上饶万年，自有工厂占地 30000平米，有环评资质，
拥有完善的生产流水线，配备有铁艺车间，板式及实木木工车间，喷塑车间，无尘烤漆房，
亚克力车间等。可以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工艺，能够极大的满足客户对不同种类产品的需求。
目前在浙江和江西均有工厂，承接外贸定制，以服务为基础，以质量为生存。
专业致力于板材类及实木类宠物窝、猫爬架等宠物用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精心为宠
物设计制造出更新颖、更安全，功效性更强的舒适产品。主营产品有木制宠物屋、宠物笼、
狗屋、猫笼、猫爬架、宠物配件等产品，家居室内笼子及户外实木屋类兼具，产品种类齐全。

Jiangxi Yipeju Pet Products Co., Ltd. is located in Shangrao, Jiangxi Province, thousand 
years, its own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30,000 square meters, with eia qualification, has 
a perfect production line, equipped with iron workshop, plate and solid wood workshop, 
plastic spraying workshop, dust-free paint room, acrylic workshop, etc. Can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 technology, can greatly meet the needs of customer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products. At present in Zhejiang and Jiangxi have factories, two factories strength 
supply, to undertake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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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J21
杭州暖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9957294291
E-mail / 邮箱：3221684798@qq.com

杭州暖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位于杭州临安，主要经营宠物类猫爬架，猫窝
及各种宠物日用品，公司有 200 多名员工，产品主要出口欧洲 美国台湾等 20 多个国家，跟
国外排名前三的宠物行业具有深度合作关系，具有极高的宠物用品行业生产销售经验。拥有
国外自己品牌，自主研发，自主销售，在猫窝单品行业，拥有国内外专利 1000 多个以上，也
是目前全国国内、国外猫宿舍专利最多的一家企业！

HALL 14 - 14J51
杭州兔窝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55469909、4000118013
E-mail / 邮箱：zhuyaomin@bunnyburrow.cn

“BUNNY BURROW( 兔窝镇 )”成立于 2017 年，是杭州兔窝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在全国建立的
小宠物连锁专营店。目前在国内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无锡、宁波、湖州等地拥有数十
家门店。近年来，兔窝镇与农科院合作强化进口小宠物选优 ( 兔子、仓鼠、龙猫、豚鼠 )，并
自主研发小宠物配套产品，加强自身 IP 开发及推广，提高小宠物全方位保障等措施。打造了
一套及小宠物繁育、 实体销售、用品开发、配套保障、跟踪服务的全链条运营模式。

HALL 14 - 14J61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
MEGASOFT (CHINA) CO.,LTD.
Add / 地址：福建省石狮市鸿山镇高新区五金印刷基地鑫强路 1 号
No.1 Xinqiang Road, Hardware Printing Base, Gao Xin Zone, 
Hongshan Town, Shishi City, Quan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Tel / 电话：059583002822
E-mail / 邮箱：yali.yang@cnmegasoft.com
Website / 网站：www.cnmegasoft.com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卫生用品企业，公司成立于 1998 年，2003 年成立
美佳爽（香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至今已有 24 年的发展历程。目前，美佳
爽已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拥有全球 9 大生产基地，4 个供应链子公司，在韩国、澳洲、
南美、印尼、欧洲等地区均设有办事处，主要从事母婴用品、成人失禁尿裤、口罩、卫生用
品原材料、机械制造等的设计、生产与销售。 总部设在中国，坐落于石狮，如今在中国地区
已有 6 大生产基地，总建筑面积超 29 万平方米，拥有自动化婴儿纸尿裤、卫生巾、成裤及口
罩生产线，每天生产超 1500 万片产品服务于全球消费者，口罩日产能达 1000 万片，集团年
产值达 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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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J71
青岛大任富城畜牧有限公司
QINGDAO DAREN FUCHENG ANIMAL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0532-85599717
E-mail / 邮箱：591853546@qq.com

青岛大任富城畜牧有限公司是中国专业的爬行类动物食品生产供应商，公司坐落于风景优美
的海滨城市 --- 青岛，厂区占地面积 159860 平方米，其中厂房面积约 56000 平方米。
公司致力于小白鼠、大白鼠、蝗虫、蟋蟀、黄粉虫、大麦虫、蟑螂等特种养殖及深加工行业，
是一家集养殖生产、研发制造、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下设白鼠、昆虫等六十多
个专业养殖场及合作社，现有在职员工 120 多人。并与青岛农业大学达成战略合作，成立了
青岛农大爬行类动物繁育科技研究所，对球蟒、红尾蚺、苏卡达陆龟、红腿陆龟等爬行类动
物也有成功的驯养繁殖经验，是青岛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山东多个院校的特种动物教学
实习基地。

Qingdao Daren Fucheng Animal Technology Co., Ltd. is China's largest reptile food 
producer and supplier, and a veritable reptile pet food expert.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coastal city---Qingdao. The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159,860 square meters, 
of which the plant area is about 56,000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special breeding and deep processing of mice, rats, 
locusts, crickets, mealworms, superworms, and Dubia roaches etc. It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breed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t consists of more than 60 professional rodent and insects breeding 
farms and cooperatives,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120 employees.

HALL 14 - 14J81
海门市云峰宠物用品厂
Add /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原海洪镇西首
Tel / 电话：18862876188
E-mail / 邮箱：18862876188@163.com

海门云峰宠物用品厂成立于 2001 年，专业从事宠物窝，宠物玩具，狗房子，猫咪玩具，猫咪
窝等批发内销出口业务。经过十多年快速发展，拥有现代化的仓储面积 3000 多平方，千多种
产品，现货充足，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 公司主要向宠物网店，批发商，跨境电商，
宠物商店、宠物医院，外贸公司及养殖场提供的产品及专业的售后服务。我们拥有专业的销
售队伍，解决不同类型商家采购商品时所遇到的问题；随着库存数量的不断增加，我们还能
满足内外贸客户及时调配的需要！ 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视商品品质为企业发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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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J83
东莞市华松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HUASONG ARTS & GIFTS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稔洲村永茂小组永茂路三嘉工业园
A 栋 4 楼（华松）
Rm 401, Building 1, No. 10,Yongmao Industrial Middle Rd, Shatian 
Town,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Tel / 电话：13423202557
E-mail / 邮箱：sales02@lanyard-hs.com
Website / 网站：https://dghuasonggift.1688.com

东莞市华松工艺礼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座落于供应链完整的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
至今有超过 10 年的制造业经验及外贸出口资质，属于制造型实体工厂，目前出口的市场主要
是：北美、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 东莞市华松工艺礼品有限公司目前取得了以下资质：ＡＮ
ＳＩ /ISEAZ87.1-2015 检测报告，CE 证书，FDA 注册，SEDEX 认证，BSCI 认证，迪士尼认
证。 东莞市华松工艺礼品有限公司主营产品是宠物产品。公司具有多项知识产权证书，公司
设有研发部门，船务部门和售后服务部门。 我们自研产品的同时，也接受各种 OEM 及 ODM
订单或方案设计。 

Dongguan Huasong Arts & Crafts Co., LTD., founded in 2009, is loca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has more than 10 years 
of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and foreign trade export qualifications, belongs to the 
manufacturing entity factory, the current export market is mainly:  We hav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NSI/ISEAZ87.1-2015 test report, CE certificate, FDA registration, 
SEDEX certification, BSCI certification, Disney certification.  Dongguan Huasong craft 
gifts Co., Ltd. main products are pet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a numb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ertificates, the company h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shipping 
department and after-sales service depart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ccept OEM 
and ODM orders.

HALL 14 - 14J85
宁波雅多特种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NINGBO YADUO SPECIAL FIBER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新塘路 333 号
No. 333, Xintang Road, Fuhai Town, Cix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13780003906
E-mail / 邮箱：sales@yaduosisal.com
Website / 网站：www.yaduo.com

专业生产剑麻及其制品，生产宠物类剑麻制品、玩具具有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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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J88
厦门市万塑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92-3123888
E-mail / 邮箱：sale01@nasda.cn

厦门市万塑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位于厦门市集美北部工业区。主要产品：
PLA 降解袋，宠物垃圾袋，抗菌保鲜袋，水溶性塑料袋（医疗垃圾袋），包装袋，购物袋，
防臭袋。。。产品主要供国内大型连锁商超和便利店，以及出口日本，美国，欧洲等。公司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锤炼，培育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 QS 认证。全自动宠物垃圾袋生产线
20 多条，年产宠物垃圾袋 6000 万卷；年产能达 5000 吨。公司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BSCI 验厂，GRS 认证；产品通过 EN13432 认证和可堆肥化降解认证。

HALL 14 - 14J91
沧州智哆猫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CANGZHOU ZHIDUO CAT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3663277888、19933290499  15831780966
E-mail / 邮箱：252899971@qq.com

沧州智哆猫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宠物用品公司，
公司专注于低中高端宠物用品、致力于诚信服务和创意开发的专业宠物用品企业。
沧州智哆猫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是以宠物自动喂水器、航空箱、宠物食碗、宠物玩具、猫砂盆、
喂药器
等，产品远销韩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等国家，专业的生产，严格的质量管控，深
得新老客户的好评。

Cangzhou Zhiduo cat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et products company 
integrating R & D,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The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s enterprise focusing on low, medium and high-
end pet products and dedicated to honest servic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Cangzhou Zhiduo cat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Co., Ltd. is mainly engaged in automatic pet 
water feeder, air box, pet food bowl, pet toys, cat litter basin and medicine feeder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South Korea, Japan, Europe,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strict quality control, deep
It is well received by new and old customers.

HALL 14 - 14K01
云鲸智能科技 ( 东莞 ) 有限公司
NARWAL
Tel / 电话：18362085750
E-mail / 邮箱：wbg0910@163.com

云鲸智能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研发家用智能设备和服务的黑科技公司， 同时也是一个为
用户的自由热爱而造的生活方式品牌。被评为 2021 中国 科技机器人企业 50 强，胡润 2021
全球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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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K06
杭州复耐吸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05714829
E-mail / 邮箱：sales@fat-pets.com

杭州复耐吸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和生产宠物清洁类用品的企业，工厂坐落于杭州临安区
太湖源风景区，是目前国内一家生产以生鲜竹材为主要原料的制砂企业。公司秉持“科技研发、
绿色生态”为经营理念，经营生产竹纤维猫砂、小宠砂、纸猫砂等宠物除臭清洁类产品，主打“抗
菌抑菌，天然除臭”的特点，其中猫砂有“生竹猫砂、竹炭猫砂、艾草猫砂”等品类。目前
产品远销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主要国家地区，可承接国内外品牌 OEM/ODM 代加
工业务。

HALL 14 - 14K07
广东林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LINSUN SMART TECHNOLOGY CO.,LTD
Add / 地址：东莞东城同沙社区东科北路 16 号
Tel / 电话：+8613790439253
E-mail / 邮箱：3047243732@qq.com

广东林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智能产品及宠物电子产品的生产贸易型公司，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20 多人的研发工程团队，其中一半以上有 10
年以上的宠物用品行业研发经验。
主要生产宠物电子产品、宠物智能喂食器、宠物饮水器、训狗器和宠物玩具，总生产面积
20000 多平方米。本公司拥有美丽的样品展示厅和完整的生产产业链，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您
最需要的宠物产品。经过十年的不断培育，我们已经成为宠物用品生产的标杆企业，我们的
客户遍及世界各地。例如，美国 & 欧盟 & 澳大利亚是我们的主要市场 . 2019 年，我们的销售
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营业额超过 2000 万美元。它已经从最初的一个小工厂发

HALL 14 - 14K08
温州晟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WENZHOU SHENGKAI TECHNOLOGY INDUSTRY 
CO.,LTD
Tel / 电话：15989911917
E-mail / 邮箱：825413643@qq.com

本公司主要生产宠物清洁类（修正宠物清洁类产品全国总代理以及生产商），消毒防疫类，
居家清洁类等产品。具有十年的生产经验，产品线丰富，可支持 OEM/ODM 代工，所有产品
均可定制，支持出口。

The company mainly produces pet cleaning products (modified pet cleaning products and 
the general agent of manufacturers) , disinfection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household 
cleaning products.with 10 years of production experience, product line is rich, can support 
OEM/ODM OEM, all products can be customized to support 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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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K11
义乌语佳明贸易有限公司
YIWU YUJIAMING TRADING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市口村一号楼 1 楼
1st floor, building 1, Shikou village, Yiting Town, Yiw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el / 电话：0579-85336223   15381793777
E-mail / 邮箱：723374119@qq.com
Website / 网站：ywyjm88.1688.com

本公司主要自主生产，批发销售宠物食具、宠物玩具等宠物用品，支持OEM,ODM等定制加工，
欢迎来电质询。

The company mainly produces and wholesale pet food utensils, pet toys and other pet 
supplies, and supports OEM, ODM and other customized processing. Welcome to inquire.

HALL 14 - 14K13
浙江优创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EXCELLENT CHANGE OUTDOOR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05707777893
E-mail / 邮箱：371803771@qq.com

浙江优创户外有限公司专业制造宠物窝垫、健康装备类产品。工厂有缝制，组装车间，可以
完整大部分生产工艺流程，能服务实体店，电商，精品连锁各类客户。

HALL 14 - 14K16
无锡威士德气体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WUXI WISDOM GAS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达路 33 号 IC 设计大厦 B601
Room B601,IC Design Building,No.33,Xinda Road,Wuxi City,Jiangsu 
Province,P.R. China
Tel / 电话：13771280921
E-mail / 邮箱：13771280921@139.com

无锡威士德气体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主要从事无组织排放气体异味净化技术的
研究。目前，我公司拥有的专有技术 6 项，商标 3 枚，掌握的核心技术：臭味源气体生物阻
断技术。该技术下的除臭剂 W-amplex 已经广泛的用于工业生产中。未来我们会以探究市场
需求为方向，坚持技术创新，以自有知识产权为核心竞争力，持之以恒的在环境优化领域走
出革新之路。

Wuxi WISDOM Gas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6,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odo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of unorganized emission gas. At present, our 
company has 6 proprietary technologies,3 trademarks, master the core technology: odor 
source gas bio-blocking technology. Deodorant W-amplex under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future, we will explore the market demand as the 
direction, adher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ts ow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persevering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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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K18
徐州市宏翔蛋白饲料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棉布村
Tel / 电话：18918958999、13506185263
E-mail / 邮箱：zhanghui7420@sina.com

徐州市宏翔蛋白饲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零食的企业，有冻干，烘干，风干等各种
产品。尤其烘干类磨牙骨头深受客户喜爱。同时公司为客户提供 ODM 贴牌代工，OEM 来样
定制，委托加工等服务！公司还生产宠物级的牛羊肉粉，也得到宠粮企业的一致好评 ! 欢迎
来公司洽谈！

HALL 14 - 14K21
徐州佳多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4752122521
E-mail / 邮箱：343828383@qq.com

本公司位于有“五省通衢”之称的徐州，交通便利，是宠物窝、狗窝，猫窝等产品专业生产
加工的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推广为一体，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深受国内外经销商和
消费者的青睐。 本公司产品不但畅销全国各地，还远销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香港、
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我们的诚信、
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HALL 14 - 14L01
爱乐萌（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I MOK (BEIJING) BIO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3911458245
E-mail / 邮箱：2353051744@qq.com

沸石在宠物领域应用的前行者
专注沸石在宠物食品、用品的研发与生产

HALL 14 - 14L06
德清优创工艺品有限公司
DEQING YOUCHUANG ART&CRAFT CO.,LTD
Tel / 电话：18652667833
E-mail / 邮箱：designxu@youchuangpet.com

优创工艺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猫、狗类用品，集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宠物用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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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L08
深圳市鼎信商贸有限公司
SHENZHEN DINGXIN TRADING CO., LTD
Add /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环观南路金雄达科技园 C 栋 3 层
3F, Building C, Jinxiongda Industrial Park, Huanguan Nan Road, 
Guanlan,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Tel / 电话：0755-23604862
E-mail / 邮箱：Jenny.liu@dingxintech.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hizero.cn

HIZERO 致力于成为全球家居护理品牌，为人们的健康与幸福而努力。HIZERO 是 2013 年成
立的技术创新品牌，推出由仿生灵感研发的仿生洗地机，这是颠覆传统理念，彻底清洁地面
的全新清洁方式。HIZERO 国际创新专利 UltimateClean™ 仿生黏附清洁技术。这项创新智能、
可持续的专利技术，一步即可完成扫拖洗擦等深度清洁步骤，彻底打破了传统真空吸尘时代
的局限，一步即可完成清洁步骤。

Hizero, a premium home appliances manufacturer in China, recently unveiled its latest 
all-in-one F500 Hard Floor Cleaner that sweeps, mops, dries and self-cleans all in one 
efficient, dirt-, liquid- and germ-removing movement. Hizero UltimateClean™ Technology 
taps into nature using bionic-based science to deliver super-smart solutions for twenty-
first-century homes and lifestyles. Key features: Quiet. whisper silent at just 60dB. Dust 
Free. AirDry technology. AirDry leaves minimal water, not only clean but dr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utomatically Waste Separation. Hygienic. Healthier for babies, pets, and 
everyone. Real Time Self Clean. 60 minute run time.

HALL 14 - 14L11
苏州盛康塑胶电器有限公司
SUZHOU SHENGKANG
Add /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南官渡路 8 号
NO.8 Nanguandu Road, Yuexi Town,Wuzhong District, Suzhou 
215104,China
Tel / 电话：0512-66260552
E-mail / 邮箱：452421720@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zkudi.1688.com

苏州盛康成立于 2001 年，生产经营面积近 10000 平方米，员工达 200 余人，是一家集中高
端宠物用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包装和市场营销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产品主要涵盖宠物美容梳理工具、指甲剪、伸缩牵引绳等近十个品类 300 多个型号，海内外
拥有 70 余项自主研发专利，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远销海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备 BSCI、Sedex、沃尔玛验厂等认证，拥有
30 多种生产设备，12 条流水线，月产能 60 万件以上。

HALL 14 - 14L16
保定白沟新城喜信箱包厂
Tel / 电话：13833200586
E-mail / 邮箱：13833200586@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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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L18
婴舒宝（中国）有限公司
INSOFTB (CHINA) CO., LTD.
Add /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经济开发区（食品园）智造大道
Tel / 电话：86-595-36353999、0595-36353999
E-mail / 邮箱：2514111022@qq.com
Website / 网站：www.insoftb.com

婴舒宝（中国）有限公司是一家知名日用消费品集团，产品覆盖母婴、成人护理、宠物护理、
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可提供包装及商标设计、代加工生产、仓储物流等服务的一站式 OEM/
ODM 方案。
旗下宠物品牌亨克斯诞生于 2021 年，始终坚持用对待婴儿用品的严谨态度去研究、打磨、优
化每款宠物产品，为爱宠带去婴儿级的宠爱与呵护，同时最大程度简化铲屎官的养宠生活，
提升养宠体验感，轻松享受与爱宠相处的每时每刻。
品质养宠，从亨克斯开始。 

HALL 14 - 14L21
徐州笨猫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852370792
E-mail / 邮箱：444202443@qq.com

徐州笨猫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宠物用品、、宠物窝、猫爬架、宠物玩具等，拥有完整、
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徐州笨猫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欢迎各界朋友莅
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HALL 14 - 14M01
天津市辰霏美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马道村
Tel / 电话：18920075711
E-mail / 邮箱：309936967@qq.com

天津市辰霏美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宠物笼、狗笼、猫笼、展示笼、宠物围栏。、宠物围挡、
子母笼、铁丝笼。方管笼、宠物笼舍、宠物笼具相关配件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天津
市辰霏美鑫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
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HALL 14 - 14M06
霸州市多乾宠物用品厂
Add / 地址：河北霸州市东杨庄乡东杨庄村
Tel / 电话：13833607873
E-mail / 邮箱：3954212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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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M08
张家港市锐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KEEN PET
Tel / 电话：18321552672
E-mail / 邮箱：476770855@qq.com

张家港市锐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交通发达的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新开发区，创立于 2017
年，专业生产各类专业级宠物剪刀，五金工具等系列，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Zhangjiagang ruichong Pet Products Co., Ltd., located in Daxin Development Zone, 
Zhangjia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with developed transportation, was founded in 2017,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pet scissors, hardware tools and 
other series, with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HALL 14 - 14M11
广州凯帝亚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ATYA PET
Tel / 电话：13798190483
E-mail / 邮箱：catyapet@catyapet.com

广州凯帝亚宠物，专注于发光用品系列，从 2016 年开始研发 LED 项圈，到目前有 LED 项圈，
LED 牵引绳，LED 胸背带，LED 吊坠等，外观，结构，功能处于行业领头水平，维护市场，
服务至上的理念，让市场健康发展

HALL 14 - 14M16
深圳市悦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EASYINSURE TECHNOLOGIES CO., LTD.
Add /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九道 53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厦 2 号
楼 3A08
Room 3A08, Building 2, Beijing Aerospace Building, 53 Gaoxin 
Road 9,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Tel / 电话：0755-23188265
E-mail / 邮箱：bd@ybinsure.com
Website / 网站：www.ybinsure.com

深圳市悦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一家创新型数字科技企业，致力以领先的人工智
能技术为宠物行业提供数字化和智能化服务。
悦保宠物 AI识别开放面部识别、鼻纹识别、肢体识别、品种识别、相似度比对、个体身份建档、
遛狗不牵绳检测等 AI 算法能力，支持百万级宠物档案库管理，可实现与各类智能终端硬件深
度融合，广泛应用于宠物保险、宠物医疗、犬类管理、宠物走失、陪宠设备等场景，具有识
别精准、友好度高、成本低、操作简便等优势。

Shenzhen Easyinsure Technologies Co., Ltd. founded in 2016 is an innovative digital 
technology enterprise. We provid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ervices for the pet industry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ur Pet-breed recognition algorithms cover 180 breeds of dog and more than 40 
breeds of cat. Our system contains facial recognition algorithms of dog and cat, nose 
print recognition, bree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and other relative algorithms.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scenarios, our accuracy is more than 99%. These algorithms 
could be employed accurately and friendly in pet insurance, pet medical, pet management, 
intelligent pet equipment, and other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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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M18
烟台格莱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TAI GLAD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招远市开发区金轮路
JINLUN ROAD,ZHAOYUAN DEVELOPMENT ZONE,ZHAOYUAN,YANT
AI,SHANDONG,CHINA
Tel / 电话：15668062780
E-mail / 邮箱：petpad@vip.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gladpet.com.cn

烟台格莱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生产的企业。公司产
品涵盖宠物尿垫，猫砂，鸟砂，宠物玩具以及其他宠物用品。公司的目标：我们崇尚健康，快乐，
博爱的生活并心怀感恩！

Set up in 2002,Yantai Glad Pet Products Co.,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pet products in China.The company‘s product covers PET DISPOSABLE PAD,CAT 
LITTER,BIRD SANDED SHEET,TOY and other pet products.

HALL 14 - 14M21
苏州宠咕咕技术有限公司
Ad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太湖区生态旅游度假区（太湖新城）
夏蓉街 399 号 17 幢 101
Tel / 电话：18823418317
E-mail / 邮箱：troyezk@lefant.com

苏州宠咕咕 petgugu 成立于 2021 年，专注于宠物智能科技，由一群热爱养宠的年轻人成立，
立志于为每一种宠爱发声，关注宠物健康，打造多样化未来宠物场景，拥有完全自主的研发
生产推广销售能力。

Suzhou petgugu was established in 2021, focusing on pe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t was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who love pets. It is determined to speak for every 
kind of pet, pay attention to pet health, and create a variety of future pet scenes. R&D,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sales capabilities.

HALL 14 - 14N01
徐州漫喵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XUZHOU MANMEOW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
Tangzhang Town, Tongshan District, X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Tel / 电话：15162242280
E-mail / 邮箱：272688057@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240b124373211.1688.com/

徐州漫喵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宠物用品企业，主营
猫爬架、猫抓板等产品，在徐州和扬州分别设有工厂，团队近百人。公司成立以来，快速打
开国内外市场，产品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与国内众多中大型宠物电商公司
有深度合作。我们本着“诚信铸就品质、质量赢得市场”的宗旨，努力为新老客户提供质优
价美、交付及时的产品与服务，欢迎各界朋友交流合作、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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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zhou Manmeow Pet Products Co.,Ltd is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 
supplier, we combines design, R&D, produce and market. We are mainly engaged in 
CAT TREE, CAT SCRATCH BOARD etc produce.  In XUZHOU headquarter and YANGZHOU 
branch, we employed almost one hundred staff including all kinds of designers, mangers 
and workers. The main market of company cover AMERICA, EUROPE, JAPAN,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N etc. Lots of large E-business company purchase pet product 
from our company, we also build long cooperation with this E-business.
“Integrity builds quality and quality wins the market” is our tenet, we will do our best to 
provide perfect product with competitive price and best service for you.
Welcome friends to build cooperation and share views,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HALL 14 - 14N03
青岛可乐淘商贸有限公司
KELETAO TRADE
Tel / 电话：18661819123
E-mail / 邮箱：64140486@qq.com

青岛可乐淘商贸有限公司从事中韩贸易 20 余年，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经销于一体大
型品牌运营公司。本次展会，我们推出“区块链”全新代理商模式。即 : 去中心化，将我们
国内总代理的知名宠物品牌，按产品款式面向中小卖家进行招商代理。让我们的代理商以最
小的投入，相互链接，相互供货，相互支撑，构筑起属于我们的财富圈层！

HALL 14 - 14N06
大连中诺猫砂制品有限公司
SINOFIZ CAT LITTER PRODUCTS(DALIAN)CO.,LTD
Add /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 18 号中南大厦 A 座
1325 室
Tel / 电话：0411-39578051
E-mail / 邮箱：sinofiz004@126.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dlznms.cn/

大连中诺猫砂制品有限公司深耕猫砂行业十余年，自有工厂，多条标准化生产线和包装线。
本司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优质，行销海内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随
国内电商的兴起，我司利用现有资源及国内外大宗业务渠道，建立一个以宠物为本，集主粮、
罐头、零食、营养保险品和用品的综合新零售电商平台。

HALL 14 - 14N08
武义诺曼工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05898844
E-mail / 邮箱：katuo@chinahenghui.com

本公司位于享有“温泉之都”的浙江武义，主要生产猫砂铲、铝制折叠宠物笼、猫窝等宠物
用品。公司秉承：”专注品质，用心服务“为理念，不断推陈出新，一切以客户的需求出发，
赢得了合作伙伴的认可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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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N11
常熟市正太纺织有限公司
CHANGSHU ZHENGTAI TEXTILES CO.,LTD.
Add / 地址：常熟市沙家浜镇久隆路 9 号 1 幢
No.1, #9 Jiulong Road, Shajiabang Town, Changshu
Tel / 电话：18051788068
E-mail / 邮箱：2881699631@qq.com

常熟市正太纺织有限司成立于 2002 年 ( 前身平湖正太纺织有限公司），旗下有江苏正太毛绒
有限公司、常熟正太海安染整有限公司、江苏正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正向纺织科技
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历经 20 年的发展，公司总资产规模约 3.6 亿元人民币，年生产 3200
余万米（约 2.3 万吨）销售约 6 亿元人民币，几个公司现有职工 600 余名，各种专业技术骨
干 150 多人。公司从销售入手，依托完整、科学的管理，不断加大硬件设备及技改投入，从
而基本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

Changshu Zhengtai Textile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2(Formerly Pinghu Zhengtai 
Textile Co., Ltd), with five enterprises including Jiangsu Zhengtai Plush Co., Ltd.,;Changshu 
Zhengtai Haian Dyeing And Finishing Co., Ltd.,;Jiangsu Zhengkai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Jiangsu Zhengxiang Textile Technology Co., Ltd.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has total assets of about RMB 360 million, annual production 
of over 32 million meters (about 23,000 tons) and sales of about RMB 600 million.
The company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600 employees,150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backbones.Starting from sales and relying on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the 
company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hardware equipmen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thus basically realizin

HALL 14 - 14N15
山东顺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SOGOOD HYGIENE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18554607109
E-mail / 邮箱：mavisxxm@163.com

山东顺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护理
用品企业，隶属金石国有资本投资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旗下拥有“菲俐兒”、“优爱”、
GOOD LOVE 等自主品牌，目前可做宽幅 33CM-90CM 的医用护理垫，婴儿护理垫以及宠物训
练垫，常规规格为：33CM*28CM，45CM*33CM，45CM*60CM，40CM*50CM，43*53CM，
60*60CM，60CM*75CM，60CM*90CM，80CM*110CM 等一系列产品，目前可做可降解膜，
防滑膜，打点膜，印刷膜，复合膜，印花纸，印花无纺布等定制产品的 OEM 代工，可添加柠
檬香，婴儿粉香，抗菌剂等系列定制香味。

HALL 14 - 14N16
广东顺德宠精灵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077442679
E-mail / 邮箱：63888041@qq.com

2015 年，创立了宠精灵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并申请注册“宠天使”商标。宠天使是一个专注
宠物居家和出行品牌，为宠物打造安全、健康、舒适、高颜值的产品，让产品融入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在居家、田园、还是城市，都能够与你所爱的它一起享受其中，给它一个移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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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N17
义乌市俊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23418379
E-mail / 邮箱：381026335@qq.com

义乌市俊浩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坐落在全部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市，主要
生产加工宠物伊丽莎白圈、宠物项圈、宠物领结、宠物逗猫棒等等可来样加工定制。

HALL 14 - 14N18
浦江瑞喜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257869866
E-mail / 邮箱：vicky@ruixipet.com

瑞喜是一家以宠物牵引绳，背心式胸背为主导，宠物服装为配套，集开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宠物用品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才为本、诚信立业的经营原则，为客户
提供针对产品外观和功能上的设计制作，我们强调用舒适和合理的设计，为产品增加更多的
性能。

RuiXi pet is dominated by traction series, pet clothes series, outdor sports series and 
so on.We are focus on prodcu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design and sales together.
Our company provid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design for the product as customers' 
requirement.We emphasize the comfortable and reasonable design for product to add 
more performance.

HALL 14 - 14N21
青岛纽瑟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NSC BIOTECHNOLOGY CO. , LTD.
Add /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明富大道 1 号 1-8 栋
Tel / 电话：18661787138
E-mail / 邮箱：duligang2007@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86rx514719216.1688.com/

青岛纽瑟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 10 余年的冻干生产经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一家专业研发
生产高端宠物食品的冻干生产企业。一期冻干生产面积 6000 余平，专业员工 70 余人，冻干
产能 1000 余吨，纽瑟奇生物科技充分发挥冻干宠食领域“研发、产能、物流”的优势，为国
内外客户提供包装设计、销售指导、代工、定制、半成品供应、OEM、ODM 服务等。 公司
成立以来，在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工艺的基础上，引用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冻干生产线，
打造现代化宠物企业。 纽瑟奇生物科技将不忘“深化合作、共赢发展”的初心，不断寻求行
业内具有独家经验及专业知识的合作伙伴合作，实现在宠物用品赛道上的可持续发展。

Qingdao NSC Biotechnology Co. , Ltd. has more than 10 years of freeze-dried production 
experience. It is a freeze-dried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R&D and production of high-
end pet food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The first phase freeze-drying production 
area is more than 6,000 square meters, with more than 70 professional employees and a 
freeze-drying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ore than 1,000 tons. Nusage Biotechnology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R&D,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logistics" in the field of freeze-
dried pet food to provide packaging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Design, sales 
guidance, OEM, customization, semi-finished product supply, OEM, ODM services, etc.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advanced tech.



展商信息（按展馆/展台排序）
Exhibitors according to Hall/Booth No.

14号馆
Hall 14

466

HALL 14 - 14N51
泰安市超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AI'AN CHAOTAI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刘家疃东一号
Liujiatuan,qiujiadian,taian,shandong,china
Tel / 电话：0538-8869104
E-mail / 邮箱：sandy@chaotaipet.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ctpetfood.com/

泰安市超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致力于宠物食品的研发和生产，是一家专业
的宠物食品制造商，主要提供 OEM 和 ODM 服务拥有国内外品牌的狗咬胶、狗零食、猫零食
等。CTPET 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占地面积 26000 ㎡，工人数量约 305 人。CTPET 始终坚持
产品质量第一，建立了从原材料供应商选择、原材料监督、验收，到生产过程控制、成品检
验的一整套质量管理体系。公司采用 6S 管理和 PDCA 循环，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已通过
BRC、BSCI、HACCP、ISO22000、FDA、欧盟认证等。超有爱，有超泰！欢迎各位友商前来
洽谈。

Tai'an Chaotai Pet Products Co., Ltd. (herein after referred to as CTPET) was founded 
in 2005, i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et food, is a 
professional pet food manufacturer，mainly provides OEM and ODM services for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brands with the products dog chews, dog treats, dog dental snacks, 
wet cat food, canned cat food etc..

HALL 14 - 14N58
上海贝恩斯得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AINESDE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8821215680
E-mail / 邮箱：yubeifeng_666@163.com

当爱宠过上你的理想生活

HALL 14 - 14N61
宠贝呗
CHONGBEIBEI
Add / 地址：深圳南山
Tel / 电话：4000-936-123
E-mail / 邮箱：cbb@aichongbio.com
Website / 网站：http://aichongbio.com

我们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宠物全类产品企业。自有品牌“宠贝呗”，
聚焦宠物生活，致力于为宠物主打造全新的养宠体验，更好地走进 Ta 的世界！主打产品为自
研新创的宠物生日礼盒系列产品、精品宠物零食、宠物玩具和用品、猫砂等，另有自有 IP 形
象合作项目，更多产品将陆续发布，诚招代理经销商和合作伙伴，欢迎莅临展位参观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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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N71
南通闪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掘港街道友谊路 123 号
Tel / 电话：025-83696999
E-mail / 邮箱：444512313@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flashwater.cn/

南通闪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消毒灭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公司旗下的闪水消毒液，
源于瑞士，具有高效杀菌、广谱灭菌、低温消毒、降解核酸及去异味的功效，产品安全环保、
无腐蚀性、价格亲民，可以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加工、畜牧、水产养殖、水处理、低温储
存运输等需要高洁净度的行业与领域。

Nantong Flashwater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specializing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disinfection and sterilization products.Flashwater disinfectant, originated in 
Switzerland, has the effects of high-efficiency sterilization, broad-spectrum sterilization, 
low-temperature sterilization, and nucleic acid degradation.The products are saf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non-corrosive, and affordable. They can be widely used in 
industries and fields which require high cleanliness, such as medicine, food processing, 
animal husbandry, aquaculture, water treatment, low-temperatur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HALL 14 - 14N81
绍兴市禾欧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SHAOXING CITY HEOU LEISURE GOODS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罗家村
Luojia Village, Xiaoyue Street, Shaoxing, 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13567555893
E-mail / 邮箱：59656016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eoupettoys.com

我司是一家专业宠物玩具生产服务商。15 年的行业经验，公司前身主要从事塑料制品的注塑
成型加工及模具开发，成立于 2007 年，现阶段主要专注于宠物玩具的研发制模生产及销售，
主要服务全球跨境电商平台，淘宝、天猫、京东、亚马逊等卖家及欧盟大型超市的品牌商。
专注各类塑胶产品和新型材料的宠物玩具及宠物牵引绳，如食品级软胶 TPR 、生物基低碳环
保材料等！产品类型有 : 狗狗漏食器，狗狗发声玩具，狗狗啃咬玩具，狗狗棉绳玩具及猫猫
转盘玩具等，产品种类多样，规格齐全，耐咬环保，并持有多个玩具专利！并通过 BSCI、欧
盟 CE 认证、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我们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专业宠物玩具生产服务商！

Our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pet toy production service provider. 15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the company predecessor is mainly engaged in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and mold development, founded in 2007, at the present stage mainly focus on pet 
toys development mold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 main service of global cross-border 
electric business platform, taobao, Tmall, jingdong, amazon and other large supermarket 
brands of the seller and the European Union. Focus on all kinds of plastic products and 
new materials of pet toys and pet leash, such as food grade soft rubber TPR, biological 
low 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terials! The product types are: dog leak, dog voice 
toys, dog chew toys, dog cotton rope toys and cat toys, etc., the product types are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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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N83
苏州市伟克斯电器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62361469
E-mail / 邮箱：mingy@vacscn.com

猫狗很可爱，但经常掉毛，特别是春秋两季，此问题困扰了很多猫友狗友们。在从事吸尘器
行业多年之后，我司于 2013 年开始专心研究从猫狗身上吸取散毛，目前已成功研发吸毛宠物
梳，在中美日都取得发明专利，完美解决了从猫狗身上吸毛问题，同时研发超静音的充电吸
尘器与之配套。在这一专业领域，我们走得比戴森更加专注，更加深入，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近期我们还将推出新品，继续深耕宠物毛发清理领域。
公司愿与国内外客商和用户广泛合作，我们将热情回应您的任何垂询。

Cats and dogs are cute, but often shed, especially in spring and autumn. This problem has 
troubled many  families keeping cats and dogs. Engaged in the vacuum cleaner industry 
for many years, we began to focus on how to remove loose hair from cats and dogs since 
2013.  Up to now, we hav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pet grooming comb which has obtained 
patents for invention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lso 
designed super-silent rechargeable vacuum cleaners to match the grooming comb. We are  
experts in this area, even better than some of the top vacuum cleaner manufacturers.
We will continue to launch new products in the near future to do better in the pet grooming 
market
We sincerely hope to cooperate extensively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merchants and us

HALL 14 - 14N86
温州优米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WENZHOU YOUMIDI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5325051100
E-mail / 邮箱：angel35925@163.com

温州优米迪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宠物用品公司，工厂
坐落于美丽的刘伯温的故乡，浙江瑞安市。公司专注于中高端宠物用品、致力于诚信服务和
创意开发的专业宠物用品企业。

Wenzhou Youmidi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pet products company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hometown of 
Liu Bowen, Ruian City, Zhejiang Province. The company focuses on mid-to-high-end pet 
supplies, a professional pet supplies enterprise dedicated to honest servic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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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N88
宣城市宠爱卫浴有限公司
XUANCHENG CHONG AI SANITARY WARE CO., LTD
Add /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天湖街道办事处马村
Ma Industrial Zone, Tianhu Sub-district Office, Xuancheng City, 
Anhui Province
Tel / 电话：0563-3791116
E-mail / 邮箱：bathworld@163.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chongaispa.com/

宣城市宠爱卫浴限公司专业生产亚克力冲浪按摩浴缸、宠物按摩 SPA 浴缸、宠物洗澡池、婴
儿游泳池、成人按摩浴缸，淋浴房、浴室柜等。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 专注模具制造超过 20 年。
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管理团队。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亚洲、欧洲、北美、中东、
非洲等世界各地。我们一直关注客户的需求 , 不断追求技术创新 , 创造高品质的产品 , 赢得更
多客户的赞扬和信任。

Xuan Cheng Chong Ai Sanitary Ware Co., Ltd is specializing in producing good acrylic 
surfing massage bathtub, baby bathtub,Pets massage SPA bathtub, pet wash bathtub, Baby 
swimming pool , adult massage bathtub, shower room, bathroom cabinet and so on. Our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and it has been focusing in mould manufacture more 
than 20 years. We have 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alents and a highly qualified management 
team. And our products had also exported to Asia, Europe, North America, Russia, south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so on. Attention to customer’s needs, continuously pursu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creating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winning all the customer's 
praises and trust. Our company is sincerely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enterpris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HALL 14 - 14N91
深圳宝葫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BFULO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深圳宝安区迪福路新屋园创意园 208
Tel / 电话：13544005541
E-mail / 邮箱：tou1tou2@foxmail.com

深圳宝葫芦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原创宠物用品的公司，公司以宠牌定制，宠物项圈、
服装等批发 / 零售为主要业务，主要生产经营宠物项圈、吊牌，宠物服装，宠物生活日用品
等产品。多款原创产品售往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各国。公司以“原创产品开发”“专业品
牌服务”作为核心，致力于原创宠物市场的开拓，用心服务广大客户。

Shenzhen Baohulu Pet Products Co. , Ltd. is a company focusing on original pet products.
The main business is pet tags custom, as well as pet collars, clothing and other 
products wholesale or retail.Our product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pet collars, 
tags, pet clothing, pet daily necessities.We sell many original products to Europe, ,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We take“Original product development” 
and“Professional brand service” as the core, at the same tim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al pet market, to serve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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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01
烟台小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TAI XIAOLI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3583560277
E-mail / 邮箱：513784697@qq.com

烟台小粒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致力于豆腐猫砂研发、宠物用品，及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与售后。
公司坐落于美丽的山东半岛，厂房建筑面积 3000 平方，配套设备完善合理。公司成立以来，
本着‘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管理创效益’的创业理念，深入研究现代市场需求，自
主研发配方及猫砂设备，打造出纯天然植物纤维豆腐猫砂。全新豆腐猫砂天然、环保，结团
速度快，吸水性能佳，有效去除异味，原料采用粉丝底料保证产品的健康性，即便爱猫误食
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结团后可冲入马桶迅速分解，易于处理 既健康又卫生，亦可作为花肥
使用一举多得，是爱宠人士居家必备的首选。
现面向全国诚招代理，可做 OEM 及进出口贸易，热忱欢迎国内外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fu cat litter, pet supplies, paper products and 
equipmen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Shandong China, factory building area of 3000 square meters, 
complete and reasonable supporting equi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in line with the "market-oriented, quality of survival, management to create benefits" 
entrepreneurial concept, in-depth study of modern market dem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formula and cat litter equipment, to create a pure natural plant fiber 
tofu cat litter. New tofu cat litter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luster speed 
and water absorption performance is good, effectively remove peculiar smell, fan base to 
ensure a healthy product, natural mat

HALL 14 - 14P02
温州逸启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05758048
E-mail / 邮箱：34584702@qq.com

本司系专业生产宠物项圈及牵引绳厂家，集开发、设计、生产一体的宠物用品，户外安全用
品生产厂家

HALL 14 - 14P03
青岛艾瑞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Add /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吉湄路
Tel / 电话：13953218927
E-mail / 邮箱：haitaocn@163.com

青岛艾瑞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专注于生产宠物窝，宠物床，宠物用垫子，服饰，玩具等。为
国内各大专业客户及贸易商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产品远销欧美日韩市场。产品款式新颖，
价位合理，符合各层次客户的要求。坚持创新是我们的发展理念，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是我们的一贯宗旨。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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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05
山东吉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JI PET PRODUCTS CO. , LTD.
Tel / 电话：13820627277
E-mail / 邮箱：1021305761@qq.com

企业简介 
山东吉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沿海城市山东烟台莱阳市。是一家专门从事猫砂研
发、生产、销售的企业，采用最先进的国外进口技术，主要以生产高端豆腐猫砂为主，豆腐
猫砂主要特点是凝结除臭力强，绿色环保、用量节省、超低粉尘、可冲马桶。我公司在采购
和选择原材料时，选择天然植物和原生材料，以达到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还能让宠物喜欢用，
不排斥。我们用健康。无害的产品给宠物最原生的体验，保障宠物的泌尿系统的健康。

HALL 14 - 14P06
温州万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958958768
E-mail / 邮箱：3182205871@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7q720659f2421.1688.com

温州万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公司从 2013 年以来
不断的研发新产品“宠物淋浴器”获得国家多项专利，拥有自主品牌及国际欧盟认证，本公
司产品以质量求生存，以用户至上的宗旨，从默默无闻到如今建立起完善的国 内外销售网络，
公司产品远销海外几一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台湾、日本、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芬兰、瑞士、
法国、德国达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Wenzhou Wankang Pet Products Limited Company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Since 2013,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a new product Pet Shower which obtains a number ofnational patents and possesses its 
om brand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EU certification. Our products focus on the qualityand 
our companycomplies

HALL 14 - 14P08
磐安县利佳服饰厂
PANAN LYGA COSTUME&ACCESSORIES FACTORY
Add /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工业园区月牙路 1 号
No 1.， YueYa Road, JianShanTown, Pan'an Industrial Park,PanAn 
County, JinHua City,ZheJiang Provincess.
Tel / 电话：13957824165
E-mail / 邮箱：lyga@lygacostume.com

工厂坐落于素有“浙东大峡谷”之称的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尖山镇工业园区，工厂占地 6 亩，
建筑面积近 5000 平方米，有各类员工近 80 人，有完整的设计，开发，生产，品控团队，工
厂通过了 SEDEX 和 DISNEY 验厂，产品远销欧美。工厂主要生产各类宠物衣服，帽子，宠物
三角巾等缝制类产品。热诚欢迎国内外客商来厂指导，洽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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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11
山东亨嘉纸业有限公司
SHANDONG HENGJIA PAPER CO.,LTD
Tel / 电话：15020322567
E-mail / 邮箱：705374940@qq.com

山东亨嘉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座落于郯子故里，郯城经济开发区，位于 205 国道沿
线，西距京沪高速马头出口 8KM，占地 15000 平方米，拥有各种技术人员 135 人，国内先进
的生产线多条，以宠物尿片生产加工为主，年产量 10000 吨。产品出口意大利、西班牙、韩国、
日本等国家。
用心的服务，赢得更多客户的信赖和好评。我们相信，通过我们不断努力与追求，一定实现
与合作伙伴的互利共赢。

Shandong Hengjia Paper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5. It is located in the hometown 
of Xunzi. The Tanche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s located along the 205 National 
Highway.135 people, there are many domestic advanced production lines, mainly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et diapers,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10,000 tons.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Italy, Spain, South Korea,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With your heart service, he has won the trust and praise of more customers.We believe 
that through our continuous efforts and pursuits, we must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 
-win with partners.

HALL 14 - 14P13
深圳点趣设计有限公司
SHENZHEN COODESIGN COMPANY LIMITED
Tel / 电话：18688979725
E-mail / 邮箱：35877715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hikiwee.com

HiKiwee 隶属于深圳点趣设计有限公司，创立之初即提出坚持做国内第一个可持续的宠物产
品原创设计品牌，以可持续、多用途、轻组装、模块化为产品特色，将宠物用品的单一微
观属性经由创新设计，放大呈现于宠物潮玩和人宠多元化生活场景里，与压力巨大的钢筋混
凝土城市森林，形成一种无形的、辩证的有趣对话，让人宠生活更加和睦，关系更加紧密。
HiKiwee 将怀揣爱宠、懂宠的初心，为促进人宠和睦而全力以赴，为爱护动物保护大自然去
践行社会责任。

HALL 14 - 14P15
大连善德来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DALIAN SUNDLY HOME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泰庆街 31-2 号
31-2Taiqing ST.JINPU NEW AREA, DALIAN,LN
Tel / 电话：15941168205
E-mail / 邮箱：157522939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sdlsundly.com

大连善德来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位于中国辽宁，成立于 2011年末，发展至今，厂房面积近 2万㎡，
拥有员工 350 人，是一个高速的成长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销售以及研发医用消毒片；
生鲜用吸水垫；宠物用洁垫、口罩等一次性生活用品。公司拥有十万级的无尘车间和万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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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持有生产医疗器械类的许可证。公司及其产品经过 ISO9001 和 ISO14001 双认证 , 并获
得了美国 FDA 以及欧盟 CE 认证，出口资质手续齐全，经验丰富。

Dalian SUNDLY corporation was located in Liaoning, China, was established in the 
December of 2011.
It has a plant area of nearly 20000 ㎡ and 350 employees. It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rapid growth. It mainly produces, sells and develops medical disinfection tablets; Fresh 
water absorbent pad; Pet cleaning pad, mask and other disposable daily necessities. The 
company has 100000 class dust-free workshops and 10000 class laboratories, and holds 
the license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devices. The company and its products have 
passed ISO9001 and ISO14001 certification, and obtained FDA and EU CE certification, with 
complete export qual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rich experience.

HALL 14 - 14P16
苏州中恒工艺品有限公司
SUZHOU ZHONGHENG ART&CRAFT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兴巷路 6 号
Houxiang Industrial Zone,Hengjing Industrial Park,Wuzhong 
District,Suzhou
Tel / 电话：13706205571
E-mail / 邮箱：szcwyp01@sina.com
Website / 网站：www.szzhgyp.1688.com

本公司创立于2001年 ,一直以来专注于研究开发生产宠物梳，宠物刷，满足了多家企业的需求，
产品出口美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数十个国家。苏州中恒工艺品有限公司以雄厚的实力、
合理的价格、优良的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正是客户对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一心一
意致力于产品的开发和改进。
同时希望以我们严格的品质管理，优质的服务热情，谋求与您的长期合作与发展！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01,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et comb, pet brush, to meet the needs of many enterprises, products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and dozens of countries.With strong strength, 
reasonable price, excellent service has been recognized by our customers. It is the 
confidence of our customers that we can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our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we hope to seek long-term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our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enthusiasm!

HALL 14 - 14P18
天津深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102066056
E-mail / 邮箱：cece_liao@163.com

「不趣集」是一家以 vi 设计为开始的设计公司，进行宠物产品的开发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们
自己家里有猫，出于对家里毛孩子的爱，希望能给他们最好的、最合适他们玩具。我们以宠
物家长的心态出发进行设计，也可以理解每一位同样的宠物家长珍惜自己宠物的心情。宠物
以家庭成员的身份进入我们的生活，用他们的一生陪伴治愈我们，我们相信“每一只猫都有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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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21
东莞市富腾电机有限公司
DONGGUAN FUTENG MOTOR CO., LTD.
Add / 地址：东莞市大朗镇水口村中心金路二巷一号
Room301 , No 1, Second Lane, ZhongXinJin Road, ShuiKou 
Management  Area, DaLang Town, Dongguan, China
Tel / 电话：13986627242
E-mail / 邮箱：59318690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futengmotor.com

东莞市富腾电机有限公司致力于微型直流电机、微型齿轮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行星齿轮减
速电机 、行星齿轮减速电机、蜗轮蜗杆减速电机等 100 多个产品系列的设计制造与销售。产
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 产品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视听产品、办公设备、按摩器材、美容行业、
医疗设备 、礼品、日用品、 电动工具、自动喷雾器、汽车自动设施、智能系统、自动化控制
以及其它工业驱动装置等。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中东等地区。

Dongguan Futeng Motor Co., Ltd. is committed to the design,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more than 100 product series, such as micro DC motor, micro gear reduction motor, 
planetary gear reduction motor, worm gear reduction motor and so on.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household appliances, audio-visual products, office equipment, massage 
equipment, beauty industry, medical equipment, gifts, daily necessities, electric tools, 
automatic sprayers, automotive automatic facilities, intelligent systems, automatic control 
and other industrial drive device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Southeast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 regions.

HALL 14 - 14P51
汕头市张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HANTOU ZHANGWU METAL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里美工业区
Limei Industrial Zone, Heping Town, Chaoyang District, Shant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0754-82281124
E-mail / 邮箱：2690036500@qq.com

汕头张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工厂占地面积 10000 平方米，是一家集开发、
生产、加工、销售各类五金制品系列为一体的公司。我司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具有独立设计、开发产品的能力，设有模具车间、五金冲压车间、喷涂车间、包装装配车间 ,
实行一条龙全套生产。我司主营：宠物用品、家居收纳、厨房用品、园艺用品、环卫清洁用
具等。产品远销全球众多国家 , 深受国内外商客的喜爱与认可。本公司竭诚欢迎国内外客商
携手合作，共创双赢。

Shantou Zhangwu Metal Product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86. The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10,000 square meters. It is a company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of various hardware products. Our company has advanced equipment 
and professional high-quality personnel, and has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design and 
develop products. It has a mold workshop, metal stamping workshop, spraying workshop, 
packaging and assembly workshop, and implements one-stop production. Our main 
business: pet supplies, household storage, kitchen supplies, gardening supplies, sanitation 
cleaning supplies, etc.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are deeply loved and recogniz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merc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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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53
东莞市嘉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JIAYU PET PRODUCTS CO., LIMITED
Add /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黄岐大沥镇白沙南滘新村二街 13 号
Foshan, Guangdong, China
Tel / 电话：86-13711489827
E-mail / 邮箱：jiayu_rl@hotmail.com

东莞市嘉宇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进出口产品设计与生产的公司，我司
下设工厂主要生产各种宠物背包，胸背衣，宠物窝等猫狗用品。公司所有产品采用国际时尚
设计，有专业设计团队，拥有 AUGUSTPET自主品牌及外观设计专利，在国内外市场深受好评，
产品已出口热销到东南亚、日韩美等多个国家及地区。我司本着共同发展，互相进步，精益
求精的精神，欢迎国内外客商与我们进行交流和合作。

Our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s manufacturer based in Foshan, Guangdong. 
Under our own brand, Augustpet, we design, produce and distribute kinds of pet products, 
especially pet carriers/bags, pet beddings, pet clothing, etc. We are dedicated to seeking 
out ever higher standards in everything we do. And nowadays, we already sell our products 
to all over the world, like Japan, Korea, Europe, U.S., Indonesia, Malaysia, etc. We will keep 
on joining our innovation, passion, inspiration to our produc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pet 
fashion with our great efforts.

HALL 14 - 14P58
宁波裕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INGBO YUS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3685846788
E-mail / 邮箱：3032616879@qq.com

宁波裕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宠物智能喂养、宠物玩具、宠物食具、
宠物窝垫的工贸一体的企业，坐落于全国最大的小家电生产基地宁波市慈溪市，厂房面积约
2800 平方，本司支持 ISO9000、BSCI 等各种实地验厂，本公司旗下拥有：唯萌宠 邦比尼、
牧儿堡等众多品牌，同时支持 OEM 贴牌、ODM 定制等业务。
宁波裕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
指导和业务洽谈。

Ningbo Yus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the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et intelligent feeding, pet toys, pet tableware and pet nest mats. It is located 
in Cixi City, Ningbo, the largest small household appliance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with 
a plant area of about 2800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supports ISO9000, BSCI and other 
on-site factory inspections. The company owns many brands such as vimeng pet bunny, 
muerbao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it supports OEM OEM OEM, ODM customization and 
other businesses.
Ningbo Yusheng Pet Products Co., Ltd. is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for its integrity, 
strength and product quality.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visit, guide and 
negotiate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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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61
苏州欣美域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SUZHOU XINMEIYU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木东路 317 号联东 U 谷 20 幢
Tel / 电话：15250064555
E-mail / 邮箱：yzy@hxy-pet.com

苏州欣美域专业从事宠物产品的设计与研发，工厂自主精密模具制造与注塑配套，产品装配
及包装，公司现有内外贸销售，自营出口等一系列服务能力，主打产品为宠物慢食碗，慢食球，
宠物玩具及宠物美容工具系列。共获得国内专利 30 多项含发明专利等。

HALL 14 - 14P63
深圳市君宇源科技有限公司
JUNYUYUAN
Add /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衙边社区后亭地铁站 D 出口同方
创意文化产业园 1 栋 211
Tel / 电话：075583396298
E-mail / 邮箱：sean@nautypaws.com

深圳市君宇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拥有 NautyPaw，诺缇宝，淘气的爪子等宠物品牌，是一
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要设计生产和销售宠物用品，包括智能
宠物饮水机，智能宠物喂食器，智能宠物碗等。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不忘掌握核心科技能力，
自主研发，自主销售，目标客户是世界包括中国的养宠的新一代人士。公司有多年给亚马逊
跨境电商代工宠物用品的经验，包括宠物饮水机，宠物喂食器等。

Shenzhen JunYuYuan Tech. Co., Ltd. which owns pet brands NautyPaw, Notibao, and 
taoqidezhuazi. We are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Our company mainly designs, produces and sells pet supplies, including 
smart pet water dispensers, smart pet feeders, and smart pet bowl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e are never forget to master the co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We adhere to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dependent sales. The 
customers that we are targeting are the pet lovers all around world, including China. Our 
company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pet supplies for Amazon cross-
border e-commerce, which include pet water dispenser and pet feeder,etc.

HALL 14 - 14P66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繁简设计工作室
Tel / 电话：13657091190
E-mail / 邮箱：41515283@qq.com

本公司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宠物用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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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71
武汉筱野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762446046
E-mail / 邮箱：352094491@qq.com

小野芯 Ambition 成立于 2019 年，来自湖北武汉。由一群资深猫奴设计师构成，致力于用设
计探讨生活志趣。我们想创造的不仅仅是被称为“窝”的用品，而是透过产品传递人宠间和
谐友好的生活方式。团队成员由来自意大利最高级别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八大美院等高等
艺术院校中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设计师构成。

HALL 14 - 14P83
鹤山市巴克橡塑制品厂
HESHAN BAKE RUBBER&PLASTIC PRODUCTS 
FACTORY
Add / 地址：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二区 27 号 1 座自编号 A1
No.27,Second District,Sanlian Development Zone,Gulao 
Town,Hesh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18824005180
E-mail / 邮箱：info@bakerubber.com
Website / 网站：www.bakerubber.com

公司成立于 2020 年，专注于橡胶以及新型发泡材料宠物玩具的研发与生产，占地 20，000
平方米，目前配置 50 台先进生产设备以及 150 名员工，工厂已通过 BSCI 认证，所有产品均
能满足 FDA/ASTM 以及 EN71 检测标准。

Bake is specialized in natural,EVA and E-TPU products integrating R&D,manufacture 
and sales.It was found in 2020.With a firm and constant development.Now it has 150 staff 
and 215,000 square feet and more than 50 sets of advance equipments.We always insist 
on innovative design,high quality product,quick on-time delivery and professional promt 
custom service.Our products abides US standard-FDA/ASTM and Europe standard-EN71 
and passed the testing.

HALL 14 - 14P85
江阴羽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312230828
E-mail / 邮箱：138212678@qq.com

羽蔻生物微米泡沫洗护仪器，为每一位爱宠人士提供爱宠洗护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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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86
烟台美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YANTAI MEIYI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河东路 831 号
NO.831 HEDONG ROAD ZHAOYUAN CITY,YANTAI CITY,SHANDONG 
PROVINCE
Tel / 电话：17763251757
E-mail / 邮箱：davina@hisenmy.com

烟台美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烟台招远市，公司从事宠物用品行业十余年，共有四个厂房，
六条生产线，占地一万五千平方米，年产能十万吨，专门从事豆腐猫砂和膨润土猫砂的生产
销售，产品 90% 以上出口，主要出口韩国，台湾，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YANTAI MEIYI PET PRODUCTS CO.,LTD , is located in coast city Yantai, with convenient 
location for export. Our factory covers 15000 square meters.  We ar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 development, production of pet products. Main 
products of the factory are tofu cat litter, bentonite  cat litter, silica cat litter, pet pads and 
other pet products. The month output is approx 3000 tons. More than 90% of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mainly exported to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Italy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we can also provide O E M and  O D M business.

HALL 14 - 14P88
青岛艺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QINGDAO YIWEI HOUSEHOLD ARTICLES CO.,LTD
Add / 地址：青岛上合示范区建设路 159 号
Tel / 电话：13864275475
E-mail / 邮箱：2102636511@qq.com
Website / 网站：www.ywhousehold.com

青岛艺伟家居是中国高品质 PVA 用品的优选供应商，10 余年专注于宠物毛巾、宠物冷感服装
的设计研发和生产， 紧跟国际市场需求，为国内外品牌商、线上电商平台和线下实体销售平
台提供 ODM/OEM 定制服务及现货产品供应，畅销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址。作为 BSCI 社会
责任认证企业，在青岛上合示范区拥有面积 10000 平米生产基地，研发生产团队不断利用创
新工艺替代纤维布料的传统功能，成功中国宠物吸水毛巾和宠物冷感冰凉衣的领军者

Qingdao Yiwei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i pet absorbent towel, dog 
cooling vest, dog ice bandana and other PVA/PU related products.
Our factory is in Qingdao, China, covering an area of 8,000sqm, composed of 80 
working people. In 2009, we set up our factory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ISO9001:2000 
in international quality certification system standards and ISO14000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system, with the BSCI certification and Avon product test. Currently, we export 
200,000pcs of towels per month to different places worldwide, such as Europe, America, 
Australia, Middle East, Southeast As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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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P91
天长市富宝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05507893111
E-mail / 邮箱：jk@jk-toys.com

我司专业生产网球和橡胶球，可作为宠物玩具和儿童玩具。

OUR COMPANY SPECIALIZE IN TENNIS BALL AND RUBBER BALL FOR PET AND 
CHILDREN.

HALL 14 - 14Q01
诸暨坤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ZHUJI KUNDA IMPORT&EXPORT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东祥路 19 号富润屋 2503 室
No.19,Dongxiang Road,Huandong Street,Zhuji City,Zhejia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17705857768
E-mail / 邮箱：kunda8@outlook.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25m8p16c53p25.1688.com/ 
spm=a261y.7663282.autotrace-topNav.1.6e51410aNAXHGQ

诸暨坤达是一家自带有 20 多年生产经验工厂和年轻创新设计团队的进出口公司。
公司成立至今本着一切为客户服务的宗旨，自觉做到守合同，重信用，以“质量求生存、信
誉求发展、管理求效益、服务拓市场”的经营理念完成了产品订单，有力地保证公司的顺利
运营。

Zhuji Kunda is an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with a factory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production experience and a young innovative design team.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tenet of serving 
customers, consciously abide by the contract, value credit, and complete product 
orders with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quality for survival, reputation for development, 
management for efficiency, and service to expand the market", which is a strong 
guarante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HALL 14 - 14Q06
江苏华峰自然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JIANGSU HIMALAYA NATURAL FIBER PRODUCT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珠海东路 29 号
Tel / 电话：13852301803
E-mail / 邮箱：hybettt@163.net
Website / 网站：www.js-better.com

江苏华峰自然纤维制品有限公司，是一个集贸易生产一体化的集团企业 , 公司主要生产与经营
各种自然纤维地毯及布，其中家居装饰用的主要有剑麻地毯，海草地毯，黄麻地毯，羊毛地毯等，
宠物用品中尤其是作为猫抓板制作的主要有剑麻布，黄麻布，剑麻绳，海草绳及剑麻宠物垫等。
产品主要销往欧洲 , 美国，加拿大 ,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宠物用品工厂及网店。多年来，
我公司以高质量的产品和颇具竞争力的价格赢得了世界各地客户的广泛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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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Q08
中山市吉美手袋配件有限公司
ZHONGSHAN JIMEI HANDBAG PART CO., LTD
Add /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北路 148 号 6-10 栋
148 North Banfu Road, Banfu Town,Zhongsh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0760-88894377
E-mail / 邮箱：285199568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kjmco.com

中山市吉美手袋配件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宠物扣具、安全扣、插扣、勾扣、方扣、日字扣、妈咪扣、
塑胶扣具，箱、包、袋塑胶配件，摄影器材、运动器材扣具、箱包配件，成衣辅料等一系列
的配件。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严格遵循服务第一，质量同样第一的经营理念。
将企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不断提升。消费者的建议与投诉我们都视之为“上帝训导”。我们
还需要虚心学习与努力进取，力创扣具配件行业顶尖品牌。

Zhongshan Jimei Handbag Part Co., Ltd found in 2004, which locates in Nan District, 
Maling shuanglong Rd, produces Buckles for Strollers, briefcases, pets and safe carriers 
etc.
Since found, has put the interest of customer first and service first. In addition, Jimei 
works on the improv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s. Now Jimei registers KJM 
Logo to control and receive customers 'complain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top famous brands.

HALL 14 - 14Q11
浙江海蓝纺织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57142797
E-mail / 邮箱：149287856@qq.com
Website / 网站：hailanfangzhi.1688.com

浙江海蓝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型高档纺织品生产企业。本公司集配色、造粒、拉丝、织布、
定型为一体，是一家品牌定位明确、专业经验丰富、制造 / 加工技术成熟的企业。专业生产
特斯林网布、宠物垫等一系列高档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标准厂房占地 10800 平方，建筑面
积 12000 多平方，工人 80 多人。

HALL 14 - 14Q13
邢台蒲公英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XINGTAI DANDELION PET PRODUCTS TECHNOLOGY 
CO., LTD
Tel / 电话：13930928773
E-mail / 邮箱：1932009515@qq.com

我公司专业研发生产谷物猫砂、豆腐猫砂、混合猫砂等各种市场畅销款猫砂。公司拥有多个
自主品牌，畅销全国各地。同时公司也承接代加工和外贸订单。公司秉承以质量赢取市场，
以信誉开拓未来的理念，竭诚服务好每一位合作伙伴。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grain cat litter, 
tofu cat litter, mixed cat litter and other popular cat litter in the market.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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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many independent brands, which sell well all over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also undertakes processing and foreign trade orders. The company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winning the market with quality and developing the future with reputation, 
and serves every partner wholeheartedly.

HALL 14 - 14Q16
深圳宠友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PET YOUYOU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新华保险大厦 902
Rm902,Xin Hua Insurance Bldg,Mintian Rd,Futian 
District,Shenzhen
Tel / 电话：075583305894
E-mail / 邮箱：sales@petyouyou.com
Website / 网站：www.petyouyou.com

宠友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旗下宠友友与亿狮高EZEDKO品牌 ,致力于研发生产宠物生活用品 ,
办公用品和钓具用品 , 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丰富宠物和人之间的关系 ,丰富办公产品选择 ,
丰富人们休闲选择，让生活工作更愉悦。
宠友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坚信，公司的精神为我们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提供了创新的动力。我
们开发生产优于现行业标准的宠物产品。每一个产品都代表了一个很好的想法，为消费者提
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 设计师蔡海滨先生从事设计工作 20 多年 , 设计过的产品 , 曾有销量过亿
个的好成绩。
宠友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以诚信、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我们充分认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产品的想法，请随时联系我们

Pet Youyou Pet Products Co.,ltd  is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et 
supplies, office supplies and fishing tackle supplies, by provid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enri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ts and people, enriching the choice of office products, 
enriching people's leisure options, and making life and work more enjoyable.
We believe that the spirit of our company provides the motivation for innovation for each 
member of our team. We develop and produce pet products that are better than the 
current industry standards. Each product represents a great idea and provides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consumers. Designer Mr. Cai Binhai has been designing for over 20 years and 
has designed products that have sold over 100 million units.

HALL 14 - 14Q21
义乌市享橙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058676517
E-mail / 邮箱：sx5ly@sina.com
Website / 网站：anzhipet.1688.com

专业定做宠物包、宠物汽车垫、宠物嘴套、宠物项圈、宠物窝、宠物牵引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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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Q51
中山市海宝电器有限公司
ZHONGSHAN HAIBAO APPLIANCE CO.,LTD
Add / 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泗涌工业区 10 号
No.10 Sichong Industry Zone, Xiaolan Town, Zhongshan City, China
Tel / 电话：18620468326
E-mail / 邮箱：ricky@zshaibao.com
Website / 网站：www.zshaibao.com

中山市海宝电器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4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水泵生产
企业，通过 ISO9001认证。产品专注宠物饮水机水泵领域，革新创造了无线水泵、UV杀菌水泵、
wifi水泵等。 产品通过了 CQC、UL、CE、RoHS/Reach、FCC、UKCA、FDA等多项认证及测试。
产品畅销国内外。

HALL 14 - 14Q53
弗安派宠物用品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
FUANPAI PET SUPPLIES TECHNOLOGY (SUZHOU) CO., 
LTD.
Add /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凤凰山路 32 号
No. 32, Fenghuangshan Road, Wuzhong District, Su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Tel / 电话：18550287167
E-mail / 邮箱：fuanpaimarketing@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FUANPAIPET.com

弗安派是一家致力于宠物用品设计生产的创新型制造工厂，产品线包括宠物毛绒玩具、宠物
益智玩具、猫抓板窝、猫爬架、宠物智能电器等用品系列。依托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和高效快
速的服务我们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特有柔性精益生产管理体系保障大货准时
答交和新品快速出样。我们持续恪守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产品的理念为客户发展壮大提供产
品支持。

FUANPAI is an innovative manufacturing company dedicated to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pet products. The products include pet plush toys, pet puzzle toys, cat scratching board, 
pet smart appliances and other series of products. Relying on cost-effective products 
and efficient and fast service, we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customers since our 
establishment. The LEAN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guarantees the timely delivery 
of bulk goods and the rapid sampling of new products. We continue to abide by the concept 
of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cost-effective products to provide produc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ustomers.

HALL 14 - 14Q56
深圳市烁壳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OIKOI TECHNOLOGY CO.,LTD
Tel / 电话：13802588747
E-mail / 邮箱：909019865@qq.com

深圳市烁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从创立之初，公司就专注于
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与服务，力争为每一位爱宠人士，提供智能便捷的养宠新生活。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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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涵盖了宠物厕所，笼舍，喂食饮水等宠物生活相关的多个产品。
秉持“科技引领，精益求精，质量至上”的理念，公司将不断开拓创新，坚守品牌价值，服
务好每一位客户。

Shenzhen Soikoi Technology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13, is located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city.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ervice of pet products, striving to provide intelligent 
and convenient pet rearing new life for every pet lover.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s products cover pet toilets, cages, feeding and drinking water and other pet 
related products.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ding, excellence, quality first",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adhere to the brand value, and serve every 
customer well.

HALL 14 - 14Q71
科瑞宠物用品（浙江）有限公司
KERUI PET SUPPLIE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天荷路 12 号 2 幢 2 层
2nd Floor, Unit 2, No.12, Tianhe Road, Donghu Street, Linping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Tel / 电话：13601703688
E-mail / 邮箱：keruichongwu@163.com

科瑞宠物用品（浙江）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是一家集宠物床和宠物日用品研发、
生产为一体的公司。拥有一定规模的标准厂房，并配备有专业的设计团队及生产技术人员。
品牌创始团队有着丰富的猫狗饲养及领养经验，从而将其对宠物培养的认知与理念充分灌输
到公司的各大产品当中。

Kerui Pet Supplies (Zhejiang) Co., Ltd. is located in Linping District, Hang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t is a company integrating R&D and production of pet beds and daily pet 
necessities. What belongs to the company is a particular area of standard manufacturing 
factory, a professional design team, and experienced manufacturing members. The founder 
of the company has sufficient experience in the area of cat/dog raising and adopting, which 
can apply the ac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pet raising to the company’s products.

HALL 14 - 14Q81
河北悦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33913911
E-mail / 邮箱：148106726@qq.com

河北悦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为猫砂团体标准合作制定单位，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宠物用品
猫砂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主要以生产高端豆腐猫砂为主。产品主要
特点：吸水迅速、结团牢固、超强吸氨抑菌、强力除臭、整洁无尘、快速溶解、用量节省。
公司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京港澳高速邢台中兴大街出口东行 10 公里处，交通运输便利。
公司总面积 15000 ㎡，总投资 3000 万，设有专业的化验室和完备的研发及检测部门，对于
产品原材料的采购具有严格的专业把控流程，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实力团队。公司旗下现有
猫堡仕、呆萌猫等，四个独立品牌。公司旗下产品属于天然植物猫砂，全部采用食品级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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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Q86
宁波市佩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NINGBO  PEITE PET PRODUCT CO., LTD.
Tel / 电话：0574-62595234
E-mail / 邮箱：sales1@nbpeitepet.com

宁波市佩特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位于宁波余姚市，主要从事宠物自动伸缩牵引绳，宠物吹水机
等设计研发和制造。
工厂现有厂房面积 8000 平方，10 台注塑机，其中 2 台双色机，5 条流水线。拥有自己的研
发团队和设计团队，接受 OEM,ODM 订单，欢迎合作洽谈！

HALL 14 - 14Q88
北京喵来啦商贸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897559606
E-mail / 邮箱：27506345@qq.com

专注于猫草的研发生产，为行业内多家品牌提供猫草代工服务。自营品牌贪吃马在传统电商
和直播电商中销量领先。奔本次展会，承接猫草代工及批发订单，也希望与更多的短视频和
直播达人建立合作关系。

HALL 14 - 14R01
浙江贝京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青川路 258 号
No. 258, Qingchuan Road, Huzhen Town, Jinyun County, Lishu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86 13456256717
E-mail / 邮箱：apaul@pawtech.com.cn

PAWTECH 么么宠是一家以打造全品类智能养宠新生活为目标的宠物品牌商。我们致力于创
造全品类智能宠物产品，涵盖用户智能养宠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专业、成熟的技术和认真打
磨的态度，为您提供更加智能舒心的养宠体验。

We are dedicated to manufacturing a variety of categories, including a range of intelligent 
pet products. With professional and mature technology and serious attitud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ur aim is to provide intelligent and comfortable pet raising experience 
for customers.

HALL 14 - 14R02
杭州宙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ZEUS PET PRODUCTS CO., LTD
Tel / 电话：15067691618
E-mail / 邮箱：106504509@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zeuspet.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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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宙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专业设计生产宠物用品，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
旗下品牌“小萌兜”宠物用品，专做宠物日用品，内容包涵猫用品、小宠用品等等，旗下有
多个爆款产品。产品性价比高，服务好。杭州宙斯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
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HALL 14 - 14R03
浙江友善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YOSHINE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方前镇工业大道 9 号
No.9, Industrial Road, Fangqian Town,Panan County, 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0579-84959825,15325992699
E-mail / 邮箱：vivien@yoshinepets.com

浙江友善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木制、铁艺藤编组合的宠物家具设计研发、生产
与销售一体化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与 Trixie, Pet at home, TSC 等众多国际知名宠物用品
进口商、连锁店深度合作，产品远销欧洲、北美、澳洲等国家与地区，已通过 ISO9000 、
ISO14001、OHSAS18001、BSCI、FSC 等国际认证。公司以“孝道、诚道、善道”三道文化
为核心价值理念，以“诚信、友好、创新、共赢”为经营理念，爱宠爱家，共创美好未来。

Zhejiang Yoshine Pet Products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wooden and ironwork rattan weaving combination 
of pet furnitur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cooperated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Pet products importers and chain stores such as TRIXIE, PET AT 
HOME, TSC, etc.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have passed ISO9000, ISO14001, OHSAS18001, BSCI, FSC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s.  The company takes "filial piety, sincerity and kindness" 
as its core values and "integrity, friendship, innovation and win-win" as its business 
philosophy. Love pets & love our family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HALL 14 - 14R08
苏州旭鹏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UZHOU XUPENG PET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15995798905、0512-66242335
E-mail / 邮箱：petxupeng@163.com

我司专业制作各做宠物垫，宠物清洁美容工具（塑料，金属，木头，PVC 和橡胶材质），产
品远销欧美，日本和其他国家。

our factory is specializing in puppy pad and various of pet grooming tools with plastic 
,metal,wooden,PVC or rubber materail which exported to USA,EU,Japan and others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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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R21
安徽省际元宠物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ANHUI JIYUAN PET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燕山乡铅山村胡永庄 416 号
No. 416, huyongzhuang, Qianshan village, Yanshan Township, 
bengshan District, Bengbu City, Anhui Province
Tel / 电话：13965295510
E-mail / 邮箱：2446623288@qq.com
Website / 网站：www.bbygpetcage.com

我司主营钢丝宠物笼，钢木结合宠物笼，复合材料宠物笼，实木制品，铁木结合家具，木制
工艺品，布艺制品，塑料制品等，多种合成材料制品！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steel pet cage, steel and wood pet cage, composite pet cage, 
solid wood products, iron and wood furniture, wood crafts, cloth products, plastic products, 
a variety of synthetic materials products!

HALL 14 - 14R23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WENZHOU YUANFEI PETTOY PRODUCTS CO.，LTD
Tel / 电话：021-64771172
E-mail / 邮箱：shucheng.xu@auracreating.com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的生产商和出
口商，2018年成为了 zeedog中国总代理，旗下内销品牌Kumfi Comfy、Pika Poo也广受好评，
2022 年推出新品牌 Hond Hill。

HALL 14 - 14R25
黑山县万程膨润土有限责任公司
Tel / 电话：15042638861
E-mail / 邮箱：wanchengprt@163.com
Website / 网站：wanchengprt.com

黑山县万程膨润土有限责任公司是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原黑山县膨润土矿），坐落于辽宁
省黑山县城东三公里，毗邻 102 国道和小小线省道，是一家以膨润土开采、研发、销售为一
体的国内大型膨润土矿山企业。该矿山经国家地质队斟察，上层为钙基膨润土，中层为钙钠
基膨润土，下层为天然钠基膨润土，该矿床地址结构简单，品质稳定、质量上乘，已探明的
可开采膨润土储量八千万吨。我司的主营产品为泥浆土、铸造土、铸造膨润土、泥浆膨润土、
冶金球团粘结剂等，同时我司也是一家知名的泥浆土厂家、铸造土厂家、辽宁膨润土厂家。

Heishan Wancheng Bentonite Co., Ltd. was founded in the 1950s (formerly Heishan 
Bentonite Mine). It is located in the Bentonite Deep Processing Industrial Park, which is 
3 km east of Heishan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It is adjacent to National Highway 102 
and Provincial Highway S304. It is a large domestic bentonite min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bentonite mining, R&D, and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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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R28
深圳喵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IUFISH CO.,LTD
Add / 地址：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A 栋
Tel / 电话：18929390804、0755-86667815
E-mail / 邮箱：info@miufish.com
Website / 网站：WWW.MIUFISH.COM

深圳喵鱼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宠物眼镜制造商 , 拥有自营品牌 Eonpet, 公司以 "To 
be a cool cat" 为设计理念 , 为猫咪们提供非常酷的配饰类产品。

Shenzhen Miufish Co., Ltd. is a pet glasses manufacturer from China, running its brand 
"Eonpet". "To be a cool cat" is our company's design idea. And we design every product 
based on" small and also beautiful " to provide pets with very cool accessories products.

HALL 14 - 14R51
重庆萌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MENGWA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高梁镇杨金路 48 号
No. 48, Yangjin Road, Gaoliang Town, Wanzhou District, Chongqing
Tel / 电话：023-58302565
E-mail / 邮箱：907756093@qq.com
Website / 网站：www.mwcwyp.cn

重庆萌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09 月；是一家集宠物智能用品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企业。  
公司拥有先进的塑胶注塑生产车间、数控模具开发制作车间、油漆工艺喷涂车间、流水线装
配车间等；十年专注于宠物智能用品的研发团队、生产技术及销售团队；注册了产品外观专
利一项、发明专利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五项。
公司将秉承“诚信、创新、品质、服务”的经营理念，着力打造国际标准，为宠物智能行业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Chongqing Meng Wa Pet Products Co., Ltd.,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2019; Is a pet 
intelligent suppl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integrate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has advanced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production workshop, CNC mold 
development workshop, paint process spraying workshop, assembly on flow line production 
workshop; Ten years focus on pet intelligent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sales team; Registered one product appearance patent, two 
invention patents, five utility model patents. 
The company will be adhering to the "integrity, innovation, quality, service" business 
philosophy, focus on crea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pet smart industry to provide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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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R53
瑞登梅尔（上海）纤维贸易有限公司
RETTENMAIER (SHANGHAI) FIBER TRADING CO., LTD.
Add /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567 号晶采世纪大厦 14 楼 B 座
Tel / 电话：13818575988
E-mail / 邮箱：angie.xu@jrs.cn
Website / 网站：www.jrs.de

在 JRS，我们致力于从纤维素，木材，谷物和水果植物中开发，加工和优化用于制药，食品，
动物饲料，工业和技术的高品质天然纤维。

At JRS,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ing, and optimiziation of high grade 
natural fibers from cellulose, wood, grain, and fruit plants for use in pharmaceuticals, 
foodstuffs, animal feed,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HALL 14 - 14R56
金华市赛利得工具有限公司
SOLID TOOLS
Add /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秋滨工业城
zhejiang jinhua qiubin
Tel / 电话：057989127588
E-mail / 邮箱：lining@pet188.com
Website / 网站：www.zjsolidtools.com

金华市赛利得工具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宠物用品系列产品，其中以生产宠物自动伸缩牵狗器、
宠物玩具、宠物服装、宠物项圈等为主。     现已拥有宠物用品专业设计团队及相关的技术管
理人员；拥有专业的宠物用品销售团队，公司高品质的产品已销往世界各地，特别是销往北美、
欧洲、日本等地区；公司现拥有员工人数 150 多人，生产车间有专业的装配流水线和包装流
水线；公司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完善，有专业 QA、QC 人员严格把关产品在安装过程中的每道
工序，公司拥有先进的产品测试设备，对每批次产品都进行弹簧疲劳测试、最大拉力检测，
从而确保每一只产品的质量。公司产品已取得 TUV、GS 和 BV 认证，在不断完善产品质量同
时争创世界一流产品。

Since 2000,Jinhua Solid Tools Company has produced excellent pet products. We have a 
professional pet products design team and technical staff. Our total working staff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200 highly trained and dedicated workers. Jinhua Solid Tools Company 
has the modern production equipment, including advanced instruments for the product 
safety, durability and reliability testing. We have the ability and capability to design and 
produce high quality retractable dog leashes and pet toys to meet the standards of the 
most demanding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Jinhua Solid Tools Company has pass 
and revived the GS  TUV  BV Certification. We are always seeking reliable and trustworthy 
sourcing agents, distributors, and buy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develop mutually 
bene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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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R58
河北福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HEBEI FAIRSKY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Tel / 电话：15027814612、400 0123 613
E-mail / 邮箱：fairsky_sales@yeah.net

福赛生物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团队技术背景强大并储备了大
量知识产权，是国内唯一拥有复合生物酶分解除味净化技术研发及生产工艺的企业，主要研
发和生产 100% 纯天然植物来源新型复合生物酶系列产品。产品涵盖人居净化、日化康洁、
环保除臭、大气污染治理、农业增收驱虫等多个领域，并已经孵化自有品牌“FAIRSKY”“福
赛福”。
【核心业务】以技术和产品为驱动，围绕人类嗅觉环境管理，在空气净化、日化除味，环保
恶臭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实现了从原料供应、成品销售、OEM/ODM、项目开发等多
产业链的业务提供能力。

Hebei Fusai Biolog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Hebei Fusai Biological is a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company has a strong technical background and reserves a large 
amou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is the only enterprise in China that ha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f compound biological enzyme 
decomposition and deodorization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he m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e 100% pure natural plant-derived new compound biological 
enzyme series products. The products cover many fields such as residential purification, 
daily chemical clea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eodorizati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gricultural income increase and insect repellent, etc., 

HALL 14 - 14R81
佛山市猫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128769155
E-mail / 邮箱：fuzhixin1216sdo@126.com

佛山市猫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全国最早进入宠物行业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知名的宠物用
品连锁品牌企业。公司前身是无锡市猫王日用化工厂，拥有 30 年品牌 2 个，15 年品牌 10 个，
现有无锡和佛山两个生产加工基地。佛山市猫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现有五大系列产品：猫王
宠物用品、祥生宠物保洁品、猎手训犬用品、猫王公主清洁用品、万方云博士消毒品，产品
做工精细、款式新颖、配方独特、功效显著。
佛山市猫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立足于品牌全球化、服务经验全球化、产品质量国际标准化，
让宠物生活更健康跟可爱。
关爱生命、尊重生命、回归自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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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R83
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ZPAP
Add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平海路 1188 号物流枢
纽港 D 座 4 楼
4F，Building D，No.1188 Pinghai Road，Zhaobaoshan Street，
Zhenhai，Ningbo，Zhejiang
Tel / 电话：0574-486293855
E-mail / 邮箱：tony.liu@nzpap.com
Website / 网站：https://www.nzpap.com.cn/

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用视频、直播与聊天等方式，打造一站式娱乐交友平台，分享与宠
物一起的快乐时光，跟宠物相关的产品，以及关于宠物的健康知识。
我们面对的客户群体是所有宠物的爱好者，保护者，以及宠物知识的传播者。
我们追求的是以宠会友，天下宠友不孤单。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打造一个多功能以宠物为中心的社交软件，配有直播、聊天、交友、购物
等功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丰富生活，记录美好时光，享受宠物带来的快乐！
以此实现我们的宗旨：宠物健康，宠友开心，宠店受益，宠友爱宠！

NZPAP TECHNOLOGY LTD. uses videos and live broadcasts to create a one-stop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izing platform to share happy times with pets, pet-related 
products, and health knowledge about pets.
 The customer groups we aim to present our services to are all pet lovers, protectors, and 
disseminators of pet knowledge. 
What we aspire to do is to help our users to form friendships with other pet lovers. 
To achieve this, our solution is to create a multi-functional pet-centric social software with 
functions such as live broadcasting, chatting, making friends, shopping, etc., to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enrich life, record good times, and 
enjoy the happiness brought by pets! 

HALL 14 - 14R85
苏州晨事达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776017917
E-mail / 邮箱：ethan@cstarpet.com

为国内生产厂家以及国外专业客户之间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进而实现产品利润的最
大化，产品开发的快速化，产品生产的规模化，并且取得在国内的代理权，可以在内销市场
上进行独家代理销售。

"Customer is God", in today's customer-oriented market, customer satisfaction is theGat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ach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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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R88
它居居
TAJUJU
Tel / 电话：16607777797
E-mail / 邮箱：email@darrinwong.com
Website / 网站：www.tajuju.com

专注为精致养宠家庭实现人宠友爱共居的美好空间

Founder of 'DesignForPet' Initiative

HALL 14 - 14R91
上海启恒织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QIHENG WEAVES COMPANY
Add /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康发路 201 号 6 幢
No.201Kang Fa Road,TingLin Town,Jinshan
Tel / 电话：021-57380857
E-mail / 邮箱：heqingmei@qihengweaves.com
Website / 网站：http://www.qihengweaves.com

启恒编织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世界一流的窄织布和缝纫产品的企业。我们位
于上海，交通便利。经过 10 年的发展，我公司现在有三个生产基地，分别设在浙江省上海市
和湖南省。拥有织造、染色、印刷、缝纫、装配等先进的加工设备，拥有织造机、提花织机、
染色机等完整的产业链。 我们的产品包括各种织带，如防红外织带、再生织带、提花织带、
多功能织带，可用于军队、服装、包、套装、户外运动配件、运动设施等。缝纫产品是宠物
产品和皮带产品。致力于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周到的客户服务，我们经验丰富的员工随时可以
讨论您的咨询。此外，我们正在努力开发满足不同需求的新产品。

Qiheng Weaves Company established in 2010,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to produce 
world class quality narrow woven fabrics and sewing products. We are located in Shanghai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After 10 years development, Our company now have 
three production bases, which are in Shangha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nd Hunan province 
respectively. There i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from weaving, dyeing, printing, finishing, 
sewing and assembly with advanced processing equipments, like warping machine, 
weaving machine, jacquard looms, dyeing machine, etc.
Our products include all kinds of webbing, such as camouflage webbing, recycled webbing, 
IRR webbing, jacquard webbing, multi-function webbing.

HALL 14 - 14R93
石家庄柯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8633018210
E-mail / 邮箱：295854459@qq.com

石家庄柯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宠物沐浴露，除臭消毒液，洁足泡沫，洁齿水，洗耳水，
自由工厂，正规消字号，提供 OEM 和 ODM 代加工服务。

Shijiazhuang Kemeng Biotechnology Co., Ltd. produces and sells pet shower gel, 
deodorizing disinfectant, foot cleaning foam, tooth cleaning water, ear washing water, free 
factory, regular font name cancellation, and provides OEM and ODM process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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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R95
桐乡市布新纺织有限公司
BUXIN TEXTILE COMPANY
Tel / 电话：15988328252
E-mail / 邮箱：964593098@qq.com

本公司专业生产，研发宠物沙发，窝垫类产品面料的生产厂家，公司强大的开发能力，管理
体系，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解决您生产过程的后顾之忧，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四类：一，
功能性面料（防水，防污，阻燃） 二，仿麻系列    三针织系列   四 绗绣，超声波系列

HALL 14 - 14R97
博宠网络科技 ( 厦门 ) 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7350003780
E-mail / 邮箱：junweinickcai@163.com

博宠网络科技是一家创立于厦门的新兴企业，旗下推出的宠物生活方式品牌 Paw Lab 爪来吧，
坚持从“宠”出发。目前产品有训宠APP Paw Lab、宠物鲜肉冻干零食、猫砂、宠物出行装备等。
我们希望，所有人和宠物都能快乐相处，所有人和宠物都能因为我们的产品和我们正在做的
事情而获得更好的生活。

HALL 14 - 14R98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良哲日用品厂
Tel / 电话：13007170111
E-mail / 邮箱：1139976267@qq.com

HALL 14 - 14S01
深圳益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ICLE HOUSEHOLD ARTICLES LIMITED
Add /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彩田路 3069 号星河世
纪 A 栋 1011F2
#2F1011 A buliding xinghe Century 3069# Caitian Road Gangxia 
Community Futian Street Caiti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Tel / 电话：13622382466
E-mail / 邮箱：markerting@iclehousehold.com
Website / 网站：https://iclehousehold.en.alibaba.com/ spm=a2700.
galleryofferlist.0.0.69fe6f24BWXTpj

深圳益蔻家居制品有限公司设计，生产，销售瓦楞纸猫抓板、瓦楞纸猫玩具、瓦楞纸猫爬架 .展
示架等猫用品。公司为台资公司，我们注重品质，价格，设计以及货期，并获得多项专利技
术授权以及国内外优质客户的赞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
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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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icle Household Articles Co.,Ltd, Located in shenzhen City,near Shenzhen/
guangzhou/Hongkong Port,we are the professional factory for paper scratcher 
design,produicng and selling
We have more than 100 different items and won the Patent certificate.we offer our best 
price ,quality and lead time
Welcome Inquiry

HALL 14 - 14S03
上海污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Add /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 2218 号西楼 2703
Tel / 电话：15921078740
E-mail / 邮箱：minjing.fu@easytools.com.cn
Website / 网站：http://www.bug-out.com.cn/

上海污师环保科技是上海风语日化旗下子公司，风语日化专注于宠物日化领域的集成生产商，
拥有十三年日化领域的研发生产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包装、产品研发到生产制造一
体化解决方案，独创的柔性模块化生产系统能够灵活的承接各种批量产品生产，支持小批量
定制生产，满足初创企业和新品上市测款的需求。多年来，我们不断整合全球创新原料资源，
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在驱蚊、除虫、消杀、除臭、清洁等领域积累了上百款专有配方。
原料赋能——天然安全、独家渠道
高效除臭、天然抑菌、驱虫、袪渍
关爱宠物从产品安全开始，来自天然的植物原料，实现了安全与功效的完美结合，日本独家
天然原料渠道来源，让您从源头把握先机。

HALL 14 - 14S05
泉州市艾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489293766
E-mail / 邮箱：1918468661@qq.com

1、公司是一家经营多年的宠物生产企业
2、公司也是国内宠物市场第一家主推广公司品牌的企业
3、公司的品项齐全，全面考虑宠它的生活和家居
4、连锁、代理一站式采购提供便利，送货上门
5、有专业的售后服务直接对接门店到客户
6、定期的市场人员做好全面宠它需求的策划和供求
7、提供便利让所有渠道减少库存压力一切为宠它提供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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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06
湖北孩提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HUBEI HAITILE CHILDRENS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湖北省汉川市庙头镇马庙工业园团结路特 1 号
NO. 1, TUANJIE ROAD, MAMIAO INDUSTRIAL PARK, MIAOTOU 
TOWN,HANCHUAN CITY, HUBEI, CHINA
Tel / 电话：13307120411
E-mail / 邮箱：haitile@baby-haitile.com

湖北孩提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宠物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毗邻
湖北武汉市，距汉川火车站仅 6 公里，交通便利。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推出宠物推车、宠物窝、
宠物床、宠物爬梯、宠物提篮等多个系列产品，产品远销欧盟、北美、东南亚、台湾、韩国
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欢迎各位新老客户前来考察与洽谈

Hubei Kidule Children's Products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et products. The company is adjacent to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only 6 kilometers away from hanchuan Railway station,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launched a pet cart, pet nest, pet 
bed, pet climbing ladder, pet basket and other series of product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the European Union,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Taiw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more 
than 1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lcome new and old customers to visit and negotiate

HALL 14 - 14S08
它说宠物用品厂
IT SAID PET SUPPLY FACTORY
Add / 地址：中国江苏南通市海门区天补工业园
Tel / 电话：17327028250
E-mail / 邮箱：26449612@qq.com

专业生产宠物窝垫，包等用品，提供各种定制加工，贴牌，支持电商，一件代发。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pet supplies, mats, nests.

HALL 14 - 14S09
湖北婴贝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UBEI YINGBEILE ELECTRONIC COMMERCE CO.LTD
Tel / 电话：18986197591
E-mail / 邮箱：3119705288@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jiaobei.en.alibaba.com

湖北婴贝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制造商，专业生产高
品质的宠物车，外贸客户遍布日韩、美、欧等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
    立足创新 , 专注质量 , 诚信服务 , 真诚合作 , 共同发展是婴贝乐始终如一的追求 , 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产品是婴贝乐永恒的方针 , 我们将不断超越自我 , 一如既往地为客户创造价值 , 提供
更优质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

Hubei Yingbeile Ecommerce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integrating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pet cars. Its foreign 
trade customers are all over Japan,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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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innovation, focusing on quality, honest service, sincere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are the consistent pursuit of YBL.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is the eternal policy of YBL. We will continue to surpass ourselves, create value 
for customers as always, and provide better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services!

HALL 14 - 14S11
佛山市爱立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
FOSHAN AILIHUA SANITARY WARE CO. LTD
Add /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三乐路劳村路段康德楼 1 号楼
Kangde Building,Sanle Road,Lecong 
Town,Shunde,Foshan,Guangdong, China.
Tel / 电话：13929923797
E-mail / 邮箱：ken@gemy.cn
Website / 网站：www.gemy.cn

佛山市爱立华卫浴洁具有限公司，始建于1990年，销售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遍布欧洲、美洲、
中东、东南亚等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旗下拥有 Gemy，KBATH,CIAOBATH,IPET 等众多品牌，产品线包括成人浴缸，老人浴缸，
婴儿浴缸，对折缸，户外大池，宠物浴缸，养生美容产品等。
公司拥有 ISO9000：2015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获得了CE、RoHS，CUPC，SASO等认证。

HALL 14 - 14S21
巨鹿县兴宁宠物用品厂
JULU XINGNING PET PRODUCTS FACTORY
Add /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官亭镇张起营村兴宁宠物用品厂
Xingning Pet Products Factory, Zhangqiying Village, Guanting 
Town, Julu County, Xingtai City, Hebei Province
Tel / 电话：13031917188
E-mail / 邮箱：116698666@qq.com
Website / 网站：https://shop1467221232152.1688.com/

巨鹿县兴宁宠物用品厂成立于 2012 年，位于素称“五朝古都、十朝雄郡”的邢台，公司定位
于宠物用品批发采购平台，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
现有销售团队 20 余人，工人 60 余人，拥有现代化仓储面积 3000 ㎡，800 余中产品，1000
万现货，在行业内有着良好的口碑和信誉。
公司主营宠物牵引绳、宠物项圈、宠物日用品、宠物玩具、宠物衣服、宠物训练用品等。通
过网络营销及线下铺货的方式向全国实体宠物店、宠物网店、批发商、外贸公司提供优质的
产品及专业的售后服务。

Julu County Xingning Pet Supplies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2012 and is located in 
Xingtai, which is known as the "Ancient Capital of Five Dynasties and Xiong County of Ten 
Dynasties". The company is positioned as a wholesale and purchasing platform for pet 
supplies and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 After 
several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re are more than 20 sales teams and more than 60 
workers. It has a modern storage area of 3,000 square meters, more than 800 products, 
and 10 million in stock. It has a good reputation and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The company's main products include pet leashes, pet collars, pet daily necessities, pet 
toys, pet clothes, pet training suppl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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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23
佛山市贝宠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03098025
E-mail / 邮箱：chenchuan01@hotmail.com

我司专业设计生产 OEM 宠物服装。欢迎各大品牌商，外贸公司，电商客户前来咨询洽谈。

HALL 14 - 14S25
宁波杰出新材料有限公司
NINGBO OUTSTANDING NEW MATERIAL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纬三路 79 号
79# WEISAN ROAD, XIAOGANG, BEILUN DISTRICT,NINGBO 
CITY,ZHEJIANG PROVINCE,CHINA.
Tel / 电话：18312992671
E-mail / 邮箱：2424375709@qq.com
Website / 网站：www.jiechuxcl.com

宁波杰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 2004 年的宁波华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喷丝项目
部。 公司在 2009 年引进了 3 条空气丝生产线，是国内最早生产空气丝（通用名空气纤维）
的企业。2015 年，公司与美国陶氏化学建立了“床垫芯材实验室”，在稳定工艺、提升质量、
降低成本等多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公司拥有“网状立体成型”、“有氧空气去离子水冷定型”
等多项发明和实用专利。公司先后开发成功了 EVA、POE、PE、TPU、TPEE 等多种高分子材
料的成型工艺，为家纺家具、医疗床垫、母婴床垫、户外家具、汽车、宠物、养老等行业提
供了空气丝的创新芯材。

HALL 14 - 14S26
河北傅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EBEI FUCHEN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王庄子镇靳家堡村
Wang Zhuang Zi Zhen Jin Jia Bao Cun,Bazhou City,Langfang 
City,Hebei Province
Tel / 电话：18232656777
E-mail / 邮箱：439745804@qq.com

河北傅辰宠物用品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用品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厂家。
我们的产品主要包括鸽具、宠物航空箱、宠物食盆、猫砂盆、小狗厕所、围栏、饮水器等。
我厂热枕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洽谈业务。一流的品质，满意的价格及优质的服务是我厂的宗旨，
我们愿与各位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创宠物用品行业的辉煌 ! 我们立志于宠物用品的开发与
生产，工厂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
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广大客户惠顾 !

Hebei Fuchen Pet Products Co., Ltd.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pet products design,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Our products mainly include pigeons, pet air boxes, pet food 
basins, cat litter basins, dog toilets, fences, water dispensers, etc. Our factory welcomes 
customers to negotiate business. The tenet of our factory is first-class quality, satisfactory 
price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We are willing to create the brilliance of pet products 
industry with you on the basis of mutual benefit!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et products. The factory adheres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customer first, forge ahead" and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customer first" to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high-quality services. Welcome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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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27
深圳市唐朗迅菲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TSZO TECHNOLOGY CO., LTD.
Add /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别墅路 3 号松白工业区 3A7F
7F, 3A Building Songbai Industry Estate, No 3 Bieshu Road, 
Gongming street, Guangming Dist, Shenzhen, China
Tel / 电话：13332990956
E-mail / 邮箱：whomma@126.com
Website / 网站：www.mtszo.com

唐朗迅菲科技有限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的公司，前身为一家专注于医疗
器械产品解决方案提供的公司，经过多年的沉淀现己逐步专注于自有品牌的打造，目前已有
多款首创宠物行业的独特产品，如自动伸缩牵引绳及防爆冲缓冲器等，并获得多项发明专利等。 
在广交会 CIPS 展、上海亚宠展广受参展专业观众、跨境电商及国内宠商的认可，并有同行的
多家公司表达愿将与唐朗迅菲进行深度的合作！相信在公司强大的研发团队和供应链，以及
完善的智造体系的支持下，定不负所托，以行动践行企业的使命，为中国宠物行业走向国际
迈出坚实的步伐！

Shenzhen MTSZO Technology Co., LTD., integrating R&D, manufacturing, sales as one of 
the high-tech company, formerly known as a focus on medical equipment product solutions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after years of precipitation has gradually focused on their own 
brands, there are many unique pet industry products, such as automatic retractable leash, 
explosion-proof buffer, and other high-end products. We have a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s to support it. In the Canton Fair CIPS Exhibition, Shanghai Asia Pet Exhibition was 
widely recognized by professional visitors,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domestic pet 
dealers, and a number of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carry out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us. 

HALL 14 - 14S28
东阳市协力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25962650
E-mail / 邮箱：1317323566@qq.com

本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现员工 46 人 厂房面积 2000 平米  致力于中高端宠物胸背 系列 创新 研
发 制造  以及代加工 贴牌 或 OME 希望和各大经销商 外贸公司 携手合作  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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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29
湖南你好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HUNAN NIHAOMENG PET PRODUCTS CO., LTD
Add /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代装备产业园 6 栋 3 楼
Floor 3, building 6, modern equipment Industrial Park, Yueya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Hunan Province
Tel / 电话：07308888519
E-mail / 邮箱：1713947267@qq.com
Website / 网站：www.gailc.cn

湖南你好萌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
专研益生菌微生态，聚焦于通过精准科学的，且环境领域改善方式；解决宠物环境引发的问题。
运用靶向技术、缓释技术、渗透技术、微生物发酵技术等，基于多组学的益生菌研究、皮肤
微生态与肠胃微生态的相关性研究，守护宠物肌肤屏障，维持皮肤益生平衡，建立由内而外
的健康状态。你好萌科研为本；以加里卡实验室 Bruce Hammock 为技术依托。与此同时，
你好萌还与来自全球国际顶尖的专业研发机构开展科研合作。
你好萌打造了一个多维立体Lab to Consumer（从实验室到消费者）研发产品力持续创新模型。
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系统管理，实现全维度产品质量保证。

HALL 14 - 14S51
宁城县遵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Add / 地址：内蒙古   宁城县  忙农镇  小马架村
Tel / 电话：15848987789
E-mail / 邮箱：648594423@qq.com

宁城县遵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地处天然膨润土之乡赤峰市宁城县忙农镇望宝山下，自有主体
矿山 4 座，储量在 15 亿吨 , 属民营企业。2003 年成立，公司占地 33.33 公顷，总资产 1 亿元，
有员工 500 人，主要生产销售膨润土系列产品。生产的各项产品均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产品出口 30 余个国家地区 , 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赞誉和认可。
公司年生产能力 50 万吨，其中宠物专用品猫砂 20 万吨。生产加工设备雷蒙机 30 台，猫砂生
产线 5 条，烘干生产线 5 套，加工车间 10 个，除尘设备 20 套。

Ningcheng Zunlian Chemical Co., Ltd., located at the foot of Wangbao Mountain, Mangnong 
Town, Ningcheng County, Chifeng City,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and has 4 main mines 
with reserves of 1.5 billion tons. Founded in 2003,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33.33 
hectares, has the total assets of RMB 100 million and 500 employees,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bentonite series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testing technology, advanced laboratory instruments, and excellent production process, 
and all products have passed the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t is 
a company worthy of buyers' trust. The sales network of the company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have been 
praised and r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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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52
上海坤晟贸易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501656137
E-mail / 邮箱：joan.lu@kunchen.sh.cn

上海坤晟贸易有限公司是专业的进口化工产品代理公司，日本和欧洲知名原材料制造商的指
定代理商。 
代理日本 Rilis 科学工业的柿单宁消臭剂（除味剂、祛味剂、除臭剂）。这是从柿子的果实中
抽取出柿单宁作为原材料，而开发出天然的消臭剂「PANCIL 」「柿渋 」。柿单宁含有大量
的被统称为多酚的复合化合物。多酚的分子内有大量的氢氧基，因此有抗氧化力 ( 还原力 )，
并因此能够发挥消臭的效果。可以消除这些臭味：氨（尿味等），三甲胺（海鲜味等），醋
酸（汗臭等），异缬草酸（脚臭等），硫化氢（蛋白质等），壬烯醛（老龄味等），乙醛（烟
味等），甲醛（胶）, 等等。
电话：021-59142548
传真：021-591424

HALL 14 - 14S53
无锡天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WUXI TIANLONG PET PRODUCTS CO.,LTD
Add /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西山经济开发区春雷路 11 号
NO 11 CHUNLEI ROAD ,XISHA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WUXI CITY ,JAINGSU ,CHIAN
Tel / 电话：86-510-88318318
E-mail / 邮箱：dogsky@dogsky2006.com
Website / 网站：www.dogsky2006.com

无锡天龙是主营各类宠物服装和用品的生产贸易型企业，创办于 1990元，距沪宁高速公路“无
锡东”道口仅 3公里，交通及其便利。工厂总面积 11000平方米。拥有专业设计团队和样品厅，
具备年生产 3650000 件的生产能力，产品畅销日本、欧美、澳洲等国家。祝每一位有缘于合
作的毛衣伙伴都有友谊和盈利的双重收获。

Wuxi Tianlong Pet Products Co.,Ltd is specially and producting pet apparel and daily use 
Products,established in 1990,"Wuxi east to Hu-Ning highway crossing only 3 kilometers,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Factory workshop total area of 11000 square meters.Annual 
output is 3650000pcs,Our products are received Japan,Australia ,USA ,Europea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 wish every one have the sweater because of cooperation partners have double harvest of 
friendship and ear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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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55
乐思达（杭州）服饰有限公司
LOOSTAR(HANGZHOU)FASHION ACCESSORIES CO.,LTD
Add /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创智绿谷 8 幢 908
Room 907-908, Building 8, Green Valley Innovation Center, Hongpu 
Street 788, Jianggan District,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Tel / 电话：13588751642
E-mail / 邮箱：caroline@loostar.com

乐思达（杭州）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设计销售外贸宠物用品的贸易公司，旨在于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采购需求，主营品类有宠物出行包，窝垫，项圈牵引和玩具；衣服，狗碗，猫爬架，
美容产品也有涉及。公司下设四个部门，拥有员工 50 人，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为企业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至今，乐腾的业务覆盖 20 多个国家，40 多个品牌。
乐腾人注重自主创新，提升公司竞争力，下设开发部门，拥有全球设计师，分别驻扎于杭州，
温州和西班牙，国内外设计趋势的精准把握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全球买样，每年多次国外会议，
一切旨在为客户提供最专业、最细节的服务。 
公司宗旨：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Loostar(hangzhou) Fashion Accessories Company is a foreign trading company specializes 
in pet products,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one-stop procurement needs. Our main 
categories are pet carriers, beds, collars and leashes as well as toys. In addition, we can 
also produce pet clothes, bowls, beauty products and cat scratching trees. So far, our 
business covers more than 20 countries, more than 40 pet brands.
We, Loostar employe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hich greatly 
enhances our competitiveness. Furthermore, the precise grasp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esign trends made by our global designers, who respectively base in Hangzhou, Wenzhou, 
Spain, UK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winning the trust of customers.
Company mission: Made in China makes the world better.

HALL 14 - 14S56
山东哈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 HABE PET SUPPLIES CO. LTD
Add / 地址：山东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小井村 18 号
No.18 xiaojing village, shanggao street, taishan district, Tai’an City, 
shandong
Tel / 电话：13153880177
E-mail / 邮箱：5386211@qq.com
Website / 网站：habepet.1688.com

专业跨境供应商，为各类跨境电商，外贸公司，提供各类宠物箱包、牵引绳、宠物服装、车
载包、宠物拉杆箱、宠物窝垫等。提供设计开发，打样，提供产品代加工；独立进出口业务。
相比同行价格最低，质量最优！欢迎新老朋友洽谈指导。

Professional cross-border suppliers, for all kind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foreign 
trade companies, provide all kinds of pet bags, traction rope, pet clothing, car bags, 
pet trolley case, pet nest mat, etc. Provid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ofing, product 
processing; independent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Compared with peers, the lowest 
price, the best quality! Welcome new and old friends to discuss and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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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57
宁都菌密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684806711
E-mail / 邮箱：xinnao@qq.com

菌密码生物是国内首家生产宠物生物垫料的厂家，旗下品牌拥有：菌密码、莫拉提、小宠阿姨、
米拉莫、洁娃娃。我们正努力构建一个更加环保、健康、高效的宠物窝垫系统，促进人与宠
物的健康和谐！

HALL 14 - 14S59
东莞市伟辉实业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913499049
E-mail / 邮箱：2446564380@qq.com

东莞市伟辉实业有限公司是成立于 2018 年的一家专注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毛
绒玩具公司。坐落于东莞茶山镇，设计团队拥有十多年宠物玩具设计经验，拥有自己的生产
加工厂，产品畅销于欧美市场，获得一致好评！

HALL 14 - 14S91
宁波市园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257853770
E-mail / 邮箱：situyou123@qq.com

宁波市园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现有员工 100 余人，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
位于宁波奉化市西坞工业园区，毗邻宁波港口和机场，便利的交通保证货物快捷顺畅出口。 
依托工厂优势，公司从产品设计、开发到生产形成一条龙服务。是宠物玩具、宠物发声玩具、
啃咬玩具、车缝布艺类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的综合型玩
具企业，拥有一支强大、专业、高素质研发、生产团队，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
务洽谈

HALL 14 - 14S92
潮州市川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CHAOZHOU CHUANBI PET SUPPLIES CO., LTD
Tel / 电话：15322717768
E-mail / 邮箱：3024428348@qq.com

川比是一家专业生产宠物用品的工厂，生产加工各类宠物食具、宠物喂水器、宠物清洁用品、
宠物内胆、宠物拉伸冲压配件定制异形件等产品。
20 年的宠物用品生产加工经验，10 年的不锈钢宠物用品配套加工经验，专业承接企业定制加
工宠物用品配套内胆，一直以来我们对产品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对生产效率的争分夺秒，对
产品专业素养的坚守，让我们稳定且快速成长，脚踏实地做每一件小事，做最受客户信任的
生产厂家。客户对我们无条件信赖，更让我们加倍高要求律己，高标准、高规格完成每一笔订单，
致力做到“零误期”。“零投诉”。 年轻而潜力无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我们，期待与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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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4 - 14S93
河北沐晟皮具集团有限公司
HEBEI MUSHENG LEATHER GROUP CO., LTD
Add / 地址：河北保定
Baoding,Hebei,China
Tel / 电话：15100269326
E-mail / 邮箱：1045996982@qq.com

河北沐晟集团是一家以箱包生产制造为主、跨行业经营的综合型企业集团。集团涉及箱包制造、
出口贸易、餐饮娱乐、房产销售、通讯器材、农业科技等诸多领域。

Hebei Musheng Group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group mainly engaged in 
luggage manufacturing and cross-industry operation.The group is involved in luggage 
manufacturing, export trade, catering and entertainment, real estate sales,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many other fields.

HALL 14 - 14S95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107708107
E-mail / 邮箱：sales_kj@unitree.com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Unitree Robotics）专注于消费级、行业级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是世界机器人圈知名初创公司。作为国内四足机器人厂商中第一也是唯一通过
欧洲 CE，北美 FCC，日本 PSE 等质量强制认证的公司，宇树科技在运动控制、计算机视觉、
深度强化学习等领域持续保持领先。我们开了在全球公开零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的先例，并
且销量领先，相继受到英国 BBC、央视新闻联播等采访报道。

Unitree Robotics is a well-known start-up company in the world of robotics tha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onsumer-level and industry-level high-
performance quadruped robots. We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Unitree Robotics is a well-known start-up company in the world of robotics 
tha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onsumer-level and industry-
level high-performance quadruped robots. We have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the 2021 Year of the Ox, and also have been interviewed and 
reported by the British BBC and CCTV News Network. Unitree Robotics is the world's first 
company to publicly retail high-performance quadruped robots and leads global sales.

HALL 14 - 14S96
福清市美宠汇宠物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FINE PET CO., LTD
Tel / 电话：13489933848
E-mail / 邮箱：finecrafts@china-finepet.com
Website / 网站：https://finecrafts.1688.com/

菲恩进出口旗下的子公司 - 美宠汇从诞生之日起，一个信念，手工做好每一把梳子。在台湾
材料和技术的加持下，受到海外国际大牌青睐。与海外大牌合作。十余载沉淀，华丽转身，
打造自主品牌。并通过搭档美国知名公司PAW ,使品牌国际化。自主品牌已经售往美国，德国，
丹麦，新西兰，西班牙，韩国，日本等海外国家。给宠物带来美好的体验是美宠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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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PET has made every comb in high quality  by hand with a belief since its birth. With 
the blessing of Taiwan's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it is favored by overseas international 
brands. Cooperate with overseas famous brands.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sedimentation, we have turned around and created our own brand. And partner with paw, 
a famous American company,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brand. Our  brands have been sold to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Denmark, New Zealand, Spain, South Korea, Japan and other 
overseas countries. Bringing a good experience to pets and owners  is the pursuit of fine 
pet !

HALL 14 - 14S97
烟台艾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5666452898
E-mail / 邮箱：1048563443@qq.com

烟台艾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专业生产销售高端植物猫砂的厂家。公司位于
美丽的山东半岛——烟台龙口，引用先进生产技术及设备，配套合理完善。公司旗下品牌幸
运喵系列猫砂采用食品级原料，具有安全可靠绿色环保可降解等优点，深受国内外客户的认可。
凭借高质量的产品，优质的服务，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HALL 14 - 14S98
江苏煜烁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Tel / 电话：13812388653
E-mail / 邮箱：381160455@qq.com

网球，宠物网球

Tennis ba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