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2017 年 4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这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

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 100 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

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 2000 平方公里。雄安新区定位二类大城市 。设立雄安新区，

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建设标杆工程，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

由河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河北桓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石家庄

勇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金建经济技术服务公司主承办，河北省林业产业协会、河北省石雕

协会、河北省地坪行业协会、河北省绿色建材装备协会、河北省粘接与涂料协会、中国建筑材料

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政府采购与服务分会、全联房地产商会城

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中国城市发展联盟智慧城市发展中心、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创新

与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北京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北京江西建筑商会、北京建筑五金门窗幕墙行

业协会、子悦国际品牌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天津市制冷设备行业协会、福建省石材行业协会、

龙岩市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协会、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8848 城市经济研究院、整装

联盟 ( 广州 )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IID 设计师材料网等相关机构及数十家主流媒体支持的“2018

中国雄安城市建设与美好人居博览会暨雄安绿色建筑建材博览会 2018 年 11 月 6-8 日在雄安容城

体育馆隆重举行。

本届展会邀请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知名建筑建材与园林企业 : 雷士光电、晨阳水漆、雨昕

太阳能、汉能、环球、河北建工、曲阳石雕等 150 多家展商携近千种新品亮相展示。

展会期间 , 由中国建筑材料品牌网、中国建筑业企业合作平台等单位还将举行中国建设行业

（雄安新区）产业合作峰会；中国建筑材料品牌节；中国建筑材料“金材奖”颁奖盛典；海绵城

市建设与管理论坛；建筑材料品牌产品推介会；河北省林业产业发展论坛等活动同期举办。届时，

全国各地设计、开发、施工、装饰、建材等专业领域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行业发展，

推动合作共赢，齐力为新区建设和产业进步贡献力量。

据专家预测，未来雄安新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将高达 80%~90%，市场规模达万亿。

雄安新区建设，建筑建材先行，助力雄安新区建设，打造智能、绿色、创新的现代化之城做好配

套服务，是广大建筑建材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伟大时代向我们发出了召唤，让我们携手并肩，通力合作，把握市场先机，同享机遇，共赢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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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信息

主办单位：                           

河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特邀单位：

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

承办单位：

河北桓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石家庄勇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金建经济技术服务公司

展览时间

2018 年 11 月 6 日  9：30-17：00

2018 年 11 月 7 日  9：00-17：00

2018 年 11 月 8 日  9：00-14:00

展览地址：

雄安容城体育馆（容城县容仁路路北，白洋淀大道西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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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流程
主持人：介绍领导、嘉宾和来宾

一、主办单位代表致辞：河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刘菊娣副会长

二、协办单位代表致辞：河北省林业产业协会    袁志勇会长

三、施工单位代表讲话：河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雄安分会主任   王朝阳

四、中国建筑材料品牌节主办单位致辞：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创新与绿色发展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孙旭

五、参展商代表讲话：雷士（北京）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传炎

六、有关领导和参展商代表共同启动开幕式

七、参观展览和莅临展会期间会议

出席开幕式并邀请上主席台的领导与嘉宾
河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杜庆雨会长

河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刘菊娣副会长

河北建筑装饰业协会雄安分会主任                       王朝阳

河北省林业产业协会                                     袁志勇会长

原河北省林业厅                                         李桂征副巡视员

原河北省林业厅产业处                                   赵英臣处长

原河北省林业厅技术推广总站                            朱泽琳站长

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                                  张仲玲副会长

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                                陈晓清秘书长

中国可持续发展发展研究会创新与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   孙旭副秘书长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政府采购与服务分会              李鹏秘书长

中国联合会采购促进会政府采购与服务分会              王超副秘书长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              贾敏秘书长

全联房地产商会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            夏子青秘书长

北京市建筑工程物资协会建筑石材分会                   范寅秘书长

秦皇岛市建筑业联合会                                   杜志刚会长

河北省建筑装饰业协会                                   彭建超副会长酒店委主任

雷士（北京）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吴传炎董事长

河北省石雕协会                                         甄丛达会长

曲阳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同保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刘红立

河北桓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勇伟总经理

中国建设行业（雄安新区）产业合作峰会暨
品牌节产品推介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4:00

会议地点：雄安容城体育馆

14:00-14:05    主持人介绍与会领导及嘉宾

14:05-14:10   主办单位致辞：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创新与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孙旭

14:10-14:40    主题分享：《全国房地产市场走势及品质提升方向》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会长  童悦仲

14:40-15:00    主题分享：《迎接挑战，共建宜居雄安》

河北建设集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薛军强

15:00-15:15    主题分享：《智慧照明与智慧城市》

雷士（北京）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传炎

15:15-15:35    主题分享：《政府采购现状分析与企业如何开拓政府采购市场》

中国联合国采购促进会政府采购与服务分会秘书长、中国政府采购网总编 李鹏

15:35-15:50    中国建筑材料金材奖及政府采购推荐企业授牌仪式

15:50-16:00    大会推介品牌企业演讲：《君诚管道与您携手共建雄安之城》

天津君诚管道实业集团雄安办事处主任 闫景昕

16:00-16:10    《雄安新区主体科技 + 环保》

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  师秀斌

16:10-16:20    《新市场下环保板材的发展与应用》

杭州大王椰智环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16:20-16:30    《打造绿色空间，开启绿色生活》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信息策划部部长  张鹏

16:30-16:40    《SF 防水保温一体化系列产品》

北京克帮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侯淑芳

16:40-16:50    《石材矿山绿色发展与循环利用》

易县昆龙花岗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瞿连军

16:50-17:00    《老字号金星铜世界的发展历程》

杭州金星铜世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姜晓慧

18:00-20:00    产业合作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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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林业产业协会第二届换届大会
暨林业产业发展论坛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4:00-18：00

会议地点：雄安新区锦泰温泉度假酒店 3 楼会议室

    

14:00—14:05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14:05—14:15  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14:15—14:25  章程修改及新的会费标准与管理办法说明

14:25—14:55  选举产生第二届协会（理事会）领导

14:55—15:05  第二届协会会长讲话

15:05—15:15  河北省空调与制冷行业协会马誉国秘书长讲话

15:15—15:25  成立河北省林业产业协会果品分会及授牌仪式

15:25—15:35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领导讲话

15:35—15:55  国家林业局计财司孙建司长致辞

15:55—16:05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石峰秘书长讲话

16:05—16:15  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工业一所

              张忠涛所长讲话

16:15—16:25  中国林科院木材功能研究所吕斌副所长讲话

16:25—16:35  唐山市曹妃甸区装备制造园区木材产业服务

              中心招商推介

16:35—16:45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果桑产业处刘洵处长讲话 

16:45—16:55 河北农业大学旅游与园林学院黄大庄院长讲话

16:55—17:05  河北林投董事长郭书彬讲话

17:05—17:15  河北建投国富集团副总经理汤志江讲话

17:15—17:25  协会老领导讲话

17:25—17:35  会长总结发言

中国建设行业（雄安新区）产业合作峰会暨
品牌节产品推介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8 年 11 月 7 日上午 09:30-12：00

会议地点：雄安容城体育馆

09:30-09:35    主办单位致辞——主视觉

09:35-10:00    主题分享：《绿色建材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

中国建筑学会生态人居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关村人居环境工程与材料研究院副院长  王忠勇

10:00-10:20   主题分享：《雄安新区装配式建筑发展前景》

河北省建设机械协会会长、京津冀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合作联盟常务副主席  王斌

10:20-10:40    主题分享：《装配式高层建筑关键技术解决方案》

北新集团北京新型材料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事业部经理  段建华

10:40-10:50    大会推介品牌企业演讲：

《墙纸在装配式内装中的应用》

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监 李海涛

10:50-11:00    《绿色、环保、保健之历史名玉》

中投雄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艳强

11:00-11:10    《清洁能源如何助力新时代建设》

北京雨昕阳光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朱也莉

11:10-11:20    《用材料表现建筑的个性》

凯鑫园林雕塑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宝贵

11:20-11:30    《空间负氧离子对室内健康的新型革命型产品》

河北岩之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夏明银

11:30-11:40    《真岩石外墙石材迭代品》

河北大自然石材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陈朋娇

11:40-11:50    《凤凰彩砖 夜光建材产品分享 》

新沂市臻途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贺宗鲁

11:50-12:00    《打造绿色雄安 宣和钧釉先行》

西藏宣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旭阳

12:00-14:00    午餐、休息

14:00-16:30    下午参观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

备注：信息若有调整，以会议现场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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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16

雷士集团………………………………………………………………………………………

汉能控股集团 -北京汉能户用薄膜发电科技有限公司……………………………………

环球石材（东莞）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益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格林森绿色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

北京七特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美荷涂料有限公司………………………………………………………………………

北京克帮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福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投雄鹰置业有限公司………………………………………………………………………

大连恒宝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嘉兴合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建研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畅通管业有限公司……………………………………………………………………………

北京国建兴隆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努奥罗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皇宙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雨昕阳光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

杭州金星铜世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银合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通散热器有限公司…………………………………………………………………

上海天力实业集团……………………………………………………………………………

深圳市中科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澳创新木业有限公司…………………………………………………………………

西藏宣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岩之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荣成中磊石材有限公司………………………………………………………………………

易县昆龙黄岗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平县汇金网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丰铝型材有限公司……………………………………………………………

福州科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

嘉兴市华锜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信诚佳丽门窗机械有限公司……………………………………………………………

巨恒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懿家地板…………………………………………………………

宝丰大博瓷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装饰材料网…………………………………………………………………………

河北腾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家博圆家居有限公司……………………………………………………………………

河北君联仿真植物有限公司…………………………………………………………………

河北新乐市博大塑胶有限公司………………………………………………………………

山西伟策石材有限公司………………………………………………………………………

山东康兴石材有限公司………………………………………………………………………

河北百年巧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广胜佳建材有限公司……………………………………………………………………

济南恒力特新机械有限公司…………………………………………………………………

美丝华金属网有限公司………………………………………………………………………

广东中涂联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平敬思网业有限公司………………………………………………………………………

江苏中植生态农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圣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汇汉石材（天津）有限公司…………………………………………………………………

山东通达盛石材有限公司……………………………………………………………………

武汉欧科木业有限公司………………………………………………………………………

名爵盛世木器厂………………………………………………………………………………

中榀装配式房屋河北有限公司………………………………………………………………

新沂市彩砖商会………………………………………………………………………………

河北紫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圣优格家居……………………………………………………………………………………

DTC 东泰恒成全屋定制五金…………………………………………………………………

邢台弘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曲阳县石公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曲阳宏州雕塑园林有限公司…………………………………………………………………

曲阳县顺儒雕塑有限公司……………………………………………………………………

河北大自然石材有限公司……………………………………………………………………

曲阳县华育雕刻有限公司……………………………………………………………………

河北曲阳达隆雕刻艺术有限公司……………………………………………………………

曲阳县兴华石材雕刻有限公司………………………………………………………………

曲阳县鑫茂石雕有限公司……………………………………………………………………

曲阳县中尚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曲阳县杨刚雕塑有限公司……………………………………………………………………

甄彦苍雕塑集团………………………………………………………………………………

曲阳鑫茂石雕有限公司………………………………………………………………………

曲阳县艺达石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曲阳县辉煌雕塑有限公司……………………………………………………………

曲阳华宙雕刻有限公司………………………………………………………………………

曲阳环亚不锈钢雕塑有限公司………………………………………………………………

河北锦阔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曲阳县泽翰雕塑有限公司……………………………………………………………………

曲阳县盛谷园林雕塑有限公司………………………………………………………………

河北神釜雕塑品有限公司……………………………………………………………………

河北恒岳古建园林有限公司…………………………………………………………………

曲阳县福荣雕塑石材有限公司………………………………………………………………

山东沛霖植物造型有限公司…………………………………………………………………

易橱网商城正定总部…………………………………………………………………………

河北沧州安得美门业…………………………………………………………………………

扬州市锦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利尔隔断………………………………………………………………………………………

河北鑫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昊泽瑞鑫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利斯环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莱芜市阿波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宇翔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欧科木业有限公司………………………………………………………………………

河北三木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张博石业有限公司………………………………………………………………………

灵寿石材协会…………………………………………………………………………………

临朐县莹润园林艺术品厂……………………………………………………………………

吉林三路陶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乾磊集团有限公司……………………………………………………………………

邢台市恒博欣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河北文安志兴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华宸矿业………………………………………………………………………………

河北沧州尚彩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景轩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陕建矿业有限公司……………………………………………………………………

安徽威博新能源供暖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诚丰照明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嘉兴联赢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植润生态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宿迁宝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河北省定州友谊苗木花卉公司………………………………………………………………

河北恒昌泰铜雕有限公司……………………………………………………………………

河北华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兰陵清泉曼地亚红豆杉………………………………………………………………………

北京远洋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青岛吕明信生态园林科技……………………………………………………………………

河南省商水县向杰农业科技…………………………………………………………………

内蒙古晨春实业有限公司……………………………………………………………………

定州市润木苗木花卉有限公司………………………………………………………………

衡水益通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展位号 : 馆内 26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58 年，主要从事建设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工作，是集科研、技术服务与咨询、新材料研发等一体的综合性科研

单位。

冀研 GEC 供热系统是由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立项，由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组织完

成的一项供热领域的高新科技技术，2009 年和 2013 年通过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成专

家组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技术达到了国家先进水平。冀研 GEC 碳纤维供热系统还拥有十

项国家专利 .

网址：http://www.hebabr.com/

电话：0311-89919939 

传真：0311-89919933

雷士集团    展位号：馆内特 22

雷士集团创立于 1998 年底，在照明行业率先实行“品牌专卖”和“运营中心”模式，

领导了行业的品牌革命和渠道革命。2010 年 5 月，雷士集团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码（02222）经过近 20年的快速发展，雷士集团已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集团化领军企业。

雷士集团始终坚持产品研发的自主创新，在国内，拥有 4 大制造基地、２个国际标准化

研发中心和国家认可实验室、35 家运营中心、3000 余家品牌专卖店；在海外，建有产品开

发中心，并在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营机构，用户遍布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雷士坚持以改善提高人们的生活体验空间为企业使命，以创新性产品解决方案为切入点，

通过构建品牌、渠道、金融、供应链服务等多平台服务体系，以开放和驱动机制，引领行业

发展，为成为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智慧照明集成方案服务商而努力。攻占各大领域细分市

场，将企业的细分平台做大、做强，逐步形成雷士最丰富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

网址：http://nvc-lighting.com.cn/

电话：400-89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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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能控股集团 - 北京汉能户用薄膜发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23

汉能控股集团是全球化的清洁能源跨国公司，全球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导者，致力于“用

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员工目前已达 15000 人，在国内多个省份以及

美洲、欧洲与中东、亚太、非洲等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业务横跨水电、风电、薄膜太阳能发

电。目前，汉能水电项目权益总装机容量超过 6吉瓦， 风电总装机 131 兆瓦。

在薄膜太阳能发电领域，汉能在四川、广东、海南、浙江、山东、江苏等地投资建设薄

膜发电产业研发制造基地，总产能已达到 3吉瓦。汉能在全球进行电站资源开发，已与新疆、

内蒙古、宁夏、江苏、海南、山东、河北等省区以及欧洲多国签订了约 10 吉瓦的薄膜发电

电站建设协议，成为涵盖技术研发、高端装备制造、组件生产和电站建设等薄膜发电产业上、

中、下游全产业链整合的高科技清洁能源企业。

网址：http://www.hanergy.com/

电话：0311-83078000

邮箱：zhangjiahao@hannergy.com

环球石材（东莞）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 18

环球石材创立于 1986 年，已建设成为占地 120 万平方米、近 1500 名员工；下设东莞、

福建、天津三大加工基地和一大人造石生产基地。立足装饰石材工程市场，经营范围涵盖矿

山经营、石材加工、设计研发、幕墙安装等领域。已成为产品远销世界各地的知名石材企业！

环球石材，作为国际领先的装饰石材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立足中高端工程市场，具备

矿山自主运作和独立产品研发能力。公司拥有各类关键设备 500 多台 / 套，其中主要生产设

备均从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引进。可以满足各类石材产品的加工，现已形成配套齐全的

产品结构。

网址：http://www.umgg.biz/

电话：0769-85429837-3111

邮箱：hrm@umgg.com.cn

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37

北京特普丽装饰装帧材料有限公司始建于 1976 年，现已发展成集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大型墙纸生产企业，39年来一直推动中国墙纸行业发展，并不断向时装化、

科技化、环保化方向迈进，目前已成为行业先进的墙纸企业。

特普丽墙纸承载着特普丽人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和创新精神”，以创新开拓为己任；

以满足客户的根本需求为导向，为消费者呈现高品质、制作精良的墙纸产品。致力于带给用

户物超所值的产品与体验，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时尚墙纸品牌！

网址：http://www.topli.com.cn/

电话：400-0658868 

传真：010 － 69303539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特 28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专注于水漆的研发、生产与推广，是国家

财政支持的节能减排绿色产业示范单位，2018 年 1 月，晨阳水漆荣获“绿色工厂”荣誉，

成为河北唯一家获此荣誉的涂料企业，水漆绿色产业获国家认可。

公司建有水性涂料院士工作站、河北省企业技术中心及河北省水性涂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并与中科院工程研究所合作建立了水性涂装纳米材料实验室，是我国水漆行业标准牵头

制定者，国家 863 项目承担者。

公司规划产能 125 万吨，现年产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节能环保水漆 105 万吨。旗下产品

被广泛应用到建筑、装饰、家具、家装、家电、汽车、船舶、交通、轻工、电力等多个行业。

电话：400-1591-777

网址：http://www.cheny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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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益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馆内 07

上海益荣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作为 CYMAT 指定中国代理，在 CYMAT 技术和服务方面的广泛

支持下，致力于 ALUSION 品牌在中国建筑装饰市场的应用拓展，为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商们提

供全方位的高质量服务，除了对接国外工厂和国内大型项目外，为满足广大设计师和小型建

筑装饰项目的需求，特在无锡仓库备有一定量的现货库存，并提供专业下料、锯切及安装技

术支持。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只为了给设计师们锦上添花！

网址：http://www.goodmetals-al.com/

电话：0-86-18964509875

传真：021-68389255

湖北格林森绿色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20

湖北格林森绿色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成立于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自主研发“藻钙”绿色功能性生态材料系列产品，已获得国家专利 53 项，其他各类专利和

专有技术近百项，项目已成功实现“产业化”自我成果转化，拥有藻钙生态材料产业园和装

配式建筑材料两大生产基地，产能储备建设超过二十亿元规模，目前已量产绿色功能性工程

材料类、健康家用净化类及绿色装配式建筑材料类三大系列产品。并成功开发及运营“藻

钙云项目管理”、“格林森健康家用零售”、“格林森战略合作分销”三大互联网 + 产

业平台。同时与多位工程院院士正在建设中国“绿色环境材料院士工作站”，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成功登录“新三板”，成为中国“绿色功能性新材料”行业公众型公司。

网址：http://www.greensco.cn/

电话：400-027-0055

河北建设集团    展位号 A13           

河北建设集团的历史可追溯至五十年代，当时中央轻工业部东北工程公司及中央纺织工

业部华北纺织管理局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分别于1952 年及1953 年成立为中央国有企业，

从事工业及土木建筑（土建工程）及设备安装业务。我们于 1965 年 10 月更名为建工部八

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于 1980 年进一步更名为河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1997 年，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组及合并成立，2017 年更名为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3 亿元人民币。2017 年位居中国企业 500 强（366 位），中国承包商

80 强（20 位）。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资料，按 2016 年收益计算，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非

国有建筑承包公司和中国第二大非国有建筑承包公司。

集团依靠雄厚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和为业主的综合服务能力，在京、津、冀等全国境

内 31 个省、市、自治区承揽了大量的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坚持塑造建筑业国际品牌，已

于安哥拉、老挝、斐济及委内瑞拉参与多个项目。铸造时代精品，共计荣获 18 座鲁班奖，

先后荣获 " 河北省政府质量奖 ", 国家优质工程奖、钢结构金奖、安装之星奖、各类省优工

程等。先后荣获 " 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 全国用户满意企业 "、"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 全国工程建设管理先进单位 "、" 全国

工程建设品质管制优秀企业 "、"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先进集体 "等国家级荣誉称号。

 

北京七特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31

七特丽名字的由来：七特丽无缝壁布 2008 年研发成功后，总结了该产品的七大美丽的

特点，故公司起名为“七特丽”。并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功，公司名

为“北京七特丽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同时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商标为“七特丽”。

七特丽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七项国家专利，以及

几十项各种荣誉。七特丽无缝壁布产品在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

在国家机关及部队等多个重点工程被选用。先后出口韩国、越南、老挝、俄罗斯、美国等多

个国家，得到了各界的认可，对产品是一致好评。七特丽品牌被评为“中国无缝壁布创始品

牌”等多项荣誉。

网址：http://www.7teli.com/

电话：400-000-7998



2018 中国雄安城市建设与美好人居博览会 2018 中国雄安绿色建筑建材博览会

河北美荷涂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馆内 10

河北美荷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2011 年成功研发出荷仕达干粉涂料，2012

年 9 月，荷仕达干粉涂料在北京通过了“国家级新产品科技成果专家鉴定”，成为国内第一

个干粉涂料；第一个通过国家级新产品科技成果专家鉴定的涂料产品；第一个内外墙涂料实

现零 VOC、零甲醛、零重金属的涂料产品，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2014 年 10 月，荷仕达干

粉涂料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环保部、商务部、质检总局等四部委联合颁发的“国家

重点新产品”证书。2014 年 12 月，由河北美荷涂料有限公司负责起草的河北省《内外墙干

粉乳胶涂料地方标准》已获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通过，目前美荷公司正在起草制订《内外

墙干粉乳胶涂料国家标准》。2016 年 11 月，河北美荷涂料有限公司荣获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河北省财务厅、河北省国家税务局、河北省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网址：http://www.meihegroup.com/

电话：400-603-1288

北京克帮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馆内 21

北京克帮工程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一家集研制开发、产品制造、技术服务、营销推

广和工程施工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具有北京市建委颁发的施工资质证书。系北京质量检验

认证协会建设工程分公会员单位、中国城建科技促进防水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公司拥有众

多的高级科研人才，先后研制开发了 SF 系列产品。克帮防水材料厂是国内独家生产 SF 系

列防水保温隔热材料的单位。北京等城市已限制使用黏土陶粒、页岩陶粒，实际上已无陶粒

供应。北京克帮公司研发出的 SF 轻质垫层材料，作为轻集料产品，具有环保、隔音、保温、

轻质及绿色无污染等性能，它可以实现在搅拌站复合搅拌后，混凝土罐车运输到现场，泵送

到具体施工部位，响应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推广智能和

装配式建筑，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

化应用，推动建造方式创新的号召，彻底实现了无现场搅拌，无粉尘污染的工厂化生产，装

配化施工。

网址：http://www.bjkebang.com/

电话：010-59755456

天津福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33

福林福迪 ® 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建筑陶土材料品牌。秉承深厚的建筑制陶文化积淀，福

林福迪将传统陶艺和现代化烧制技术完美结合，制造出独具特色的陶土烧制产品，为建筑提

供不可替代的设计表现空间和艺术美感。

福林福迪 ® 建筑陶土产品依托天津福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天津嘉泰琉璃瓦有限

公司）丰富的烧陶、制陶经验，多年来，一直为中国建筑市场提供质量优异的节能环保型建

筑外立面、建筑屋面产品解决方案，被中国砖瓦工业协会和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墙体屋面材料

质量检测中心授予“中国墙体屋面及道路用建筑材料产品质量信誉模范”称号，被中国品牌

质量管理评价中心评为中国著名品牌，被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评为中国绿色产品、环

保产品、节能建材产品。

网址：http://www.fd-tb.com/

电话：022-29899411

传真：022-29899138

大连恒宝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B3

大连恒宝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企业，拥有一支高

素质管理，研发，生产的优秀员工队伍。我公司精湛的机械制造，铸造生产能力，得到德国

西门子，美国松下，阿尔派的一致认可，相继成为他们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研发并生产了“卡普兰宝”牌采暖 , 供暖系列产品。其中包括钢制板式散热器，电

暖器，电锅炉等。全套引进瑞士钢制板式散热器生产线，采用德国先进生产工艺和严谨的质

量管理理念，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业行业 JG 2-2007 标准》以及欧洲 EN442 标

准来制作与生产。产品通过国家质量技术相关部门的检测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

住进中心的技术评估，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标准，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住建部

住进中心推荐使用的环保节能产品，大连恒宝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JG-2-2007 标准》

的起草人之一。

网址：http://www.dlhengbao.com

电话：0411-83290008

传真：0411832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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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雄鹰置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05

中投雄鹰置业有限公司本着“客户第一 , 诚信至上”的原则 , 以实力和质量获得业界的

高度认可。梅花玉是特有玉种，因为它通体遍布天然的、形状和色彩酷似梅花的花纹，所以

叫做“梅花玉”。梅花玉一般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等级主要用于工艺品雕刻，第二等级部分

用于工艺品雕刻和高档建筑装饰材料 ，第三等级用于高档建筑装饰材料。  新建筑材料梅

花玉系列石材，符合雄安建设的“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建设要求。

电话：13810311888

邮箱：liyanqiang1012@163.com

嘉兴合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18

嘉兴合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具备完善的不锈钢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工艺，是制造优良不锈

钢紧固件的实力型企业。公司以马氏体不锈钢（SUS410）钻尾自攻螺钉、自攻螺钉、不锈钢

工程螺栓类紧固件为主打产品，产品应用于多种钢结构建筑、户外设施设备及地铁、隧道、

公路、电网、汽车、造船等行业；首都机场T3航站楼、央视大厦、北京南站、上海虹桥高铁、

2022 亚运主场馆杭州奥体中心、上海迪斯尼、首钢京唐钢铁、宝钢湛江钢铁等等标志性建

筑上都有合邦科技的产品在默默坚护。公司重视科技创新，迄今为止，我司已研发有十多个

国家专利，十多个省级新产品，一个国家级推广应用产品，荣获“嘉兴市高新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和“浙江省科技型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上下正高举创新和科技的旗帜，用坚定有

力的步伐，朝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迈进，积极投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网址：http://www.unitek.cc/

电话：0573-82297063

传真：0573-82297060

河北建研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馆内 25

河北建研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建设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工作，是集科研、技术服务与咨询、新材料的研发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科研单位。

其中，针对目前电地暖行业存在的问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和

财力，用心专研，攻克了诸多技术难题；尤其在发热线和接口领域完成了诸多实用的新专利

和新发明。

冀研低温远红外辐射碳纤维电热板是以电为能源，通过红外线辐射传热的新型供暖方式。

它具有恒温可调、单室可控、经济、舒适、寿命长、安全免维修等特点，是节能、舒适、无

污染的绿色环保产品。 实现了电地暖供暖的节能环保和远红外保健等功能，既节约了能源

的消耗，又创造了和谐安逸的供暖环境。

网址：http://www.hebabr.com/

电话：0311-85803175

畅通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内 9

畅通管业有限公司主要代理销售、研发各种塑料管材和建材产品；提供对以上产品的施

工、安装和售后及相关产品咨询等业务。畅通管业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海洋局海淡所等大型国有企业长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畅通管业有限公司所代理的产品经过多方面筛选，其产品皆为行业翘楚的大型集团生产。

其中更是与泉恩集团建立了深入合作关系，泉恩旗下的管材 PVC-UH 管产品亦是本公司的主

打产品，尤其是由畅通管业代理与管材相结合应用的产品技术——智能排水项目，更是顺应

了时代的发展，引导了行业的潮流。

网址：http://www.shandongctgy.com/

电话：0531-8876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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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建兴隆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07

北京国建兴隆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创立于建筑外墙保温市场发生变革的 2012 年，在众多

建材行业内关注建筑外墙防火技术的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启航。国建兴隆生产园区面积

20000 平方米，投资 1200 万元，引进了 2条具有国内领先技术的 A1 级 ,防火保温板生产线，

年生产能力达 300 万平方米以上 .......

网址：http://www.bjgjxl.com/gwsy

电话：010-64318833

传真：010-64318833

邮箱：gjxlbj@126.com

浙江努奥罗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B8

浙江努奥罗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舒适家居设备的生产制造供应商，总

部位于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约 9 万平方米。公司拥有经验丰富和技术强大的研发、生

产及营销团队。自 2001 年第一组采暖散热器面世以来，历经十数年的市场考验，努奥罗始

终坚持“精品开拓市场，诚信服务客户”的企业理念，尽心尽力地推出各类舒适家居产品，

竭诚为消费者打造舒适、节能、健康、智慧的家居环境。

网址：http://www.nuociss.com

电话：400-900-9339

传真：0572-6518998

江门市皇宙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16

江门市皇宙实业有限公司是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于 2006 年 9 月创办，基

于产业发展改革， 在 2009 年 3 月与广东彩艳股份有限公司粉体涂料事业部合并经营，是一

家集粉末涂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以“粉体涂装一体化方案解决专家”

誉名同行。 其粉体涂料事业始于 1989 年，中国首批粉体涂料供应者，拥有一支由多名素质

优秀、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粉体涂料专业人才组成的技术团队，沉淀着在粉体涂料领域内

丰富的专业经验；拥有“彩艳”、“皇宙”两大品牌；装备先进的分析测试仪器及多条国内

外优秀的粉体涂料生产线，年产量达 1 万多吨。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远达欧美，中东。 

未来，皇宙将致力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更稳定优质的绿色环保产品与应用服务，不断为人类进

步做贡献。 

网址：http://wonderchemical.com/

电话：400-0801389 

传真：0750-3652019

邮箱：amy@wonderchemical.com

北京雨昕阳光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9

北京雨昕阳光太阳能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5000 平米的综合办公楼位于北京市

大兴区黄村开发区，总注册资金 10000.8 万元，是一家以太阳能光热、光电、热泵开发利用

为主导，以清洁能源综合服务为主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公司具有机电设备三级安装资质、太阳能光热设计资质、太阳能光伏设计资质。公司全

资子公司永清雨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占地 50亩，建有综合办公楼、

科研楼、专家公寓、新产品试验区、120 大玻璃管生产线、高效能的大平板生产线，年生产

能力百万台以上的太阳能生产线、空气源热泵生产线，并获得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实验

室能力评定证书，是一座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公司在未来的 3－ 5年里，

将全力开拓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市场，形成以太阳能光热、

太阳能光电、热泵中央空调、家电、金融、房地产等为一体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链，雨昕

阳光太阳能正以昂扬的姿态和坚实的脚步向着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国际化集团迈进。

网址：http://www.yxyg.com

电话：400-010-8866

邮箱：yxyg@yxy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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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金星铜世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13

杭州金星铜世界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金星铜世界）是由朱氏铜雕第四代传人、中国

铜装饰艺术大师朱炳新于 1986 年创立。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布发认证的老字号

企业。主要工艺包括铜装饰表面化学氧化着色工艺、生产的铜板肌理图纹工艺、化学蚀刻

工艺、铜填色工艺等，……在厂员工 150-200 人。“金星铜世界”率先在行业内通过国际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公司是国内高级金属装饰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在国内外

上百个重大经典装饰工程及最新五金加工工业中取得硕大成功，赢得了众多美誉。如应用现

代科技成功建成了杭州雷峰塔、峨眉山金顶、海岛金山寺、洛阳老君山、山东威海环翠楼、

山东临沂书圣阁、北京昭庙等重点工程。

网址：http://www.jinxingtong88.com/

电话：010-62075863  62072198

传真：010-62075863

北京银合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08

总部位于北京：北京银合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和应用培训基地位于浙江：浙江

银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下属的银圭研究院，以国际领先、时代需求的科研思维体系

为指导，坚持市场论证技术的研发模式，与高校、行业专家及国际研究团队合作，致力于银

圭纯无机系列材料的研究。形成了由专业研发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分散化专家学者组成的

实用化人才结构，开发和拥有多项知识产权、专利及产业化实际应用的数据库，可快捷有效

的为客户量身制定多种解决方案。

目前，数十余家军工企业使用银圭，与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应用领域涉

及舰船、坦克、飞机、导弹、通用（特种）车辆、营房、火炮等国防和军事保障领域。同时

还可广泛应用于建筑、桥梁、石化、火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动车、市政建设、家电、

厨具炊（餐）具等近百个行业和方向。

网址：http://www.puic.cn/

电话：+86-10-8518-5520

传真：+86-10-8518-5536

天津市宝通散热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11

天津市宝通散热器有限公司坐落于滨海新区东部—宁河经济开发区。公司始建于 1998

年，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各种新型散热器的专业厂住建部定点企业、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ISO9001国际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企业、天津市著名商标。“中国建筑五金行业知名品牌”、“国

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全国散热器行业 30 家市场放心品牌”、“全国质量检测

稳定合格产品”、“标准化良好行为认证企业”。公司拥有散热器行业最先进的生产制造检

测设备，其中自动专用焊接成套设备为公司自主研发制造，双轨道喷涂线及自动前处理生产

线在行业内皆处于领先行列；公司职员中 26% 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其中具有 MBA 管理硕

士、高级工程师、2000系列质量认证体系内外审核员等若干人。在全国散热器行业久负盛名。

被誉为“新型散热器发源地、焊接专家、制造专家”。新型钢制散热器在全国散热器行业是

第一家以品牌整机出口的企业，是国内第一家为行业知名品牌做 OEM 的企业。

网址：http://www.chinaboto.cn

电话：022-69118215

传真：022-69118211

上海天力实业集团    展位号：B 馆 323

上海天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郑国钦于 1993年创立，集团下辖全资所有管业公司、

卫浴公司、天力瑞家销售公司等企业群，总部位于上海奉贤。 

上海天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系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及上海化建管道分会两会副

会长单位，“天力”商标系上海著名商标，“天力”建筑用聚丙烯、耐热聚乙烯管道系统系

上海名牌产品，公司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天力管，承载着地球最宝贵的资源——水，承载着大众的饮用水健康和管路系统的安全，

这份责任始终伴随并推动上海天力所有员工，以“健康、保障、诚信、和谐”为企业核心价

值观，以专业、高效和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为信念，使天力成为我国高品质家居管路系统的领

导者和引领者，满足大众对最佳生活品质的追求。

网址：http://www.teilei.com/

电话：400-920-1898 

传真：05738229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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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科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2

2011 年 11 月，林世峰先生首创了防意外触电、防泼水短路的“林世峰安全结构”。次

年，此发明被首次应用于防触电、防泼水安全电源插座，并获得全球华人“创业之星”大赛

的初创项目优胜奖。在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下，“深圳市中科电工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份在深圳市正式注册成立。2014 年，全球首款通过 IPX6 高防水等级认证的中科

电工“机械式防水防电安全插座”在第七届“省长杯”中荣获产品奖，同时，中科电工创业

团队也在国家科技部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优秀团队奖。中科电工的优

异表现得到了中国科技开发院的高度重视，并对中科电工进行了首轮投资。2015 年 6 月，

在国家科技部举办的全国科技活动中，中科电工的产品作为精选案例参展，因贡献突出，获

得国家科技部嘉奖并颁发荣誉证书。

网址：http://secket.com/

电话：+86 755-86201155

传真：+86 755 86201066

中山市澳创新木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36

澳创新木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木质、钢木质隔热防火门、木饰隔热防火面板、防火木

地板、防火家具为一体的阻燃防火装修木器工厂化配套专业制造商。其工程产品远销北京、

上海、天津、山东、四川、贵州、安徽、香港、澳门、以色列、阿尔及利亚、珠江三角洲等

地区。    

澳创新旗下企业有：中山市富门木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市富木木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市

富门消防工程制造有限公司，中山市康德龙防火材料有限公司，澳创新 ( 北京 ) 木制品装修

工程有限公司，香港澳创新国际木业有限公司。 

多年以来，澳创新公司一直专注于防火木器的研发生产，拥有防火核心技术。公司研发

的甲、乙、丙级木质隔热防火门取得相关英标及国家强制性 3C 认证资格和防火认证证书；

B1 级防火阻燃实木多层地板以及 A2 级、B1 级防火阻燃实木多层装饰板取得认证证书，产品

满足酒店、 公寓、高层商住区等高层建筑的全套木制品消防装修工程要求，包括防火门，

阻燃木质墙身板及固定家具，阻燃木质天花板等。

电话：0760-23452983

传真：0760-23408795

西藏宣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D 区 2

西藏宣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健康、环保、安全的新型室内外墙面环保涂料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宣和钧釉无机涂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河南宣和钧釉环保

材料有限公司是其全资子公司，也是其目前的生产基地，坐落于宋代钧官窑所在地——河南

禹州。 

宣和技术团队历经 10 余年，成功研发出无需使用腻子类产品打底，便可直接运用在基

质表面的新型环保功能型无机墙面装饰材料。该发明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达到了国际领先

水平。公司全面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并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多家科

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产品现已申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宣和钧釉系列产品自投放国内外市场以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销量不断递增，

已迅速在国内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

网址：http://www.xuanhejunyou.com.cn/

电话：400-9927827

河北岩之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内 11

中国室内空气净化多功能艺术壁材专家一河北岩之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新材料、

环境材料、生态和健康材料等技术为主业务的科技公司。公司科研团队集中国国际健康科学

技术研究院、中国建筑材料研究总院、河北康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长寿与健康科学研

究院、中国生命集团、燕山大学科技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微型高分子化学实验研究中心、

北京环益美研究所、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省粘接与涂料协会，融合公司开发生产的实力，紧

紧围绕 21 世纪环保、节能和健康长寿三大主题。研究创新开发出了天然生态材料和室内墙

壁装饰涂料的新型换代产品一岩之氧生态型室内空气净化。多功能艺术壁材系列。

网址：http://www.yanzhiyang.cn/

电话：0311-8677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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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中磊石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 17

荣成中磊石材有限公司隶属高时石材集团，是高时石材集团大型石材加工基地之一。是

集矿山开采、板材加工、机械制造、石材异型雕刻及科研、贸易、工程装修于一体的综合性

大型石材企业；是中国—意大利石材开采加工演示系统样板示范企业、国家石材星火支柱产

业龙头企业、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技术依托单位。

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注册资金 2405 万美元，现有员工 1800 人，专业技术人员 386人，

固定资产 3.2 亿，拥有中国名特石材品种石岛红 8#、粉红玫瑰、中磊青、中磊白麻、皇室

珍珠、皇室棕、紫晶钻、皇室红棕、沙漠绿洲、香槟灰麻、沙漠金珠、香槟金麻等大型矿山；

矿山采用国际顶尖的开采技术，年产花岗岩规格荒料 25 万立方米；工厂年产各类花岗石板

材 180 万平方米、各种异型石制品 100 万件（套），是高时石材集团国内重要的石材开采、

加工基地。

网址：http://www.chinazhonglei.com

电话：0631-3808290

传真：0631-3808286

易县昆龙黄岗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D 馆内 16

河北省易县昆龙花岗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氛

围好。根据行业经营和风险特点，以防范风险和依法合规为目标，建立管控到位、责任落实

明确、运行相互制衡的内控管理体系。

易县昆龙花岗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注重企业人才的培养，员工素质极高，诚实守信，注

重共赢发展。严控产品及服务质量关，积极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以优质有特色的服

务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欢迎前来参观指导工作，共谋发展！

网址：http://www.hbklsc.com

电话：0312-6378085

传真：0312-6378085

安平县汇金网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内 35

安平县汇金网业有限公司，原为德宝隆钢板网厂，可冲压 10mm 厚 2m 宽钢板网填补钢板

网厂家空白，始建于2008年，专业生产钢板网、铝板网、重型钢板网、新型幕墙材料—铝板网、

铝板装饰网，规格齐全、品质优良，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航空航天、交通、机械、过滤、

建筑等领域。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品质

至上是对产品质量的不懈追求。遵循“合作、和谐、发展、双赢”的原则，坚持“诚信、品

牌、服务、创新”的经营理念，共铸品牌塑造和谐营销，与全国供应商建立深厚的友谊和良

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网址：http://www.aphjwy.com/

电话：0318-8067209

传真：0318-8067209

佛山市南海永丰铝型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内 6

永丰铝型材创建于1995年，一直坚持生产专用铝型材，走有自身特色的专业生产路线。

扎根行业精耕细作二十余載，凭着永豐人对铝合金型材的挤压、氧化着色、彩色粉末喷涂和

对铝型材的深加工等各项技术的不断精益求精，引进世界先进的挤压、氧化着色、彩色粉末

喷涂等生产线，使到所生产的各种工业用铝型材更加富有光泽、耐磨和耐腐蚀等优点。

永丰生产的窗帘导轨和箱包专用铝型材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赢得全国容户的赞誉和青

睐。历经十多年市场跌宕起伏的洗礼，永丰建立了从产品设计、挤压、氧化、喷涂以及制品

成型的完整铝型材、铝制品的生产体系，确立了以铝型材为基础、铝制品为主导的产品结构

和市场战略。窗帘轨道型材和铝制品远销欧洲、澳洲等地区。

网址：http://www.yfa.tm

电话：0757-85565511

传真：0757-855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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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科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内 5

福州科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国内首家专注于地面排水问题的改善及

研发的创新型科技公司，发明了柔性单向阀地漏，隔断排水器等产品成功进入欧洲、澳洲、

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外市场；国内阿玛尼公寓、泰康老年住宅、凯宾斯基酒店、海底捞

餐饮连锁等高端项目。严格执行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

体系，并一直秉承“诚信共赢，品质创新”的企业宗旨，公司产品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公司拥有自创产品品牌“汲宝”，生产的线性地漏及隔断排水器是国内排水行业的领跑

者，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行业展会上，倍受设计师及消费者的喜爱。

网址：http://www.cnjiboo.com/

电话：400-6363-956

传真：0591-85155601

电子信箱：sales@cnkeme.com

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 25

深圳市科素花岗玉有限公司是在传统蓝宝石技术基础上，通过改良特有的长晶技术，模

拟天然石材在自然界的形成过程，所独创的一种新型高端环保饰面材料。相比市面上现有传

统饰面建材——花岗岩、大理石、石英石，科素花岗玉在保留了美观的天然纹理的基础上，

完美地解决了它们所固有的——难开采、有色差、高成本、难维护、易褪色、不防滑、有辐

射等众多缺陷。科素花岗玉是目前市场在售同类产品中最坚硬耐磨，防水性最好的高端环保

饰面建材。科素花岗玉运用现代最前沿的科技工艺，将自然界鬼斧神工的视觉幻化，融入到

了各类建筑应用之中。

网址：http://www.kartso.com/

电话：+86-755-26917481

传真：+86-755-23818501

邮箱：denglihong@kartso.com

嘉兴市华锜建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B 馆 226

嘉兴市华锜建材有限公司落于嘉兴市秀洲区工业园,交通十分便利，地理优势得天独厚。

公司成立 2009 年 ,是一家集生产、销售、及研发的科技型企业 ,产品涉及：风口、散流器、

管道风口、检修口、百叶窗 / 电动百叶窗、抗震支架、地下管廊支架、防火阀、防火门、建

筑材料，工业五金 , ，产品远销海内外 20 多个国家地区。

电话：+86-573-82300131

传真：+86-573-83221399

邮箱：Winfine@winfinegroup.com

网址 :www.winfinegroup.com

北京信诚佳丽门窗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D 馆内 8 

北京信诚佳丽门窗机械有限公司于 2005 年成立，北京信诚佳丽门窗机械有限公司是集

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新型现代化企业。本公司已精湛的技术、热诚的服务、求实

稳健的企业风格，打造了幕墙、铝门窗加工设备、塑料门窗加工设备、中空门窗加工设备三

大系列，百余品种。愿与社会各界同仁携手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继续为新老客户提供最优

秀的产品和服务。

电话：86-010-61201915、13911711007、12901111938 

邮箱：bjhpj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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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恒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 懿家地板    展位号：馆外 210

保定巨恒塑料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透明膜、改性膜、荧光膜、珠光膜、管道膜等压

延产品以及室内外各种广告喷绘布。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花色、压纹、不同厚度的

PVC商用卷材地板。PVC商用卷材地板，主要用于商场、超市、写字楼、医院、养老院、家庭、

工厂、酒店、幼儿园等地面装饰，深受广大用户青睐。产品畅销全国，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群体更高标准的产品需求。

懿家地板，是公司旗下幼教、商用地板品牌，秉承创造美好家园，每一次都是用心之作

的理念，真诚服务客户。

电话：400-6083612

传真：0312-6152003

网址：www.eakaa.com

宝丰大博瓷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展位号：馆外 25

公司研发的产品瓷板画最大规格可以生产 12m×2m；晶质透光瓷画最大规格可以生产

16m×3.3m，并且晶质透光瓷画的透明度更强，加上灯光效果艺术感更加显著，所有产品的

尺寸、釉面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定制。同时瓷画具有大、薄、轻、韧、透和不怕酸碱、

不怕日晒、不怕雨淋、不怕虫蛀、不怕烟熏、不怕酶腐、不怕油腻、不怕火烧、不怕刀刮等

优点。是全国唯一一家专业生产“大、薄、轻、透”瓷画产品的文化企业。

目前，公司的瓷画包括瓷板画、水晶瓷画、铁搪瓷、铝搪瓷。今后将继续研制开发新的

产品，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带动和促进宝丰县乃至全国陶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

展，使宝丰县的陶瓷文化事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电话：13937563020

      13071735888

中国建筑装饰材料网 www.cbh-jj.com      展位号：B 馆 212

中国建筑装饰材料网系中国建筑业协会材料分会主管，北京金建经济技术公司承办，做

企业的朋友、行业的窗口，全力打造网上平台，为行业内建筑施工企业、装饰装修企业、装

饰设计单位、建筑材料制造商、销售商提供快捷、准确的信息服务 ; 是寻觅供求商机的理想

平台。致力于搭建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材料供应商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平台。网

站设有行业动态等栏目，确立了行业门户网站的地位

电话：86 10 64097285

传真：86 10 64097385

邮箱：zzxclw@sina.cn

河北腾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28

河北腾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坐落于历史古城河北省保定市，占地面积 20000 多平

米，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公司主要经营“弘居”牌绿色环

保集成墙系列产品。

“弘居”环保型生态集成墙体， 通过防火、防潮、保温、隔音等国家权威部门检测。

其中多项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施工简单、方便快捷 ; 图案逼真、花色多样，广泛应用于

各大社区住宅、办公写字楼、医院、娱乐场所等装饰装潢市场，是未来完美的空间装饰替换

产品。

电话 : 0312-707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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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46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坐落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广州市，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是中国游乐设施主要生产商和供应

商 ,中国无动力游乐行业领跑者。 

经过多年的耕耘与发展，牧童现已发展成为总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拥有四大工厂、大

型营销中心、研发设计中心、大型展示厅的全国知名企业，并在湖南、湖北、河南、广西、

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福建、海南、上海等地开设了多家分公司。主要为房地产、街道

社区、公园、酒店、旅游度假区以及各种主题公园等场所提供各类设施设备。

牧童始终坚持“以质为根、以诚为本、以信为生”的企业理念，注重产品质量的控制。

公司产品通过了诸多国内外知名认证。公司产品成功出口到欧洲、俄罗斯、中东、东南亚以

及非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的信赖和好评。

电话 :0763-3113111

邮箱：1503184740@qq.com

        

福建家博圆家居有限公司    展位号：160

家博圆创立于 2011 年，总部位于中国福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

的创新型家居综合服务商。旗下拥有青少年儿童房整装事业、家装涂料事业和漆艺军团。

自创办以来，家博圆始终以创新文化创造产品、服务客户，以家装涂料作为起点，推出“擦

色宝”、“欧式白漆”等影响行业的创新产品，并成立漆艺军团专注“布彩漆”艺术涂料的

开发和涂装服务。独特的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推动家博圆品牌发展，家博圆已在全国三百多

个县区市建立了销售体系和专卖渠道。

作为创新型家居综合服务商，家博圆的发展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认可，先后获得“第

十一届中国品牌节金谱奖”、“中国金漆奖”、“中国建筑涂装推荐品牌奖”、“中国创新

品牌奖”“央视宣传品牌”等殊荣。

电话：0595-85118999

邮箱：465290620@qq.com

河北君联仿真植物有限公司    展位号：45

君联工艺花厂致力于仿真植物行业，我们主要研发生产各系列高档次高品质仿真植物、

仿真树、仿真花、绿藤、花藤、仿真植物墙、仿真盆栽、多达百余种，承接农家乐、主题公

园、酒店工程、幼儿园、乡村旅游、城市园林、家具广场设计等大型布景工程。

本厂产品造型新颖，品质优良，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专业的设计与定做。我们的经营

宗旨是“顾客至上，质量第一”。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前来参观指导。

我们将继续致力以绿色生态为主题的空间设计工作，为客户营造惬意别致的空间美景！

邮箱：66874504@qq.com

河北新乐市博大塑胶有限公司     展位号 :D 馆 31

博大塑胶成立于 2008年 3月，位于河北省新乐市木村工业园，是一家以生产 .研发 .销

售 PVC 地板卷材河 SPC 锁扣地板的企业。目前已成为当地较大的铺底材料生产企业。

公司拥有多条高标准铺地材料生产线和检测设备，PVC 卷材制造设备有压延生产线 3条，

发泡生产线 3 条，印花生产线 3 条，涂刮生产线 1 条。遵循产品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产

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制造，先后通过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证

书，欧洲 CE 认证，欧洲检测报告（EN ISO10582）, 北美检测报告（ASTM F1700）等认证，

2017-2018 年度，公司出口额度突破 1000 万美元，并在持续增长中。随着公司不断的发展

和国际化的迈进，公司将继续深化“服务 . 品质 . 创新”理念，精益求精，真诚奉献，为客

户提供安全 .环保 .无忧的 PVC&SPC 地板！

电话 :4007-8080-70

邮箱：17208828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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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伟策石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 :42

山西伟策石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施工为一体的精工合成石材料一站

式综合服务商。目前，公司生产的精工合成石材料已通过多项质量检测认证，已先后在施工

建设中深受各方领导及专家的好评。在设备先进性、生产规模和作业实力等方面均处于同行

领先水平，其外观晶莹亮丽，色彩丰富。且具有节省国家生态资源，保护环境，利用废弃材

料，同时全程生产无废弃物，合成的精工石无辐射、无污染、易清洁、抗污抗菌、耐磨、隔

热、耐冲击力、抗酸、抗碱，易于加工等特点。它是市政、小区、园林、高速等现代化建设

的首选材料，同时也为酒店、广场、机场以及商业办公的装饰提供了广阔的环保空间和完善

的装饰效果。

公司坚持以诚信为核心，以客户满意为目标，以稳健经营、专业服务为基础，本着敬业、

勤奋、客户第一的态度，真心实意为客户服务。

联系电话；13303402333

山东康兴石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 :33 

山东康兴石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矿业开发、板材加工、工程装饰为一体的石材经营公司。

公司旗下的康保县康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坐落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石材工业园。公司

拥有先进的开采、加工设备以及先进的开采生产技术，自有矿产资源丰富、矿体庞大，石材

结构均匀、花色鲜明优雅、无色差、不褪色，具有优良的理化性质；石材放射性为 A 级，使

用范围不受限制，是各类建筑工程装饰的理想用材。公司年产荒料 10 万立方米，成品板材

200 万平方米，路沿石 2万立方米，可满足用户特殊规格和批量采购的不同需求。

山东康兴石材有限公司诚招全国一级代理商。

电话 :0546-8088773

邮箱：sdkxsc@126.com

河北百年巧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7

河北百年巧匠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是河北省首家在“新三板”挂牌的文化创意公众公

司。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以“传承、创新、传播”传统文化为使命，创造性地将“嵌、烙、

刻、绘”四种传统工艺技法运用于木板上，研发出世界上独特的中国“木绘艺术”这一全新

艺术门类，产品兼具艺术、实用及收藏多重价值。

百年巧匠木绘艺术品包括：地板、玄关、背景墙、天花板等装修装饰系列、礼品纪念品

系列、木绘 DIY系列等，适用于家居和公共空间的装修装潢及好友馈赠，极具收藏观赏价值，

为消费者提供一种“艺术生活化，生活个性化”的美好生活。

电  话 : 0311-80829108

传  真 : 0311-86545819

邮  箱：740493780@qq.com

天津广胜佳建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161

天津广胜佳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生产、制造、研发及销售硅钙古建瓦、合成

树脂瓦及梯形瓦,使用寿命长达30年，期间无需维护，采用自攻防水瓦钉固定瓦板，安全牢固，

发生大风或地震也不会脱落，安全系数远远超过传统屋面瓦，材质不吸水不渗水，搭接紧密

不漏水，安装速度快，长度可随意定制，搭接少，减少漏雨的几率，仿佛耐候性强，表层材

料具有抗紫外线、防腐蚀、隔音隔热，色彩丰富等特点，现在很多汽车外壳就是 ASA树脂的，

耐候性强，使用寿命长，是彩钢瓦、琉璃瓦、油毡瓦的最佳替代产品。

我公司始终坚持诚信经营，质量第一的企业宗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公司被

评为重合同守信用示范企业，并备国家建设标准委员会授予全国建材系统，质量、信誉、服

务 AAA 企业。还获得中国绿色环保节能建材产品。

服务电话：400-0805908

邮箱：2402601332qq.com

网址：www.tjjxgsj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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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恒力特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特 17

济南恒力特新机械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数控机床的开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本着“做优质产品，诚信为本，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的宗旨，精心投入数控雕刻行业，

开发有数控木工雕刻机、金属雕刻机、等离子切割机、石材雕刻机、广告雕刻机、立体及五

轴加工中心，六大系类二十几个规格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机械、科研院所、木器、木门、

模具、化工、广告、石材加工等不同领域，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省会直辖市，香港，澳

门，台湾，并在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地区，均有长期合作伙伴。

销售热线：0531-88091686

邮箱：2902634235@qq.com

网址：www.dkj.cc

美丝华金属网有限公司   展位号：158

美丝华金属网有限公司是一家是专业生产应用于建筑装饰领域的金属丝网制品企业，堪

称是中国金属装饰丝网的领航者及开拓者。

公司不仅拥有优良的生产线，而且在质量管理，技术开发等方面实力雄厚。经过多

年的历练和探索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产品和质量保证体系。2006 年公司顺利的通过了

ISO9001:2000体系认证，2009年SGS又予于产品通过认证，验证了公司产品绿色环保的理念，

并且还拥有 45 项专利产品。

公司自创建以来，坚持以“创新设计，扮美生活”为企业宗旨，以先进的设备为技术依

托，在服务于全世界的建筑装饰界的同时，我司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公司按规模化，多元

化的发展运作，新产品源源不断，销售业绩蒸蒸日上。

电话：0086-318-7565108  7515785 

传真：0086-318-7565600

Email：sales@masewa-wiremesh.com

网址： www.masewa.cn

广东中涂联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17

广东中涂联涂料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涂料之乡—顺德。是一家集原料自主研发，从

制造到生产再到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建筑绿色新材料的智能质造型企业。

公司积淀了二十几年的专业制漆经验，本着提高 " 差异化和创新品类 " 等领域的经验，

一直遵循“智创高科技，盛谢天下客”的经营理念。汇聚行业内资深技术专家，专注探索建

筑绿色涂料新材料前沿领域，紧密携手众多国内外知名的原料供应商，凝聚了旗下几家子公

司的资源优势（海南中涂联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柏朗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砂鸵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佛山笙翔涂料有限公司、佛山成靖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鼎信化工有限公司）

及中涂联全国几十家“前店后厂”联盟企业网。

遵循“以质量求生存，以技术求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经营理念，致

力于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环保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

电话：0757-28090078  29899599

传真：0757-28090072    

网址：www.ztlpaint.com

安平敬思网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230

安平县敬思网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6 年，位于中国丝网之乡 --- 河北省安平县，是集

产品研发、生产制造、成品出口于一体的金属网制品提供商。是中国市场学会商品批发市场

发展委员会“全国诚信经营示范户”，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单位”，全国工商联五金机

电商会建筑五金门窗（幕墙）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也是河北省“质量达标合格企业”。

近年来 , 公司网类制品应用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中央电视台新址、河北航

空大厦等多项大型建筑工程中，赢得国内外合作商好评。

眼望星空、脚踏实地，安平县敬思网业有限公司将一如既往“抓质量、创名牌、服务客

户”的企业精神， 努力为提升自身品质、缔造客户口碑、实现员工价值，不懈努力。

传真 /Fax：0318-7533399

邮件：276428843@qq.com

网址 /Web：www.jingsiwang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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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植生态农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特 16

江苏中植生态农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集生态景观、经济林果植物

等农林产品科技研发、种植销售、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以及休闲农业、田园

综合体、特色小镇开发建设全产业链于一体的农林科技型集团股份制企业，被政府评定为江

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在公司主营产品的科技

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植生态农林集团拥有江苏中植生态景观建设有限公司、江苏中植生态植物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河北中植生态景观建设有限公司、河北中植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中植园

林有限公司等多个直属控股子公司。

中植生态集团围绕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新区建设，重点发展北方地区精品彩叶树种

苗木种植基地和开拓北方业务市场，参与国家大型生态工程项目建设。通过与政府产业资本、

社会资本的精准对接和深度合作，企业挂牌上市实现企业规范运营和直接融资，为公司不断

扩大产业规模、业务结构转型、参与国家大型生态工程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电话：025-56231789 

网址 :www.jszzny.com 

潍坊圣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50

潍坊圣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位于美丽的山水临朐园林发展始原地 --- 石家河，本公

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施工于一体的基层施工公司。施工工艺及质量是我们的强项，做好

每一件产品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潍坊圣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承接各式假山，喷泉，凉亭，长廊，花

架，古建，仿木，仿石，仿树，雕塑，拉膜等一系列园林景观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本公司坚

持诚信第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如有意向请尽管联系，期待与您的合作！

邮 箱：shengqiangyuanlin@163.com

网 址 : https://sqyljg.1688.com 

汇汉石材（天津）有限公司   展位号：36

汇汉石材（天津）有限公司前身是北京汇汉丽石石材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瑞园道 3 号。公司在北京、广东云浮、福建水头、内蒙鄂尔多斯都

有其生产加工基地和营销网络。

二十几年来，汇汉人精诚团结、脚踏实地、努力拼搏，力求完美的服务精神，驱使汇汉

石材成为一家集荒料开采、大板加工生产、大板销售、工程设计加工生产施工一体化、系统

化、跨地域的专业石材公司。公司伴随着中国石材业的产生、兴起与成熟，在大型石材工程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与施工经验，给我们的合作伙伴带去的是放心与满意。

用心听石，可聆天籁！我们一直秉承以用心做事为宗旨，以质量为基石，以信守承诺做

好服务，使我们的石材工程成为了城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和绝伦的经典。

网址：www.huihanshicai.com

山东通达盛石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37

山东通达盛石材有限公司地处山东泗水石材工业园，是一家专业提供鲁灰、章丘黑、黄

锈石、芝麻白、浪淘沙等优质建筑石材且居行业领先地位的专业石材公司。

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先进的生产设备。自产自销，从选料、加工生产、发货、严

格把关，同批订单严格控制色差，以确保产品的高品质，对我们合作的每个项目工程负责。

公司秉承“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的企业经营理念。

供货热线 ;15963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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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欧科木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196

欧科门业国内首创 专利伸缩门套技术，实力雄厚，规模宏大，全力打造行业产业链，

核心配件全部自产配套，本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自动化流水线生产优势，日产标门 1000

多套！质量稳定，出货快。产品涵盖强化门，生态门，烤瓷全木门，德式拼接门，轻奢系列

和肤感系列木门！

所有库存产品标配为实木套线，实木套板，套板全部热转印无缝边，门套结构为组合套，

可调 9-30 公分的任意墙体。

邮箱： 438041334@qq.com

名爵盛世木器厂    展位号：165

名爵木业自创立以来，坚持“以科技促发展”为理念，注重核心技术开发，公司采用丹

麦 MORSO 等世界最新型自动化生产线及技术，引进尖端的科技人才。通过不断完善和发展，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了 GB/T19001-2008 － IS0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及 GB/T24001-2004idt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多年来，“名爵木业”获得了

多项荣誉和称号。经过几年发展，“名爵木业”凭借科学的设计，过硬的品质，一流的服务，

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

名爵盛世的作品总是具有超前性，时尚经典的设计深具吸引力，将自由流畅的几何构型，

与传统特质相结合，使其作品兼具非凡质感与完整结构的特色。

 传 真：0311- 88716679 

 邮 箱： 642161590@.qq.com

中榀装配式房屋河北有限公司    展位号 :B40

中榀装配式房屋河北有限公司式一家现代化的模块化房屋生产企业，主要研发 设计 生

产集成节能住宅 模块化房屋集成系统产业化，公司主要产品有  集成房屋  钢结构集成节

能住宅。

该系统采用钢板玻璃丝绵为复合板材作为主要墙板，塑钢窗户及钢制入户门等材料，利

用公司研发的快装连接节点，能够迅速组成集成房屋，由于钢板玻璃丝绵复合板材的卓越保

温性能以及塑钢门窗的连接节点，能保证快装集成房屋拼接严密  保温隔热  快速组装和拆

卸，重复使用，大大改善项目工作人员的工作  生活及休息环境，使房屋建筑工具化  模块

化  标准化。

电话：400-181-0088 

电话：400-181-0088 

网址：www.zhongpinhousing.com

邮箱：992368755@qq.com

电话：400-181-0088 

办公地址：北京市址：www.zhongpinhousing.com

新沂市彩砖商会    展位号：特 12

新沂市彩砖商会成立于 2016 年，是由新沂市从事水泥制品建材生产销售领域的企业法

人和投资经营者自愿组成的地方性、非营利性、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

商会汇聚了在新沂市地区生产销售水泥建材企业 70家。商会企业生产的产品品种齐全 ,

有路面彩砖系列、生态透水砖系列、植草护坡砖系列、路缘石系列、井盖系列、仿大理石材

系列、夜光建材系列等产品 ,商会成员企业荣获多项国家专利。

新沂市彩砖商会对内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推广新产品,为建设海绵城市推广生态透水砖,

环保建材 , 规范当地生产企业制定行业统一标准 , 提高企业产品质量 , 诚信经营质量为重。

接受顾客建议、意见及投诉 , 商会愿与社会各界朋友精诚合作 , 携手并进 , 为推动新沂市瓦

窑镇水泥建材行业发展 ,为城市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传真 :0516-81608126

邮箱：3525246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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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紫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48

河北紫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拥有多年的生产研发及施工经验，并不断开发最新技术来满

足客户的需要的专业地坪公司。

公司主营产品有环氧地坪系列、耐磨地坪系列、渗透密封固化剂地坪系列、超平地坪系列、

聚氨酯地坪系列等各种地坪工程的研发生产、销售、施工；进口激光整平机和金刚砂自己布

料机也已广泛投入市场，另外为了给新老客户提供方便，与厂家合作零利润销售地坪工具、

机械。以客户为导向的售后服务体系：紫辰公司的服务专线，以”无缺陷、零投诉、100%满意”

为服务目标，通过售前、集中、售后的服务，尊重客户的需求，实现客户至上的服务，在海

外项目施工中，以提供材料、辅助技术指导、协助完成施工等新型合作方式帮客户省钱、省

时、省力。

电话 :0311-68015300

邮箱：zichengroup@163.com

网址 :  www.zichengroup.com

圣优格家居    展位号：192

圣优格家居是全屋定制家具生产 / 品牌 / 运营商，全屋定制家具品牌厂家，集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专业定制家具品牌。 

圣优格家居作为“全屋整体定制家具”的倡导者，自2015年创立伊始，坚持6S管理法则，

研发出涵盖卧房、书房，餐厅、客厅等空间使用的各类板式、实木复合系列百余种产品。在

注重设计的美妙视觉和空间利用的同时，将简欧风格与应用巧妙糅合，为消费者提供 360°

全屋定制解决方案。  

圣优格家居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与国内一线板材生产商

深度合作，推出质优价廉明星产品；并拥有 5 万平现代化厂房及多条先进生产线，加盟网点

遍布全国，每年为将近 8万家庭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电话：0316-5387642

网址 :www.shengyougejiaju.com

DTC 东泰恒成全屋定制五金   展位号：198

石家庄正定东泰恒成全屋定制家具五金 主要生产 DTC铰链、拉手系列、拆装配件、三节、

二节钢珠滑轨、泰明滑道等高档家具五金配件、各铝合金封边、各种拆装件钻头等。

电话：0311-88785112

传真：0311-88785440

邮箱：411253349@qq.com

邢台弘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38

不锈钢竹节管仿竹篱笆护栏是由我公司总经理陈占其先生历经多年的努力研发而成，并

取得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 项（含竹节管全自动生产设备），新型实用专利 5 项、外观

设计权利 6 项。从有要做金属仿真竹护栏这个构思创意开始，到不锈钢竹节管设备的试制、

装配、自动化、再到一系列护栏产品的结构设计、产品定型，发明人陈占其先生付出了多年

的心血和努力。

目前产品主要分为量大系列：仿竹草坪护栏和仿竹篱笆围栏栅栏。形成了针对景观园林、

市政街道、旅游开发、民宿开发、休闲农庄以及新农村建设所需的系列仿竹篱笆护栏类产品。

同时，拥有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服务，能够为企业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的“从产品设计、生产、

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电话：0319-5038199

邮箱：1807778382@qq.com

网址：http://xthg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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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县石公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52

曲阳县石公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前身系曲阳县石公园林雕刻厂，位于中国著名的雕

刻之乡 --- 河北省曲阳县。主要从事各种大型石材雕刻工程及石，木，铜，铁，不锈钢、城

市雕塑、园林雕塑、校园雕塑、佛教造像、等装饰雕刻品的设计与制作。现有工艺美术大师

10名，美术师25名，技师，技工260名，拥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以及先进的成套石材加工设备，

为后序的雕塑制作及产品质量提供了有力保证。并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央美

院原雕塑系主任，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担任公司艺术顾问；中央美院原雕塑系主任，中国雕塑

协会会长曹春生担任公司艺术总监；及中国美院雕塑系主任潘锡柔教授；南京油画学院原院

长、对佛教颇有造诣的吴显林先生、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谭勋教授长期合作；并先后与

清华工艺美院、鲁迅美院、西安美院四川美院等合作。热忱欢迎广大客户，及各界同仁到公

司参观指导

联系电话：13503363399

曲阳宏州雕塑园林有限公司    展位号：54

公司创建于1993年，是中国最具专业的集景观与公共艺术规划设计，城市雕塑设计制作，

雕刻艺术博览、会展营销，石材雕塑工艺品加工生产、工艺制作，雕塑景观、园林绿化、园

林古建工程承包施工于一体的大型建筑艺术文化产业公司，集团核心企业曲阳宏州雕塑园林

有限公司作为曲阳支柱特色产业 -- 雕刻行业龙头企业， 

公司具有很强的规划设计能力、技术能力、模型制作能力、加工生产能力和工程施工能

力，在国内同行业中占有领先地位。拥有专业的雕刻设备，主要设计生产国内外风格的艺术

雕塑，品种有：人体艺术雕塑、动物雕塑、佛像造像、室内外装饰雕塑、标志性及纪念性雕

塑、城市雕塑、园林景观雕塑、建筑外墙和异型石材加工等。具备承接国内外城市广场、园

林景观、旅游景区等大型雕塑工程的能力。

电话：0312-7136825

曲阳县顺儒雕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55

曲阳县顺儒雕塑有限公司（原曲阳县卢进桥建筑艺术雕塑公司）位于曲阳县城南雕刻园

区，现有工艺美术大师 3 名，工艺美术师 25 名，员工 100 余名。公司始建于 1982 年，产品

多次在同行业评比中荣获优秀产品奖，创作设计奖，省优、部优产品。公司产品在国家质量

奖评比中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银杯奖。本公司作为曲阳县最具实力的集创作、设计、

生产于一体的企业之一，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技艺精湛。产品包括传统、现代人物雕

塑，室内外装饰雕塑，园林雕塑，标志性雕塑及纪念性雕塑，建筑雕塑等。公司在几十年的

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操作熟练的技能员工

和设计人员，以及经验丰富，精通营销，擅长管理的人员。

曲阳县顺儒雕塑有限公司以其精湛的技艺，优良的品质，良好的信誉深受国内外客户青

睐，产品畅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罗干，杨

成武，郑天祥，肖克等先后到公司视察，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联系电话：13803126938

河北大自然石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71

大自然石材成立于2006年于“雕刻之乡”-曲阳。研究、设计、开 发、加工生产文化石,

人造文化石 , 人造文化砖 , 人造砂岩 , 洞石为一体的专业文化石品牌厂家，文化 石产品价

格合理服务周到 . 公司随市场的需求，规模进一步扩大，客户群体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公司

在北京、沈阳、青岛、石家庄等地设立了销售分公司；公司设计师从大自然中精心选取了高

品质的原石为模型，自主研发出五大系列近百个品种文化石产品，使我们的产品仿真度极高，

肌理层次表现细致入微，颜色丰富，层次过度自然，被广泛应用于别墅、洋房、公寓等建筑

物的外墙装修。 大自然文化石五大特点 ① 经久耐用，不褪色；颜色丰富层次过度自然 ② 

不褪色、耐腐蚀、耐风化、强度高抗冻、防水 ③ 绿色环保 、无异味、吸音、隔热无毒、

无污染、无放射性 ④ 重量轻，重量只有同体积天然石的1/3到1/5 ⑤ 安装简单，无需干挂，

在墙体上直接粘接即可

电话：0312-429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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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县华育雕刻有限公司   展位号：56

曲阳县华育雕刻厂建厂三十余年来，规模逐渐扩大，业务不断拓展。占地面积约 98500

平方米，拥有现代化生产车间，设备先进，环境优越。有大型泥塑设计室，有高级雕塑设计

师 10 人，模型师 65 人，雕刻工艺师 113 人，雕刻熟练技工 326 人。经营范围包括：石雕、

铜雕、木雕、不锈钢、铸铁、园林小品、园林绿化、建筑、假山等。005 年成立河北艺美园

艺工程装饰有限公司曲阳分公司，拥有国家二级园林资质，可承揽各种大型园林绿化和建筑

工程。 在继承传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曲阳华育雕刻厂融合西方雕刻艺术精髓，以新颖的

设计理念、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科学的管理，领袖群伦，正在实现着“追求完美，同步世界”

的公司愿景。厚积薄发的华育雕刻人，在新一轮发展大潮中致力于挑战艺术极限，创造雕刻

名牌，打造雕刻名企，在雕刻艺苑中独领风骚。

电话：0312-4295333

河北曲阳达隆雕刻艺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70

河北曲阳达隆雕刻艺术有限公司，始创于一九八三年，后于二零零四年改为公司制，是

一家集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贸易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旗下公司、装饰公司、古建公司，

石材公司和不锈钢公司。公司建筑面积十万六千平方米，职工三百三十九名。外设有两个分

公司，三个办事处。达隆雕刻艺术有限公司自始至今凭借丰富的生产经验、精炼的雕刻艺术、

高效务实的经营方式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在城市雕塑项目、广场石材项目、外饰石材项目、

园林景观项目、古代建筑项目和绿化种植项目上，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司以“信

誉，质量”为宗旨，兼承“诚实守信，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力求使管理生产科学化、效

率化。竭诚欢迎海内外新老客户携手共进，定能为您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联系电话：17163295565

曲阳县兴华石材雕刻有限公司    展位号：58

曲阳县兴华石材雕刻有限公司 , 是一家集石雕、不锈钢、铸铜锻铜等雕塑的大型综合企

业，主营：石雕牌坊、汉白玉栏杆、石雕园林雕塑、景观小品雕塑、石雕动物、石雕观音佛

像、石材浮雕等。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法国、英国等欧美和东南亚国家地区。2006 年工厂

在上千家雕刻企业中，被曲阳县评为“雕刻十强企业”。2007 年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

研究所聘为雕塑加工基地。公司 2015 度被中国中轻产品质量保障中心评为“质量、信誉”

双保障单位。

近年来多项大中型工程被甲方单位评定位优质工程。受到甲方单位一致好评。

联系电话：13703322093

曲阳县鑫茂石雕有限公司   展位号：59

曲阳鑫茂石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究设计、生产、安装于一体的专业生产厂家，技术力

量雄厚，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和设备，有雄厚的设计和生产能力，有专业的销售网络和进出

口贸易操作人员。我们在汲取东方传统雕刻技艺基础上发展西方雕刻，将古典与现代、人物

与建筑融为一体。近年以大型建筑的装饰雕塑为主，主要产品有：壁炉、喷泉、东西方人物

雕刻、动物雕刻、罗马柱、浮雕等，同时也承揽园林景观建筑、城市雕塑等建筑工程。产品

大部分出口，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着公司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和优质的服务，

受到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赞誉。

曲阳鑫茂石雕有限公司坚持 " 信誉至上，质量第一 " 的宗旨，真诚欢迎各界同仁前来洽

谈业务，我厂将以最优惠的价格，最高的技术水平，最好的服务与您携手并进，共谋发展！

电话：0312-4267666

网　址：www.xmsd.com　/　http://www.xms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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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县中尚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62

曲阳县中尚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雕刻之乡 --- 曲阳县。公司占地面积为

79900 平方米，总投资超过 1.2 亿元，是一个集雕刻项目策划、雕刻设计、雕刻创意、雕刻

生产加工、施工安装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开展雕刻旅游观光、雕刻工艺体验、雕刻艺术展

览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拥有一流的管理团队和施工队伍。通过工业化流水线生产，装配化施工。确保了工

程的质量、环保及工期。公司先后承接了人民大会堂海南厅、北京盘古七星酒店、商洛金凤

山红军广场主题雕塑、海口国宾馆、九华山景观雕塑、大同兴云桥、大同市政府广场、大同

云冈石窟、威海环翠楼、威海威高阁、兖州兴隆文化园、无锡灵山梵宫、南京牛首山千佛殿、

万佛廊、禅意花园、无锡海澜马文化博物馆、无锡海澜马儿岛金色大厅等多个国家，省，市

级重点工程，均已高质量完成，并获得各位领导及业主的认可和好评。

电话：0312-4066555

曲阳县杨刚雕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63

曲阳县杨刚雕塑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各种雕塑设计、制作与安装一体的大型雕塑公司，主

要经营：石、木、泥、铜、不锈钢、玻璃钢的设计制作与安装。公司设有：设计室、雕塑家

展览馆、模型创室、石雕加工、不锈钢、铸锻铜车间及雕塑特艺工作室、公司总人数共计280人，

聘有顾问专家教授 3 名，高级设计师 3 名，大师 4 名，工艺专家 25 名，技师 136 名，并拥

有完善的服务制度与先进的机械生产设备。 多年来，曲阳县杨刚雕塑有限公司秉承：重信誉、

求创意；做工艺抓质量，树品牌的原则，与全国各大美院及国家专业机构，保持了长期友好

的合作，圆满完成了数百件国家重点工程，如：北京中央电视塔建筑石雕工程，中央广电部

雕塑工程，北京外语出版社雕塑工程，天津霍元甲纪念馆工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雕塑

工程，甘肃大云寺建筑装饰艺术工程以及河南淮海战役纪念馆工程等，其部分雕塑作品被国

际知名人士或博物馆收藏，并赢得了社会和业界的充分肯定。

联系电话：13503224616

甄彦苍雕塑集团    展位号：71

甄彦苍雕塑集团位于曲阳县城南，是全国质量诚信 AAAA 级品牌企业，河北省一级雕塑

企业，董事长甄彦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类的代表性传承人，并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总经理甄丛达现任中国雕塑家协会会长。 

产品主要销往雕刻王国——意大利，其次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

韩国、泰国、印度、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 2010 年转型玉雕，开办了甄彦苍翡翠玉雕苑，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已成为远近知名

的玉雕企业。雕刻素材以玉石为主，其次也雕刻砗磲、黑曜石等珍稀材料。产品以古代仕女、

佛像、观音、鸟兽植物和寓言故事等为题材。分圆雕、浮雕和透雕三大类。

电话：0312-4226899

网址：http://www.xydk.com

曲阳鑫茂石雕有限公司   展位号：59

曲阳鑫茂石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究设计、生产、安装于一体的专业生产厂家，技术力

量雄厚，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和设备，有雄厚的设计和生产能力，有专业的销售网络和进出

口贸易操作人员。我们在汲取东方传统雕刻技艺基础上发展西方雕刻，将古典与现代、人物

与建筑融为一体。近年以大型建筑的装饰雕塑为主，主要产品有：壁炉、喷泉、东西方人物

雕刻、动物雕刻、罗马柱、浮雕等，同时也承揽园林景观建筑、城市雕塑等建筑工程。产品

大部分出口，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着公司精湛的技艺，独特的风格和优质的服务，

受到国内外客户的广泛赞誉

曲阳鑫茂石雕有限公司坚持 " 信誉至上，质量第一 " 的宗旨，真诚欢迎各界同仁前来洽

谈业务，我厂将以最优惠的价格，最高的技术水平，最好的服务与您携手并进，共谋发展！

电话 :0312-4267666

传真 :0312-429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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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县艺达石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9

曲阳县艺达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总经理甄建池继承传统雕塑技艺，弘扬“雕

刻之乡”之精神，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曲阳同类行业中

信誉度较高的企业。

产品以生产大理石雕刻为主，主要产品有东西方人物、鸟兽、园林、城市雕塑等几大类。

可来样定做。

联系电话：13933236911

河北省曲阳县辉煌雕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57

公司始建于 2003 年，专业生产铜、铁、不锈钢、玻璃钢及石材制品，雕刻种类齐全，

产品包括佛教雕塑、现代城市雕塑、建筑雕塑、动物雕塑、西方雕塑、装饰及园林雕塑等产品。

近年来公司业务不断扩大，先后承接制作了河南郑州炎黄广场重达 10 吨的钟、鼓；广

西梧州龙母庙及高 38 米的龙母像；山西翼城不锈钢雕塑《翼》；湟源浮雕及人物雕塑、平

安文化长廊浮雕及人物雕塑、湟水森林公园浮雕；鄂尔多斯市城市雕塑及景观墙浮雕工程（其

中浮雕墙长 89米，高 12.6 米）；南通大桥雕塑《翔》，民和县桃花广场硬绿化及雕塑工程、

呼伦贝尔《诃额仑孛儿帖》雕塑工程、阿荣旗环岛雕塑工程；河北栾城双百名人雕塑工程、

广西防城港市兴港大道南段城市雕塑工程以及江苏海安开发区金钥匙不锈钢雕塑工程等。

本公司在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结合现代的电脑科技，使辉煌

雕塑成为雕塑行业中的一支奇葩。由于设计新颖，工艺精湛，作品已遍布全国二十几个省市

自治区并远销欧美。

电话：0312-5906163

网址：http://www.huihuang.biz

曲阳华宙雕刻有限公司    展位号：72

曲阳华宙雕刻有限公司位于素有“雕刻之乡”美誉的河北保定曲阳县，公司产品做工精

美、质量优越，深受新老客户的青睐。产品主要以西方人物雕塑为主，主要作品有：石雕壁

炉系列：欧式壁炉、人物壁炉、雕花壁炉、各种颜色大理石壁炉等；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质量稳定、可靠，造型新颖独特，许多买家纷纷前来购买，主要出口

地为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市场，同时业出口中东、南美、非洲、澳洲等多个国家和区。

曲阳华宙雕刻有限公司秉承“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竭诚为每一位客户服务。

电话：0312-4296398

曲阳环亚不锈钢雕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73

曲阳环亚不锈钢雕塑有限公司，是曲阳“雕刻之乡”具有现代特色的雕塑有限公司，集

设计、加工、安装为一体的现代雕塑有限公司。曲阳环亚不锈钢雕塑有限公司经理刘江波

1993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在继承传统雕塑基础上，不断创新，勇于

突破的精神，以重质量、重信誉为原则，使我公司成为曲阳同类行业中颇具实力的企业 

本公司以雕塑为本，以艺术为根，是以制作不锈钢雕塑 / 铸铜雕塑 / 锻铜雕塑 / 人物雕

塑 / 园林雕塑 / 景观雕塑 / 现代雕塑 / 广场雕塑 / 城市雕塑 / 校园雕塑 / 石雕等雕塑为主的

现代高科技艺术性企业。

电话：0312-431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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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锦阔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74

河北锦阔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始建于 1992 年 ( 公司前身铸博雕塑 )，位于曲阳县雕刻广

场南一公里处路东。发展到今天已是集销售和加工生产铜雕、石雕，木雕，文化石，异形石

材，石质圆柱皮，不锈钢、玻璃钢雕塑品，园林绿化等于一体的专业化大型生产企业。成为

当地的纳税大户，多次被省、市、县评为“重合同，守信誉”企业。拥有高级雕刻师20余名，

技工 300 余人，其中公司总经理井彩娟的汉白玉作品《天女散花》荣获首届中国（大连）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优秀工艺美术作品评比的金奖，以及《无题》被河北省工艺美术协会雕塑

艺术指导委员会艺术馆收藏。公司的异型石材、精品雕刻被河北省石材雕刻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站和河北省石材雕刻专家评审委员会认定为“2012 年度河北省石材雕刻新产品”等。

电话：0312-4216628

曲阳县泽翰雕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75

曲阳县泽翰雕塑有限公司坐落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边缘的曲阳县境内，背靠太

行山，面向京、津、冀。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东临京广铁路、107 国道和京珠高速，

张石高速穿县而过，紧邻 232 省道，交通运输十分便利。    曲阳县泽翰雕塑有限公司，主

要从事石木雕刻、石板、壁炉、工艺品、不锈钢、铜、铁雕刻品的生产和销售。现已形成纪

念碑雕刻、建筑雕刻、园林雕刻、西方人物雕刻、壁炉雕刻、动物雕刻、传统雕刻、装饰雕

刻、不锈钢及金属雕刻、石材制品及石板等十大系列，二十六个门类上万个品种。公司在发

展历程中，沉淀了许多宝贵的技术财富，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操作熟练的技能

员工和设计人员，以及经验丰富的懂营销、善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15033303216

 

曲阳县盛谷园林雕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76

曲阳县盛谷园林雕塑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石、木雕塑品，石碑，石料，石材加工、销售

及安装；铜、铁、不锈钢、玻璃钢雕塑品，景观石，石质除尘器销售及安装；园林景观、雕

塑品设计服务；园林绿化服务；园林古建筑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公司重经营谋发展，通过科学决策，内抓管理，外拓市场，广纳贤才，增强企业综合实

力。目前公司专业生产机械等专业设备配套齐全，施工项目遍布全国各地，工程合格率达

100%，在同行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联系电话：199-3128-6462

河北神釜雕塑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77

河北神釜雕塑品有限公司位于“中国雕刻之乡”——河北省曲阳县雕刻工业园区。公司

始建于 1990 年，系原曲阳县神釜雕刻厂、河北神釜雕塑厂，于 2012 年更名为河北神釜雕塑

品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国内外大型城市建筑雕塑、城市标志雕塑、文化广场雕塑、园林景观

雕塑、红色旅游雕塑、纪念性雕塑、佛教寺院雕塑、校园雕塑，装饰性雕塑、住宅别墅小区

雕塑及石材石制品加工、设计与制作，承揽国内各地水利护坡桥梁围栏石制品装饰工程；现

已形成传统、西方、人物、动物、园林、装饰、铜雕、不锈钢雕、玻璃钢、木雕、石材、石

制品计三十六个门类几千个品种。产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荷兰、

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多年来秉承“专业、创新、唯美、诚信”的经营理念，凭借个性、时尚、独特的风格，

赢得社会各界好评及专家、学者、客户的一致赞赏，在国内大型雕塑工程项目中屡屡中标，

公司以“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增添生命活力和魅力”为目标，在艺术创作上不断追求探索、

勇于创新，努力为社会奉献出更多的艺术作品，为弘扬民族文化，创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联系电话：1393328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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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恒岳古建园林有限公司   展位号：78

河北恒岳古建园林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7 年，有国家文物部门颁发的古建筑维修保护，

现代文物建筑保护施工一级资质，二級资质，设计乙級资质。

公司成立 10 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古建筑事业的保护与发展，传承中华文化，弘扬历史

文明内涵，通过古建筑保护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古建筑施工经验，培养了一批古建筑精湛技艺

专业人才，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河北赵州古石桥的保护维修，云南楚雄东山福塔的施工，张

家口沽源梳妆楼古建筑维修工程，河南洛阳洛浦公园古建筑施工项目，宁夏自治区党委办公

楼一号工程，等等一批古建园林工程项目，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信任和好评。

电话：0312-4201658

曲阳县福荣雕塑石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 79                                   

公司主要从事国内外大型城市建筑雕塑、城市标志雕塑、文化广场雕塑、园林景观雕塑、

红色旅游雕塑、纪念性雕塑、宗教寺院雕塑、校园雕塑，装饰性雕塑、住宅别墅小区雕塑及

石制品加工、设计与制作；现已形成传统、西方、人物、动物、园林、装饰、铜雕、不锈钢

雕、木雕、玻璃钢、石材等多个品种。                                              

公司加工设备先进，拥有大型现代化雕塑加工车间、模型制作车间、铸铜车间及先进的

现代化成套大型石材加工设备，为后序雕塑制作及产品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公司技术力量

雄厚，体制健全，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与多家美院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联系电话：13832211359

山东沛霖植物造型有限公司    展位号：155

山东沛霖植物造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 ,是全球唯 一 一家做大型植物、古树造型、

立体造型的民营企业，本公司拥有世界多国专利，是一家专业的植物造型公司，公司技术

力量强大，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施工团队，生产团队，2017 年将在全国 31 省每省设 一

家招商机构，铺设全国网络，基地设于中国杭州，本公司大型植物，古树造型等实物将在

2021 年在中国杭州举办大型植物造型博览会，届时向全世界展示！

电话： 0539-2178999

网址：http://www.artificial-plant.net

 

易橱网商城正定总部    展位号：19

忻州市忻府区曼斯特橱饰店是忻州橱·衣柜行业B2B2C-O2O垂直电商平台，以服务橱·衣

柜行业信息化、数据化和电子商务化为使命，为解决橱·衣柜行业扁平化交易、信息化人才、

数据化管理、超地域发展等行业难题而生。

致力于为平台用户提供更便捷的商品在线交易和营销服务，免费提供专业人才在线招聘

服务，帮助橱柜企业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并优化现有的供应链系统，整合资源，加快我国

橱·衣柜行业的互联网转型和健康快速发展。

电话：0350-3629999   

0350-207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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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沧州安得美门业   展位号：173

河北沧州安得美门业科技有限公司，其主打产品为豪华电动伸缩门，兼营道闸、拉闸、

通花闸、水晶闸、卷闸等产品。 “立得美”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立得美产品畅销

全国各地。电动伸缩门以其出众的品质，卓越的性能和优美的外观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扬

和认可，成为企业事业单位、部队、学校、高档住宅区的首选产品。 

扬州市锦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51

扬州市锦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组装、安装、服务融于一体的

道路照明灯具企业。主要产品有LED路灯、太阳能路灯、LED道路灯、道路灯系列、高杆灯系列、

景观灯系列、庭院灯系 列、投光灯系列、地埋灯系列、楼体亮化和绿色光源太阳能系列、

控制箱等。产品共 500 多个品种。

公司一直以市场为导向，以真诚服务为宗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让用户满意，创

知名品牌”作为企业的经营方针，生产产品积极应用先进科学的手段来保 证产品质量，满

足用户需求。己通过 ISO9001: 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本着想你所想，按你所做

的经营理念和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服务与你们精诚合作，致力于城市道路的“亮化工程”而

努力！

联系电话：：13505275186 13952551252

利尔隔断   展位号 :12

利尔隔断是广东易达隔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华北地区的分部。厂址位于石家庄高新区，

是华北地区顶一流的隔断服务商，集中精力于管理和团队建设，标准化施工，工业化生产 ,

致力于为华北地区人们提供优质的办公体验服务 , 为社会做出务实的贡献。易达隔断是我国

目前隔断产品门类最全、品种性价比最高的制造商，主要有（65型，80型，85型，100 型，

超高型）活动隔断，酒店隔断，展厅隔断，活动屏风，办公高隔间，隔断型材配件等二十多

个系列产品，并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适合从 2 米到 16 米高度的空间间隔，能满足

各类用户的需求。从配件生产到成品加工均为自主研发，提供设计、生产、销售、安装、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广泛应用于酒店会议厅、多功能宴会厅、展览馆、餐厅、办公室等

场所。

联系电话：15613168536

河北鑫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29

河北鑫美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是由衡水晶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发展而来。总投资达到了

9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于 2014 年又投资 3000 万元成立了专业生产金融系统安防产品，ATM

机防护舱、甲级防盗门、尾随门、卷帘门、银亭、金库门等产品，并获得国家各项专利，受

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

公司成立以来先后被河北省农业银行评为 A 级以上信用企业。2009 年被河北省质监局

授予“企业质量安全诚信承诺”会员单位。被河北省公安厅技防协会评为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单位。特别是公司生产的”晶美”牌防弹复合玻璃被国家邮政总局、河北省工、

农、中、建、农村信用合作社定为定点采购单位。

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德国莱宝 LOW-E 镀膜生产线；台湾合资阳光控制镀膜生产线；

2700x6700 防弹复合玻璃生产流水线：强制双室平弯钢化对流炉钢化玻璃生产流水线；韩国

利江全自动中空玻璃生产流水线：防火玻璃生产线。

电话：0318-298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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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欧普利斯环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66

苏州欧普利斯环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主要销售智能家居门窗系统等装饰铝型材。目前着

重全铝家居研发、生产、营销、服务为一体化。公司目前拥有自己的铝家居生产原材料—铝

棒公司、铝挤压线、喷涂木纹转印线。公司从源头抓质量关，更好的保质保量生产服务于客

户。公司产品一直以不断创新、追求卓越、选择长远为宗旨，获得全国各地客户的赞赏，引

领全铝家居产业的蓬勃发展。

联系电话：18870016888

莱芜市阿波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167

莱芜市阿波罗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新型绿色环保木塑型材及其制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地板、龙骨、围栏、栅栏、凉亭、

廊架、花箱、桌椅、门板、墙板装饰。阿波罗实木复合地板围栏是一种新型的环保产品。它

是天然的木纤维和 PE 产品的组合，具有木材和塑料的优点，它是一种受欢迎的木材替代物

和乙烯基栅栏。公司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认证和 CE 认证。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独

特的产品设计能力，拥有技术精湛的专业团队，生产、实验、检测设备齐全，具备年产百万

吨塑木产品的生产能力。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电话：0634-6651037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宇翔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170

锡林郭勒盟宇翔石业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环保园区，公司以玄武

岩（火山岩）开采、加工、销售、安装于一体的专业化石材生产企业。工厂占地 4万平方米，

年产毛料5万立方米，各种板材20多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各种广场石、台阶石、楼梯踏步石、

路牙石、墙壁石、仿古石、亚光石等。

多孔玄武岩性能优越，风格独特，除具有其它石材特点外，还具有吸音降噪、储水保湿，

天然防滑，古朴自然等特点。其放射性在石材类中最低，其特有的吸收功能，能够调节周围

生态环境，最能体现现代都市的文化底蕴。多孔玄武岩石材满足了现代人追求古朴、自然、

环保的生活理念，广泛用于建筑外墙装饰、市政道路、休闲广场、住宅小区，是仿古建筑、

欧式建筑、园林建筑的首选石材。近年来，多孔玄武岩广泛应用于家庭、影剧院、音乐厅、

酒吧、宾馆、地铁、隧道等吸音隔音场所。

地址：锡林浩特市循环经济生态园区 8区 E17 号

武汉欧科木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172

武汉欧科木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中档环保型室内套装门的现代型企业，公司有

一批高素质的技术人才队伍和 8 条先进的生产线，月产量达到 3000 套。近几年，中国木门

行业飞速发展，标准木门应运而生。近几年，众多木门企业开始了木门标准化的探索与生产，

万家欧科门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万家欧科标准木门震撼上市，一举彻底解决木门需测量再

定制无法规模化的瓶颈。市场反映非常好，由于标准木门的生产可以大大缩短生产时间，同

时因为是批量生产，也可以降低成本，其市场前景非常惊人。做木门生意累不累 ? 累，几乎

所有的木门经销商都有过这样的遭遇，订制过程出错，赚钱的生意变 ...

联系电话：1537705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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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三木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 228

河北三木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06 月 01 日在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注册资本为 300 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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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主要经营园林绿化工程，我们有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

和技术团队，公司属于保定绿化苗木公司行业，如果您对我公司的产品服务有兴趣，期待您

在线留言或者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17717783312

河北张博石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168

河北张博石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距首都近的省会城市，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河北

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三圣院乡北纪城村，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灵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 万人民币，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3 年里，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

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公司主要经营石材的加工、销售。我们有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

和技术团队，公司属于石家庄石材加工公司行业，如果您对我公司的产品服务有兴趣，期待

您在线留言或者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13933172732

灵寿石材协会    展位号 :49

石家庄灵寿县石材协会 ,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灵寿镇小东关村 ,

主要提供技术服务等产品和服务 , 以高素质的管理团队，高水平的研发与质控中心，先进的

制造检测设备，秉承“以信誉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宗旨，依照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标

准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各级技术质量监督局定点监控检验单位；公司以雄厚的实力，

良好的信誉，热情的服务，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赢得了市场的信赖和社会的肯定 , 欢迎

任何个人或企业与协会开展业务联系。

临朐县莹润园林艺术品厂   展位号 :215

临朐县莹润园林景观艺术品厂是专门从事设计长廊花架、凉亭制作、喷泉制作等园林景

观的企业，多年坚持专业化，成套化、市场化经营原则，紧紧围绕园林艺术这一主题独具匠

心，将与中国风水学融入现代的科学手法，结合于实地的地理环境浑然一体，回归于自然，

这就是莹润的设计理念。

主导产品有凉亭制作、花架长廊、长廊花架、喷泉制作、牌坊、古树、仿木栏杆、木栈

道、吊桥、护栏、铝艺护栏、阳光房、景观膜等。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信誉为动力、规范

促发展”为宗旨，以“求实、创新、进取”的精神不断扩大市场，努力常遭科技与自然的和

谐之美，全力打造一流品牌；为城市建设和美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联系电话：1596490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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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三路陶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40

吉林三路陶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自主研发，引进德国莱斯 1500 吨全自动液压设备、真

空挤出机、隧道窑等先进设备，以吉林市周边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为

原料，以清洁能源天然气为燃料，通过 1200℃高温烧结，生产出适合高寒地区海绵生态城

市建设所急需的，“会喝水、能呼吸”绿色高科技生态功能型陶土烧结砖，产品包含渗水砖、

景观砖、清水砖、装饰砖等，具有防滑、耐磨损、抗冻融、抗风化的特点，产品可广泛用于

公共建筑广场、城市道路、地铁、车站、公路、别墅、住宅小区、公园、艺术景观、庭院等

景观装饰，对发展城市绿色环保生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吉林三路陶业绿色高科技生态功能型陶土烧结砖通过了国家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是重点

工程推荐产品，绿色建材推荐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内同类产品。公司本着质量第

一，信誉至上的原则，产品冻融、粉化十年质保。愿用良好的信誉，优秀的产品质量，周到

的售后竭诚为广大用户服务。

电话：0432-67679777

内蒙古乾磊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 :A1

内蒙古乾磊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集团公司注册

资本 2 亿元，主要产业涉及煤炭及深加工，大理石开采及加工，稀有贵金属开采及加工，铁

矿开采及加工等，同时集团发展现代农业及旅游观光业等产业，我集团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境内。

乾磊矿业是集团全资子公司，依托优质的大理石资源，规划建设 400 万平米的大理石开

采及加工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大型石材生产企业，目前已建成的一期工程年

产 100 万平米优质大理石，二期工程正在规划建设中。集团下属已建成的项目还有铜矿及其

它稀有金属矿产。

联系电话：18347459996

邢台市恒博欣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 172

邢台市恒博欣照明灯具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在邢台工商局登记注册，业务经理

是安建光，公司注册资本未提供，我公司的办公地址位于素称“五朝古都、十朝雄郡、国中

之国”的邢台，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河古庙镇西马延村，我们有最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和

技术团队，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2 年里，我们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良好的技术支持、健全

的售后服务，邢台市恒博欣照明灯具有限公司是邢台照明灯具厂行业知名企业，如果您对我

公司的产品服务有兴趣，请在线留言或者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15028848288

河北文安志兴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 171

河北文安志兴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动感画、光纤、数码信息历为主的股份制企业。

公司集研制、生产和销售服务于一体。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技术力量雄厚，拥有配套的 钢化玻璃车间、玻

璃丝印车间、电子板生产车间，为了严把质量关，厂内专门设有产品老化车间，生产体系十

分优越。 志兴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多年的生产经验，以及完美的售后服务深受广大客户

的信赖。产品动感逼真、清晰、款式新颖、品种多样，可加工定作。 

电话：0316-5398836

网址：http://www.zhixingdianz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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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华宸矿业   展位号 A2

内蒙古华宸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化德县华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以矿业开发、石材开采加工、科研、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公司拥有化德县境内南、

北两部分矿区，总矿区面积近1平方公里；自2013年 8月，先后完成了，花岗岩矿整合收购、

矿山开采、石材车间基建、设备购置；于 2015 年 6 月中旬，南矿区花岗岩，被国家行业协

会正式命名为“乌兰咖钻”（石材编号：G1508）正式进入销售阶段；

在实现南矿区花岗岩矿生产、销售后，企业向化德县发改委申请了《化德县华晨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年处理 100 万吨花岗岩（再生资源）废渣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已通过备案审批。

本项目是企业立足于国家就资源绿色开采、推进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制定的发展方向，高效

利用花岗岩矿料，使原有的尾矿、废渣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使企业最终由传

统工业转型升级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和环保产业。

电话：400-860-4456

网址：http://www.hcmining.net

河北沧州尚彩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162/163

河北沧州尚彩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大型塑料成型技术的整灯生产厂家，拥有大

型注塑机，吹塑机，自主研发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 LED 中国结灯系列，LED 红灯笼系列，

LED 中国梦系列等景观亮化灯具，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自主知识产权企业。公司

以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中国特有传统文化工艺为核心理念，致力打造中

国景观灯先驱企业。以专业，专注，的理念，用自己积累的经验和实力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我们将不断的学习，创新，为广大客户朋友们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携手共进，共

创辉煌！

联系电话：13463962138

浙江景轩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特 16

浙江景轩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园艺资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立体绿

化、屋顶绿化设计和施工的企业。产品有铝合金花箱、PVC 系列花箱，道路护栏、园艺造景

系列容器，轻型屋顶绿化专用花箱，墙体绿化系列组合容器，艺术护栏、道路隔离花箱。

公司拥有一支与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上海联盟的专业设计研发团队，参与设

计和施工的项目有亚青会、青奥会、世园会、全运会、省运会、福青会等重要项目 所有产

品面向全国市场并远销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区，同时在国内各地城市创建活动和景观提升工程

中已成为立体绿化产品的供应商及专业设计施工配套服务商。

电话：0578-2989556

网址：http://www.cnjingxuan.com

内蒙古陕建矿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 特 15

内蒙古陕建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注册资本一亿零八百万元人民币。公司

从事花岗岩石材的开采、加工、销售等业务，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拥有 5.044 平方公里的花

岗岩矿山资源，年开采花岗岩荒料 20 万立方米，年生产 400 万平方米的优质花岗岩板材，

有红色、黄色、棕色等系列，主供广场板、外墙干挂板等板材类，同时生产道沿石、挡路石、

栏杆、石雕、线条等各类异型产品。

公司开发项目依托阿拉善区域花岗岩石材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围绕石材产业链条，上

下延伸，侧向配套，按照国际化标准打造集石材开采、加工、销售、设计、施工、仓储、运

输为一体的综合性石材产业基地。公司已在西安、兰州、青海等地设有销售点和展示厅，经

营的花岗岩品种丰富多样，产品种类齐全，质量可靠，运输稳定高效，销售范围广，市场辐

射上海、浙江等国内二十余省市，部分产品出口国外。

联系电话：1839201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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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威博新能源供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176

威博集团，中国领先的热水器研发和制造品牌，全球大型静电干粉搪瓷内胆电热水器生

产基地。1997 年以来，威博专注做好电热水器，累计生产电热水器超过 2000 万台，为超过

20 个中国著名品牌进行 OEM 制造，产品远销超过 40 个国家和地区。威博以先进的制作设备

和可靠的产品品质著称于行业。公司先后引进五条德国艾森曼公司搪瓷内胆生产线，以及德

国瓦格纳尔公司、意大利 APES 公司等国际知名装备制造企业的整套设备，是国内电热水器

制造标杆式企业。

通过不断创新和战略升级，威博已形成以OEM为基础，自有品牌跨越式发展的业务布局，

以威博、奥荻莎和三高三大品牌组合定位的品牌布局，和顺德高黎、安徽马鞍山两大基地覆

盖全国的产业布局。拥有年产 500 万台热水器和 50 万台的新能源设备产品能力。

电话：0555-8886011

河北诚丰照明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展位号  特 15

河北诚丰照明电器销售有限公司，2011年10月26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批发零售：灯具、

集成吊顶电器、多功能取暖器、换气扇、厨房电器开关、插座、太阳能热水器、红外线灯泡、

节能灯、装饰灯泡等。

电话：0311-89101810

嘉兴联赢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特 15

嘉兴联赢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海盐县于城镇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员工

100余人，是国内一家专业从事集成吊顶产品研发、制造、销售、贸易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始终秉持“专注于集成吊顶行业发展，启迪创新价值”的企业精神，以弘扬“只做高品

质电器”为己任，依托自身独特吊顶文化和创新产品背景，赢得了消费者的一致推崇和业界

的高度认同。

电话：0573-86588190

安徽植润生态园林景观有限公司    展位号  B1

安徽植润生态园林景观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坐落于安徽

省蒙城县双锁山脚下，占地 2000 亩，在江苏苏州 2008 年成立常熟超旺园艺场，另有盆景大

棚 30 亩。 经营范围：苗木草坪种植、批发、零售、供应南北绿化工程苗木，新品种水果苗

木。大树寄卖，收售绿化树。专业绿化养护，古树急救复强复壮，园林工程，花卉租赁，鲜

果采摘，农产品销售，生态采摘园设计建设，农业观光、民宿、园艺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本公司专业承接：果树苗木，果树盆栽。草坪出售，草坪修剪，民宿，生态园建设。磨

盘石槽，景观奇石，园林机械，南北绿化树木，大树寄卖。常年承接绿化园林工程，绿化养

护，古树急救，复强复壮等。

联系电话：13375173368   13225674567

网址：www.zhirunyuan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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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宝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展位号  B2

宿迁宝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型苗木销售公司。主要经营种类有：花灌木、行

道树、乔木、色块类、绿篱类、观赏竹类、花卉盆景类、花篱类、刺篱类、地被类、草坪类、

节日草花、各类新优彩叶树种、5 万亩绿化小苗等共达 26 大类，苗木畅销全国各地。多年

来为重庆、大连、天津、上海、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宁夏、陕西、山西、四川、云南、

黑龙江、内蒙、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广东等地供应了大量苗木。为全国的高速公路、

铁路、大中型企业厂区、大中学院、高中小学及大中城市、中小城镇街道、中高档住宅小区、

别墅区、园林绿化公司、苗圃、花木基地等广大客户群提供了大量优质绿化苗木及种苗！宿

迁宝艺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自 2008 年创办以来，曾多次被评为“沭阳县明星企业，花木营销

大户，重合同，守信誉，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我们本着“自产自销，薄利多销”的经营

理念，一直受到广大新老客户信赖和好评 ! 

电话：18168191968

河北省定州友谊苗木花卉公司     展位号  B3

定州市友谊花卉位于华北绿化工程苗木基地东王习村 , 至今已有 30 年种植历史 , 苗木

品种 100 多种 , 多年来被园林单位评为“绿化先进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全省

优良种苗繁育基地”等称号。苗木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地区 , 与很多园林单位建立了长期的

合作关系。本基地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经营 , 苗木基地 10 万余亩 , 本基地在定州东北方

向 25 公里处 , 地理位置优越 , 距北京 200 公里、天津 110 公里 , 代办汽车、铁路运输。常

年出售干切花用龙柳、龙桑。我们将以热情的服务 ,优质的苗木迎候各位的光临。

电话：86-0312-2673406

河北恒昌泰铜雕有限公司    展位号  B4  

河北恒昌泰铜雕有限公司，位于唐县长古城工业园区。建厂二十年来，凭着精湛的技术

实力和雄厚的资金优势，先后为国内外各界制作了大到百吨的边疆界碑，小到百克的吉祥

饰品；无论是宝相庄严的鎏金佛像，还是小巧精致的仿古铜器，都是精工细琢，精益求精 . 

业务范围涵盖所有铜器制作：城市雕塑（3 米以下能整体浇铸）、仿古青铜器、宗教铜像 ,

香炉、宝鼎、铜钟、转经筒等，并能给雕像贴金铂鎏金等。产品规格齐全 . 造型精美 . 我厂

以超越自我 . 追求卓越为宗旨 . 本着以质量求生存 . 以诚信求发展 . 让客户 100% 满意的经

营理念 .竭诚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与客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  

联系电话：13603224596

河北华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  B5

河北华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注册资本金 2582 万元，企业拥有市政用工

程总承包二级、体育场地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公司拥有高级工程师 5 名，注册建造

师 28 名，各类技术人员 118 名，作业人员 1000 余人。公司自成立以来，承建或参建了多项

北京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包括长安街及延长线道路改扩建工程、三环路改造工程、首都机场

t3航站楼排水工程、多个住宅小区市政配套工程、河北兴隆国家田径训练基地改扩建工程等，

都获得了业主的高度评价。

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公司承接的工程逐步向大规模、多元化发展，涵盖道路、

桥梁、浅埋暗挖、市政综合管线、垃圾填埋场、体育设施、园林绿化等多个领域发展。

电话：010-6380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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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清泉曼地亚红豆杉    展位号 B6

山东省苍山县曼地亚红豆杉推广中心成立于2006年，专业从事曼地亚红豆杉种植，培育。

本基地培育的曼地亚红豆杉特点是：紫杉醇含量高、生长快、适应性强。是药用、绿化兼用

品种，既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又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将是种植业的新宠，当前种植曼地

亚红豆杉是传统种植业和现代生态理念完美结合。曼地亚红豆杉生长速度快，对环境适应性

强，可用于营建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改善生态环境。 此外，曼地亚红豆杉四季常青 ,

秋果红艳，给人以健康饱满的外观感，耐修剪，好造型，具有较高的园艺价值。

本推广中心秉承“诚信、务实、创新”的企业理念，为您提供优质的曼地亚红豆杉。诚

邀各界朋友来我处实地考察，选购曼地亚红豆杉，我们将给予热情接待，希望合作愉快。并

愿与您携手合作，共创辉煌。

电话：18763708111

网址：www.csmdyhds.com

北京远洋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展位号 B7

北京远洋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于 2016 年成立，主要经营项目为： 销售花卉、植物幼苗、

新鲜水果、未经加工的干果、坚果、城市园林绿化、销售林木种子、旅游信息咨询、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从公司成立到发展壮大的这几年里，我们始终坚持用户至上，本着“诚信、

敬业、协同、创新、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力求给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的同时，也使

企业得到长久发展。

电话：010-56244559

网址：http://www.miaomu.com/vip/183212

青岛吕明信生态园林科技    展位号 B8

主营：高杆及矮杆精品现代海棠《北美海棠》、凯丽海棠、艾瑞斯海棠、白兰地海棠、

珠穆朗玛海棠、冬红海棠、红巴伦海棠、亚当海棠、绚丽海棠、红丽海棠等。                 

联系电话：13953216729

网址：http://www.vip558.cn/

河南省商水县向杰农业科技     展位号 B9

商水县向杰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培育我国珍贵树种楸树法桐良种苗木的科技型

企业，主要致力于法桐楸树新品种的开发与推广。。公司宗旨是发展精品林业，打造中国“木

王”——楸树第一品牌树种。公司现有场圃面积千余亩，大型农机具 12 台，车辆 6 台，办

工场所 1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5000 多万元，正式员工 43 人，管理科研人员 15 人，其中高

中级科研人员 5 人。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力量过硬。新品种楸树是有多个林科院最新杂交培

育。今年与多家林科院联合研究，与山东、洛阳等楸树基地强强联合，通过无性繁殖，采取

规模型封闭隔离育苗，今年在国楸 1 号、国楸 2 号、国楸 3 号、速生楸等品种的基础上，繁

育出楸树杂交新品种当年生苗 100 余万株。

联系电话：1383949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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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晨春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B10

内蒙古晨春实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新兴的一家集矿山开采、石材加工、进出口贸易为一体

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５年，凭借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设备和工艺、优质

特色的品种、完善的内部管理，已发展成为当地的行业龙头企业。公司拥有一整套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丰富的矿山资源。目前，拥有独资矿山五座，荒料月开采能力 2000至 3000 立方米，

板材月生产能力达数万平方米。现推出的，金钻玛系列产品备受石材界同仁的一致认可，市

场反应激烈，生产的荒料石，板材销往各地，深受广大用户的好评。 公司奉行“品质至优，

信誉至上”的宗旨，秉承“以人为本、团队合作”的管理理念，创造一种使得每一位员工为

持续的品质改善而努力的企业文化，崇尚“质，量，价，信”的经营方针，恪守平等互利的

原则，最大限度的满足您对石材高品质的追求！ 

电话 : 0479-6223333

定州市润木苗木花卉有限公司    展位号 B11

定州市润木苗木花卉有限公司于 2014 年在定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4 年始终

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主要经营造林苗、城镇绿化苗、经济林

苗、花卉种植、销售，公司属于保定绿化苗木公司行业，如果您对我公司的产品服务有兴趣，

期待您在线留言或者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13785224400

衡水益通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B12

衡水益通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8 年，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波形钢

板桥涵的专业生产厂家。公司已有十几年的产品生产、研发、应用历程。十几年来公司一直

努力致力于该产品的技术改进、开发和应用，集科研、生产和施工于一体，同交通部公路科

学研究院、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市政设计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河北

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内蒙古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都有着多年良好的技术协作

关系。并参与了多个省部级波形钢板桥涵的研究课题，是行业标准的重点起草单位。有独立

的波形钢板桥涵设计能力，可为各大项目提供设计、咨询服务。我公司在生产设备、产品研

发及应用技术领域拥有三十余项专利技术，公司率先通过质量、环境、安全体系认证，在国

内处于领先地位并求与世界同步 .

销售部：0318-5876111 5876888

网址 : www.hsyt.com

济南恒力特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B14 

济南恒力特新机械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浮雕机、佛像雕刻机、欧式家具雕刻机、圆

柱雕刻机、四轴雕刻机、工艺浮雕机的高新技术企业，向全球提供高品质先进的数控雕刻设

备，产销量居同行业前列。 

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严格规范的企业管理，超星产品不断创新完善，木工行业中超星

产品涉及木工雕刻镂铣切割设备、木工三维工艺浮雕设备，四轴联动 . 五轴联动的大直径雕

刻平面圆柱设备，三大品种二十多种型号，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并依靠其出色的设计，

优良的性能，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在全球 18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代理商，产品

远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东南亚、中东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电话：0531-88705508 1346592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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