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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荟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hongqing hui guang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目前公司主推项目：«綦美人旗袍» 

    «綦美人»是由重庆荟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高端刺绣品牌，

实行个性化定制旗袍、披肩、围巾、包、鞋、以及居家摆件等各高

端商务礼品。产品已走向美国、马来西亚、澳洲、泰国等国家，深

受客户喜爱。 所有设计结合海派、京派旗袍传统旗袍的制作手法中

创新，将古典唯美与现代和时尚相结合，全线产品高档化和多元化。

2016 年，公司的«渝南版画风»、«綦美人»旗袍品牌获得了由亚洲医

美协会、韩国旅游局和中国旗袍会共同颁发的«亚洲最强品牌名人奖

» ；2017 年，获綦江区创业大赛一等奖；2017 年成为国家文化部重

点推介的文化产业项目；2017 年在渝洽会上，代表綦江区八大版块

之一向全世界推介。 

    其他经营项目有影视制作，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动漫设计，服装设计，电脑平面设计，会展服务，汽车租赁，礼仪

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销售；

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文化用品、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

土特产品、电器、预包装食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服装；电器安装；进出口贸易：服装、日化用品、礼品、

农产品、包装类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金福大道 32 号办公楼 

电话：+8648690097 

邮箱：963845441@QQ.COM 

网址：fx.dsyok.com/app/index.php?i=2&c=entry&m=ewei_shopv2&do=mobile  

展品：参展的商品中有 5 件刺绣旗袍，一件真丝刺绣凉被，两个刺 

绣包。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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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炙焱动力制造有限公司 

Chongqing zhiyan power manufacturing  

co. LTD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金为肆仟万元人民币。我公司位于

重庆市綦江区桥河工业园 A 区，工厂占地面积为五万平方米，员工

约九十人。 主要业务为组装出口以越野车为主的摩托车。 

    公司前身 China Motors Industry Group Co.,Ltd 成立于 2006 年,

其主营业务为摩托车出口贸易。在过去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

不断提升公司的研发力量和团队精神，在 2009 年我公司成功研发第

一款自主专利越野车—龙卷风，该款车截止目前已销售超过十万台

套。2014 年我公司研发的全球第一款跨界概念的摩托车-铁拳，共

取得十来项国家专利证书。并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赢得了全球客户

的认可，已经成功销售到除了公司传统市场南美洲之外的欧洲，亚

洲，非洲，中东等多个国家。2015 年底，我公司的另外一款重点自

主研发新车型也将隆重推出，相信这款车也将成为一款近年来中国

摩托车制造的一个新的经典。  

    在推广上，我公司积极创新，在 2013 年，我公司成功组织赞助

的大型骑行活动，由中英两位骑手骑着我公司自己制造的越野车龙

卷风历经数月，连续骑行超过 35,111 公里，创造了‘单一国家摩托车

连续骑行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摩托车行业的一个

奇迹。这不仅是一次骑行秀，更多的是展示了我公司产品其优良的

性能。 

    在媒体推广方面，我公司还连续多年在«中国摩托» 杂志购买整

页广告。 

 

 

 

地址：重庆市桥河工业园 A 区金福路 38 号 

电话：+86 23-87260678 

邮箱：974801548@qq.com 

网址：www.fuegopower.com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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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世纪之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Chongqing COPTICOMM Technology  

Industry Co., Ltd 

 

    重庆世纪之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成立，注册资金

4.05 亿元，在长寿区拥有全国最大、占地 307 亩的塑料光纤产业基

地。公司主要从事塑料材料、光纤光缆、光模块、光电设备等全产

业链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掌握的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和爱尔兰 Firecomms 的新材料、塑料光纤光缆及光电转换芯片

多项核心技术，提供涵盖通信网络、电力信号传输、消费电子、工

业互联网、电动汽车、医疗传感、数据中心、物联网、人工智能、

大照明等领域的各种新一代塑料光纤通信产品及解决方案。 

作为全国塑料光纤行业龙头企业，我们将«链接世界 畅想未来»

作为公司的经营思想和品牌承诺，致力于打造体系更先进、产品更

完整、服务更完善的光通信产业基地，做全球领先的塑料光纤全产

业链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青枫北路 12 号双子座 4 号楼 15/16 层 

电话：+86 23-8892 0555 

邮箱：qiuyifu@copticomm.com 

网址：www.copticomm.com/ 

展品：集中器通信模块：9.79*7.29*2.9（cm）；采集器:16*11.2*7

（cm）；DCFF43 采集器；电表通信模块:7*5*2.27（cm）, 

      S1024 塑料光纤交换机 :44*25*4.4(cm)；C110 光电转换

器:8*3.5*2.1(cm)；塑料光纤: 50*30*10(cm)。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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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立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jincube wine co. LTD 

 

重庆金立方酒业有限公司坐落在重庆綦江食品工业园区，是重

庆木瓜酒，重庆果酒，重庆果酒定制面向全国的重点项目，占地 78

亩。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注册资金 4630 万元，计划总投资 1.2

亿元，规划建设 1万吨木瓜系列高档果酒生产基地，现已投资近 7000

万元，建成 5000 吨木瓜果酒首期工程。公司拥有各类中高级专业技

术人员 20 余名，配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质量检测仪器，开发并投入

市场的产品有 3.8°、6°、12°等系列产品 20 多个，获得注册商标 20

多个（其中金立方为重庆著名商标）、产品专利 14 个（其中木瓜果

酒发酵专利一个），目前生产规模与产品品质位居国内同类产品前

列。公司拥有各类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0 余名，配有国内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质量检测仪器，并与西南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四川发酵

设计研究院等科研院校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目前生产规模与产

品品质位居国内同类产品前列。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工业园区（食品园） 

电话：+86 23-48482999 

邮箱：1195520490@qq.com 

网址：www.cqjlf.com 

展品：金立方木瓜冰酒，600ml/瓶，本品精选优质木瓜鲜果，采用 

      低温发酵技术精心酿制而成。 

      金立方古南冰谷，550ml、600ml，古南冰谷是优雅生活与时 

      尚养生的象征，带给您高压浪漫的饮酒体验和品牌感受。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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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星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Venus co. LTD 

 

    重庆金星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2 年，注册资本 5 千万元，年

销售 3 亿元。公司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优

良的生产设备。其产品«金角、老四川»系列牛肉干 2006 年获得«中

华老字号称号»，并畅销全国。 

    公司始终坚持：传承老字号、味美质高、诚信经营的理念。时

刻保证质量，增强一流服务意识，打造优质企业信誉。 

    重庆金星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科技创新，不断转型升级引领行

业潮流，成为牛肉干食品行业的领军企业。并持续专注深耕中国市

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为迈向国内外顶尖品牌和百年名企而拼搏。 

 

 

 

 

 

 

 

 

 

 

地址：重庆市古南街道新村路 80 号 

电话：+86 23-48662820 

邮箱：2478332053@qq.com 

网址：www.cqjxgf.com 

展品：金角.老四川牛肉干系列产品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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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友军食品有限公司 

Chongqing youjun food co. LTD 

 

    重庆市友军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公司前身为重庆市合川区友军食品厂，成立于 2007 年 3

月。 

    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家友系国家特一级烹调师，政协合川区第十

五届委员会委员，他对食品加工生产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传统

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创新，自主研发的“友军”牌香脆椒、油

辣椒、脆椒豆瓣、鱼调料、口水黄豆、麻辣紫薯等 6 大系列休闲食

品独具特色，深受消费者喜爱。特别是«友军»牌香脆椒系列产品已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发明专利，同时，还获得重庆市伊斯兰教协

会颁发的«清真食品»证书。 

    公司以大型特许连锁经营、饮食文化开发、人才储备培训为主

进行多元化发展，为餐饮业制作特色菜品带来了全新改革。多年来，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诚信为本»为宗旨，不断拓展市场新领域。目

前，公司在全国拥有专卖店 400 余家，产品销往重庆、四川、上海、

贵州、云南、湖南、湖北等 20 多个省市。 

 

地址：重庆市工业园区花园路 159 号 

电话：+8615608350260 

邮箱：951547115@qq.com 

网址： www.cqyoujun.cn 

展品：香脆椒精选优质的辣椒、芝麻、花生仁、淀粉等采用独特工 

      艺加工而成。通过营养丰富的食材合理配比，辣椒的选择、 

      辣椒切段长度的控制，油炸火候、时间等恰到好处的设计， 

      采用离心脱水、离心式搅拌机填装芯料等关键技术，使生产 

      出的香脆椒产品口感香脆、营养丰富、外观整齐、美观、香 

      气迷人、食用方便。解决了辣椒直接食用，同时不破坏营养 

      成分，避免产品油腻、不酥脆、不美观等主要问题，达到显 

      著的经济效益。该香脆椒的制备方法，达到工艺科学、合理， 

      是国内独家成功开发,生产出的香脆椒产品具有外观美观、酥 

      香迷人、营养丰富、食用方便，制备方法全国首创。该方法 

      目前已取得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名称：香脆椒的制备方法。 

      开发辣椒零食，在保障食品安全前提下，丰富了休闲类食品 

      种类。大胆推出香脆椒的多个风味单品，辣香爽口，使之更 

      加适合消费者的口味，具有巴渝风情。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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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 

Yuxinou (Chongqing) Logistics Co., Ltd. 

 

     渝新欧（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新欧公司»）成立

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是由中铁、俄铁、哈铁、德铁以及重庆市政

府«四国五方»合资组建，主要从事重庆、欧洲、东南亚沿线双向的

铁路货物运输业务。作为中欧班列重要品牌，渝新欧公司积极创新

拓展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的运营模式，推进多式联运体系建

设，不断夯实«渝新欧»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是重庆走出去的靓丽«

名片»，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截至目

前，渝新欧累计开行班列数超 2000 列，其中俄罗斯班列开行超 100

班，已实现每周固定开行。未来将进一步加密俄罗斯班列开行，使

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紧密地联系到一

起，为中俄两河流域的携手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地址：重庆市汇流路 1 号美联广场 21 楼 

电话：+86 23-67623890 

邮箱：stacy@yuxinoulogsitics.com 

网址：www.yuxinoulogistics.com 

展品：作为中欧班列开创者，渝新欧公司积极创新拓展渝新欧国际 

      铁路联运大通道的运营模式，在公共班列开行、铁路货源组 

      织、«1+N»的渝新欧分拨体系建设、国内外场站建设、汽车 

      整车进口、国际邮包运输、跨境电商运输、班列提速降费方 

      面均有重大突破，并且通过多元化发展，不断夯实«渝新欧» 

      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成为重庆走出去的靓丽«名片»，同时， 

      也是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抓手。 

      渝新欧班列在重庆果园港发班成功，成为渝新欧班列继重庆 

      团结村之后的又一始发站，与此同时，«牵手»长江黄金水道， 

      实现«一带»和«一路»无缝衔接，真正承担起了渝新欧国际铁 

      路联运大通道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作用，成 

      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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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Haifu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原始创新  中国智造  领跑聚焦超声外科«治疗——让病人受伤

害更小！» 是海扶人的信仰，是患者对健康的需求，也是医学文明

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医学走过了从开腹手术到腔镜手术，再到聚

焦超声外科手术的发展历程，聚焦超声外科颠覆了传统手术的概念

和体验，推动了人类医学文明的发展。30 年来，海扶团队坚持原始

创新，开创了微无创理念指导下的聚焦超声外科医学新时代，并将

这一新兴治疗技术在全球加以推广。 

    2010 年 4 月 29 日，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世博会重庆馆视察时，

饶有兴趣的观看了海扶医疗展台的海扶刀治疗演示，并对这一中国

原创、国际领先的技术予以肯定。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镇青松路 1 号 

电话：+86 23-67886195 

邮箱：wendywong@hifu.cn 

网址：www.haifumedical.com 

展品：JC200 展览机，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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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PUSH Mechanism Co.,Ltd 

 

    小康股份是一家以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为核心业务、汽车整车

为主营业务的实体制造企业，现已形成集汽车整车、发动机、汽车

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下辖

动力公司、新能源汽车公司、部品公司、进出口公司等多家全资子

公司，以及与东风公司合资成立的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主营产

品包括超级都市 SUV、紧凑型 MPV、纯电动微型商用车等整车以

及 1.0-1.8 升、1.5T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等节能环保高性能发动机。产

品远销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康股份先后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

国就业先进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重庆工业企业 50 强、重

庆市企业集团纳税 50 强、重庆市优秀民营企业、重庆市出口知名品

牌等荣誉，多次入选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 500 强、中

国机械 500 强。 

    东风小康汽车工厂拥有先进科技的生产设备及工艺，以智能制

造技术，坚持打造国际化品质，首款 SUV 产品风光 580，汇集全球

智慧，自上市以来 20 月，销量突破 30 万台，其最新智能、网联配

置，能够实现语音控制、远程控制和生活娱乐等 40 余项功能，给用

户带来«会对话 更智联»的非凡体验感受。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工业园区井盛路 1 号 

电话：+86 23-86175971 

邮箱：zhangtong@yuanchina.com 

网址：www.sokon.cc 

展品：风光 580 智联版  展品尺寸：4690mm*1845*1715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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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汇达柠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CHONGQING HUIDA LEMON  

TECHNOLOGY GROUP CO.LTD 

 

    重庆汇达柠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柠檬）创建于
2007 年，总部座落于重庆市潼南区工业园幸福街 8 号，公司注册资
金 5.58 亿元，是专注柠檬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集团公
司。公司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13 亿多元，建立了年深加工柠檬 20 万
余吨的产业链，年产值 30 亿元以上，是中国柠檬全产业链企业、中
国国家级柠檬生态原产地、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重庆市柠檬重点农业龙头企业、重庆市农业综合开发重点龙头企业、
重庆市市级林业龙头企业、重庆市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重庆市高
新技术创新中心、重庆柠檬深加工工程技术中心、重庆市博士后工
作站、重庆柠檬产业研究院、中国柠檬产业领军品牌。 
    公司按现代园林式设计，实行计算机系统管理，设有在线实时
监控及网络管理系统，对生产全过程标准化管理，引进德国、意大
利、美国等国际、国内外先进技术及设备，建成柠檬无损自动分选、
柠檬压榨、PET 瓶饮料无菌自动灌、柠檬冻干片、柠檬蜜茶蜜酱、
柠檬即食片等现代化生产线，整个生产过程实现标准化、流程化、
自动化、集约化管理。 
    公司立足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创新发展，用高新技术打造特色
柠檬产业，建有柠檬标准化种植基地 10000 多亩，成立了国内第一
家柠檬深加工工程技术中心、采用冷冻干燥、生物提取、真空浓缩、
无菌灌装、超微破壁等现代工艺技术，累计投入自有科技研发资金
达 1.3 亿元，围绕柠檬种植、柠檬果皮、柠檬果汁、柠檬果渣、柠
檬果籽、柠檬花、柠檬叶等进行精深开发利用，拥有国家专利 20
余项，自主研发柠檬精深加工技术 300 余项。开发研制柠檬饮料、
柠檬食品、柠檬化妆品、柠檬生物药业及保健品共 300 余种产品，
其中柠檬果汁饮料、柠檬即食片、柠檬蜂蜜茶、柠檬冻干片、柠檬
面膜、柠檬精油等明星产品备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 
    公司立足潼南，布局全国，放眼全球，目前已建成七大区域营
销中心及进出口贸易等线下营销中心及阿里巴巴、天猫、等多个网
络销售平台，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立体销售网络体系，产品畅销全国
各主要城市，并出口俄罗斯、新加坡等全球 31 个国家和地区。 
 
 
 

地址：重庆市潼南区梓潼街道办事处幸福街 8 号 

电话：+8615213153217 

邮箱：1131330437@qq.com 

网址：www.cqhuida.com 

展品：果汁、柠檬酵素、柠檬即食片、冻干片、柠檬糕、柠檬蜜茶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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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力帆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Lifan Holding Co. Ltd 

 

    成立于 1992 年，拥有员工 15030 余人的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力帆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力帆集团是融科研开发、发动机、通机汽车和摩托车整车生产

销售为主业并集金融证券、房地产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 

    2010 年 11 月 25 日，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上

海证券交易所隆重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A股的民营乘用车企业。

力帆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杰出典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力帆曾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名片、

出口名牌、中国最佳诚信企业、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科技创新

企业奖、全国就业先进企业等荣誉；连续十余度入选中国企业 500

强；被中国商务部评为«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先后荣登«福布斯» «

中国顶尖企业排行榜»和«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IBM 商

业价值研究院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将力帆评为中国 60 家可以实现

国际化的企业之一。 

 

 

 

 

 

地址：重庆市同兴工业园区 B 区 

电话：+8615823024429 

邮箱：jx.xie@lifan.com 

网址：www.lifan.com 

展品：共享汽车：Lifan 820  EV Lifan 330 EV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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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国际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CHANG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长安汽车拥有 156 年历史底蕴，34 年造车积累，全球 16 个生

产基地、35 个整车及发动机工厂、10 个重点海外市场，2018 年 1-3

月累计销售 65.8 万辆。 

    长安汽车是中国汽车四大集团阵营企业，2014 年长安品牌汽车

产销累计突破 1000 万辆，2016 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 300 万辆，

截至 2018 年 3 月长安品牌用户突破 1600 万，两度入选央视«国家品

牌计划»，成为中国汽车品牌行业领跑者。  

    长安汽车推出了睿骋、CS 系列、逸动系列、悦翔系列、欧诺、

欧尚、CX70 等一系列经典产品。 

    长安汽车积极寻求合资合作，成立长安铃木（1993）、长安福

特（2001）、江铃控股（2004）、长安马自达（2005）、长安标致

雪铁龙（2010）等合资企业，并向外资企业输入中国品牌产品，建

立中国车企合资合作新模式。  

    长安汽车将以«引领汽车文明 造福人类生活»为使命，向«打造

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的宏伟愿景迈进。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五红路 199 号长都商务大厦 

电话：+8613629787830 

邮箱：yanjing@changan.com.cn 

网址：www.globalchangan.com 

展品：1、长安 CS35, 长*宽*高（mm）:4170*1810*1670  

      2、长安 CS75, 长*宽*高（mm）:4650*1850*1695  

      3、云店--长安数字化体验，移动展厅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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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普什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Chongqing PUSH Mechanism Co.,Ltd 

 

    重庆普什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五粮液普什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是一家集研发和制造大功率柴油（燃气）、沼气、瓦斯气、页岩气、
秸秆气、生物质气、环保废气发动机、发电机组的现代化新能源制
造企业。秉承五粮液普什集团«精铸现代员工、研制现代产品、推动
现代制造、服务现代顾客»的经营理念，公司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和高
等院校、研究所合作，研发制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普»系列大
功率柴油（燃气）发动机及发电机组，以及重普新动力天然气冷热
电联供系统，有效地废热利用和强劲的动力融合一体，全新诠释了
天然气发电分布式能源的综合经济性能，产品具有结构紧凑、外形
美观、动力性好、可靠性高、低噪音、振动小、运营成本低、节能
环保、使用维修方便等诸多优点，拥有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09 项，
外观设计专利 9 项，发明专利 4 项。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推进、船
舶发电、陆用发电和冷热电三联供等重大装备领域。公司拥有先进
的发动机装配线和测试、调试平台，具备年产 200 台大功率柴油（燃
气）发动机及发电机组的制造能力。同时具有柴油（燃气）发电场
站的设计、施工、调试安装的系统集成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公司
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
系、OHSAS18001：2007 安全与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大功率发
动机产品取得了 CCS 认证。2010 年公司被评为重庆市第二批企业
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同年被国家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2 年公司
荣获«首届重庆市中小企业 100 强»称号。重庆普什诚邀天下英才和
合作伙伴，通力合作，引领市场，携手双赢，共同绘制明天美好蓝
图！ 
 
 
 
 
地址：九龙工业园 B 区华成路 3 号 
电话：+8618725704313 
邮箱：hcm_cq@126.com 
网址：www.push-cq.com 
展品：GPL210G 系列燃气机具有主体结构强化程度高，前端系统高 
      度集成化的特点，采用世界一流燃气集成控制系统，具有精 
      确、智能化的氧浓度控制，对不同的燃料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采用世界一流机组集成控制系统，智能化程度高，远程控制 
      能力强，可靠性高，集控性强。采用高能点火、快速形成火 
      焰核和强涡流技术，燃烧迅速，空燃比达到 1.7，实现稀薄燃 
      烧。因我司产品高效、实用、可靠和便捷的维修维护，以及 
      可燃用多种燃料的优势，重庆普什燃气机组可用于各种领域  
      及用途： 
      1、每年 7000 小时以上可靠运行，可用于常规电站； 
      2、快速启动和黑启动发电能力，可用于备用电源； 
展位号：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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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 Hongbo Industrial Co., Ltd. 

 

成都虹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国营第七四五厂)创建于 1965 年，

1994 年改组设立股份公司，1998 年成为厦门钨业的控股子公司，占

地 420 亩，下辖 1 个子公司（成都虹波钼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钨、钼、复合金属的生产经营，产品主要应用于电真空、电光源、

光伏、LED、高温设备、医疗设备、兵器装备以及航空、航天、化

工、核工业领域。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创新能力

强、品牌知名度高、品种规格齐全，是国内外钨钼系列产品的主要

供应商。公司产品用“虹波”注册商标，有良好的企业管理基础和

质量保证体系，获“四川省名牌产品”称号。是国家首批高新技术

企业、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与专用材料分会理事长单位、中国钨

协会材料委员会副理事长单位、国标及军标起草单位。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路 198 号 

电话：+86 28-88432330 

Mail：HB.XS2@CXTC.COM 

网址：www.cd-hb.cn 

展品：小钨钼制品 

展位号：B3 

mailto:HB.XS2@CXTC.COM
http://www.cd-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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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Sichua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o.,Ltd. 

 

    四川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是隶属于四川博览

事务局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西博会展览方案的策划

与实施，包括组展招展、境内采购商招展、展区设置、展位安排、

现场管理与服务、境外参展样品的运输通关、检疫等相关工作；按

照专业化、市场化发展方向，负责组织（主办、承办、合办、协办）

各类专业展会；负责承办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在境外举办的各类专

业会展活动；负责组织国内企业参加境外专业展览会；负责西博会

及其他各种活动参展商数据库的建立等工作。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三段 99 号银石广场 24 楼 2411 室 

电话：+86 28-86210938 

邮箱：linyawei@wcif.cn 

网址：www.wcif.cn 

参展展品：宜宾传承燃面，五粮液自由度白酒，川酒，川茶，钨钼

类新材料 

展位号：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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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 

LUZHO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EXHIBOTION  

Co.,Ltd. 

 

泸州国际会展有限责任公司是川酒集团全资二级子公司，作为

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指定服务商，是集团公司会展、广告行业的重

要主体。公司致力于服务泸州地区举办或组织参加的各类大型会展

活动，曾多次成功执行酒博会、商博会等大型展会活动，获得主办

方的赞誉。公司发展立足泸州、面向西南，最终成长为全国知名会

展服务企业。 

 

 

 

 

 

 

 

 

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酒城大道三段兴泸投资集团 2011 

电话：+8618808309669 

邮箱：457853060@qq.com 

网址：www.lzgjhz.com 

展品：川酒是四川省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款酒类预热产品，分 

      别为 52°浓香型白酒（红瓶））和 53°酱香型白酒（绿瓶）。 

      在 2018 年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作为展会纪念酒隆重推出，得 

      到各领导、参展企业及群众的一致好评。 

展位号：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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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组成部门，负责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工作。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七星路 137 号 

电话：+86+86-771-2211653 

邮箱：wangbin_gxswtwmc@foxmail.com 

网址：www.gxswt.gov.cn 

展品：宣传灯箱，以 LED 平面播放的宣传视频等。 

展位号：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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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hangchun Railway Vehicles Co.,  

Ltd. 

 

    长客股份公司是我国知名的轨道客车研发、制造、检修及出口

基地，是中国地铁、动车组的摇篮。公司现有员工 18000 人，厂区

占地面积 490 万平方米。拥有 19 家子公司。公司年销售收入超过

300 亿元。公司目前主要有轨道客车研发服务、新造、检修及运维

服务三大主营业务。 

    研发服务业务主要是依托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

为供应商、客户、友商、合作伙伴提供各种试验、分析和测试服务。

具备年检修 2400 辆动车组和 1000 辆普通铁路客车的能力，正在拓

展城市轨道车辆检修以及运维服务业务。公司是国内行业中出口最

早、出口数量最多的企业。产品已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巴西、

泰国、沙特、伊朗、新加坡、新西兰、阿根廷、埃塞俄比亚、中国

香港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车辆数量累计近 6000 辆，创汇超 60

亿美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长江路 2001 号 

电话：+86 431-87902301 

邮箱：yangguang@cccar.com.cn 

网址：www.crrcgc.cc/ckgf 

展品：«复兴号»CR400BF 中国标准动车组模型，3A 型城际动车组， 

     车辆电气配件及轨道交通辅助配件等产品。 

展位号：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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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金润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Jinru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ew Energy Co., Ltd. 

 

    黑龙江金润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节能环保设备

和垃圾分类设施，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型企业。公司有节能热暖设

备标准模拟实验室及先进的检验检测设备，为科研生产、产品质量

检验检测提供有力保障。主要产品有高端热水工程设备、智能蒸汽

工程设备、智能热水自动化设备等。公司各级参与垃圾分类的研究，

研发的垃圾分类设施是借鉴日本、欧洲等多国的先进的垃圾分类技

术与经验，结合国内现状，运用最先进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

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垃圾智能化分类，具有技术先进、附合国

情、性能优越、科技含量高等优点。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所面临的

根本问题出发、以人为本，实现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农镇团结村小北屯 

电话：+86 451 86652777 

邮箱：1092623798@qq.com 

网址：www.hljjinrun.cn 

展品：油画、电磁机组设备（电锅炉）。 

展位号：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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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HARBIN TRANSFORMER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哈尔滨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1955 年，座落在哈尔滨高新

开发区迎宾集中区，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是哈尔滨市实施«北跃、

南拓、中兴、强县»发展新战略的重大项目之一企业，是由哈尔滨市

政府投资 7 亿元精心打造的«双百万»工程（电压 100 万伏、容量 100

万千伏安）企业。公司引进了德国产全自动乔格硅钢片横向剪切线、

施图伯格立式和卧式绕线机、瑞典产麦克菲尔 600kW 淋油气相干燥

装置、台湾产绝缘件数控加工中心和德国气垫运输车等制造变压器

的尖端生产设备，同时还配备了德国斯特劳冲击测量系统、美国惠

普油色谱分析仪、瑞士哈佛莱局放测量仪和瑞士福禄克功率分析仪

等一流的试验和检测设备，公司的规模和能力已跻身中国变压器制

造行业的先进行列。公司的主导产品为 500kV 级、220kV 级大容量

超高压电力变压器，同时生产 110kV 级、66kV 级、35kV 级、10kV

级中小型变压器。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天平路 16 号 

电话：+8615004684810 

邮箱：446522406@qq.com  

网址：www..hrbbyq.com.cn 

展品：变压器 

展位号：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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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浦县东方木业制品有限公司 

LIPU DONG FANG WOODEN  

ARTICLES CO.,LTD 

 

    我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注册资本 150 万元，是县里的重点

生产企业，连续五年纳税超百万元。生产的主要产品是木衣架，共

有五大类,100 多个品种。公司现有员工 246 人，其中技术人员 16

人，管理人员 42 人。年产值约 4000 万元。 

 

 

地址：桂林市荔浦县荔平路上沿江 

电话：+8618607730884 

邮箱：845838537@qq.com 

网址：www.b2b168.com/c168-9052394.html 

展品：木衣架，规格 44.5*23*1.2cm,日常家居用品，主要用于晾晒， 

     收纳整理。 

展位号：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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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盛泰日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SHENGTAI DAILY PLASTICS  

PRODUCTS LIMITED COMPANY OF  

GUANGXI HEZHOU 

 

    广西贺州盛泰日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是2007年6月成立的一家

外商独资企业。我公司占地面积 38 亩，厂房占地面积达 4800M2；

公司有注塑机 30 多台及包装流水线 3 条，年产量达到 3000 吨；主

要生产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塑料日用制品，塑料衣夹等，产品品质优

良、时尚，全部外销中东、欧美等国家，我公司重合同、守信用、

交货时间及时，所以我们会是你的最好合作伙伴。                                                 

  

 

 

 

 

 

 

 

地址：广西贺州市八步区贺街镇香花村 

电话：+86 774-5023768/5023738 

邮箱：GXHZST788@163.COM 

网址：www.edaohanggps.com 

展品：一次性塑料餐具和塑料日用制品，塑料衣夹等 

展位号：D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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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利升石业有限公司 

Guangxi Lisheng Stone Industry Co., Ltd. 

 

    广西利升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

月，注册资金 8000 万元人民币，是一家集人造石及异型材的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人造石材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地址在广西贺

州市平桂区，占地面积 308 亩。我公司产能达年产 1000 万平方米人

造岗石，目前全国产能最大。我公司坐落于我国最大的天然大理石

生产基地——广西碳酸钙千亿元产业示范基地所在地，基地内石材

资源丰富，粉体厂家林立，拥有石材界精品石材资源，为利升石业

提供了质量优良的人造岗石原材料。公司拥有 6 条国内最先进的全

自动人造石生产线，设计年产能 1000 平方米，全国最大规模。司还

将逐步完善以产品自主研发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进取型创新战略体

系建设，为发展成为全国人造岗石行业领军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不断学习、合作共赢的经营思路，继续发扬创新进取，追求卓

越的精神，以新颖的产品、过硬的质量、优质的服务，与客户和公

司团队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管理区西湾工业区平工北路 

电话：+86 774-8839999 

邮箱：452777694@qq.com 

网址：www.lishengstone.com 

展品：人造大理石板材： 规格 30cm *60cm 

展位号：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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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捷力电池有限公司 

Guigang Jieli(VIPOW) Battery Co.,Ltd 

 

    捷力电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镍氢

（Ni-MH）、镍镉（Ni-CD)及锂电等可充电电池的高新科技企业。

拥有广西桂平/贵港两个工业园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 258 亩，现有

员工人数近 600 人，拥有一批杰出的材料学、电化学专家和一支经

过专业培训的员工队伍。 

    公司自 1995 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节能与新能源应急电源领

域构建全产业链。公司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产品通

过了 CE/IEC62133/BIS/BSCI 等国际认证以及 SGS 环保测试。 

    产品远销欧美，南美，日韩，东南亚等地，并与国内外著名公

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建立了覆盖全球市场的销售网络和广泛的客

户群体. 

    捷力公司全员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与客户一同发展，携

手共创美好未来。 

 

地址：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江南工业园 

电话：+86 20-36332754 

邮箱：wuhong@vipow.com 

网址：www.vipow.com 

展品：锂电池；镍氢；镍镉 

展位号：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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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 

有限公司 

SINOTRUK LIUZHOU YUNLI  

SPECIAL VEHICLE CO.,LTD 

 

    中国重汽集团柳州运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专用

汽车制造的企业，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重卡专用汽车生产企业，

是中国重汽集团南方专用车生产基地和东盟出口业务的桥头堡。 

    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 及 TSI16949 质量体系认证，«CCC»

产品强制认证，主要产品为 «运力»牌各类专用汽车，包括罐式车系

列、自卸车系列、特种矿运车和环卫车系列等四大类产品；主导产

品为铝合金运油车、粉粒物料（散装水泥）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运

输车、重型自卸车、特种矿运车、后装压缩式垃圾车、道路清扫车、

高压清洗车等，产销量已跻身国内同行业前列。现已形成年产铝合

金罐车 1000 台、碳钢罐式系列专用车 3000 台、重型自卸车 10000

台、重型矿运车 800 台、环卫车 500 台的生产能力。 

 

 

 

 

 

地址：广西柳州市柳江县新兴工业园乐业路 12 号 

电话：+8618507728283 

网址：www.yunli.cn 

展品：展位布展的产品宣传画，产品宣传样册 

展位号：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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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中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YANGQUAN ZHONGJIA ABRASIVES  

CO.,LTD 

 

    阳泉市中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开始在 1993 年制造切割片和砂

轮，我们实现了设想并成为一名全球贸易的成员，公司依靠生产高

性价比的产品开始一步步出口产品到欧洲，中东，南洋，南美洲，

大洋洲和非洲。凭借优秀的品牌声誉，公司开始生产百叶片。我们

投入时间和资源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质量和安全的声

誉下致力于发展技术，开发完成的和创新的产品线。我们的目标是

为您提供一个服务包，并以聪明的解决方案和高效的产品超越您的

预期。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系统，经验丰富的生产技术和合格的员工，

生产出高性能的切割片、砂轮和百叶片的研磨产品。以卓越的的产

品技术，cutop 提供广泛的产品范围和解决方案，无论是切割、研磨

和抛光，都能满足每个用户的需求和要求。Cutop 项目包括广泛的

产品品质，在苛刻的工业市场中满足所有性能和价格水平。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郊区 

电话：+86 353-6050661 

邮箱：xiaobo_kj@126.com 

网址：www.zjabrasives.com 

展品：cutop 超薄切割片 

展位号：D59 

file:///G:/2018中俄/6.25/www.zjabras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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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金鼎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hanxi Jindingtai Metals Co.,Ltd 

 

    创新引领发展，科技成就未来。承载着三十余年发展历程的金

鼎泰集团，为全球石油、化工、船舶、机械、管道工程等行业年均

供应 2 万吨不锈钢、合金钢和碳钢等不同材质的高端精密锻造产品。

其产品涵盖法兰、管件、阀体、球体、轴、联轴器、车轮、环件、

饼、桶以及其它定制产品。 

    作为中国锻造加工业的领跑者，金鼎泰集团不断适应市场需求，

持续推进技术变革和工艺创新。金鼎泰人秉承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不断优化生产、管理和营销流程，使集团一路劈波斩

浪发展成为行业翘楚。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西河头村 199 号 

电话：+86 350-7569885 

邮箱：jerry@ckforge.com 

网址：www.ckforge.com 

展品：法兰、管件、阀体、球体、轴、联轴器、车轮、环件、饼、 

      桶以及其它定制产品。 

展位号：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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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华扬机电有限公司 

CHANGZHI HUAYANG MACHINERY  

& ELECTRIC CO.,LTD. 

 

    长治市华扬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轴承出口企业，从事轴承出口

10 余年了。本公司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我们的产品主

要出口欧美等市场，得到客户一致好评。 

 

 

 

 

 

 

 

地址：山西长治市太行西街 406 号中央商务大厦 C 座 1603 室 

电话：+8618635550355 

邮箱：robertyang@yang-bearing.com 

网址：www.yang bearing.com 

展品：1、轴承及轴承零件 

      2、采矿用掘进机截齿（LPJ135、LPJ120、LPJ47 等）； 

      3、隧道用掘进机截齿（LPJ135 等）； 

      4、公路修复用铣刨机截齿； 

      5、建筑工程用旋挖机截齿" 

展位号：D71 

file:///G:/2018中俄/6.25/www.yang-bea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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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利普利拓煤机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利普利拓煤机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是供煤矿采煤机、掘进机、

破碎机、铣刨机用截齿、齿座、齿套的专业生产制造厂家。其产品

品质均达到国家行业标准 MT（246-2006）优质品要求，已顺利通

过 GB/T1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认证，获得山西省中小企业局«技术中心»称号及«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荣誉，并获得了山西省著名商标称号。 

    公司采用当今本行业国内、国际领先的生产工艺，并用与国内

的本行业外资企业相同的原材料供货商加工生产，产品规格齐全，

品质于广大用户单位获得一致好评。专业、专注、专攻是我公司的

企业宗旨，致力于打造国际优质截齿是我公司的目标。在截齿的设

计、生产中运用了多项具有本公司发明的专利技术。公司可根据客

户的生产变化需求，在过硬岩及复杂地质结构时，提供与之相适应

的截齿；即煤层状况良好时提供小阻力小破碎力的高块率截齿，以

提高用户收益。 

    公司产品遍布国内许多煤炭企业。例：晋城煤业集团，兰花煤

业集团，河南永城煤业集团，大同煤业集团，宁武县阳煤榆树坡煤

矿，鄂尔多斯塔勒高勒煤业及山西晋东南地区 70%以上的地方煤业

集团。 

 

 

地址：山西省晋城市豪德商贸城东西坡 2 号 11 间 

电话：+861393566632 

邮箱：lipulituo@163.com 

网址：www.lipulituo.com 

展品：1、采矿用截齿、齿套、齿座（LPU82、LPU84、LPU95、 

      LPU94、LPU92、LPU170 等）； 

      2、采矿用掘进机截齿（LPJ135、LPJ120、LPJ47 等）； 

      3、隧道用掘进机截齿（LPJ135 等）； 

      4、公路修复用铣刨机截齿； 

      5、建筑工程用旋挖机截齿。 

展位号：D72 

file:///G:/2018中俄/6.25/www.lipulituo.com


31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Jinxi Axle Company limited 

 

    我公司主要寻求车轴, 轮对，摇枕侧架以及小铸件，锻件以及

自主设计车辆等产品的俄罗斯代理以及最终客户，通过交流了解俄

罗斯铁路市场的准入条件以及价格等因素，向俄方展示晋西车轴的

生产能力和设备等，为后续晋西车轴打入俄罗斯市场做准备。同时

和参展的中方企业探讨贸易途径。具体来说，了解一下外贸货车轴

和地铁轴，机车轴，宽轨型轮轴等的价格和技术方面与我公司的分

别。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5 号 

电话：+8615934138530 

邮箱：yuyan41@163.com 

网址：www.jinxiaxle.com 

展品：宣传册以及图片形式，无产品展品。 

展位号：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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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CRRC TAIYUAN CO.,LTD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始建于 1898 年，从 1934 年开始生

产、修理铁路产品，至今已有 80 余年的造修历史，是中国最早的铁

路工厂之一。公司隶属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是国有大型一类企

业，是国内最大的铁路电力机车检修基地和 K 系列漏斗车设计制造

的主导企业，公司自行设计制造的铁路工程类作业机械居国内先进

水平。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占地面积约 1.124 平方千米，现有

职工 4000 人，拥有各类机械设备 3900 台，大型精密设备 150 余台。

公司产品主要集中在电力机车检修、货车新造与检修、工程作业车

制造三大领域。电力机车检修涉及铁路干线各型电力机车,年厂修能

力达 750 台；车辆新造产品包括敞车、石碴漏斗车、煤炭漏斗车型

的设计制造，新造货车年生产能力 5000 辆；厂修货车年生产能力

8000 辆；工程作业车主要有接触网作业车、恒张力放线车、重型轨

道车、工矿用牵引内燃机车、隧道牵引车、检测车、轨道平台车、

冲洗车、轨道起重车等铁路工程维修车产品，年生产能力 500 台。 

 

 

 

地址：山西太原市兴华西街 129 号 

电话：+86 351-2649484 

邮箱：wbw2640624@163.com 

网址：www.tyloro.com 

展品：产品宣传册及宣传视频。 

展位号：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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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英拓工贸有限公司 

SHANXI  TOP INDUSTRIES CO.,  

LTD. 

 

    主要经营五金产品、销子、冲压五金件、管夹为主。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 108 号 

电话：+8618636984698 

邮箱：sxglwt@163.com 

网址：top-ind.en.alibaba.com 

展品：渔具，销子，管夹，合页 

展位号：D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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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辰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xi Eastar Industries Co.Ltd 

 

    我公司于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经山西省太原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批准成立，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从事玻璃、机械等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始

终本着«以信为本,以质取胜»的宗旨，着眼于市场需求，追求高质量、

高效率。多年来，公司业绩呈良好发展态势，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

完善而周到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与青睐，产品远销亚欧美

市场。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建立了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拥有

先进的管理模式，具备很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和品质保证能力。公司

以人为本，重视人才的培养，汇聚了一支敬业、专业的高素质的精

英团队，可为客户提供及时、优质的服务。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公司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与时俱

进、不断创新，希望能与更多的海外客户建立良好持久的合作关系，

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地址：山西太原长风街 705 号和信商座 910 

电话：+8613803493915，15935103709 

邮箱：1315434086@qq.com，YLX218@aliyun.com 

网址：www.eastarin.cn 

展品：玻璃器皿。 

展位号：D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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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安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Datong Ancheng Machine Co Ltd 

 

    大同市安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现有工程技术人

员 10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3 人，员工 89 人，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

元，总资产 3000 万元，厂房占地面积一万九千平方米。 

    公司位于世界文化古都山西省大同市，交通十分便利。公司拥

有各类机械加工设备和质量检测仪器 90 多台，其中包括各类机床，

热处理设备和物理化学检测仪器。 

公司以生产和销售各类高耐磨混凝土泵用配件，工程机械精密

铸件，轨道交通配件为主，同时承揽加工各种机加零配件和铸造零

配件。主要产品有：混凝土砼泵车臂架用耐磨直管，弯管、变径管、

双层直管，双层弯管，管卡，法兰等，为汽车制造行业、建筑机械

制造业，石油化工行业，矿山机械行业，等国内外企业配套各类精

密铸件和机械零部件加工，部分产品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德国、

韩国，东盟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 

电话：+8618935226553 

邮箱：18935226553@126.com 

网址：www.anchengmachine.com 

展品：混凝土砼泵车臂架用耐磨直管 规格 DN125 

      弯管 规格 R275 x 90'   变径管 规格 5-4 x 1100  

      双层直管 规格 TDN125 双层弯管 规格 R180 x 90' 

      管卡 规格 5""          

      耐磨套 规格 ID121OD142L35 

      斜契  规格 STC17823" 

展位号：D76-2 

file:///G:/2018中俄/6.25/www.anchengmach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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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伊索来特宝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Shanxi Isolite Baojie refractory material  

CO.,LTD. 

 

山西伊索来特宝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是中

日合资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是高岭土系列产品和相关的陶瓷纤维系

列产品，产品在耐火材料、保温材料、陶瓷、钢铁、电力、石油、

化工等行业均有广泛应用。我们以严谨的态度、完善的管理、优质

的质量，赢得了国内外众多客户的认可，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公司地址：山西省怀仁县南辛村工业区桃北路凯旋世纪广场 

电话：+86 349-5608815         

邮箱：gyq@isolitebaojie.com.cn 

网址：www.isolitebaojie.com.cn 

参展展品：煅烧高岭土，陶瓷纤维棉（1100 度到 1400 度），陶瓷

维毯（1100 度到 1400），陶瓷纤维组块（1100 度到 1400

度），陶瓷纤维板（1100 度到 1400 度） 

展位号：D77-1 

file:///G:/2018中俄/6.25/www.isolitebaoji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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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凇江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JILIN SONGJIANG TECH-TRADE  

CO., LTD 

 

    ООО НПО ВОСТОКМАШ 公司为吉林市凇江科贸有限责任公

司在莫斯科成立的分公司，自 2006 年起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长期、

稳定、高水平的服务。目前公司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并不断向俄

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提供电加工设备和服务。目前产品主要有摩擦及

耐热产品生产线、检测设备、模具制造设备、线切割机床、电火花

加工机床、金属加工、造纸生产线等多个产品，产品种类覆盖五大

类 256 种。 

    多年来公司坚持严格的生产及制造标准，力求达到行业最高水

平。在册的技术人员可在独联体全境进行启机调试工作，必要时可

派专家对生产线提供技术支持。此外，公司拥有先进的服务理念，

创造了独特的全球售后服务支持平台。我们真诚地希望以高效的管

理和专业的团队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以满足来自世

界各地的供货需求。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吉丰东路 60 号 

电话：+8618622029696 

邮箱：wen_yanan@163.com 

网址：www.chinainstrument.cn 

展品：设备，相关技术，及附件 

展位号：D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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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Changchun Yidong Clutch Co., Ltd. 

 

    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汽车离合器和驾驶室液

压翻转机构研发和制造企业。长春一东成立于 1992 年，于 1998 年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17 年，长春一东生产 300 万套离合器及

进 40 万套驾驶室液压翻转机构，占国内重卡配套份额的 30%，销

售收入 7.8 亿人民币。 

 

 

 

 

 

地址：中国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超然街 2555 号 

电话：+86 85158488 

邮箱：cyrus.huang@ccyd.com.cn 

网址：www.ccyd.com.cn 

展品：430 离合器 1 套，340 离合器 1 套，240 离合器 1 套，液压举 

      升缸一件，手动泵 1 件，电动泵 1 件，液压锁一件 

展位号：D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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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泽吉科贸有限公司 

Jilin Province Grace Technology Trade  

Co., Ltd 

 

    吉林省泽吉科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5 月，是一家专门从事

对俄设备、工业产品出口的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对俄出口。最近

几年致力于为赴俄创业投资企业提供«导师+保姆»一站式服务。为

中国企业推介俄罗斯投资项目。项目涉及农业、渔业和工业产品投

资生产。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临河街与珠海路交汇天地大厦 B 座 815 室 

电话：+86 431-85522717 

邮箱：chenchunmei2978@sina.com 

展品：离合器，分离轴承，油管 

展位号：D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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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德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Inner Mongolia de Tian industry and  

Trade Co., Ltd. 

 

    内蒙古德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集设备制造、工程施工、境外

投资、油品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化集团公司总公司下属部门有

机械制造部（制造大型筑路机械、乳化沥青生产设备等）、下属分

公司有蒙古国 NDTK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华云泰业贸易有限

公司，内蒙古中创汇通工程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经营产品有筑路机

械、石油沥青、SBS 改性沥青、彩色沥青、公路及市政工程施工、

公路新材料研发等相关业务，致力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路

事业。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巴镇车站管区化学路 

电话：+86 478-4266296 

邮箱：18847883600@qq.com 

网址：www.detiangongmao.com 

展品：公路新材料，彩色沥青，筑路机械，公路工程，SBS 改性沥 

      青 

展位号：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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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同德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Zhalantun Tongde wood industry Co.,  

LTD 

 

    扎兰屯同德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28 日成立，注册

资本 500 万元，厂区占地面积 70503 平方米，有员工 150 人，经营

地址位于扎兰屯市开发区中央南路东侧。该公司于 2003 年 8 月份加

入呼伦贝尔岭东工业开发区，成为园区企业。2004 年 3 月份通过

ZSO9001－2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该公司生产电工层压木板采用

优质白桦木作为主要原料，生产设备有热压机、干燥机、旋切机、

涂胶机等，目前公司的生产能力年产 4000 吨电工层压板，产品品种

除了电工层压板，还在电工层压板的基础上开发了圆木棒、成型件、

榉木螺栓螺母，其中榉木螺栓螺母的研发获得了家专利证书。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岭东工业开发区中央南路东侧 

电话：+86 4703202445 

邮箱：ztdmy@163.com 

展品：电工层压板，绝缘木制造螺杆螺母，圆木棒 

展位号：D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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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佰顺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MANZHOULI BAISHUNTONG  

TRADE CO.LTD 

 

    满洲里佰顺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同

年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于当年 11 月在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乌索里

耶成立独资公司«福勒斯特»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约 300 多万美元。

2012 年与福建晋江神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合作，代理在俄罗斯销售

«神工»牌木工多片锯系列产品。  

 

 

 

 

 

 

 

 

 

 

 

 

 

 

地址：满洲里市北区二道街明珠国际公寓 1202 室 

电话：+86 470-6228812 

邮箱：mzlxiaoli@163.com 

展品：木工多片锯 

展位号：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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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劳力机械有限公司 

  

    安达劳力机械有限公司是«黑龙江劳力乳品机械有限公司»的制

造生产基地，于 2006 年建成投产。公司的主营范围为：乳制品、豆

浆粉、大豆蛋白及肽粉、植物脂肪粉（植脂末）等生产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调试，工程设计，技术咨询与培训，新产品开发研制

等。，各种加工装备先进齐全。公司核心成员由国际食品机械专家、

国内乳品机械专家、喷雾干燥设备专家、乳品技术专家组成，关键

岗位人员均接受过专业培训。我公司的宗旨是不断开拓研发新工艺、

新设备、消化吸收和利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结合具体国情真诚地

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良的装备和优质的服务，为推动食品、乳品行业

技术进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多做贡献。 

 

 

 

 

 

 

 

地址：黑龙江省安达市安发大道中兴路 6 号 

电话：+8615124555888 

邮箱：laoli10e09@163.com 

网址：www.cloli.com 

展品：奶粉、豆粉、大豆分离蛋白粉、动物植物肽粉、植脂末及麦 

      芽糊精的生产技术及整套生产设备 

展位号：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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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奎县龙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望奎龙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国家规模

以上型工业企业，是一家集民用采暖散热器、锌钢防护围栏、数控

自动化设备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厂区占地面积

44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6900 平方米，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现有

员工 96 人，其中技术与课题攻关小组 18 人，满负荷可年生产暖气

片 200 万柱，围栏 150 万延长米，数控自动化设备 220 台套，年可

实现销售额 1.6 亿元。 公司生产的暖气片和锌钢护栏凭借一流的工

艺、高标准的人性化设计，受到了广大客户的青睐，销售网络覆盖

黑龙江全省和吉林、内蒙古大部分市县，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同时

产品通过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检测，多

项指标优于国家标准。公司先后获得«国家权威检测、质量达标产品

»、«AAA 质量诚信消费者（用户）信得过单位»、«中国著名品牌»

等荣誉。   我公司是中国东北部最大的锌钢围栏生产基地，日生产

加工能力 3 千延长米以上，围栏规格，颜色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

搭配，同时公司拥有物流配送专线，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

速度，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中 。 

 

 

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望奎镇四望路道北 

电话：+8613009929622 

邮箱：64487343@qq.com 

网址：www.chinaldjs.com 

展品：民用散热器、锌钢围栏 

展位号：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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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瑞庆化工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瑞庆化工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04 月 06 日注册成立，注

册资本五千万元。主要营销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剧毒），

聚醚类破乳剂、改性非离子型聚醚破乳剂、乳液共聚物、反向破乳

剂、老化油处理剂、杀菌剂、缓蚀剂、缓蚀阻垢剂、阻垢分散剂、

清防蜡剂、二（三）元表面活性剂、醋酸钠、工程塑料、塑料薄膜、

生物合成树脂、秸秆和稻壳延伸产品、融合剂等产品的生产、销售、

研发、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德力格尔工业园区 

电话：+8613936928822 

邮箱：13936928822@139.com 

网址：www.hljrqhg.com 

展品：1.聚醚类破乳剂 2.改性非离子型聚醚破乳剂，3.乳液共聚物 

      4.反向破乳剂 5.老化油处理剂 6.杀菌剂 7.缓蚀剂 8.缓蚀 

      阻垢剂  9.阻垢分散剂  10.清防蜡剂 11.二（三）元表面活 

      性剂 12.醋酸钠 13.工程塑料 ，14.塑料薄膜 15.生物合成树 

      脂 16.秸秆和稻壳延伸产品 17.融合剂 

展位号：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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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瑞相制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省瑞相制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高铁、动车、普通

列车、货运列车、城市轨道交通的制动片，军用特种车辆、工程特

种车辆制动片，民用客运、货运大型车辆车制动片等相关摩擦制动

传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现拥有粉末冶金、合成材料两条生产线， 年

加工粉末冶金摩擦材料和有机合成摩擦材料等多种摩擦材料体系制

品 1000 万片。公司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德力

戈尔工业园区内，拥有 4900 平方米生产厂房及 10000 平方米办公

及研发综合大楼。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德力格尔工业园区 

电话：+8613936928822 

邮箱：13936928822@139.com 

网址：www.everfarcn.com 

展品：1.高速列车刹车片 2.地铁用闸瓦 3.军工车辆 4.平安应急套 

      装 5.特种工程车用刹车片 6.风力发电（烧结金属摩擦片、树 

      脂复合材料摩擦片） 7.大型客车、货车刹车片 8.研发定制 

展位号：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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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 

HARBIN BEARING GROUP CORP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是中国轴承行业三大生产基地之一。公司

始建于 1950 年，占地面积约 96 余万平方米，员工 3000 余人，主要

生产设备 4600 余台，生产从内径 1mm 到外径 2000mm 的各种精度

等级、各种用途和各种特殊性能的优质轴承 7000 多个规格。年生产

能力 8000 万套，年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主要为精密机床、汽车、

农机、机车车辆、电机电器、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石油化工、航

空航天、国防军工等行业和企业配套服务。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2008, TS16949-2009，AS9100 和 ISO14001-2004 标准的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健全了科学规范的质量保证体系。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14 号 

电话：+8613796669234 

邮箱：liuxs@hrb.asia 

网址：www.hrbbrg.cn 

展品：轴承 

展位号：D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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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碳厂 

 

 

    哈尔滨电碳厂取得了碳滑板铁路产品 CRCC 认证 ,通过了

GB/T19001-2008 和 GJB9001B-2009 质量体系认证、武器装备质量

体系认证证书、军工三级保密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和军工

产品承制单位资格证。 

哈尔滨电碳厂以航天航空用石墨、航空电机用电刷、牵引电机

电刷、电力机车滑板、高纯石墨和特种石墨、机械用碳和机械密封

等为主导产品的 10 大类、28 个系列、146 个品种。哈碳厂为我国航

天项目：«长征»一号到七号、«嫦娥»一号二号、«神舟»一号到十一

号、«天宫»一号二号配套产品。   

由哈碳独家研制和生产的航天石墨是为我国重点装备«XX»系

列导弹配套的产品，产品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部分产品达到国际

水平。航空石墨材料及制品是为我国最先进的某型号航空发动机配

套的碳石墨材料。舰艇石墨是专为我国新一代核潜艇及舰艇发动机

配套的石墨材料，完全满足了新一代舰艇设计对石墨各项性能的苛

刻要求。 

 

 

 

 

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电碳路北、无锡大街东 

电话：+8613633626380 

邮箱：490387689@qq.com 

网址：www.hrbdtc.com 

展品：航天石墨，航空石墨，航空电刷，风电电刷，机械用碳制品。 

展位号：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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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尔森哈碳电碳（哈尔滨）有限公司 

Mersen Hatan Electrical Carbon (Harbin)  

Co., Ltd. 

 

    美尔森哈碳电碳（哈尔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是由世界知名企业美尔森集团和中国行业领先企业哈尔滨电碳

厂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公司。公司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北国冰城哈尔

滨市。合资公司充分利用中国高铁市场对碳滑板的广泛应用和铁路

机车对电刷的极大需求，引进美尔森集团技术、管理和资金，结合

哈尔滨电碳厂设备、人员优势，打造技术水平先进，制造能力突出

的知名企业。生产和销售以下民用电器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民用

碳刷生产涉及的石墨块、民用碳刷（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工业、

发电和铁路方面）和铁路受电弓滑板（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铁路、

地铁和矿区）。 

 

 

 

 

 

 

 

地址：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开发区电碳路北、无锡大街东 

电话：+8613030020223 

邮箱：742974168@qq.com 

网址：www.mersengroup.cn 

展品：电力机车滑板、城轨滑板、牵引电机电刷、接地电刷、工业 

      电刷 

展位号：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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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Zhengde electric group co., ltd 

 

    正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正德集团»）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5 日,旗下有五个分公司分别是：哈尔滨精德电力安装服务有限

公司、哈尔滨精德科技有限公司、哈尔滨正德农副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哈尔滨正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黑龙江龙开电气有限公司，注

册资金 1.3 亿。厂区面积 40229 平方米，生产车间及办公楼建筑面

积 12000 平方米。在管理方面不断完善。企业已通过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已先后获得«CCC»认证证书。荣获«国家 CCC

认证质量信得过企业»、«黑龙江三优企业»、«黑龙江省电器工业行

业诚信企业»等荣誉证书，并获得了客户及业界的一致好评。主要经

营产品：箱式变电站、35KV、24KV、10KV、6KV 高压开关柜、

MNS、GCS、GCK、GGD 低压开关柜、动力箱、建筑工地用成套

设备、照明箱、计量箱、母线槽、电缆分接箱、电缆桥架。 

 

 

 

 

 

 

 

地址：哈尔滨市利民开区北京东路 168 号 

电话：+8618545138737 

邮箱：jingdedianqi@126.com 

网址：www.chjde.com 

展品：箱式变电站，低压柜，高压柜 KYN28 

展位号：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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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力盛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arbin Lishengda M&E Technology Co.,  

LTD 

 

    哈尔滨力盛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是由东

北林业大学交通学院的教授李志鹏、博士生和研究生共同创业所组

成的以研发生产各类汽车电动助力转向控制器为主的、多方向服务

于汽车电器制造行业的科技创新型公司，所开发的产品有两大类 7

个项目，各种专利 18 个，产品品质国内领先。公司主要致力于电动

助力转向系统(Electric Power Steering, EPS)控制器的研发。研发团队

开发出系列 EPS 控制器产品,针对不同车型，产品采用接触传感器、

非接触传感器、有刷电机、无刷电机等不同工作形式和结构搭配，

目前已形成了 11 个系列，30 余个型号的 EPS 控制器产品，为 10 余

家主机厂提供 EPS 产品配套。产品可供给电动车、燃油车、轻卡、

皮卡、全地形车和特种车辆等，助力电流覆盖 20A 、30A、45A、

60A 到 120A 等等级。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科技园哈南第十二大道 10 号 3 号房 

电话：+8615045066728 

邮箱：372933190@qq.com 

展品：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控制器，系统总成，传感器 

展位号：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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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安泽科技有限公司 

Harbin Anze Technology Co. Ltd 

 

    哈尔滨安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是依托于哈

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和光机电一体化研究所创建的高科技项

目产业化实体。公司在总经理索来春博士带领下，先后开发了多项

工艺技术，其中自主研发的电火花机混粉制备专利工艺获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与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关于电解质-等离子抛光工艺

及设备联合研发项目被列入国家科技部重大国际合作专项，有着广

阔的应用前景。公司研发的电动扳手、建筑预制构件装配机、多功

能电机等多项技术已应用于生产，大面积镜面混粉电火花机床及储

液箱系统专利在全国实现了工业化应用和设备改造升级。公司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是我公司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现已与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瑞典、以色列等国的一些科研

企事业单位建立了业务联系。  

 

 

 

 

 

 

地址：哈尔滨高新区科技创新城创新创业广场 2 号楼科技一街 

      629 号 E101 室 

电话：+8613946111717 

邮箱：suolc@163.com 

网址：www.hrbaz.com 

展品：金属电解质等离子抛光机床，混粉电火花加工机床 

展位号：D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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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普利森机床有限公司 

Dezhou Precion Machine Tool Co., Ltd 

 

    德州普利森机床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深孔机床、数控车床、重

型机床、铸件等，占地面积 90 多万平方米，总资产 11 亿多元，是

国家机床行业重点企业，连续十四年中国机械 500 强。 

    集团拥有主要生产设备近 2000 台，员工 2000 余人，其中高、

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704 人。设有省级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山东

省深孔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深孔类产品在国内一枝独秀，填补了多

项国内空白，技术水平和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领先地位。特别是深孔

珩磨的数控化和数控枪钻的多轴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智能制造产品的代表为«油缸加工生产线»、«坦克履带板加工生

产线»等，具有较宽阔的市场前景，为企业产品转型升级、智能化制

造奠定了基础。 

    加工中心为三轴、四轴、五轴等产品，规格齐全，性能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陵县陵城经济开发区西环路 1 号 

电话：+86 534 8292662 

邮箱：wanglbdz@163.com 

网址：www.dzjc.com 

展品：图片、样本 

展位号：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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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业新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DE ZHOU NCM MACHINERY  

CO.,LTD 

 

    德州业新建设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建工机械制造基地，山东德

州，具备雄厚的机械制造业基础及便利的物流储运条件。 

    公司自 1985 年成立以来，专注于建工机械装备，是 Janeoo，建

友机械的关键供应商，致力于 JS 混凝土搅拌机，混凝土搅拌配料机，

混凝土搅拌站，稳定土拌合站，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的研发及生产。

我们的产品已经发展到十几个系列，几十个品种，广泛应用于高层

建筑，水利，水电，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大中型建筑工程，出口

至加拿大，俄罗斯，尼日利亚，印度，伊朗，伊拉克，乌兹别克斯

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深受国内外朋友赞誉。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工业园区 2 号路 3 号 

电话：+8618052015247 

邮箱：2843955572@qq.com 

网址：ncmgroup.ca 

展品：混凝土双卧轴搅拌主机（JS500，JS750，JS1000， 

      JS1500,JS2000），螺旋输送机（ES168，ES219, ES273，ES325）， 

      混凝土搅拌站（HZS40，HZS50，HZS75，HZS100）- 

展位号：D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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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华银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ZHENJIANG HUAYIN INSTRUMENT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CO.,  

LTD 

 

镇江市华银仪表电器有限公司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名城常州

与镇江之间的扬中市八桥镇经济开发区。公司厂区占地面积 10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8,000 平方米，通过 ISO9001 和 ISO14001 国际

体系认证，建立 CMS 化学物质管控体系，建有«高性能电源连接线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生产 HYTJ 牌 PVC 电线电缆环保料、PVC/

橡胶电线电缆、电子线、热塑弹性体电缆、光伏电缆、深海油田电

缆、电源插头线、插头插座、接线盒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动

工具、工程机械、IT、医疗仪器、光伏太阳能、深海勘探及航空航

天等行业和领域。所有产品均通过 RoHS、PAHS、REACH 权威环

保监测。产品均获得中国 CCC、美国 UL/CUL、加拿大 CSA、德国

VDE/TUV、英国 BSI、意大利 IMQ、瑞士 SEV、荷兰 KEMA、法

国 NF、丹麦 DEMKO、挪威 NEMKO、芬兰 FIMKO、瑞典 SEMKO、

比利时 CEBEC、澳洲 SAA、日本 PSE、巴西 INMETRO、阿根廷

IRAM、南非 SABS、印度、台湾、香港 HKS、新加坡 PSB、马来

西亚等三十多个国际安规认证。与数百家世界 500 强和国内知名企

业长期合作，产品畅销世界各国。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八桥镇华生路 

电话：+86 511-88549067,13705292170 

邮箱：eric.chen@chinahuayin.com 

网址：www.chinahuayin.com 

展品：环保型电线电缆、新能源光伏电缆、热塑弹性体电缆、橡胶 

      电缆、插头电源线等 

展位号：D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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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an's Laser Technology Industry Group  

Co.,LTD 

 

    大族激光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一整套激光加工解决方案及相关配

套设施，主要产品包括：激光打标机系列、激光焊接机系列、激光

切割机系列、高功率激光切割及焊接设备、激光演示系列、PCB 钻

孔机系列、直线电机、LED 设备等多个系列二百余种工业激光设备

及其配套产品。公司产品涉及电子电路、集成电路、仪器仪表、计

算机制造、手机通讯、汽车配件、精密器械、建筑建材、服装服饰、

城市灯光、金银首饰、工艺礼品等多种行业。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88 号大族科技中心 19F  

电话：+86 755-86161000 

邮箱：yangs114433@hanslaser.com 

网址：www.hanslaser.com 

展品：光纤激光打标机，激光清洗机，激光切割机，工业机器人 

展位号：D103-.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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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中国中铁是集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工业制造、房地产开发、

资源矿产、金融投资和其他业务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总部设

在中国北京。作为全球最大建筑工程承包商之一，中国中铁连续 12

年进入世界企业 500 强，2017 年在«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排名第 55

位，在中国企业 500 强中列第 8 位。中国中铁先后参与建设的铁路

占中国铁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二以上；建成电气化铁路占中国电气化

铁路的 90%；参与建设的高速公路约占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的八分

之一；建设了中国五分之三的城市轨道工程。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 1 号楼 918 

电话：+86 10 51877670 

邮箱：360357049@qq.com 

网址：www.crecg.com 

展品：全产业链展示高铁施工全过程，展品主要展示全景沙盘、盾 

      构机、桥梁制造技术、高铁接触网支座、高铁轨道板、声屏 

      障等。 

展位号：A3 

http://www.crecg.com/


58 
 

黑龙江龙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Dragon Transportation  

Group 

 

    黑龙江龙运集团于 1997 年 8 月正式运营。现已发展成为集道路

客运、货运、物流场站、出入境运输、旅游与汽车租赁为一体的现

代企业集团,为黑龙江省交通运输行业的龙头企业。目前，龙运集团

总资产 17.37 亿元，其中国有资产 13.42 亿元，占总资产的 77.26%。

拥有公司 28 家（其中，国有全资 7 家，国有参股 21 家），现有员

工 1130 人。主要经营文道客运站、龙运物流园区、滨江公路货运站、

亚布力滑雪场客运站四个场站。集团所属各公司拥有客、货营运车

辆 663 台；经营国内、国际客运线路 108 条，年营运里程 4,242 万

公里，运送旅客 370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12.62 亿人公里；年货运

量 21.79 万吨，货物周转量 33,478 万吨公里，场站货物吞吐量 1050

万吨。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文道街 37 号 

电话：+86 451-86250208 

邮箱：123858956@qq.com 

网址：www.dtg.cn 

展品：龙运国际陆港«一带一路»物流综合服务平台 

展位号：B8 

http://www.dt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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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ROAD&BRIDGE  

CORPORATION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英文缩写 CRBC）是中国最早进

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四家大型国有企业之一，主要从事国内、国

际道路、桥梁、港口、铁路、机场、隧道、水工、市政、疏浚等工

程承包，兼具投资、实业、贸易、租赁、服务等业务，在亚洲、非

洲、欧洲、美洲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其前身是交通

部援外办公室，从 1958 年开始走出国门，承担中国政府对外援助项

目建设。1979 年正式组建公司，进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2005 年成

为重组后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承建了一批

有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建筑，荣获了多项国内、国际大奖。

近年来，以 EPC 等高端方式承揽了塔乌公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

路改扩建工程、赤道几内亚巴塔港改扩建工程、毛里塔尼亚友谊港

改扩建工程、塞尔维亚泽蒙—博尔察大桥、肯尼亚蒙内铁路等著名

项目。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丙 88 号中路大厦 

电话：+8613552896598 

邮箱：wangql@crbc.com 

网址：www.crbc.com 

展品：展板展示、宣传片 

展位号：C1.C2 

http://www.crbc.com/


60 
 

 

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Hei Longjiang Shipping Group Co.,LTD 

 

    黑龙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俄国际大通道黑龙江水上物流运

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事«水上运输与港口物流、船舶制造

修理与拆解、港口与航道工程建筑、旅游与旅游地产开发»四大产业。

总部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畔，是黑龙江省属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现

有出资企业 18 户，注册资本 4.5 亿元。截止 2017 年末，集团资产

总额 10.38 亿元、净资产 3.52 亿元。 

 

 

 

 

 

 

 

 

 

 

 

 

 

地址：哈尔滨市道外区江畔路 142 号 

电话：+8613339310280 

邮箱：4yc7@163.com 

网址：www.hljshipping.com 

展位号：C3 

http://www.hlj-shipp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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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市联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黑河市联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9 月，位于黑龙江

省黑河市，注册资金壹佰万元人民币。公司依托当前中俄两国经济

发展及战略合作机遇，加强黑河同俄阿州及布市政府、相关企业的

联系。重点合作方向：谋划参与对俄经济技术合作、海外仓建设运

营和相关咨询服务。 

 

 

 

 

 

 

 

 

 

 

 

 

 

 

 

 

 

 

 

 

地址：黑龙江省黑河市通江路 82 号  

电话：+8618645648805 

邮箱：635772430@QQ.com 

网址：www.hhhzq.gov.cn 

展品：图片 

展位号：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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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裕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Harbin Gopha Data Thechnological  

Services Co.,Ltd 

 

    国裕集团始创于 1996 年，是国内知名以云计算、大数据、智慧

城市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业务区域覆盖东北四省、京津冀

等地区。拥有国际标准的高等级云计算中心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数

据资源共享平台，是中国 PPP（公司合营）模式建设智慧城市的先

行者，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建设运营以及投资融资领域具有丰富

经验并积累了众多优秀业绩，客户涵盖金融、政务、医疗、工业、

农业、文化新媒体等行业。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经开区松花路 9 号中国云谷 A7 座 

电话：+8613845109687 

邮箱：liujianwei@gophagroup.com 

网址：www.gophagroup.com 

展品：中俄大数据总部基地，云计算中心，农业大数据 

展位号：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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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采科技集团黑龙江资海商贸有限公司 

Longc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  

Heilongjiang Zi Hai Trade & Trade Co.,  

Ltd. 

 

    黑龙江龙采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 2006 年，主要从事互

联网基础应用的开发与服务、增值电信业务、软件研发、系统集成、

安全集成、安防工程、服务外包等业务，同步发展国际贸易、影视

传媒、职业教育、商务旅游、文化出版、法律咨询、体育健身等增

值产业的多元化多领域集团企业。目前，在全国十五余省 47 个城市

中建立了 87 家子公司，拥有员工 4000 余人，为全国 8 万余家企事

业单位提供互联网信息化服务，年销售额近 30 亿元。是百度排名前

三的合作伙伴，腾讯企业级产品的代理商，是 ICANN、CNNIC 国

内顶级注册服务机构。2017 年龙采科技集团荣居«中国互联网百强

企业»第 49 位。龙采科技集团旗下黑龙江资海商贸有限公司主要承

担进出口贸易服务，近两年在俄罗斯、意大利、格鲁吉亚陆续开展

相关服务。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大街 160 号 

电话：+8613009806608 

邮箱：liuhuihui@longcai.com 

网址：www.longcai.com 

展品：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展位号：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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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海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Harbin Hytera Tech Co.,Ltd.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是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全球化民营上

市公司，1993 年成立，专注于专网行业，是全球专网的领先企业。

海能达致力于为全球政府及公共安全、城市应急、交通、能源等行

业用户，提供全方位、领先的专网通信与调度集成解决方案，提升

组织效能，构建安全世界。海能达在全球建有深圳、哈尔滨、南京、

鹤壁、东莞松山湖、德国巴特明德、英国剑桥、西班牙萨拉戈萨、

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共 10 个研发中心。海能达申请全球专利千余

项，是我国首个专网通信数字集群标准的核心起草单位，并已成为

全球主流通信标准协会的中坚力量，是全球领先的同时掌握 TETRA、

DMR、PDT、LTE 等技术及拥有成熟应用的企业，同时公司还承担

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宽带多媒体集群系统»的研发任务，研发下一

代专网集群通信技术。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天翔街 188 号 

电话：+8613936392185 

邮箱：tianhao.zhao@hytera.com 

网址：www.hytera.com 

展品：数字无线自组网转发台 E-pack100，多网接入单元 

E-PRAD(G)，手提现场指挥中心 E-center，常规移动基站  

GTW-836C 融合网关 IGW，室内定位 

展位号：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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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LongJian Road and Bridge Co., LTD 

 

龙建股份目前是东北地区最具实力、最具规模的大型综合建设

集团之一，主要从事国内外公路、桥梁、隧道、市政工程的建设，

兼具 PPP项目投资、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电商、绿色化工等业务。

公司注册资金 5.36亿元，现有员工 6000 余人，下辖全资子公司 17

个，控股子公司 11 个，拥有各类机械设备 3000 余台(套)，公司年

生产能力达 150 亿元以上。2016年，公司获评中国建筑业竞争力 200

强企业。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109号 

电话：+86 451 82382853 

邮箱：kostandin@163.com 

网址：www.longjianlq.com 

展品：龙建股份目主要从事国内外公路、桥梁、隧道、市政工程的

建设。2016 年，公司获评中国建筑业竞争力 200 强企业。 

展位号：D8-D10，D19-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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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唯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鸡西市唯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

注册资金一亿元人民币。2016 年 7 月，公司在中国石墨之都--黑龙

江省鸡西市投资兴建唯大（鸡西）石墨烯产业园，园区地处鸡西市

鸡冠区南启路以东，乐新街以北。项目用地面积 30 公顷，分三期完

成，总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70 亿元人民币。 园区一

期有四个项目： 

1 鳞片高纯天然石墨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 

2 石墨烯金属纳米电极材料； 

3 粉末型石墨烯、分散液性石墨烯。 

4 石墨烯金属复合材料及超级电容器。 

    鸡西市唯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石墨烯和石墨碳素制

品、有色金属相关材料的研发、加工、销售与技术咨询；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保税仓储及国际物流；电子产品及配件研发与生产。 

 

 

 

 

 

地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产业园  

电话：+8613945810866 

邮箱：44163541@qq.com 

网址：www.lsgraphene.com 

展品：天然石墨负极材料制作阶段样品五个，纳米硅制作阶段样品 

五个，石墨烯样品 2 个，纽扣电池 N 个，纽扣电池测定器一 

台。 

展位号：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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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希龙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ChangChun Celong Display       

technology co., LTD 

 

     

 

 

长春希龙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以技术见长从事创新性研究的 LED 显示

与照明产品专业制造商。成立于 2017 年，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

注册资本 9106.9 万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越达路 667 号生产调试车间 A 区 

电话：+86 431-86155871 

邮箱：lig@ccxida.com 

展品：110 英寸制式 LED 屏幕,LED 高密度显示屏单元箱体, 路灯， 

工矿灯，明装 

展位号：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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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Changchun Ceda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控股，集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及研究生培养为一体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是国内以技术见长从事创新性研究的 LED 显示与照明

产品专业制造商。成立于 2001 年，总部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下设有

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5428.34 万元，总资产逾 3

亿元人民币。与沈阳铁路合资公司瑞隆达电子，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超群街 191 号 

电话：+86 431-86155871 

邮箱：lig@ccxida.com 

网址：www.ccxida.com 

展品：110 英寸制式 LED 屏幕,LED 高密度显示屏单元箱体,路灯， 

工矿灯，明装筒灯等 

展位号：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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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科谷国际采购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Harbin Kegu 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Service Center Co., Ltd. 

 

哈尔滨科谷国际采购服务中心是中国火炬国际化«一带一路»示

范项目，是中国与欧亚地区尤其是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开展国际科

技、经贸、产业、文化教育合作的专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首期建

筑面积 22000 平方米，集聚中国 133 家国家级高新区、76000 家高

新技术企业以及一大批欧亚地区国家科研机构、科技园区企业及科

技成果、产品资源，逐步建成五大中心、六大平台：综合展览展示

中心、国际化服务中心、电子商务中心、金融结算中心、国际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现代装备制造平台、新型节能建筑技术和寒地墙体

材料平台、寒地 LED 和光电材料平台、环保节能和新能源平台、

现代农业开发平台、境外投资和工程项目开发平台。目前，项目已

启动莫斯科分支机构筹备工作，同时计划在中国南方寻找合适地点

设立平台南部基地，以便将俄罗斯、德国、乌克兰、以色列及白俄

罗斯等国高科技成果、产品及企业与中国东南沿海企业对接孵化及

产业化。 

 

 

 

 

 

地址：哈尔滨市 

电话：+8618826425039 

邮箱：yppkovo@163.com 

展品：LED 面板灯、灯管及筒灯、球泡灯 

展位号：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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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自由智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arbin free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哈尔滨自由智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北方冰城哈尔

滨，在整合团队成员十余年的 3D 打印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于 2015

年开始成立运营。公司主要从事各种新型 3D 打印复合粉末材料的

研发、订制，各种生物质基复合材料和各种石基复合材料的销售和

打印服务。通过打印各种工业测试件、展示件、工艺品、装饰品等，

为新产品、样机及小批量产品的快速原型制造提供解决方案。本公

司成功研制的选择性激光烧结用生物质复合材料，具备自主知识产

权，相关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持续资助。同时，使哈尔滨

自由智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为世界上第一家该类材料制造商。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 

电话：+8615846144387 

邮箱：lijian499@163.com  

网址：www.china-zyzz.cn 

展品：3D 打印木塑工艺品、3D 打印木塑工业件及翻模铸造件、桌

面级激光烧结打印机 

展位号：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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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市康仕照明灯具制造有限公司 

 

我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电子科技企业。主要产

品：LED 大屏幕、LED 亮化、护眼 LED 灯具系列、除甲醛/ToVc/

去味净化/杀菌 LED 灯系列及路灯系列 LED 系列产品，汽车救援充

电宝，汽车遥控锁及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我公司大部分产

品都是自主研发并申请国内国际专利，在市场同类产品均处于领先

地位。 

 

 

 

 

 

 

 

 

 

 

 

 

 

 

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龙湖煤矿西侧 

（308 省道 136 公里处）  

电话：+8618746416666 

邮箱：bxjc0464@126.com 

展品：汽车救援充电宝、汽车遥控锁及手机配件等电子产品 

展位号：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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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艺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MANZHOULI YIXIN TRADE CO.,LTD 

 

    艺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座落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与俄罗斯、外

蒙古国毗邻的内蒙古满洲里市。总公司办公地址在满洲里市中心最

繁华处。与俄罗斯、外蒙古国多家企业、经贸公司长期合作。从事

对俄贸易进出口业务,对外出口农用机械，工程机械，食品机械及食

品原材料。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六道街岚湖居 8 号楼 2401 

电话：+86 470-6235775 

邮箱：AS277@163.COM 

展品：五金工具，户外用品，电子商品 

展位号：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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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承鑫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MANZHOULI CHENGXIN  

ECONOMIC AND TRADE CO.,LTD 

 

    满洲里承鑫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筹划成立于 2015 年，座落在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大草原与俄罗斯、蒙古国交界的满洲里市。 

公司注册资金：伍拾万元人民币；拥有员工 20 人；具有专业的仓储

和换装货场近 30000 平方米。对外出口贸易涵盖：大型工程设备、

矿山设备、公路维修及养护设备、农业机械设备，；食品加工及烘

焙和包装设备、食品原材料及制作工艺流程的指导和设备调试；俄

罗斯休闲度假项目及户外旅游休闲用品、体育健身器材的提供；大

中小型田园灌溉设备工具等等俄罗斯民生及企事业单位所需的商品。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六道街岚湖居 8 号楼 2404 

电话：+86 470-6235775 

邮箱：AS277@163.COM 

展品：五金工具，户外用品，电子商品 

展位号：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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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中医院 

 

 

鸡西市中医医院始建于 1953 年，2012 年晋升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和预防保健于一体，具有中西医结

合特色优势的公立综合性医院。医院现为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临床

教学医院、黑龙江省农村中医药知识培训基地、黑龙江省社区卫生

中医药知识培训基地、黑龙江省中医药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作医院。现有职工 883 人，其中卫生

技术人员 738 人；医院设有 23 个行政后勤辅助科室、33 个临床科

室、7 个医技科室以及名医工作室、体检中心、治未病中心。在专

科建设上，医院脑病科、心病科为国家级重点专科建设单位，糖尿

病科、肿瘤科、骨伤科等 5 个科室为省级重点专科，针灸科、儿科、

脾胃病科、急诊科、康复科为市级重点专科。 

 

 

 

 

 

 

 

 

 

地址：鸡西市鸡冠区鸡兴东路 36 号  

电话：+8613946870793 

邮箱：zhuzhengang888@126.com 

展品：中医按摩 

展位号：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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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红兴隆农垦北兴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北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是七台河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成立于

2011年 11月，公司位于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总投资 1.1 亿元人民币，

占地 7 万平方米，年生产能力 1.8 亿块（折标）砖，企业现有员工

300 人，党员 30 人；企业党支部被黑龙江省委评为«全省基层思想

政治工作示范点»。公司拥有国际先进设备和一流管理、工艺、技术

水平的现代化企业。企业是利用矿区废弃的煤矸石为主要原料经粉

碎、陈化、高温烧结生产广场砖、装饰砖、保温砖、多空砖、标砖

等 5 大类 100 多个规格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真正

的实现了«制砖不用土，烧砖不用煤»，是国家支持和扶持的环保项

目。公司生产的产品 30%出口到俄罗斯，韩国和蒙古等国家，50%

销售到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的各大城市，20%销售到本市各大

建筑工地。 

 

 

 

 

 

 

 

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龙湖煤矿西侧 

（308 省道 136 公里处）  

电话：+8618746416666 

邮箱：bxjc0464@126.com 

展品：实木地板 

展位号：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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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米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Inner Mongolia minox technology co., ltd 

 

    内蒙古米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技术支持,系

统开发等)的企业，现有员工 50 余人，软件著作权 6 个：米诺科技

杯酒人生、扫码物资管理系统、智慧餐厅系统、智慧商城系统、微

智慧小程序服务平台、主要业务区域有内蒙古、辽吉黑、北京、河

北等，现服务商家 1000 余家。同时内蒙古米诺科技也是腾讯认证的

微信公众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合伙人，支付宝支付服务

商。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佳家花园二期 

电话：+8613789555505 

邮箱：lwb@nmmn.com.cn 

网址：www.nmmn.com.cn 

展品：«扫码物资管理系统»，«智慧餐厅系统»，«智慧商城系 

       统» 

展位号：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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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技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iaoning Science Park Development  

Co.,Ltd. 

 

辽宁科技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公司

现已发展为集生产、经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企业，2010 年

10 月获批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公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公司以辽

宁科技大学为技术依托，以物联网、纳米材料、陶瓷材料、有机光

电材料、复合材料、高档耐火材料、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的

研发及产业化为优势和特色，并向先进制造业、医药、化工、环保

等领域延伸。作为高新技术成果的研发基地、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基

地园区已成为鞍山市支柱产业和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支

撑力量。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高新区千山路 185 号 

电话：+86 412-5929903 

邮箱：kjy5929903@sina.cn 

网址：www.ustl.edu.cn/kjy/ 

展品：人与车联 

展位号：D25-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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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振东科技有限公司 

Liaoning Zhen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辽宁振东科技有限公司集设计、研发、制造等功能为一体的中

型机械制造企业。是辽宁科技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实习基地，辽

宁科技大学产品研发基地。并通过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国家质量认证。在板带轧机导卫和钢水精炼设备制造领域，掌握了

独特的核心技术，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达道湾工业园区快铁路 63 号 

电话：+86 412-8493033 

邮箱：aszdyj@163.com 

网址：www.aszhendong.com 

展品：LF 精炼炉成套设备，节能环保热轧板带导卫及湿法除尘成套 

设备，连铸成套设备 

展位号：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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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LIAONING ZHUANGLONG  

UNMANNED AERIAL VEHILE  

TECHNOLOGY CO.LTD. 

 

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壮龙科技）自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工业级无人机整机及飞行控制系统的技术研发，并

为客户提供无人机系统行业应用整体解决方案，是一个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无人机高新技术企业。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 76-43A 

电话：+86 24-89791000 

邮箱：weikainan@zluav.com 

网址：www.zluav.com 

展品：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CQ30 

展位号：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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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尚源工贸有限公司 

Shanxi Samyo Industrial Products  

Trading CO,LTD 

 

    山西尚源工贸有限公司系私营企业。公司创办于 2008 年，以玻

璃制品、陶瓷器皿为主流产品。尚源致力于玻璃器皿生产近十年，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提供各种高端定制的玻璃制品，主营产品包

括人工吹制酒具、花瓶、风灯、烛台、水壶等玻璃制品，以及甩制、

压制产品。 

    人工吹制产品为公司核心特色，其制品多以手工制作见长，产

品设计、工艺、开发创新实时更新。时下玻璃制品名目繁多、质量

各异，尚源化繁为简，产品崇尚简约个性。外观清澈透明，杯身通

透明亮，敲击时更有空谷幽兰、余音悠远之音，优美清亮。个性化

定制的产品可以满足对生活有更好品味和追求的客户需求。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金泽苑丙单元 26 层 1 号 

电话：+8613453170640 

邮箱：caiyuncao@hotmail.com 

网址：samyoglass.en.alibaba.com 

展品：产品主要有酒杯、水杯、白兰地杯、盘子、花瓶等工艺以人 

      工吹制为主，兼有人工压制、机器吹制、机器压制、离心甩 

      制等，材质主要是普通玻璃制品、水晶杯、高硼硅等质地， 

      可根据客人要求做定制 

展位号：D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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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阳泉市五金矿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XI PROVINCE YANGQUAN  

METALS & MINERALS IMP. & EXP.  

CO., LTD 

 

山西省阳泉市五金矿产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通过

ISO. 始终秉承«客户第一，信誉至上。以人为本，以质取胜。平等

互利，友好合作»的原则。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金属镁系列。铁合金系

列。耐火材料；真空配件等产品的出口。 

 

 

 

 

 

 

 

 

 

 

 

 

地址：山西省阳泉市桃北路凯旋世纪广场 

电话：+86 353-6663332 

邮箱：lcly40@hotmail.com 

网址：www.yqmm.com.cn 

展品：保温砖，高铝砖，镁合金板材，真空泵，真空阀， 

展位号：D61 

file:///G:/2018中俄/6.25/www.yqm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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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金盛豪达炭业有限责任公司 

Datong Jinsheng Hun char Co., Ltd. 

 

公司位于大同市南郊区西韩岭乡北村南，是一家专门从事煤质

活性炭研发、生产、销售和应用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年生产

煤质活性炭 7000 吨，«金盛豪达»牌系列活性炭作为优质吸附剂和催

化剂载体，具有吸附性能强，孔结构合理，机械强度高，使用寿命

长，易于再生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自来水深度净化、污水处理、

化工、制药、食品饮料、各种尾气治理等领域。公司拥有产品自营

进出口权，产品全部销往日本、韩国、欧盟等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深受用户青睐。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西韩岭乡北村南 

电话：+8618636276977 

邮箱：13436786@qq.com 

网址：www.lotuscarbon.com 

展品：煤质颗粒活性炭 

展位号：D77-2 

 

file:///G:/2018中俄/6.25/www.lotuscarb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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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SHANXI-NAIRIT SYNTHETIC  

RUBBER CO.,LTD 

 

山纳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下属企业山西合成橡胶有限责任公司和亚美尼亚共和国 Nairit 公司

共同出资建设的现代化工企业。 

公司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龙泉工业园，占地 86.7公顷。

公司现有职工 800 人，资产总额约 1.5 亿。公司一期工程可年产氯

丁橡胶 3 万吨。目前，公司有 3 条氯丁橡胶后处理生产线，可生产

SN 系列 10 个品种的氯丁橡胶产品。 

2009 年公司在生产基地建成了具有国际水准的产品研发中心，

为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技术储备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因此，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产品牌号将可以满足目前以及

未来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龙泉工业园 

电话：+8615935297796 

邮箱：304231963@qq.com 

网址：www.lxsx.chemchina.com/snjt/index.htm 

展品：合成橡胶 

展位号：D80 

 

http://www.lxsx.chemchina.com/snj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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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中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中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6 日，注册

资金 4500 万，是自然人投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工厂建筑面积 14004.95 平方米。现拥有 198 名员工，

其中科研人员占总人数的 10%。公司拥有资产总额 5966 万元，其

中固定资产 2793 万元，2016 年对外出口额为 1367.5 万美元。2017

年对外出口额为 1000.56 万美元。 

 

 

 

 

 

 

 

 

 

 

 

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铁岭镇东新村 201 国道附线  

电话：+8613514541121 

邮箱：99419846@qq.com 

网址：www.zlsp.cn 

展品：食品 

展位号：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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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地处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

北部，位于祖国最北部边疆，东经 121°12′至 127°00′，北纬 50°10′

至 53°33′。是国家林业局直属国有企业，国家首批 57 家试点企业集

团之一，总经营面积为 8,027,897 公顷，占林区总面积的 96.1%，其

中,林业经营面积为 7,912,967 公顷，占总面积的 98.57%。自实施

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已由木材采运

加工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全面转型为森林资源保护培育、生态旅

游、林下食品加工等多产业发展格局。 

 

 

 

 

 

 

 

 

 

 

 

 

地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曙光大街景光大道  

电话：+8613845799889 

邮箱：zgdqr@163.com 

网址：dxalgzslw.isenlin.cn 

展品：旅游产品，林下食品，集成材木制品 

展位号：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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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rief Introduction to Harbin Modern  

Group Co., Ltd. 

 

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依托«百年老字号»马迭尔宾

馆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集团。现已形成旅游宾馆服务、食品加工及

旅游景区服务等产业，是黑龙江省知名品牌。闻名中外的«马迭尔»

是哈尔滨的宝贵财富。历史上曾在此召开三次筹备会议，见证人民

政协重要发展历程。马迭尔宾馆是欧洲新艺术建筑的代表作，形态

上既浪漫多情又典雅大气，风格独树一帜。哈尔滨最早的«中餐菜谱

»、«西餐菜谱»均出于此。这里是旅居远东的犹太人聚集地、活动的

中心之一，接待过无数达官显贵、军政要员、商贾名士。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八道街 37 号 

电话：+8613603684541 

邮箱：747685128@qq.com  

网址：www.madieer.cn 

展品：企业文化产品展示 

展位号：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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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龙飞魔芋食品有限公司 

ANKANG LONGFEI KONJAC  

FOODSTUFFCO.,LTD 

 

安康市龙飞魔芋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安康市汉阴县涧池镇月河工

业园区，成立于 2008 年 8 月，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拥有自营进出

口权，是一家集魔芋种植、加工、科研开发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拥有年处理 8000 吨鲜魔芋烘干线、年产 5000 吨魔芋精粉生产

线、年产 2000 吨魔芋胶生产线，年产 10000 吨魔芋休闲食品生产线

各一条，主要产品有富硒魔芋粉、魔芋葡甘聚糖、纯化魔芋粉、魔

芋胶、雪魔芋系列、魔芋方便面食品、魔芋固体饮料等 10 多个品种，

魔芋精粉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工、印染、建筑、石油、电子

等领域，产品具有成膜性、可塑性、赋形性、乳化性、增稠性、悬

浮性等 46 种特性 100 多种用途。公司率先通过了标准化良好行业体

系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龙飞牌»魔芋精粉被省政府

评为«省名牌产品»。 

 

 

 

 

 

公司地址 ：陕西省安康市月河工业园区 

电话：+86 915-2298866         

邮箱：LONGFIY@126.COM 

网址：WWW.LONGFEIKONJAC.COM 

参展展品：魔芋粉，魔芋胶，魔芋纯化洗粉，魔芋膳食纤维，魔芋 

葡甘聚糖，魔芋休闲食品，魔芋方便食品，魔芋粉丝。 

展位号：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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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限公司 

ANKANG LONGFEI KONJAC  

FOODSTUFFCO.,LTD 

 

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注于«互

联网+现代特色农业+大健康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旗下现有六家

公司，主要从事生物医药、功能性食品、现代特色农业、电子商务、

网络技术、数据科技、电商园区、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业务，其

中位于陕西商洛的森弗产业园，占地 210 亩，总投资 11 亿元，是一

个集""电子商务、现代特色农业、生产制造、智慧物联、大健康产

业、健康养生、检测研发""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 

 

 

 

 

 

 

 

 

 

 

 

公司地址：商洛市商州区荆河生态工业园 

电话：+86 29-88605689         

邮箱：sales07@sciphar.com 

网址：www.sciphar.com 

参展展品：固体饮料，压片糖果、袋泡茶 、果蔬粉、软胶囊。 

展位号：C23 

file:///G:/2018中俄/6.25/www.sciph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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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伊力亚果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Manzhouli Yiliya Fruit TradeCO.,LTD 

 

满洲里伊力亚果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公司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主要经营对俄果菜出口、果菜清洗及加工、

包装和仓储物流农产品种植等。随着俄罗斯市场对果菜需求量的不

断增加，公司的对我果菜出口总量和公司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目

前我公司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是对俄果菜出口总量位居满洲里前列。二是公司对促进东北

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和农产品出口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同时，我公

司加强了对出口果菜加工的管理，并通过了 IS09001 管理体系认证，

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发展实力和管理水平，进一步促进了对俄果菜出

口业务的发展。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公司领导大力倡导全体员工积极参与社会

公益事业, 真正实现了公司事业和社会进步和谐发展。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合作区世纪大道东胜天池变电站北 

电话：+86 470-2298567 

邮箱：yiliya125@163.com 

网址：www.yiliyafruit.com 

展品：果蔬 

展位号：C25 



90 
 

黑龙江峰雪面粉有限公司 

 

黑龙江峰雪面粉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1 月份成立，注册资金 600

万元，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12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

良好的技术支持、健全的倍后服务，公司主要经营小麦粉（通用、

专用）加工、销售；小麦、玉米、大豆、水稻、杂粮收购、仓储、

销售；农产品初加工服务；人力装卸搬运服务。我们有最好的产品、

专业的销售和技术团队，是粮食行业内知名企业。 

 

 

 

 

 

 

 

 

 

 

 

 

 

 

 

地址：黑龙江省明水县繁荣乡 

电话：+8615326557799 

邮箱：hljfxmfyxgs@163.com 

展品：小麦粉加工、销售；小麦、玉米、大豆、水稻、杂粮 

展位号：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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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赛美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赛美有机食品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0 年，坐落于绥化市青

冈县经济开发区物流工贸园区，拥有资产 2.5 亿元，是一家以出口

葵花仁、南瓜仁及研发和生产以南瓜和葵花为原料的营养膳食补充

剂为主的出口创汇型企业，同时也是全球领先的葵花仁和南瓜仁生

产基地，赛美公司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葵花仁和南瓜仁加工企业

之一。公司占地 8.3 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120 人。产品远销美国、

德国、英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通过美国 FDA、Koser 认证、

HACCP 认证、ISO9001、BRC、欧州和美国标准的有机认证等多项

质量体系及管理认证。低温提取的南瓜籽油、南瓜籽油软胶囊、葵

花碱硬胶囊、葵花盘提取物代用茶等重点产品已销往全球。 

 

 

 

 

 

 

 

 

 

 

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柞岗物流工贸园区  

电话：+8615846687685 

邮箱：saimeigongsi@163.com 

网址：www.saimeisunflower.com 

展品：南瓜仁，葵花籽仁，南瓜子油软胶囊等相关产品 

展位号：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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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龙娃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龙蛙农业创建于 2003 年，注册资金 7064 万元，公司以粮食加

工，谷物磨制，粮食收购，豆及薯类进出口，豆及薯类收购，农作

物种植、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为主营业务，以打造中国绿色安全

农业可追溯体系为己任，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安全、健康、

放心的优质食品。 公司«龙蛙»牌系列大米产品先后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有机产品和绿色食品

等认证. 

 

 

 

 

 

 

 

 

 

 

 

 

 

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望路 166 号  

电话：+8615774550009 

邮箱：longwaliangyou@163.com 

网址：www.longwanongye.com 

展品：稻米 

展位号：C29 

mailto:longwaliangyo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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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坤美源蓝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 2010 年 1 月，占地面积 10000 平方米，注册资金

1100 万元。利用大兴安岭特有资源——野生蓝莓为主要生产原料，

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开发蓝莓系列产品——野生蓝莓有机食

品系列和功能性保健食品系列。主要产品有：蓝莓果汁、果干、果

酱、果片、果酪、果冻、干红、等十余种产品。在俄方寻求合作伙

伴，以扩大我公司产品的销售渠道 

 

 

 

 

 

 

 

 

 

 

 

 

 

 

地址：大兴安岭呼玛县呼玛镇工业园区  

电话：+8615094620333 

邮箱：kunmeiyuan@163.com 

网址：23a477632.atobo.com.cn 

展品：蓝莓果汁、果干、果酱、果片。 

展位号：C30 



94 
 

鸡西钲祥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鸡西钲祥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鸡西市鸡冠区，成

立于 2010 年，注册资金 5 千万元，占地面积 2.9 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1.18 万平方米，2017 年资产规模近亿元。鸡西钲祥集团是一家融

合一、二、三产业，致力于从田间地头到餐桌全程产业链，集科研、

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黑龙江省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型龙头企业。

公司董事长尚新坡在外经商 20 多年，于 2009 年候鸟回迁，反哺家

乡。为了在全国打响鸡西农（林特）副产品品牌，鸡西钲祥集团依

托互联网+电商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创造了«你开店我投资»的

新型农（林特）副产品销售模式。 

 

 

 

 

 

 

 

 

 

 

 

地址：鸡西市鸡冠区红星乡红太村钲祥科技园区 

电话：+8615046763777 

邮箱：zxkj2320177@163.com 

网址：www.zxkjfzyxgs.com 

展品：大米、蜂蜜、木耳、杂粮 

展位号：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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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四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四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建设的四达中俄国际贸易中心于

2011 年开始建设，2012 年 9 月 8 日正式运营。中心占地面积 106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 20.7 亿元，截至 2018 年 4 月，已累计完成投

资 14.7 亿元，完成建筑面积 54.62 万平方米，建成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山特产品交易中心、海鲜水产品交易中心、裘皮交易中心、海

关监管及检验检疫中心、物流仓储中心、冷链甩挂物流中心、电商

运营中心及住宅区等综合服务功能区，现已入驻商户及企业 692 户

（家），年农副产品吞吐量 35 万吨，年贸易额达 35 亿元，对俄出

口贸易额 415 万美元，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商贸物流

中心。 

 

 

 

 

 

 

 

 

 

 

 

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福利镇保卫路西 44-3 号(阳霖大厦) 

电话：+86 469-2676678 

网址：www.4djy.com 

展品：宣传册和画布 

展位号：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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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集团 

Beidahuang Group 

 

黑龙江垦区(北大荒集团)土地总面积 5.54 万平方公里，耕地

290.8 万公顷，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黑龙江垦区(北大荒集团)已经

成为中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

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农业企

业集团。70 年来，垦区已累计生产粮食 3705.5 亿公斤，向国家交售

商品粮 3030.1 亿公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黑龙江垦区(北大荒集团)拥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产业化企业 45 家，

形成米、面、油、乳、肉、药、薯等十大支柱产业，年粮食加工转

化能力 3284 万吨，形成了农产品加工«产业大集群»，先后培育了«

北大荒»、«完达山»、«九三»、«丰缘»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其中«

北大荒»品牌价值达 562.91 亿元，中国 500 强企业排 46 位。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175 号 

电话：+86 451 55198340 

邮箱：6789nk@163.com 

网址：www.chinabdh.com 

展品：稻米及制品、面粉、大豆及油脂类产品、马铃薯制品、乳制 

品、杂粮杂豆类产品等 

展位号：C34-C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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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大海林林业局） 

Dahailin key state-owned forest  

administra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系国有大型森工企业，全局施业区面

积 266310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94.8%，依托森林、冰雪等资源优势，

旅游业已发展为以中国雪乡、海浪河漂流、太平沟原始林等生态旅

游为主的新型支柱产业，雪乡旅游品牌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不

断提升，已成为黑龙江省的一张旅游名片。 

 

 

 

 

 

 

 

 

 

 

 

 

 

地址：黑龙江省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林海街 88 号 

电话：+86 453 7550285 

网址：www.zhongguoxuexiang.com 

展品：雪乡宣传品、雪乡纪念品、雪乡工艺品。 

展位号：C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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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森工总局（方正林业局） 

FangZheng Management Bureau of the 

Key state-owned Forest 

 

方正国有重点林区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松花江中游南岸，牡丹

江下游西岸，原名为方正林业局，始建于 1948 年。施业区毗邻方正、

依兰、林口三县，行政施业区总面积为 203，582 公顷，森林面积

181,921.1 公顷，森林覆被率达 89.3%。施业区内有 2 个乡镇、36 个

自然村屯，总人口达 10.7 万人，农林混居，是国有大型森林工业企

业和国有重点林区。这里森林茂密，山川秀美，地理位置优越，占

有«涵养两江，屏障三县，益民百万»的重要地位，素有«中国龙江绿

色翡翠»之美称。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方正林区在生态建设、城镇建

设、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深化改革、依法治区等方面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林区上下到处呈现出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

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方正国有重点林区 

电话：+86 451 57182846 

邮箱：jfg99990000@126.com 

网址：www.fzlyj.com 

展品：黑森牌红棒槌人参营养酒 

展位号：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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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林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伊春林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是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精神，为适应重

点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成立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

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10.2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主要有：国有资本运

营、产业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森林食品精深加工；森林资源产业

经营；木材精深加工，初步形成了森林经营、森林食品、工程建筑、

家具制造等板块，对外经贸技术合作林业基础设施及林业项目建设。

伊春林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林业产业发展，切实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已成为伊春市绿色化转型发展的领航企业。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新兴西大街 6 号 

电话：+8613284589299 

邮箱：646079999@qq.com 

网址：www.yichunforestrygroup.cn 

展品：松子、榛子、木耳、山核桃、元蘑、榛蘑、猴头菇、果汁、 

水、果酒、急冻山野菜、松子油 

展位号：D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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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四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四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林蛙种群繁育、

养殖、加工、技术与服务一体化的综合性民营科技型企业。拥有原

生态林蛙驯养繁殖基地 110 个，放养面积 12 万多公顷，公司被批准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多项创新成果，获 20 几项国家专利，开

发出林蛙油冻干中药饮片、雪蛤胶原蛋白小分子肽、林蛙皮胶原蛋

白眼贴/面膜以及雪蛤系列等高科技产品。公司注册了«森格、养滋

堂、雪帝雅、森林稻花、岩列山泉»等商标，其中«森格»牌商标荣获

黑龙江省著名商标。«森格»牌中国林蛙油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产品»，«养滋堂»牌林蛙胶原蛋白小分子肽原

液被选为黑龙江省名优产品。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市站前街粮库路 1 号 

电话：+8613314587888 

邮箱：tlsibao@126.com 

网址：www.tlsibao.cn 

展品：雪蛤小分子肽修复面膜，雪蛤小分子肽亮肤面膜，雪蛤小分 

子肽补水面膜，即冲活性林蛙油。 

展位号：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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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力市隆泰食品有限公司 

 

铁力市隆泰食品有限公司坐落在被誉为«森林绿色食品之都»的

黑龙江省伊春市境内，公司依托红松故乡、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产区，

是一家以专业生产小兴安岭森林食品以及黑土地绿色有机食品为主

生产企业，主要产品包括腐竹、松子、木耳、蘑菇等。产品出口韩

国、俄罗斯等国家。隆泰食品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15,800 平方米，建

筑面积 10,500 平方米，拥有三条现代化松子加工生产线、四条腐竹

加工流水线，年产三万余吨松子、两千吨腐竹的加工能力。本公司

食品原料源于自己承包的呼兰河畔的小兴安岭红松片区和非转基因

大豆的黑土地，土地富饶，无污染，属于纯绿色食品。 

 

 

 

 

 

 

 

 

 

 

 

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市工业园区 

电话：+8613945873707 

邮箱：1828671343@qq.com 

网址：www.longtaishipin.cn 

展品：物理开口松子，油炸开口松子，精品腐竹 

展位号：D17 



102 
 

伊春万通祥木业有限公司 

 

伊春万通祥木业有限公司是一户木制品加工业。该公司位于嘉

荫县江山路南侧，距中俄嘉荫口岸 9 公里，公路、水路交通十分便

利。公司资产总额 1.6 亿元；占地面积 4 万平方米，拥有进口实木

地板生产线、集成材生产线、旋切单板生产线和与之配套的木材干

燥、锯材加工设备，固定资产 6900 万元。年生产各种实木地板、多

层复合地板、三层复合地板木、单板及基材 150 万平方米，原材料

70﹪进口，30﹪来自国内东三省各林业局，2013 年伊春森林陆续停

采后，加大俄罗斯原材料基地的进口数量，2014 年进出口贸易额近

3 亿元，是伊春地区的创汇大户。公司在册职工 540 人,其中：中级

以上职称 27 人，初级职称 36 人，熟练技术工种 265 人。 

 

 

 

 

 

 

 

 

 

地址：伊春市嘉荫县朝阳镇工农委 

电话：+8613846679386 

邮箱：8wy478603@163.com 

网址：www.wtxwood.com 

展品：蒙古栎实木点，桦木实木地板，柞木多层复合地板，集成材， 

杨桦胶合板 

展位号：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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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神冠蛋白肠衣有限公司 

WUZHOU SHENGUAN PROTEIN  

CASING CO.，LTD 

 

神冠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胶原蛋白肠衣生产企

业，中国最早取得胶原蛋白肠衣技术发明专利的企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集团的主要产品：胶原蛋白肠衣、胶原蛋白食品、胶原蛋白护

肤品、胶原蛋白医疗器械等。 

集团早在 1979 年就开始胶原蛋白肠衣的研发，并参与起草及修

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14967 胶原蛋白肠衣»、行业标准«SB/T 

10373胶原蛋白肠衣»的工作。企业获得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QS 食品生产许可证，清真产品

证书，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许可，并通过了美国 FDA 注册。

集团承担了多项科技计划项目，先后获得国家、广西 、梧州市科技

进步奖等 60 多项，拥有专利 45 项。 

 

 

 

 

 

地址：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四路扶典上冲 29 号 

电话：+86 774-2035538 

邮箱：1550121908@qq.com 

网址：www.shenguan.com.cn 

展品：胶原蛋白肠衣，包括中式肠衣和西式肠衣，共 50 多个品种规 

格，口径介于直径 13-50mm 之间。 

展位号：D29 

file:///G:/2018中俄/6.25/www.shengu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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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三汇贸易有限公司 

SUNWAY INTERNATIONAL CO.,LTD. 

 

梧州市三汇贸易有限公司以经营香料，农畜产品，果品等进出

口业务为主。目前公司主营产品有桂皮，八角，干姜，莨姜，姜黄，

竹木制品，蜂蜜等。公司有长期稳定的供货渠道和生产基地，品质

保证，可满足各种外国客户的各种需求。公司客户主要分布在欧洲，

美国，东南亚，中东，南非等地，各国客户均与我司有着长期的合

作关系。 

 

 

 

 

 

 

 

 

 

 

 

 

 

 

地址：梧州市西江路鸳江丽港 7 号楼二单元 303 房 

电话：+86 774-3853600 

邮箱：524931734@qq.com 

展品：桂皮，八角，干姜，莨姜，姜黄，竹木制品，蜂蜜 

展位号：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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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 

Wu zhou Tianyu Tea industry Co.,Ltd.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2011 年，是一家集广西名茶--

六堡茶的种植、研发深加工及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主力生产六

堡茶散茶、紧压茶、各式精品茶。公司以六堡茶生产和加工技术、

科技研发与创新、弘扬传播六堡茶文化为企业产业发展的三大目标

方向，已成为六堡茶行业的先行者。至 2016 年 3 月，公司已申报专

利 40 项，其中公司自主研发的«塔式蒸茶装置»和«全自动发酵装置»

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授权发明专利。2015 年 5 月，公司«塔式连续

振动蒸茶装置生产六堡茶研究»荣获梧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2017 年 3 月«六堡茶智能温控发酵技术提升及产业

化生产»荣获梧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地址：广西梧州市龙圩区茗园路 9 号 

电话：+8613877409796 

邮箱：tianyutea0744@163.com 

网址：hznan.nnxckm.com 

展品：天誉六堡茶 

展位号：D31 

http://hznan.nnxck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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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市越洋贸易有限公司 

GUIGANG TRANSOCEAN TRADING  

COMPANY LTD.,GUANGXI 

 

广西贵港市越洋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公司现在员工 10 人，大部份具有国际贸易知识并具用丰

富的国际贸易经验， 公司以家居木制用品为主，包括木衣架和其它

木制工艺品等，年出口额达 100 万美元，产品远销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并享有较高的声誉。 

 

 

 

 

 

 

 

 

 

 

 

 

 

地址：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江北大道金都名筑 1-2-703 号 

电话：+86 775-4240337 

邮箱：chuantransocean@163.com 

网址：www.guilintopasia.com 

展品：锂电池；镍氢；镍镉 

展位号：D34 

http://www.guilintop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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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泛欧贸易有限公司 

VANO CO., LTD. 

 

我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一家出口竹、芒、草等编织工艺品的

公司。我们的产品主要用于园艺、食品和礼物包装以及节日装饰。

公司主要出口欧洲、美国及日本。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 3 号 

金苑时代广场后座 1104 

电话：+86 774 3839270 

邮箱：info@vano-cn.com 

网址：www.vano-cn.com 

展品：竹、草、藤、木等手工编织的篮子 

展位号：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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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永明米业 

加工专业合作社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永明米业加工专业合作，围绕«合作经济

»和«服务三农»为主题，突出«发展合作、助农增收»内涵，传递«先

进技术、综合服务»理念，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永明米

业加工专业合作社经过优选品种、科学种植，与当地农户实行定单

式种植与回收。我们的宗旨：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以管

理求效益，以服务求市场。欢迎新老客户前来选购，我们将竭诚为

您服务！ 

 

 

 

 

 

 

 

 

 

 

 

 

 

 

地址：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兴平村 

电话：+8617067400666 

展品：鸭田稻米，稻花香大米，嫩江水长粒香米 

展位号：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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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宏福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庆宏褔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宏褔集团于 2017 年投资创

建的，公司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长青林场，占地一万余亩，

公司致力于打造一个以现代高科技农业生产产业为核心，集休闲、

度假、康居、养老、文化、科研、商务和养生等产业融合为辅的大

型综合园区（特色小镇）。项目计划投资 150 亿。现代智能温室是

宏福农业引进吸收荷兰先进的温室建造技术、生产设备和智能化管

控技术，并聘请全球顶级专家种植团队进行种植管理，所有种植环

节严格执行 GLOBAL G.A.P 欧盟操作规范，确保产品的纯净 安全

及可追溯性。 

 

 

 

 

 

 

 

 

 

 

 

地址：中国黑龙江大庆市林甸县西南街（建设路）西二段路南 

电话：+8615190102966 

邮箱：miaoqiao.shi@hfagr.com 

网址：www.dqhongfuagr.com 

展品：果蔬类;樱桃番茄 

展位号：D38 



110 
 

七台河华璞木业有限公司 

 

七台河华璞木业厂区位于茄子河区杨扬大街和中河路交叉口，

是一家木制品深加工外向型的民营企业。以生产指接实木地板生产

线、集成材拼板为主，产品采取订单式生产，出口至日本东京、大

阪、名古屋、新泻等地，购置并装备了台湾产国际先进的现代化地

板生产设备，产品研发专业设计人员及技术人员 20 余人，毗邻七宝

公路，交通运输条件十分优越。七台河市地处木材产区，东方红林

业局、方正林业局、萝北林业局、虎林及绥芬河口岸中心地段，有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地源优势。本厂生产的«华璞»地板，是引进

日本地板生产工艺、生产技术，专业设计生产的纯实木指接地板。 

 

 

 

 

 

 

 

 

 

 

 

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杨扬大街与中河路交叉口 

电话：+8615124555888 

邮箱：huapudiban@163.com 

网址：www.Huapudiban .net 

展品：烧结砖瓦，艺术陶瓷 

展位号：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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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荣盛达食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荣盛达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以高盐稀态发

酵技术为支持，甄选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农场生产的优质非转基因有

机大豆和有机小麦为原料，采用日式高盐稀态酿造工艺（ 高盐稀态

有机酱油是目前国际上工艺最先进、品质最上乘的高端酱油），生

产有机酱油、绿色酱油和有机大豆油的粮食深加工企业。公司位于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北岗路 1 号，占地 8.3 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2.3

万平方米。公司以«尚品菽»为注册商标，旗下产品现有 15 种,有机

酱油 4 种，绿色酱油 2 种，特级酱油 5 种，有机大豆油 2 种，精装

礼盒 2 种。公司产品经国家权威检测，品质居全国同类产品第一名，

我公司的有机酱油、大豆油已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证和绿色产品证,

并获得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 22000 食品安全认证。 

 

 

 

 

 

 

 

 

 

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北岗路 1 号  

电话：+8613804872996 

邮箱：hljrsd0464@163.com 

网址：www.hljrsd.com 

展品：尚品菽系列产品 

展位号：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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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和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黑龙江和兴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位于中国南

瓜子主要产区--黑龙江省宝清县，以加工销售雪白瓜子、光板瓜子、

雪白瓜子仁、光板瓜子仁、葵花籽、大豆、芸豆、红小豆等农副产

品为主，是集采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基地型生产出口企业。公

司自成立以来坚持«绿色产品»的发展方向，以管理求精、质量求胜、

市场求效的经营模式，精心打造自己的优质品牌，在不断完善自身

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国内外的生意伙伴。公司的全体员工本着«

学习创新、团结拼搏»的精神，愿与国内外朋友一同携手共创未来。 

 

 

 

 

 

 

 

 

 

 

 

地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宝清镇中央大街东段 

（万金山工业园区） 

电话：+8613604585588 

邮箱：hxgai777@vip.sina.com 

网址：www.hexing-food.com 

展品：南瓜子，瓜籽仁，松子仁 

展位号：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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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清县银河豆业有限责任公司 

 

宝清县银河豆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双鸭山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是集农产品种植、收储、研发、加工、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

业，专业从事 «宝青红» 红小豆、绿豆、黄豆、各种芸豆、南瓜籽、

杂粮等农副产品加工与贸易。我公司生产的"一颗抖"牌有机杂粮系

列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中东等地区，深受国内外客商欢

迎。 

 

 

 

 

 

 

 

 

 

 

 

 

 

 

地址： 黑龙江省宝清县白瓜籽大市场东区 1 号 

电话：+8613904886116 

邮箱：bqshz886@163.com 

网址：www.hljyhdy.com 

展品：宝清杂粮，南瓜子，瓜子仁，五谷杂粮烘焙食品等 

展位号：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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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河县东北黑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饶河东北黑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在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现代

企业集团。主要有农副产品的开发与销售、酒类加工与销售、建材、

旅游、国际贸易、养殖等领域。总占地面积 8.8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2.2 万平方米。成员企业有：饶河东北黑蜂产业有限公司、黑

龙江饶峰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黑龙江饶峰东北黑蜂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饶河县饶峰进出口有限公司、饶河县乌苏里赫哲养鱼专业

合作社、饶峰养蜂合作社（下设 12 家分社）、饶河县饶峰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饶河县娜塔莎俄罗斯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黑龙江珍

宝岛酒业有限公司、饶河县穆罗山建材有限公司、饶河县宝马山刺

五加有限公司、饶河县寒地黑蜂产品有限公司境外有俄罗斯远东黑

蜂责任有限公司等 13 家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东北黑蜂对俄加工贸易产业园区 

电话：+8615045740000 

邮箱：raofenggongsi@163.com 

网址：www.raofenggongsi.com 

展品：蜂产品，蜂机具，木材进出口 

展位号：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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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晟赫商贸有限公司  

CHIFENG CITY SHENGHE TRADING  

CO.,LTD. 

 

赤峰市晟赫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坐落于中国内蒙

古赤峰市；以杂粮为主导，集收购、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

化新型生产加工企业。主要生产生荞麦仁、烤制荞麦仁、生荞麦粉、

烤制荞麦粉、小米和大黄米。我公司产品均为原生态纯天然绿色食

品，无人造色素、无任何添加剂。公司拥有占地 20 亩，年销售量达

两万余吨，四套现代化大型生产车间，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

体系。本着以«创世界品牌•出中国精品»的经营理念，依托强大的生

产能力和优秀的销售管理团队，借助近六年来业界的良好口碑和信

誉，正在作为一枝新秀在杂粮界挺身而立！ 

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公司将扩大经营规模，稳定发展企业经济，

真诚寻求合作伙伴，诚信合作，共谋发展，书写在粮食领域里的新

篇章。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营房村 

电话：+8618604765491 

邮箱：15849997210@163.com 

网址：shsm1123.en.alibaba.com 

展品：带壳荞麦，生荞麦仁，烤制荞麦仁，生荞麦粉，烤制荞麦粉， 

小米，大黄米 

展位号：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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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恒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GUANGXI KINGANFONE CO.,LTD 

 

广西金恒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的综合性外

贸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以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加工实业

为主营业务，与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年进出口贸易额 1

千多万美元。 

主要出口商品有：纸制品、食品、日用品、服装、建材、五金、

电子产品、礼品、藤竹编产品、化工产品、剑麻产品、文具、箱包、

劳保用品、工程机械、家具、木地板等等。多年来，我公司已与美

国、日本、欧洲、东南亚及港澳台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建

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本公司热情欢迎海内外客商和各界朋友与我

们联系，洽谈贸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地址：中国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七星路 137 号外贸大厦 9 楼 906 室 

电话：+8618977187846 

邮箱：346061674@qq.com 

网址：www.kinganfone.com 

展品：服装 

展位号：D45 

file:///G:/2018中俄/6.25/www/kinganf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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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英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GUANGXI INTACT CO., LTD. 

 

广西南宁英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是广西进出口贸易股份有限公

司下属自负盈亏的综合性贸易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公司主

要以进出口贸易业务为主，经营商品种类主要有：食品、农副产品、

家居用品、五金矿产品、化工产品、医疗仪器、实验室仪器、机械

设备等。公司严格遵守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经营原则，奉行信誉

至上、质量第一的服务宗旨。真诚欢迎海内外朋友与我们合作，共

同发展。 

 

 

 

 

 

 

 

 

 

 

 

 

地址：中国广西南宁市星湖路南一里 18 号 

电话：+8613907869306 

邮箱：zqy604@126.com 

网址：gxnnyingtai@163.com 

展品：各种实验室仪器、铝合金马赛克、服装等 

展位号：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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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市耀龙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HEZHOU CITY YAOLONG TRADE  

CO., LTD. 

 

贺州市耀龙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集工厂，

贸易于一体的工贸企业。公司从国营老外贸企业发展而来,拥有一批

业务精湛,开拓敬业的员工队伍。公司主要从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经营的主要产品有：木衣架，打火机，钛白粉，

重钙粉，铝材，氯酸钾，食品罐头等。主要的国外市场有美国，德

国，日本，泰国等国家地区。我们的经营理念是：诚实经营，优质

服务，互惠共赢，开拓进取。热忱欢迎海内外有志之士与我公司合

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地址：贺州市八步区灵峰街 237 号 

电话：+86 774-5298182 

邮箱：hzjcp@163.com 

网址：www.gxyaolong.cn 

展品：硫酸锰，氯酸钾，氯酸钠 

展位号：D47 

http://www.gxyaolong.cn/


119 
 

南宁予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SHENGTAI DAILY PLASTICS  

PRODUCTS LIMITED COMPANY OF  

GUANGXI HEZHOU 

 

广西是中国最重要的剑麻种植基地，本公司出口各种剑麻制品：

剑麻纤维，剑麻线，剑麻绳，广泛用于包装，建材，船舶；剑麻布，

用于抛光。  本公司出口各种钢带材料：带锯条材料，用于锯木头；

铁皮打包带，用于包装；弹簧钢带，用于弹簧拉闸门。规格齐全，

质量好，价格具有很强竞争力，欢迎俄罗斯客户选购。                                                 

  

 

 

 

 

 

 

 

 

 

 

 

地址：中国广西南宁市竹溪大道 86 号 

电话：+86 771-5711162 

邮箱：gxmachunling@163.com 

网址：www.nd.com.cn 

展品：剑麻绳，剑麻布，钢带。 

展位号：D48 

http://www.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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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标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Liuzhou Biaohuang Import & Export  

Co.,Ltd 

 

柳州标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位于广西柳州市蝴蝶山西路 5 号，

并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设有两个办事处，为我司介绍国外市场的

客户和业务。主要生产和经营石油钻采及石油管加工设备：拧扣机、

管螺纹机床、锯床等，接箍，短接，变扣，螺纹脂，和石油管、钻

杆等用途的螺纹保护器。我们公司拥有超过 15 年的出口销售经验，

是目前国际市场上正规的供应商之一。我们致力于提供最好质量的

产品和最优秀的服务给客户。 

  

 

 

 

 

 

地址：广西柳州市鱼峰区蝴蝶山西路 5 号 

白云交易批发市场 1 单元 4-11 号 

电话：+8613607801851 

邮箱：salesbh@lzbhmy.com 

网址：www.lzbhmy.com/english 

展品：螺纹保护器分为 PIN 和 BOX，PIN 用来保护石油管材的外螺

纹，BOX 用来保护石油管材的内螺纹。防止管材螺纹在运输

过程中管道进入灰尘、砂砾，也可以报护管材螺纹的完整度，

尽量减少管材螺纹的破裂等 

展位号：D50 

file:///G:/2018中俄/6.25/www.lzbhmy.com/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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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明亚贸易有限公司 

SHANXI MINGYA TRADING  

CO.,LTD. 

 

山西明亚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公司

有着悠久的生产和出口食品历史。出口产品有脱水苹果圈、脱水苹

果粒、脱水苹果片、核桃仁，苦杏仁，南瓜籽，葵花籽、果仁类罐

头、医疗辅助用品。所有产品均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产品主要出

口到美国、德国、荷兰、波兰、捷克、爱沙尼亚、澳大利亚、泰国

等国家。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新建路 1 号 

电话：+86 351 4062511 

邮箱：sxmy@sxmytrading.com 

网址：www.sxmyfood.com 

参展展品：脱水苹果圈、脱水苹果粒、脱水苹果片、核桃仁，苦杏 

仁，南瓜籽仁，葵花籽仁、果仁类罐头、医疗辅助用品 

展位号：D53 

file:///G:/2018中俄/6.25/www.sxmyfo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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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水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XI SHUITA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山西水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不仅全权代理水塔牌系列产品的全部出口业务，同时经营并代

理各种农副产品、纺织品、自动化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等的

进出口业务。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HACCP、美国 FDA 等认证。 公

司经营的水塔醋系列产品已出口到东南亚、欧美、阿拉伯等国家和

地区。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 251 号 

电话：+86 351-7023906 

邮箱：cuijianlan@shuita.com 

网址：ww.shuitatrade.com 

参展展品：山西水塔牌老陈醋 /白醋/香醋/饺子醋 

展位号：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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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瑞丰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Hulun Buir RuiFe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呼伦贝尔市瑞丰农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注册

资金 1700 万元，是一家致力于牧草、秸秆收获机械研发、制造、销

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公司占地 4.5 万平方米，厂房及办

公面积 14000 平方米，现有职工 100 余人，其中研发人员 15 人，销

售人员 12 人，管理人员 15 人，专家顾问 10 余人。公司拥有多项自

主知识产权,并与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知名院

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司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生

产的«优牧达»系列牧草机械荣获2016年全国«精耕杯» «用户最心仪

的饲料收获机械十佳品牌»。 

 

 

 

 

 

 

 

地址：内蒙古呼伦贝尔经济开发区佳丰乳品厂以西、301 国道以西、 

创业北街以北 

电话：+8618147011201 

邮箱：81541111@qq.com 

网址：www.yomuda.com 

展品：牧草割草压扁机、牧草翻晒机、牧草搂草机、圆捆打捆机 

展位号：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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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恒升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MANZHOULI HENG SHENG OIL &  

FOODSTUFFS IMPORT EXPORT co.  

LTD 

 

满洲里恒升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公司

位于满洲里市世纪大道与边境公路交汇处，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榨

油车间设计加工能力为日加工菜籽油 300 吨，年加工能力 10 万吨，

年产 3.5 万吨菜籽油，6.3 万吨菜籽粕，年产值 5.2 亿元人民币，可

带动周边农牧民 150 人就业，同时，菜籽粕作为优质饲料，可满洲

呼伦贝尔及周边地区畜牧业需求。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合作区世纪大道边境公路交汇处 

电话：+86 470-3913166 

邮箱：15947206789@139.com 

展品：菜籽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小麦面粉 

展位号：D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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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禾康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Ural forest processing fabrication   

Co.,Ltd 

 

我公司主要做进出口农副产品，并在赤峰保税物流中心建立保

税库，于 2017 年在俄罗斯成立乌拉尔木材加工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镇潘家窝铺村 

电话：+86 476-2347028 

邮箱：nmjunwan@163.com 

展品：木材 

展位号：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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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LUNBEIER NORTHEAST FUFENG  

BIOTECHNOLOGIES CO.LTD. 

 

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香港上市企业，成立于

2010 年 5 月，坐落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岭东工业开发区，是阜丰集团

投资建设的大型氨基酸及其衍生制品生产和研发基地。2017 年，全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00 亿元，上缴各类税金 3 亿元，另外实现出口

创汇 3.02 亿美元，占呼伦贝尔市出口创汇的 95%以上。出口国家主

要以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为主，共计涉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英国、

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

亚、印度、巴西等）。目前企业主要产品年生产能力为味精 50 万吨，

全球市场占有率为 25%。                                                 

  

 

 

 

 

 

 

 

 

地址：内蒙古呼伦贝尔岭东工业开发区（扎兰屯）开创大街 

电话：+86 470-3265566 

邮箱：314150057@qq.com 

网址：www.fufeng-group.com 

展品：味精，黄原胶，苏氨酸，葡萄糖。 

展位号：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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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寿县仁杰米业有限公司 

Yanshou County Renjie Rice Industry  

Co.,Ltd. 

 

延寿县仁杰米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座落在黑龙江省

延寿县城郊村，距延寿县中心城区 2.5 公里。公司占地面积 33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000 平方米。在 2016-2017 年投资 1500 余万元

建成了目前为止延寿县唯一一个标准化无尘车间，安装了二条大型

先进生产线，2016 年投资入股延寿县星辉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并

将合作社做为水稻种植基地，目前，自有水稻种植基地 30000 亩，

真正的做到了从种植端入手，提高了水稻品质，做到产品质量可控

可追溯。2016 年在北京组建了北京人之杰科技有限公司，招揽全国

各地销售精英 30 余人，主要针对线上，线下，新媒体等渠道对我公

司产品进行推广、销售。至此，仁杰米业已经成为一家集种植，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公司。 

 

 

 

 

 

地址：延寿县城郊村 

电话：+8618846768888 

邮箱：66126936@qq.com  

网址：www.renjie888.com 

展品：三人行富硒稻花香米，三人行基地直供稻花香米，三人行基 

地直供长粒香米，三人行延寿香米，三人行延寿鲜香米，三 

人行宝宝米，三人行粥米等 

展位号：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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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寿县中实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Actual source in yanshou county 

  grain  and oil trade co., LTD 

 

延寿县中实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总资产 6200 万元，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仓库 13 栋，面积

3.9 万平方米，仓容量 35 万吨，日烘干能力 3000 吨，大米加工生产

线 2 条，日产量 400 吨，年加工水稻 10 万吨，在尚志汉枫物流中心

有散积粮装卸自动线 1 条，日装卸发运能力 4000 吨。我公司是哈尔

滨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黑龙江省加工能力 10 万吨以上竞购加

工政策性水稻补贴范围的企业。是哈尔滨市动态储备粮油入围企业。

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粮食局重点支持的 507 家企业之一。目

前共计储存国家临储玉米 32 万吨。加工水稻 11 万吨，销售大米 7.5

万吨。收购储存哈尔滨市动态储备水稻 1 万吨。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 

电话：+8618945630666 

邮箱：995999394@qq.com 

展品：粮油农副产品 

展位号：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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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香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HEILONGJIANG XIANGQI TRADING  

CO.，LTD. 

 

公司产品主要为香其系列黄豆调味酱，香其酱、香辣酱，各种

规格黄豆豆瓣酱、黄干酱。黄豆调味酱产品原料主要采用黑龙江省

内种植的非转基因优质大豆加上香菇、圆葱、芝麻等 10 几种材料深

加工的方便即食酱，烹饪佐料，产品特点是酱香浓郁、鲜美醇厚，

咸淡适口、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香其系列产品销

往全国 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100 余个城市，出

口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多个国家，每年销售量都以较高的速度增

长，旺季各地均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工业园区北泰山路 5 号 

电话：+8618903656356 

邮箱：zhilin_2004@126.com 

网址：www.xiangqifood.com 

展品：香其酱，豆瓣酱，礼品盒 

展位号：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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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圣康蜂业有限公司 

Shanxi Shengkang Peak Industry Co.,Ltd. 

 

我公司是一家集蜜蜂养殖、蜂产品加工、购销于一体专业蜂业

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金 560 万元。现有年净化蜂蜜

1000 吨的现代化蜂蜜加工生产线一条、蜂蜜标准化生产的高标准质

量检测化验设备一套，其中公司蜂蜜抗生素含量检测填补了晋城市

空白。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刺槐蜂蜜、荆条蜂蜜、枣花蜂蜜、中蜂

蜂蜜（土蜂蜜）、巢蜜五大系列 12 个品种，产品远销北京、上海、

江苏等 20 余个省市。自 2012 年以来，我公司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符

合国际需求的成熟蜜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所有蜂蜜全部为成熟蜂

蜜，蜂蜜质量全部按照出口蜂蜜要求组织生产。2015 年，公司被主

管部门批准为外贸出口型企业。 

 

 

 

 

 

 

 

 

地址：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龙港镇定都村 

电话：+8613834317367 

邮箱：929019537@qq.com 

网址：shengkangfengye.1688.com 

参展展品：成熟蜂巢蜜（规格：250g/瓶），成熟荆条蜂蜜（规格： 

500g/瓶），成熟百花蜂蜜（规格：500g/瓶、15g*10/包） 

展位号：D78-1 

https://shengkangfengye.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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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博信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DATONG BOXIN AGRICULTURAL  

BY-PRODUCT CO.,LTD 

 

大同市博信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2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人代表温进勇，是大同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公司占地 10015 平方米，企业主要从事粮食、蔬菜的收购、加工、

销售、仓储。企业的前身是天镇县涌进农副产品经销部，从成立到

现在一步一个脚印，在市场经济的博弈中，不断的尝试、不断的转

型、不断的突围，企业的智慧和活力不断地积累，通过搞好本职工

作，为全县精准扶贫助力。企业也在不断的做强做大，从 1992 年创

业初的年销售收入十几万元的«袖珍企业»，发展到如今销售收入超

亿元的企业。2013 年 5 月和 6 月分别被认定为«市级扶贫龙头企业»

和«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玉泉镇西门外 

电话：+86 352-6981956 

邮箱：508626511@qq.com 

网址：www.boxinnf.com 

展品：脱水胡萝卜，脱水圆白菜，脱水青椒，脱水红椒，红芸豆 

展位号：D78-2 

file:///G:/2018中俄/6.25/www.boxinn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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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欧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HAO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o.,Ltd 

 

哈欧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由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共

同合资组建。  

    哈欧国际物流通过运营跨欧亚的国际货运班列，致力于构建链

接东北亚和欧洲两大区域产业集群的国际铁路运输通道，成为跨欧

亚国际货物运输的«高速路»。哈欧国际物流以建设提供公、铁、海

运和一体化物流服务体系平台的综合物流枢纽和带动中欧产业互动

为愿景。哈欧班列实现双向开通，标志着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

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突破，将真正成为欧亚经贸合作的金桥。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兴盛路 327 号 

电话：+8618745758810 

邮箱：victor.he@haomails.com 

网址：27419096.b2b.11467.com 

展品：企业宣传彩页，礼品，易拉宝等 

展位号：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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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arbi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Ltd.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最知名的制药公司之一，拥有 2

个股份公司和 14 个子公司。我们的经营范围包括制造、贸易、科研

于一体。我们生产抗生素、化学制剂、保健品、中药、生物制剂、

动物疫苗和兽药，1000 多个品种。我们的产品出口 6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哈药品牌价值已经达到 238.29 亿元。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大道 7 号 

电话：+8618945659884 

邮箱：709685336@qq.com 

网址：www.hayao.com 

展品：哈药集团宣传册，抗生素制剂药品包装，保健品包装等 

展位号：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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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龙视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Longshi Health Industry Investment  

Company Of Hei Longjiang Province 

 

龙视健康产业公司«对俄医疗健康服务产业平台»，是黑龙江广

播电视台与黑龙江省卫计委联合成立的，项目通过宣传推广平台和

产业拓展平台构筑跨境医疗健康服务绿色通道，对黑龙江省中医文

化对外输出、国际医疗旅游产业发展和文化经贸交流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经过三年的发展，对俄中医节目成功在俄落地播出，旅游产

业已深度融合，跨境医疗产业正在逐步有序开展。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430 号 

电话：+86 451 82890001 

邮箱：892169428@qq.com 

展品：电视节目展示、新媒体展示、中医专家现场诊治、 

中药保健品展示。 

展位号：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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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银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arbin Bank (Group) Co., Ltd 

 

哈尔滨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2 月，总部位于哈尔滨市。现已在天

津、重庆、大连、沈阳、成都、哈尔滨、大庆等地设立了 17 家分行，

在北京、广东、江苏、吉林、黑龙江等 14 个省及直辖市发起设立了

32 家村镇银行，拥有营业机构 363 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七大行政

区。是中国第三家登陆香港资本市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中国东

北地区第一家上市的商业银行。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哈尔滨银行资产总额人民币 5,642.552

亿元，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人民币 2,373.978 亿元，客户存款总额人

民币 3,782.584 亿元。哈尔滨银行在英国品牌咨询公司 Brand Finance

发布的«2017 年度全球银行品牌价值 500 强»中，凭借 199%的品牌

价值增长率，跃升至第 195 位。在美国«福布斯» 杂志 2017 年度«

全球上市公司 2000 强»榜单中，位列第 1,130 位。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江街 888 号 

电话：+86 451-86779633 

邮箱：lr910428@126.com 

网址：www.hrbb.com.cn 

展品：介绍哈尔滨银行对俄金融服务 

展位号：B12 

file:///G:/2018中俄/6.25/www.hrb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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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 

Yunnan Tobacco International  

Co., Ltd 

 

云南烟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公司»)成立于2006年12

月 14 日，系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卷烟、烟丝、卷烟纸、滤嘴棒、烟草专用机械、烟叶、烟用丝束出

口；烟叶、丝束、烟草专用机械设备和零配件及其他辅料进口配套

服务；对外投资；烟草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等。 

放眼未来，国际公司将认真贯彻国家局、中烟国际和云南中烟

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和工作部署，努力探索中国烟草«走出去»

的«云南模式»，努力开创国际市场拓展新局面。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盘井街 345 号 

电话：+86 871-65876211 

邮箱：wangzk@ytichina.com 

网址：www.ytichina.com.cn 

展品：低温加热不燃烧卷烟，品牌 MC, 品牌 MW 

展位号：B14 

http://www.yti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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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住房建设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arbin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哈尔滨住房建设发展集团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资产

运营、现代服务业 3 大版块：以房地产开发、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

建设为主的房地产开发；依托存量资产延伸辐射与百姓密切相关的

居住、购物、文化、教育、养老、医疗等资产运营；适应租售并举

保障新模式的房屋租赁经营、以«互联网+»升级版的物业服务、为

生产和市场服务的金融投资等现代服务业。 

 

 

 

 

 

 

 

 

 

地址：哈尔滨市群力第六大道 4224 号 

电话：+8613895732122 

邮箱：46202912@qq.com 

网址：www.hrbzhufangjituan.com 

展品：中华巴洛克商业街区文化，陶瓷小区商业街区文化， 

宣传手册 

展位号：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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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俄速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Ruston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o.,Ltd 

 

俄速通成立于 2013 年，是由中俄贸易、物流专家、电子商务专

家、上市企业共同投资打造的中国对俄语系国家数字贸易综合服务

企业。 

    俄速通成立伊始就参与了«哈尔滨对俄跨境电商大通道»项目的

建设与运营，并将哈尔滨对俄包机航线打造成为全国对俄跨境电商

包裹物流的金牌航线。俄速通自主研发 IT 系统，并构建了境内外«

仓干配»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在一个系统的支撑下完成«物流+

海外仓配、供应链服务、海外 B2b 分销三大业务的相互协同。 

    目前俄速通已成为行业内公认的对俄跨境电商服务第一品牌。

同时也是阿里速卖通、菜鸟、京东、唯品会、环球易购等平台的主

力对俄服务商。在行业、国家层面都受到了广泛关注。连续两年荣

获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连续三年荣获阿里巴巴菜鸟最佳合作

伙伴等。据统计，有超过 2000 万的俄罗斯网上购物者在使用俄速通

的服务。         

 

 

 

地址：哈尔滨市平房区松花路 9 号中国云谷 A5 栋四层 

电话：+8617645190001 

邮箱：yakun@ruston.cc 

网址：www.ruston.cc 

展品：扫地机器人，音箱，小家电等 

展位号：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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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华南城有限公司 

Harbin  China South  City Co.Ltd 

 

哈尔滨华南城由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华南城控股有

限公司 2009 年 9 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华南城业务遍布中国。

哈尔滨华南城总建筑面积 1200 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 200 亿元人民

币。分为专业市场商贸展示区、综合配套商业服务区、仓储区、仓

储物流配送区和配套住宅区四部分。专业市场商贸展示区主要针对

五金、化工、机电、建材装修及装饰、小商品、副食品、汽车及汽

车用品、绿色食品、皮革皮具、电子等行业门类进行展示交易。综

合配套商业服务区和仓储物流配送区将提供物流、信息、电子商务、

会展、品牌推广、研发设计、贸易、培训、金融、通讯等各种生产

性服务。配套住宅将为华南城的经营户、员工、采购商、供货商及

其他从业人员，提供全面的生活服务配套功能。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长江路与华南中路交汇处 

电话：+8615004682679 

邮箱：24431030@qq.com 

网址：www.csc86.com 

展品：商业综合体 

展位号：C12-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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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德力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Harbin Delida Decoration Material  

Co.,Ltd. 

 

哈尔滨市德力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是集科研开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以国际化规模经营，跨建材、饰材行业的国

家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公司现固定资产上亿元，并先后引进德国、

台湾等发达国家地区的设备和生产技术；现拥有全自动浸渍纸生产

线 2 条，自动化快速贴面生产线 2 条，德国«威力»地板成型线６条，

台湾«丰巧»淋漆线２条，多条实木地板生产线及先进完善的相关产

品检测设备；年生产能力已超过 600 万平方米，目前已形成实木复

合、汇绿 GAC 活性炭净醛、汇绿活性炭仿古、汇绿活性 炭真木纹、

同步木纹、钻石王朝、冰雪佳人、冰雪水晶（淋漆）、冰雪玉石、

惠泽（羽丝纹）等多个系列，上百款花色品种。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机场路 366 号 

电话：+8613895702950 

邮箱：delidaexport@163.com 

展品：地板 

展位号：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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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佳天德颐实业有限公司 

 

佳天德颐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建立了占地面积 28 万平方米的佳

天国际农副产品物流交易中心。在中心内建有海关监管场所和俄罗

斯进口商品批发大卖场等项目，开展对俄果蔬出口及俄罗斯食品进

口业务。目前，佳天国际公司又建立了俄罗斯食品加工园区，目前

已入驻俄罗斯投资企业 3 家。其中，俄罗斯酸奶厂已于 2017 年 9

月正式投产，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供不应求。面包厂和酸黄瓜加工项

目正在厂房装修。我们还希望引进俄罗斯香肠、冰激凌、格瓦斯、

伏特加、糖果、饼干等加工项目，我公司将提供厂房、仓储、报关

报检、企业注册、劳务许可、人员招聘乃至市场推销等一系列服务，

使入驻企业无后顾之忧，能够尽快投产、尽快打开市场、尽快取得

回报、尽快收回投资。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友谊路西段毕升街 188 号。 

电话：+8613339445757 

邮箱：songbowen1970@163.com 

网址：www.jtdygs.com 

展品：果蔬 

展位号：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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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教育厅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黑龙江省有普通高校 81 所，其中本科院校 39 所，高职（专科）

院校 42 所，在校生 73.52 万。有研究生培养单位 27 个，在校研究

生 6.2 万人，研究生导师 12014 人，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

士 49 人。黑龙江省高度重视教育国际交流，我省高校与国外 400

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开展了合作办学、互派

教师和留学生、合作科研、接受来华留学生等。目前我省在英国、

韩国、俄罗斯、乌克兰、安哥拉建立孔子学院 7 所、孔子课堂 22

所，有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 4 所；2015 年全省高等学校接受来

华留学生 12214 人，其中俄罗斯留学生 2895 人次。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75 号 

电话：+86 451 86609033 

邮箱：liyongxin731209@qq.com 

网址：www.hljedu.gov.cn 

展品：黑龙江高校中俄文介绍及大学宣传材料。 

展位号：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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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Heilongjiang Tourism Development Com 

mission 

 

黑龙江省位于祖国最北边陲。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人

文历史，赋予了黑龙江旅游原生态和古朴自然的特质。夏季有中国

大陆最北端的地理极点、中国大陆最东端的地理极点、全国最凉爽

的天气、全国最大的连片森林、全国最大的湿地群、全国最大的界

江、全国最大的界湖、中国最大的火山景观群与火山堰塞湖、中国

最重要的对俄边境旅游区、中国最具欧陆时尚和音乐气息的省会系

列品牌活动——迷人的哈尔滨之夏。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 号金融大厦 20 层 

电话：+86 451 58680057 

邮箱：2185503568@qq.com 

网址：www.hljtour.gov.cn 

展品：康疗养生、休闲娱乐、冰雪旅游等旅游产品 

展位号：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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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方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Harbin Dongfang Int'TradingCo.,Ltd 

(Qingdao iGuan TechnologyCo.,Ltd) 

 

青岛冠义科技有限公司由智能硬件、软件算法、企业运营的资

深团队组成，面向教育、智慧旅游及健康领域，从事智能穿戴产品、

服务及大数据平台开发。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23 号中国海洋大学科技楼 416 

电话：+86 532 83959097 

邮箱：xianyijia@iguantech.com 

网址：www.iguantech.com 

展品：智能语音翻译机，智能翻译电话手表 

展位号：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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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2963

万元，公司股票于 2000 年 7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股票名称«大庆华科»，股票代码«000985»。公司于 2008 年按照新标

准被首批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各种用途

的石油树脂(PETROLEUM RESIN)系列产品，乙腈产品(ACN)，聚

丙烯粉料产品（PP），双环戊二烯产品（DCPD）。 

 

 

 

 

 

 

 

 

 

 

 

 

 

 

地址：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大庆开发区区建设路 293 号 

电话：+86 459-6283317 

邮箱：18945999685@163.com 

网址：www. huake.com 

展品：石油树脂、聚丙烯粉料产品 

展位号：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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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HAANXI WENYI CULTURE &  

DEVELOPMENT CO., LTD 

 

陕西文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个集策划、主创和演艺的综合

性文化公司。本公司为丝绸之路国际演艺联盟秘书长单位。致力于

打造中国西部知名文化艺术团队。 

公司可承接大型公益性活动、大型文化艺术对话、论坛和报告

活动；承办各类商业节庆推广、展览策划、包装、制作及宣传等项

目；可承接举办书画展、文物展、茶文化展等工作。 

公司拥有权威的智库和大数据库；长期特聘中外资深专家、教

授、知名社会文化艺术人士，并组成专业团队。公司本着传播正能

量、创造新艺术为目的。愿在 21 世纪的文化艺术领域多出精品、经

典，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贡献。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关正街中贸广场 

电话：+86 29-68617033         

邮箱：542687534@qq.com 

展品：实用类文具，本册，文化纪念品 

展位号：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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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外研传媒有限公司 

Tieling WaiYan Media Co., Ltd. 

 

铁岭外研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

是铁岭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单位，公司下设平台部、电商部、运营

部，现有工作人员 32 名，85%以上为本科以上学历，并拥有丰富的

工作经验。公司一直秉承«研究外来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宗旨，

打造多类型的文化展示交易平台，为广大的文化、曲艺、非遗爱好

者、非遗传承人等提供全方面交互平台。 

 

 

 

 

 

 

 

 

 

 

 

地址：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红旗街 

电话：+86 24-72828930 

邮箱：977450908@qq.com 

网址：www.feiyiw.cn 

展品：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非遗网 

展位号：C24 

mailto:9774509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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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桐维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CHIFENG CITY SHENGHE TRADING  

CO.,LTD. 

 

满洲里桐维公司于 2009 年 9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成立。

自公司成立以来，在自治区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公

司现已发展成为满洲里地区的木材进口贸易的龙头企业，企业注册

资金 7000 万人民币，拥有员工 98 人。目前平均每年进口木材总额

达 8000 多万美元。据统计 2011—2015 年我公司共进口木材 185 万

立方米，进口额折合人民币 15 亿元之多，缴纳海关进口增值税近 3

亿元。历经 20 余年的风雨兼程，公司已拥有几条配有龙门吊车的铁

路专用线，自备有 300 多辆印有«亚洲联运»字样的铁路车皮。迄今

为止公司通过东西伯利亚铁路发运的木材量在世界占领先地位。每

年缴纳俄联邦财政税收高达叁亿卢布。公司建立一条龙式的公路运

输车队及多处物流仓储，庞大的运输队伍及清关团队从事着繁忙的

国际运输业务。 

 

 

 

地址：满洲里市北区叶尼塞俄罗斯风情园 6 号综合楼东 2 号 

电话：+8618047008177 

邮箱：14797024@qq.com 

网址：shsm1123.en.alibaba.com 

展品：木材产品 

展位号：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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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诚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NO.60,THE SECOND EAST DTREET 

 

满洲里诚林集团始建于 2002 年 8 月， 是一家以跨国贸易、电

子商务、仓储、物流、通关、外贸综合服务为发展方向的综合性企

业集团。旗下设有森富国际物流置业有限公司、阿拉丁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诚林果品加工产、诚林货代公司等 7 家子公司，在俄罗斯

分别设有乌兰乌德诚林农产品仓储物流分拨中心和伊尔库茨克诚林

农产品分拨中心。业务涉猎外进出口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电子商

务、金融、宾馆等。 

 

 

 

 

 

 

 

 

 

 

 

 

地址：满洲里市东二道街 60 号 

电话：+86 470-6231313 

邮箱：13848800888@163.com 

网址：mzlcl.com   

展品：宣传资料 

展位号：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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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 

 

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是中国诚通集团支持所属欧洲商业开

发投资管理中心在俄联邦莫斯科州投资建设的国际贸易中心项目。

GREENWOOD隶属于欧洲商业开发投资管理中心，它将为 中国商品提

供一个安全、规范、有形象、有档次的经营场所，提高中国商人和

公司在俄经商的层次和水平，提升中俄贸易的档次。项目投入运营

后预计每年可带动至 少 80 多亿美元中国轻工纺产品对俄出口。国

际贸易中心项目符合俄联邦吸引外商投资以及中国政府鼓励企业

“走出去”构建国际营销网络的政策，因此得到了中俄 两国政府的

鼓励和支持。  

 

 

 

 

 

 

地址：莫斯科州红城区普吉尔科沃村,大环 69 公里"格林伍德"商务

园 17号楼 

电  话：+7 (915) 212-37-90（手机） 

邮  箱：te@greenwoodpark.ru 

网址：www.greenwood-park.com 

展品：宣传材料 

展位号：C29 

http://www.greenwood-park.com/%E8%81%94%E7%B3%BB%E6%88%91%E4%B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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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七彩毯业有限公司 

 

佳木斯七彩毯业有限公司是佳木斯市政府重点招商引资企业，

为大型 II 档，属纺织行业。始建与于 1972 年 ，占地面积 12.4 万平

方米，固定资产 2.6 亿元。企业总人数 50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46 人。拥有从日本、韩国引进和国产先进的经编、印染、后整理设

备 400 台套。主要产品有：超细旦超柔毛毯、云貂绒毛毯、彩虹雨

柔毯、韩国彩雕毯、童毯五个系列， 

 

 

 

 

 

 

 

 

 

 

 

 

 

 

 

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七彩街 166 号 

电话：+8615845407266 

邮箱：qixin3518@163.com 

展品：毯子 

展位号：C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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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乐多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Shanghai Torgmol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Torgmoll 公司致力于丝绸之路的建设，全心全意打造一个为亚

欧大陆各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与文化交

流。为了真正拉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目前已

和广州，湖南商务厅，山东济南筹建一带一路贸易平台，与湘欧、

济满欧、广东石龙、南京、哈欧等班列合作，为各中欧班列提供境

外段运输服务，货物运输到后贝加尔和扎门乌德，我方可在 36 小时

内完成货物换装发车，时时提供境外段货物运踪信息，让客户在体

验便捷快速的中欧班列服务的同时感到放心舒心。并设立专门的机

构在莫斯科。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淞良路 10 号 602 室 

电话：+86 21-61393595 

邮箱：info@torgmoll.com  

网站：www.torgmoll.com 

展品：宣传资料 

展位号：D3 

mailto:info@torgmo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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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钰森经贸有限公司 

MANZHOULI YUSEN ECONOMIC  

AND TRADE CO;LTD 

 

满洲里钰森经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 124.6 万平方米，设备投资 2.5 亿元，年

进口木材 100 万立方米，木材加工及深加工 50 万立方米，与国内

70 多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年国际货运代理 2 万余车，年销售

额达到 5 亿元，总投资额 8 亿元。该公司主要对俄贸易、木材加工

及深加工、国际货运代理为一体的龙头企业. 

2016 年初，满洲里钰森经贸有限公司积极实践中俄两国«一带

一路»友好政策，依托俄罗斯广袤森林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新材料、

新工艺等新型建材研发升级，构建产学研创新模式，以产品技术创

新为核心驱动力，带动林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现已建成集森林采

伐、板材加工及废料处理为一体、集中物流和仓储优势于一身的现

代化企业集团。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北区明珠公寓综合楼 B 区-918 号 

电话：+8618504700760 

邮箱：fly199408@163.com 

展品：木制品 

展位号：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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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松海贸易有限公司 

MANZHOULI SONGHAI TRADING  

CO.,LTD 

 

满洲里松海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有丰富的木材生产加

工贸易经验，公司常年从俄罗斯进口樟子松、落叶松、桦木、白松

等多品种的优质木材，厂房配备有最新的多片锯设备，可生产多种

规格的口料、板材、毛料，同时销售原木，并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

独家定制，现已开发出烘干板、防腐材等多种新产品，是建筑工程、

家具板材等厂商的首选，质量上乘，价格合理，欢迎订购洽谈。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北区明珠公寓综合楼-1503 

电话：+86 470-6231558 

邮箱：1959185784@qq.com 

展品：木制品 

展位号：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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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新越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Manzhouli xinyue economic and trade co.  

LTD. 

 

满洲里新越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满洲里市北区，创建于 2008

年 5 月，注册资本 1510 万元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木材加工、进

出口贸易、境外劳务输出等项业务。我公司在俄罗斯联邦伊尔库茨

克州及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投资成立 6 家全资子公司，年加工

板方材 30 万立方米。 

 

 

 

 

 

 

 

 

 

 

 

 

 

 

地址：满洲里市北区金源新村 3 号楼 7-202 

电话：+8618545142621 

邮箱：110320700@qq.com 

展品：板方材 

展位号：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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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礼陶瓷有限公司 

 

国礼陶瓷有限公司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项目总

投资 30690 万元，2009 年 10 月建成生产。占地面积 165000 平方米，

建成 58450 平方米的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及生活配套设施，主要生

产设备 200 多套台。是内蒙古第一家生产高端艺术陶瓷、礼品瓷、

日用陶瓷的现代陶瓷企业。 

公司吸收国内外先进的陶瓷生产设计理念，始终坚持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的企业宗旨，以陶瓷为载体以蒙元文化为设计核心，实现

了陶瓷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目前已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国礼瓷»品

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陶瓷产品成为自治区各级政府对外交流的

文化使者，同时也被誉为鄂尔多斯第二张城市文化名片，深受区内

外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 

电话：+8618847715500 

邮箱：475502800qq.com.cn 

网址：www.guolici.com.cn 

展品：陶瓷工艺品，陶瓷日用品 

展位号：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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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万事达实业有限公司 

ILIN PROVINCE WANSHIDA  

INDUSTRIAL CO., LTD 

 

吉林省万事达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坐落在

中、俄、朝三国交接处的边境城市 –吉林省珲春市，是珲春市市政

府招商引资项目企业。企业总投资 5300 万元，占地面积 1.97 万平

方米，建有纸箱厂和编织袋厂，引进国内纸箱和编织袋行业最新型

生产线，拥有技术一流的管理人员和经验丰富、多年从事边境贸易

的营销人员，是集生产加工及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两

个工厂均引进了目前国内新型的生产线，纸箱厂年生产能力达 2 千

万平方米纸板、纸箱，编织袋厂可生产多达 3 千万条编织袋。今年，

公司正准备与俄罗斯客户合作，为珲春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进口俄产

海鱼公司奉行以质量求生存、靠诚信赢客户的服务宗旨。用户满意、

互利共赢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地址：吉林省珲春市边境经济合作区 13号小区 

电话：+86 433-6911988 

邮箱：wsd106@163.com 

网址：www.jlwsdsy.com 

展品：塑料编织袋，纸塑复合袋（鱼袋），塑料编织复合袋，纸板， 

纸箱，麻袋，网眼袋，吨袋 

展位号：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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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甸北方温泉欢乐谷 

 

林甸北方温泉欢乐谷由江苏雨天物流集团投资，景区坐落于有«

中国温泉之乡»、«世界温泉养生基地»美誉之称的大庆市林甸县政府

西侧，总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6716 平方米。已荣获

«国家 AAAA 级景区»«中国温泉业最高荣誉--金汤奖»«黑龙江温泉

主题公园»«中国最佳雪地温泉»«最受国际友人喜爱的温泉等殊荣»。

是一个旅游多元化的景区，集吃、住、玩、愉、购为一体的大型旅

游景区，温泉欢乐谷在大家的瞩目之下渐渐完善自身，更是深入旅

游界一个点睛企业。 

 

 

 

 

 

 

 

 

 

 

 

 

 

地址：林甸县政府西侧 

电话：+8613776388888 

网址：www.ldwqhlg.com 

展品：宣传折页、宣传手册 

展位号：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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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亿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XI YIHO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山西亿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及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实业公司，

位于中国最大的玻璃器皿基地山西祁县。现有吹制，压制，离心，

电制等拥有多余条生产线，年产玻璃器皿 8000 吨。公司下设进出口

部，内销部，材料经营部，产品开发部，生产部及质量检验部。并

有 25 个联营玻璃厂。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酒具，水具，酒杯，花瓶，烟缸，烛台，

风灯，杂件等。根据客户要求我们还可以进行各种加工，深刻，手

绘，描金，喷砂，喷色，蒙砂等工艺操作。近年来，平均每年开发

30 多个新品种。产品款式新颖，工艺精湛，技术力量雄厚，畅销欧

洲，东南亚及港澳台等国家地区，并得到客户的好评。"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水西关小区 6 号楼 1 层 2 号 

电话：+860351-7342826 

邮箱：1007005021@qq.com 

展品：酒具，水具，酒杯，花瓶，烟缸，烛台，风灯，杂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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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D55 

山西赢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SHANXI TOP WINNER GLASS  

CO.,LTD 

 

    山西赢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餐厨用品的外贸公司，

我司成立于 2006 年，主要经营玻璃器皿，厨房用品等等，我们有

10 多年的经营经验，在设计和开发产品上有很多经验.我司产品出口

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中东等 50 多个国家。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旱西门街 25 号中保大厦 503 室 

电话：+8618234023787 

邮箱：towwinner3@topwinnerglass.com 

网址：www.topwinnerglass.com 

展品：玻璃酒杯；玻璃酒壶；备餐用品；蜡台 

展位号：D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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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县越轩商贸有限公司 

WENXI YUEXUAN TRADE CO.,LTD 

 

    闻喜县越轩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位置位于山西省运城

市闻喜县桐城镇富瑞大厦 1 号楼 3 单元 1202 室 主要从事玻璃的外

贸进口业务，上一年年销售额为 65 万美金，主要出口的国家有美国，

西班牙，德国，荷兰，俄罗斯。  

    主要出口的产品是 玻璃花瓶 玻璃鱼缸 玻璃酒杯 等玻璃制

品 。 

 

 

 

 

 

 

 

 

地址：山西省闻喜县富瑞大厦 1 号楼 3 单元 1202 

电话：+86 359-7018332 

邮箱：497964205@qq.com 

网址：huasenglass.en.alibaba.com/?spm=a2700.8304367.coct00 

      aad5.1.715caa8bcfd2mh 

展品：玻璃鱼缸，玻璃花瓶，玻璃酒杯 

展位号：D58 



162 
 

山西奥威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XI ALLWELL INTERNATIONAL  

CO.,LTD. 

 

    山西奥威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我司主要出

口产品为家用纺织品和玻璃器皿，家纺产品主要有台布、厨巾、茶

巾、毛巾、厨房件套、围裙等，玻璃器皿主要有红酒杯、啤酒杯、

花瓶、，蜡台等，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真诚的希望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同世界各地的客

商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电话：+86 351-4076106，13603518579 

邮箱：jackzxg@126.com 

网址：www.sxallwell.com 

展品：提花台布；150X150CM, 150X180CM, 120GSM , 

      印花台布：150X150CM ,150X180CM, 120GSM，   

      超细纤维印图厨巾；40X60CM, 40-60GRAM/PC 

      全棉割绒印图厨巾： 38X62CM, 50-60GRAM/PC 

      全棉华夫格刺绣茶巾： 50x70cm ,75-80GRAM/PC 

      厨房 3 件套；手套：17x27cm, 方垫：17X17cm, 厨巾：    

      38x62cm,60gram/pc" 

展位号：D60 

file:///G:/2018中俄/6.25/www.sxall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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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恒信惠达科贸有限公司 

SHANXI EVERCREDIT HUIDA  

TECHNOLOGY CO. LTD 

 

山西恒信惠达科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供应明胶空心胶囊、

植物空心胶囊、明胶以及制药原料的企业。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优质安全的产品，根据中国药典、美国药典、欧洲药典等要求生产，

所有产品均符合 GMP 规范。所生产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地区。

公司的遵旨是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使客户满意。 

 

 

 

 

 

 

 

 

 

 

 

 

地址：山西省亲凤苑 5 号楼 2 单元 201 室 

电话：+86 351-2894519 

邮箱：sxhxhd@foxmail.com 

网址：www.sxhxhd.com 

展品：Vegetable empty capsule，Gelatin empty, capsule  

展位号：D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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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怡康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SHANXI YEEKANG FITNESS  

PRODUCTS CO.,LTD 

 

    山西怡康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是于 1998 年成立的一家专营出口

的贸易公司。从 1989 年开始涉足体育用品和健身器材产品。2005

年初自营出口，现在年出口额达 2700 万美元以上，产品主要有商用

/家用两大系列，主要品种有健身车、椭圆车、跑步机、踏步器、举

重床、杠哑铃等。其主要远销欧洲、南美、亚洲等二十几个国家，

是全国出口量最大的专营健身器材的贸易公司之一。 

    历经十年风雨历程，怡康公司于 1998 年成立之初年出口金额

100 万美元到 2017 年出口金额 2700 万美元，这其中的艰辛跋涉，

步履蹒跚，曲折起伏，使公司总经理赵培英深刻了解到企业品牌建

设的必要性，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品牌。经过长久的摸索，怡康公

司创立了自己的英文品牌«YEEKANG»，音译过来就是中文«怡康»，

喻意为愉快健康生活。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电话：+86 351-5228585 

邮箱：sales@yeekang-sports.com 

网址：ww.shuitatrade.com 

展品：健身器材 

展位号：D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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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星好月圆家纺有限公司 

JIANGSU GOOSTARS  

HOMETEXTILES CO.,LTD  

 

江苏星好月圆家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

与中国之间的集货物贸易、物流、运输、清关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全能型服务公司，是对俄运输指定合作伙伴。依托于国家«一带一路

»的伟大战略，依靠公司强大的人才优势，十多年对俄贸易经验以及

多年来积累的人脉，公司致力于开拓一条具有特色的、有充分优势

的对俄物流贸易新通道。 

公司 2015 年度面料对俄出口国内第一，在俄罗斯等多国有很高

的知名度和优势。公司立足长三角、面向全中国，开展形式多样、

服务优质、诚信可靠的门对门对俄运输清关业务。目前公司拥有近

20 位国内一流大学、国外留学、交流的双语业务人才，为进一步发

挥公司人才优势，于 2016 年成立的常熟明星翻译公司也将服务于常

熟的外贸企业，更为全方位的提升公司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为

常熟外贸行业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诚请各位朋友关注公司二维码，公司将定期发布有关信息。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黄河路 12 号国际贸易中心 B幢 1202 室 

电话：+86 512-52220518 

邮箱：61075@suzhou-stars.com 

网址：www.jiangsu goostars.com 

展品：面料 FABRIC 毛毯 BLANKETS 套件 SETS 沙发套  

SOFA COVER 

展位号：D81 

file:///G:/2018中俄/6.25/www.jiangsu-goosta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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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全科医疗技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Harbin  China South  City Co.Ltd 

 

哈尔滨市全科医疗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立于 1990 年，是一

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产品主要为远红外光多

功能治疗仪系列。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副 42-1 号 

电话：+8615845038549 

邮箱：903899978@qq.com 

网址：www.qk.com.cn 

展品：远红外光多功能治疗仪系列产品 

展位号：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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