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同心筑梦 聚力前行
2013 年 11 月，在有识之士共同响应之下，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正式成立。

作为国内首家省级户外家具行业协会，它开启了广东家具史上细分行业华丽的篇章，
承担起提升户外家具整体品牌形象，协助广东乃至全国户外家具走向国际的历史重任。

6 年来，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的一个巨变，

带领 200 多家会员企业，深耕户外家具行业，承担起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历史责任。

从开展内部新老会员座谈会到组织会员单位走访越南、印尼等国外市场，从举办行业
讲座、高峰论坛到成立河南平舆工作委员会，从亮相深圳艺展中心户外展馆到参展观
展国内外各大专业展会，协会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而又踏实地从展会服务、信息交流、
渠道拓展、产业升级及宣传推广等方面为会员单位提供全面立体的服务。

2016 年起，协会与中国家博会联合主办的环球花园生活节已经成功举办四届，并

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协会并先后荣获 2015、2016 年度广东省优秀商协会，

2016 年、2017 年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优秀组展单位”，2017 年广东省

4A 级全省性社会团体，2018 年广东省行业协会联合会优秀商协会，广东省社会组织
总会 2018 年度优秀社会组织等荣誉。

豪情凝众志，匠心谱华章，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

战略合作伙伴
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德胜东路顺德技术学院
设计学院 A-404、郑裕彤楼 9 楼 908-909
参展联系方式：

电话：+86-757-26326660
+86-138 2368 6327
+86-133 8023 0592

网址：www.gofa-china.com

社会各界领导的关心与关怀。未来，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将继续坚定信念，同心
筑梦，聚力前行，赢得未来！未来，让我们一起加油！

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
2019 年 10 月

年会报道
GOFA Anniversary
作为协会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动，广

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年会内容丰富多
彩，邀请行业知名人士精心准备的各类
知识讲座、行业高峰论坛以及丰富的庆
典晚宴，吸引了来自户外家具上下游产

业链的企业、设计师、经销商以及家具
行业、兄弟协会欢聚一堂，是企业进行
对外宣传与推广的极佳时期，也是企业
进行沟通与交流，实现互动共赢的行业
盛会。

As an annual big event of Guangdong
Outdoor Furniture Association(GOFA),
GOFA Anniversary had many wonderful
content. During anniversary, there are
many entrepreneurs, designers, dealers
from furniture industry got together.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administration
chance for enterprises. In the mean
time, it is a valuable communication
chance between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make industrial win-win spirit come
true.

2014-2015

年会

2014 年 6 月，为加强与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的合作，广东省户外家
具行业协会周年庆典在顺德职业技

术学院隆重举办，本次年会主题为
“校企合作 . 协同创新”，300 多
人聚集一堂，共庆行业盛典。

2015 年，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

协会与名家居世博园合作，召开了
主题为“智创未来，合力共赢”的

庆典活动，得到了会员企业的一致
好评！

2018 年 7 月 6 日，“凝心聚力 共赢未来”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五周年庆典

活动在顺德召开，庆典大会对五年来为行业，为协会做出特别贡献与大力支持的优秀
会员企业和热心企业家进行了表彰。

2019 年 7 月 12 日，“同心筑梦 聚力前行”第三届理事会暨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

协会 6 周年庆典在鹤山精彩上演，期间还举办了第三届理事会授牌仪式以及隆重的

2016- 2017

年会

以“合家 . 聚才 . 智创未来”为主题

2017 年 7 月 26 日，广东省户外家

的 2016 年年会，在台山碧桂园凤凰酒

具行业协会四周年庆典在三水绿湖温泉

色彩搭配、产品设计等方面，为会员企

砥砺前行”为主题，吸引了协会会员企

店隆重召开，协会邀请专业人士从家具
业带来一场知识盛宴。

度假酒店隆重开幕，年会以“不忘初心
业老板、企业代表以及各兄弟协会领导
的关注。

就职典礼。

2018-2019

年会

内部交流活动
Inter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协会与时俱进，紧紧围绕会员需求，积极开展内部交

流活动。先后走访了金艺林、三固铝业、德锐家具、悍高
家具，耀保、德锐以及贝邦玻璃等多家会员，并分别在江

门、南海、东莞、三水、中山等地举办区域性新老会员座
谈会。同时，协会邀请众多行业知名人士和专家分别从税
务政策、家具色彩搭配、企业外贸风险规避、精益生产管
理、劳动用工、风险控制等多方面进行了专题讲座和高峰
论坛，加强会员与会员之间的交流的同时，促进行业的健
康发展。

GOFA closes to members’ demand by openning the inter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We held seminars between new and old
members in Jiangmen、Nanhai、DongguanSanshui、Zhongshan
etc. In the meantime, GOFA invited famous entrepreneurs and
experts from many kinds of industries held seminars. The seminars
content including tax policy, furniture color matching, foreign trade
risk aversion, lean production management, labor risk control etc.
Those themes are all can promote the industry develop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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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观展国内外大型展会
Exhibition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
1、2、3：组织会员参展中国家博会
4、5、6：组织会员参观国外家具展

5

7、8、9：组织会员参展广州设计周

1

10：组织会员参展广州餐饮连锁加盟及餐饮空间展览会

6

7

8

10

9

1

2

本着为同行业企业提供服务的宗旨，协会积极跟

国内大型展会主办方合作，多次组织会员企业参加中

国家博会、广州餐饮连锁加盟及餐饮空间展览会、广
州设计周等国内大型展会。协会成立以来，多次组织
会员企业观摩意大利米兰家具展、德国科隆展、美国
高点展等国际知名家具展、全方位把握产品、技术流
行趋势，引导行业创新发展。

3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serving outdoor furniture industry,
GOFA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all kinds of domestic exhibition.
GOFA arrange members attend China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 (CIFF)，EXPO Franchising Guangzhou, Guangzhou Design
Week and other domestic exhibition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GOFA, we arrange members visited Salone del Milano,
Germany Spoga, High Point Market of the US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famous furniture exhibitions. To visited famous
exhibition can make members acknowledge more about
product itself, technique trend roundly, guid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or industry.

主办主题展
Theme Exhibitions
2016-2019 年，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与中

国家博会共同主办的环球花园生活节成功举办，吸

引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有商业价值的观众前来参
观洽谈，80 多家户外优质品牌参与，央视新闻、

新华社现场云、腾讯大粤网、腾讯视频、新浪家居、
广东电视台综合频道、搜狐家居网、搜狐房天下、

2016 年 3 月，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与中国（广州）家博会

凤凰家居网、网易视频、网易新闻直播、今日头条、

携手共同打造的首届环球花园生活节盛大开启，本届环球花园生活

面报道，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活动等融为一体，开展虚拟与现实结合的场景，让观众近距离地体验、

荷兰 ChinaCircle 等 60 多家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全

历届环球花园生活，通过集中展示优秀户外家

具行业的精品新品，联合整个户外家具产业链的相

节以西班牙为主宾国，首次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设计、产品、环境、
参与和互动，感受户外家具的魅力。

2017 第二届环球花园生活节 , 以荷兰为主宾国，整体更注重于

关花园用品，打造出的各个户外花园场景，让参展

创新与设计，邀请各著名的室内设计师走到户外，打造属于户外家

的品牌影响力。

费者重新定义我们户外家具。

观众感受户外休闲生活的同时，也提升了参与企业
From 2016 to 2019, Global Garden Lifestyle
Festival(GGLF) which hold by Guangdong
Outdoor Furniture Association(GOFA)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Furniture Fair(CIFF) opened
successfully and received praise from society. The
successive GGLF intensively exhibited outstanding
outdoor furnitures, combined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s of outdoor furnitures and garden
equipments. GGLF creates all kinds of outdoor
garden scenes, make visitors experience outdoor
casual life and improve influence of participant
brands.

具的风采，实现 Indoor, Outdoor 的平衡与转变，引导采购商，消

2016、2017
环球花园生活节

2019 年环球花园生活节以意大利为主宾国，汇聚了来自美国、法国、意

大利、荷兰等国内外设计师、设计院校教授及工作室，与户外优秀家具品牌
联合打造户外行业最新产品、精品，并通过花园生活方式进行展示，使其成

为中国家博会户外家具展区最具创意的户外设计展，让您在花园生活中不仅
体会到户外休闲生活的温馨，更能与设计大咖近距离交流分享。

2019 环球花园生活节

2018 年，第三届环球花园生活

节以“环保与智能的结合，生活与

艺术的碰撞”为主题，以法国为主
宾国，打造“香”见恨晚的法式花
园生活；同时将结合法国知名艺术
作品和高科技产品，呈现日间与夜
间的不同花园情景，给观众一场完
美的艺术享受和视觉盛宴。

2018 环球花园生活节

产业转移
Industrial Transfer

2017 年，为顺应未来制造业转移的需求，协会

多次带领会员企业前往河南省平舆县走访考察，就

入驻条件及优惠政策进行详细了解。同时，协会也

多次组织平舆县领导参观考察广东户外家具产业及
行业企业。2017 年 12 月 6 日，广东省户外家具行
业协会平舆工作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为广东户外

家具行业企业的产业转移搭建桥梁。目前，协会副

会长单位东莞市嘉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已落户平舆
户外休闲产业园，并投入生产运营。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transfer demand from
fu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OFA organized for
members went to investigate the outdoor industrial
park in Pingyu Henan Province for many times. In
the meantime, the Pingyu Working Committee of
GOFA, Pingyu Working Committee builds a bridge
for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of Guangdong outdoor
furniture industry. So far, Golden Eagle Outdoor
Furniture Co., Ltd, the vice-president member of
GOFA already transfer and settle down in Pingyu
Casual Industrial Park and in operation now.

副会长单位嘉鹏户外家具位于平舆户外休闲产业园的厂区投入运营

协会会长朱亚东（右）向河南省平舆县政协党组副
书记胡炜（左）授予“平舆工作委员会”的牌匾

会长朱亚东陪同河南省平舆县县委书记张怀德一行走访参观佛山罗浮宫家具卖场

渠道开拓
Channel Expanding

图为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印尼—佛山家具产业投资洽谈会

为更好地为会员企业提供广泛的合作商机，帮

助会员企业开拓新的销售渠道与模式，协会带领会
员企业建立与国外市场的联系，促进企业与国外交

流合作。2016 年，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到越南参观
考察，并走访了越南著名的 Letran Furniture, DiBi

Furniture, Saigonpalm Future 三家户外家具企业

和红木根雕家具厂。2018 年 8 月，协会和数家会
员企业随佛山经贸代表团，走访考察了印尼市场，

了解印尼当地的市场需求和投资环境。2019 年 7 月，
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参加印尼 - 佛山家具产业投资洽
谈会，了解印尼商业环境、经贸政策，拓展会员企
业的国际市场。

▼ 图为越南的户外家具工厂

与此同时，2017 年，协会积极搭建会员与深圳

国际艺展中心的合作桥梁。2018 年 11 月 25 日，

协会旗下 10 多家会员企业亮相深圳艺展中心 9 楼
休闲生活展馆，对提升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的整体
品牌以及扩大协会整体影响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图为在户外家具工厂
认真做事的编织工人

图为秘书长熊小玲与井里汶
工业局局长合影

For providing a wide cooperation chance to
members, GOFA arranged members visited
Vietnam、Indonesia and other oversea markets.
Make members acknowledge more about
Vietnam、Indonesia’s business environment,
commercial policies and help members expend
their sale channels. Besides, GOFA cooperated wi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Art Design Centre (iADC).
This cooperation can help members open national
high-class market and enlarge GOFA influence.

11 月 25 日，深圳艺展中心隆重开业

社会公益
Social Benefit
协会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开展多

项公益活动，为社会奉献一份爱心。2015 年 10 月，广东
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参加“大手牵小手，爱心伴同行”清

远捐资助学活动，捐赠了课桌、电脑、文具等大量物资及
10000 元爱心基金。

2016 年，协会率先加入广东百家社会组织“浓情系银铃，

孝心暖天下”活动，并启动了“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
保险捐赠活动”，筹得 10200 元善款并全数捐赠到广东省
慈善总会。

2018 年，协会积极响应广东省民政厅的号召，与 10

家社会组织团体携手走进潮州，开展关爱贫困留守儿童爱
心活动，通过实地走访困境儿童，为贫困小学捐赠爱心图
书室等爱心帮扶活动，切实落实协会的社会责任，并通过

固定资助贫困儿童，将“牵手行动”爱心活动延续开展下去。
2019 年，协会继续携手 17 家社会组织将“牵手有家”

专项项目，列入 2019 年百家社会组织走近留守和困境儿童
“牵手行动”可持续项目之一，通过招募“爱心父母”，
关心潮州区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

From 2018-2019, GOFA
actively answered the call
from Home Depart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nded
in 17 social associations, to
went to Chaozhou. We field
visited the local children living
in difficulty and donated
books. Besides, GOFA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fixed support
poor children and recruit “Love
Parent”for taking care of
orphan.

协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全体会员

的 共 同 努 力。 历 经 6 年 的 发 展 壮 大，
协会先后荣获 2015、2016 年度广东省

优 秀 商 协 会，2016 年、2017 年 中 国
（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优秀组展单
位”，2018 年，协会的各项工作均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开年之初，协会成功
晋级，荣获“AAAA 级全省性社会团队”

称号。并在 2018 年年底承担起“守合
同重信用”户外家具行业的宣传和推荐

工作。同期，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
从 1000 多家商协会，283 家社会组织

中脱颖而出，获评广东省行业协会联合
会 2018 年度“优秀商协会”、 广东省

社会组织总会 2018 年度优秀社会组织
荣誉。

GOFA development can not separated
from the effort of members. 2018,
GOFA make a big progres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GOFA awarded the
AAAA Provinci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became the 2018 Outstanding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 Joint
Association and Guangdong Social
Organization Authority.

协会荣誉
GOFA Honor

（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亚帝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户外家
具品牌商，公司创立的Artie（亚帝）品牌是中国户外家具行业最早和最知名的品牌之
一，也是国际户外家具市场深具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

广州亚帝实业有限公司
Artie Garden International Ltd.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南浦村南荔西路15号

Artie Garden International Ltd. is a large outdoor furniture branding company
who sets design, research &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as a
whole. The brand Artie founded by this compan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well-known brands in China outdoor furniture industry.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inﬂuential brands with good repu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outdoor
furniture market.

深圳市晟玮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unwell Industrial Co. ,Ltd

深圳市晟玮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户外家具大型企业。二十多年的国际销售经验，已经使晟玮成为欧美大

型连锁超市户外家具主力供应商之一。"Sunwell" 已经是北美市场知名品牌。

公司主要产品：编藤类、铁制、铝制户外休闲家具和休闲用品，太阳伞，遮阳蓬等。

欢迎中外商客洽谈订单，也欢迎国内优秀厂商强强联手、合作双赢，把更多户外家具推向更大的国际市场。
With 24 years expertise in patio furniture, Shenzhen Sunwell Industrial Co., Lt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nd influential industrial
player globally.
Meanwhile, "Sunwell" has set up the network of after sales service & logistics center in USA, which enables Sunwell to provide the integrate
service to the Top Retailers with competitiveness, quality & innovation.
Main categories involve: Resin Wicker Furniture, Alum. / Steel Furniture, Umbrella, Gazebo, Park Bench, etc.

晟玮
地址 ADD：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 128 号卓越城 1 期 1 栋 901
电话 TEL： +86-755-83200739 传真 FAX： +86-755-83200329
邮箱 E-mail：info@sunwellgarden.com

酒 店 家 具 定 制 专 家
中山市美之滕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

产、销售环保家具的制造企业，是户外家具行业里的
专家。公司通过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和工艺

技术，使本公司具备超强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

·
·
·

荣誉和资质
中山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单位
广东省地产商支柱品牌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Zhong Shan MT Furniture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outdoor furniture
manufacturer, which involves R&D,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environmentfriendly furniture.The Company possesss a strong ability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bringing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continuously.

·
·
·

Honor and Qualification:
Zhong Sha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enter
Pillar Industries Brand for Guang Dong Real Estate
The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中山市美之滕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城南五路 18 号
电话：0760-86516788 /88899986
传真：0760-86515668
电邮：info@m-tan.cn

网站：www.m-tan.cn； www.m-tanyt.com

过去 30 年里，我们专注于

生产高品质户外家具。现在，我
们 最 新 的 VIP PERFORMANCE
喷涂技术能更有效防止产品生锈

和损坏，适用于铁 & 铝产品上，
并拥有极高等级的户外防护、颜

色稳定性等特点，可以 100% 循
环利用，这项技术已经通过 ISO

9227:2017 认证，可为高质量家
具提供 3 年的防锈保证。

佛山华通家具有限公司创于 1990 年，是国内最早的高端铁网户外家具制

造商。专业生产优质铁，铝，不锈钢户外家具。客户遍布欧洲，北美，亚洲，

澳大利亚，为客户提供由产品开发到批量生产的专属一站式服务。公司于 2017

年创立 VIP 品牌，旨在为高品位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室内外产品，我们致力成为

For the past 30 years, we have been dedicating to
manufacture high quality outdoor furniture. Now
with our new VIP Performance powder coating
technology, we can offer a much better protection
against corrosion and damage on our products.
This technology is suitable for steel and aluminum
furniture, and it is highly weather resistant, highly
stabilized in color, and 100% recyclable. Our
technology is proudly certified by ISO 9227:2017,
and we grant an extended warranty of 3 years
against rusting on our high quality furniture.

VIP-Huatong Furniture Co., Ltd has started since 1990. We are the
earliest steel outdoor furniture manufacturer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years, we are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high quality steel,
aluminum and stainless steel outdoor furniture. Our customers are

世界一流的家具品牌。

locating across Europe, North America, Asia, and Australia. In 2017,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兴业二路 1 号

and exquisite furniture to the world, and to provide premium services

网站：www.vip-huatong.com

to high class customers. We have strong dedications to build a world

电话：(86-757) 23813118

class furniture brand.

邮箱：Peter@vip-huatong.com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VIP brand, which aims to offer top quality

美雅鑫家具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位于佛山市

顺德区杏坛镇，厂区占地面积一共 32000 平方米，其中展
厅面积为 2000 平方米，每月 150 万美元的生产产能，使我
们能够有效的满足您的生产需求。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优质服务和高质量产品，从而获得

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支持与满意。欢迎 OEM,ODM 的订单，
同时除了可以选择目录册上产品外，还包括为你量身定做工
程项目的产品定制。

MX(MEIYAXIN) was founded in 2009. We strive, evolve and
solidify in a 350,000ft2 production plant with showroom
spaces over 21,000ft2 located in Xingtan, Shunde –
promoting 1.5M USD of monthly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enabling us to fulfill your demands efficiently.
We aren’t complete without supports and satisfactions
received worldwide and… from you. You aim high, and
we stand by you–OEM/ODM, hospitality fulfillment, and
customization consulting available.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东村村委会
工业区杏龙路 21 号之一

www.meiyaxin.com

帅经理：15718189691

THE ART OF LIVING

香港总公司地址:
香港新界屯門震寰路 3 號德榮工業大廈 3 樓 E102 室

Tel: (852) 2117 9171

|

Fax: (852) 3017 8626

广东美力雅户外家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户外家具

的生产厂家，公司致力于做最好的工程订单制造商。主要生产铝、
藤结构户外家具，特斯林系列，柚木系列，不锈钢系列和各种拉

伸桌系列 , 主要产品有各类编藤金属家具、网布桌椅、太阳伞、
公园椅等一系列户外用品。造型典雅时尚、美观耐用，独具欧陆

风情，产品适用于休闲广场、酒店、酒吧、私家花园、别墅、草坪、
游泳池、沙滩、温泉区、咖啡厅等休闲场所。美力雅家具有限公
司拥有完善、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诚信、创新的服务态度和金

色的产品获得业界的认可， 产品远销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

印度、加拿大、日本、新加波、台湾、香港等全球几十个国家和
地区。

广东美力雅户外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北滘居委工业区河堤大道 10 号
网址：http://maryard.com/
联系电话：0757-26397501

国内商城

广州酷设科技有限公司

国内市场 T：440 833 6599

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 390 号四海城商业广场 3栋6楼

国外市场 T：+86(20) 3483 3058

E：info@couturejardin.cn www.couturejardin.cn
E：john@couturejardin.cn www.couturejardin.com

International

（排名不分先后）

Wintech(R) 是由裕城塑化集团所创立的

品牌，我们致力于工程塑料材料的开发以及

其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内的应用。集团于 1986

年在台湾成立，经过多年的努力，已被业界

公认是户外家具用环保藤及多种塑化材料的
领导者。

凭借着 30 多年的塑料开发和生产经验累

积，业务范围包括户外家具的环保藤、PVC
胶粒、PEVA 薄膜以及异型塑料挤出。销售地
区涵盖欧洲、美洲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如越
南、印尼等。

集团斥资美金 3 千 5 百万元在广东及浙

江设立了三个生产基地，总涵盖厂房面积逾

八万平方米，拥有 500 多名经验丰富的员工，
创造出年产量高达 4 万多吨。

此外，厂区内还设有专业的实验室用于

测试产品的物性及耐候性等。我们的测试方

法及仪器准确度可媲美国际知名认证机构如
SGS 及 UL。

作为业界领导者，我们秉持着创新和诚

信的企业精神，优质的产品以及顾客满意一
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东莞荣泰塑化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ADD/ 广东东莞市茶山镇茶山工业园 E 区
电话 TEL/ +86-769-38893881 邮箱 E-mail/ info@win-tech.cn
传真 FAX/ +86-769-38893161 +86-769-38893181

品位阳光 享受生活
Enj o y Shuns hi ne Enjoy Li v e

佛山市南海弘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位于南海区里水镇南边工业区。公司致
力于户外家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

化，尤其擅长特斯林椅，藤椅制制造和
仿竹纹 / 仿木纹效果处理。产品主要销

售到美洲，欧洲等地，适用于高档餐厅，
咖啡厅，酒吧，酒店，花园等室内外场合。
Hongsun Home Supplies Co., Ltd. is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who offers full
专业户外家具，休闲家具 ，
设计与生产厂家

range of all weather outdoor furniture,
especially in Textilene fabric and bamboo
look furniture. We can bring you nothing but
superior quality at competitive price.

佛山市南海弘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Hongsun Home Supplies Co., Ltd.

佛山市南海区品位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洞村北山工业区
电话：137 1939 5336 陈小姐

网址：www.brighthome.com.cn

电话 TEL：0757-85889005

邮箱 Email：info@fshongsun.com

中山市豪美精工制品有限公司位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中国广东珠江三角洲 - 中山市。是一家专业从事户外休闲家具设计与

生产的公司。公司有着十几年户外家具生产的经验，目前拥有三家生产工厂，并有其自创品牌“恩特思”。

中山市豪美精工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北 45 号

电话：0756-88607580 E-mail:haomei@haomei.hk
网址：www.haomei.hk

佛山晋轰家具有限公司
厂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管理区后街
（佛山一环桂和路出口）
电话：0757-85516688 传真：0757-85516699
邮箱：terry@sunmaster.cn
网站：http://www.sunmaster.cn
http://sunmaster.en.alibaba.com

佛山市将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燃气烧烤炉与户外家具的企业。

工厂占地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拥有冲床、数控折弯机、焊接、抛光机、自动装配线等各种专业生产设备机器，
年产量可达 80000 套。公司配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先进的生产设备和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制系统，
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拥有近二十年户外家具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经验。专

业生产供应户外家具及提供相关的工程项目解决方案，新设计的产品每年都吸引

了广大经销商、酒店集团和精品民宿等群体的关注和青睐。公司主要产品有：

PE 藤编沙发、桌椅、凉亭、躺床、躺椅、秋千、摇椅、铸铝桌椅、遮阳伞等。
产品被广泛应用在多种场所，如酒店、度假村、民宿、别墅、餐厅、咖啡店、公
园和俱乐部等。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古坝西村大围工业区
电话：020-84749456 020-84743002

传真：020-84749421

邮箱：admin@gzderong.com

广州市可茵家具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位于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 广东广

州 , 公司本着一心完善休闲花园生活的理念，不断追求着产

品的品质与服务，让我们的闲暇时光与大自然紧密接触着，
感受大自然原生态的美。

可茵公司专业为您提供：花园家具、休闲椅、沙滩椅、花箱、

垃圾桶……材料主要采用优质进口木材，以防腐木、海棠木、
菠萝格、山樟木、柚木为主。

凭着师傅们每一步都细心精湛的工艺，我司一直传承着中

国的伟大工艺“卯榫”结构打造每一件家具，可以不费一钉
一螺丝，生产出最牢固耐用的户外家具。

KY Company can provide you the garden furniture, leisure chair, beach chair,
flower box, dustbin etc. The material are mainly imported wood, such as
antiseptic wood, Hitom wood, merbau, Hill camphorwood, teak etc.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民生路 264 号
电话：13662413377/ 18924186126
传真：020-31047072

outdoor furniture design& production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supply & related engineering project solutions, the newly designed
product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and favor of the majority
of dealers, hotel groups and boutique accommodation groups
every year. The company's main products are: PE rattan furnitures,
pavilion, swing, cast aluminum furnitures, sunshade … Products are

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
网址：www.gzderong.com

Guangzhou Derong Furniture Co., Ltd. has nearly 20 years of

阿里店铺网址：https://gztingjing.1688.com/

widely used in a variety of places, such as hotels, resorts, residential
accommodation, villas, restaurants, coffee shops.

产品拥有 CE 和 CSA 认证，产品远销新西兰、德国、荷兰、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
联系人：梁小姐 0757-23272866

邮箱：rita@china-genux.com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村委会北围工业大道 11 号

















 







佛山市旗盛海绵有限公司

佛山市旗盛海绵有限公司座落于广

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是一家集生
产、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海绵、

坐垫、床垫、枕头生产厂家，海绵月产

量达 10000 立方。企业拥有核心科技，

尤其在慢回弹，高回弹，阻燃绵领域有
着高新技术，在为广大客户提供各种海
绵的同时，还可以为客户提供异型加工、
海绵破孔、仿形切割、长条绵切割、凹

凸波浪绵等多种特色加工，为客户解决
造型上的难题。
联系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18042800348（微信同步）
座机电话：0757-23391510

TIGER 公司是表面处理行业领军企

业，1930 年成立于奥地利，专注于创新

涂饰解决方案 80 多年。全球设有 8 家
符合 ISO 标准的工厂，50 多家分支机构
遍布世界各地。在欧洲、亚洲、北美设

有 3 家顶尖研发中心。2000 年正式进入
中国市场，目前在江苏苏州、广东清远、

四川成都设有生产基地。2016 年老虎中
国检测实验室通过 CNAS 认证，成为拥

有国家权威认可资质的检测机构。2017
年正式进军水性工业涂料和 TIGITAL® 工

业数码打印领域。秉承以人为本的绿色
环保理念，我们通过了中国环境标志（Ⅱ
型）产品认证，无毒无害，且符合欧盟
RoHS 指令。

老虎表面技术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青岛东路 28 号
网址：www.tiger-coatings.cn
联系方式：400-881-6086

东莞市福瑞斯特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Dongguan Forest Metal Powder Co.,Ltd
电话：0769-83992212

网址：http://www.forestpowder.com

东莞方德泡绵制品厂有限公司隶属于沣盛国际有限公
司，公司位于东莞市寮步良边工业区，注册资金 252 万
美金，是一家专业从事聚氨酯泡沫塑料（主打产品快干绵）
与户外家具座垫的生产型企业，拥有同行先进的发泡、
裁切及检验设备，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

东莞市福瑞斯特金属粉末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是一家集研

发产销于一体的热固性粉末涂料行业。产品主要应用于建筑型材，室外室内家

体系、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以及 SATRA 合格实验室
认证。

具，钣金器械，灯饰，烤炉，电脑外壳，伺服务器机箱机柜等金属表面涂装，

FoamTech Polyurethane Foam Manufactory, located at

本公司自发展家具粉末业务以来，一直以提供耐候耐磨等高性能及美观的

is a subsidiary of FoaMasters International Ltd. FoamTech

并将陆续开发应用于管道、陶瓷、玻璃、木器等不同材质的功能性粉末涂料。

优质产品。同时也感谢各客户及协会对本公司产品及服务的认可，我公司将以
更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回馈各客户的信任与支持！部分商业伙伴如下（按拼音字
母排列，因版面大小限制未类全请谅解）：

Liangbian Industrial Area, Liaobu Town, Dongguan City
has an investment of USD2.52m capital and it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reticulated polyurethane foam for the
outdoor furniture application. It has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ion facilities for JIT bespoke cutting. It is
ISO9001:2008 and 14001:2004 certified as well as SATRA
accredited for its laboratory.

东莞方德泡绵制品厂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良边工业区
陈明宗 15622936500
电话：0769-88908889-160
传真：0769-83323318

佛山市中鑫奥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鑫奥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座

落于“中国家具材料之都”——佛山市顺
德 区 龙 江 镇，， 是 一 家 集 开 发、 生 产、

制 造 与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多 元 化 制 造 企 业。

公司专业生产各种气弹簧系列产品，主要
产品系列“奥威联”和“AWLN” 品 牌 的

气 动 支 撑 杆、 阻 尼 器、 可 控 调 节 升 降 气

弹 簧、 角 调 器、 轮 椅 调 节 器 以 及 相 应 的
连 接 件 产 品。 广 泛 应 用 于 家 具、 医 疗 器

械、 机 械 制 造、 汽 车、 运 动 休 闲 器 材 等
行 业。 在 国 内 外 客 户 的 关 爱 和 支 持 下，

产 品 热 销 全 国 及 出 口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佛山市中鑫奥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0757-23225012  

公司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海新世
纪工业区 A 区 3 号

肇庆方美鑫家居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广

东肇庆大旺高新区，厂房面积有六千平
方，员工 60 人。主要产品为户外蒙布

沙发，主要出口欧洲市场。我公司产品
主要以特斯林和户外高强度布料的家具
生产，生产经验超过 5 年，对于户外的

布料使用和设计生产能力比较专业。每
年都会推出新产品给新老客户去选择，
我们专业的知识和态度，只为做好户外
蒙布沙发给客户，让客户可以采购到优
质，实惠的好家具。

方美鑫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肇庆大旺高新区康泰街五号
电话：0758-2262209 18929847769
邮箱：zengqiao@zqfmx.cn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宏力织带厂成立于 1983 年，成立 30 多年来，公司引进

了大量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工厂规模

不断扩大，已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生产各种沙发松紧带，PP 带，户外家具带，粗绳，
发泡带和棉芯绳的大型企业。

我厂始终秉承着“严格管理，坚持质量第一；精诚服务，确保用户满意”

的经营理念和服务宗旨，希望与广大客户建立良好持久的合作伙伴关系，携手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宏力织带厂

共创无限商机。

Since established in 1983,Foshan City Shunde District Leliu Hongli Textile
Factory bring large in advanced equipments from home and abroad,On this
basis we keep to reform and innovation.And we developed from a small factory
to a group company engaged in producing various sofa elastic webbing,pp
belt,outdoor webbing,rope,HOLLOW WEBBING and RUBBER-PLASTIC CORE
WEBBING etc.
Our factory has been always adhering to the business tenet of “Strict
Management,best quality,sincerity service”,we hope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and business with you.

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黄连工业
大道 8 号

网址：https://hongliwebbing.en.alibaba.
com

电话 :+86-25330557 +86-25330668
邮箱 : castinlun@xinyiye.com

selinhuang@xinyiye.com

（排名不分先后）

（排名不分先后）

铸梵品牌创始人以 2005 年进入户外家具行业，2014 年注册铸梵 /CHOUVANT 商标。铸梵品

牌直营厂 1 为佛山市弘狮家具有限公司，厂 2 为佛山市南海区尚狮家居制品有限公司。产品主
要包括压铸桌椅，PS 塑木桌椅，咖啡桌椅等类别。铸梵的优势在于：价格优惠，质量保证，货
期准时，完美售后！核心在于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佛山市弘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尚狮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何先生：15989986117（微信同号）

弘狮厂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年丰大道中

刘先生：18829912164（微信同号）

乐从展厅：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泰天宾馆后面铸梵 CHOUVANT

柳小姐：15627225166（微信同号）
柳先生：13715516449（微信同号）
展厅电话：0757-28106518

尚狮厂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官路麻奢工业区麻奢加油站对面
网址：www.patiodept.com

电邮：hejiongwen@hotmail.com

珠海杰宝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5 年，一直专注于室内餐厅家

具和户外餐厅家具，历经 15 年的耕耘，
杰宝自创家具品牌“御享家”系列产品

具有质量稳定，性价比高的特点，远销

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家，获得国
内外客户一致好评，是餐饮企业餐厅设
施配套的理想之选 .

珠海杰宝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狮群村
大环山 5-2 号厂房

官网：www.jiebochina.com

电话：0756-5579588 15916275565
邮箱：anan@jiebochina.com

广东运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顺德龙江，是一家集家具设计与研发新材料应用为主，并推行“设

计 + 科技”新模式的新鲜企业； 作为西班牙公司 BEFOUR DESIGN 中国代表处，自有原创设计品牌 IN4OUT,

酒店家具一站式服务品牌 IVIGOR（艾唯格），户外家具品牌 PISOLA( 佩索拉 )。现拥有 13 个系列的原创设计
家具，广泛应用于五星级酒店，度假村，高级会所等商业场所。

广东运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亚洲国际材料城中央馆 1907
官网：www. gdyunrong.com 电话：0757-23605638

专利号 :ZL 2015 3 0493454.2
江门市欧朗家具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正式成立，注册资金 100 万元。厂房坐落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牛勒乡，交通便利。

厂房建筑面积 6000 多平方，公司专业生产销售环保系列藤制品户外家具的企业，固定编织人员达到 300 人。
公司秉着保质保量为生产根本，与客户互利共赢为发展目标，为公司的发展奠定基础。

欧朗宗旨质量是公司生存的硬道理
江门市欧朗家具有限公司

JIANGMEN OULANG FURNITURE CO.,LTD

地址 :Jiangmen city xinhui districtdaze Cattle le village
TEL:0750-2630148 13929017878

Fax:0750-2630048 E-mall:1393901476@qq.com

中山市汇雅家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9 月，是以生产和销

售各类型户外家具以及提供相关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生产企业。我们

坚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客户打造高质的户外家具用品以及舒
适的户外生活体验。

+86-760-23136773
网
邮

址 ： w w w.w i l l f u r n i t u re .co m
箱：info@willfurniture.cn

广 东 省 中 山 市 南 头 镇 同 济 西 路 50 号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居不错五金厂
居不错是一家集加工、开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生产企业。主要以（ps塑木、缅甸柚木、南

美柚木），拥有FSC国际木材认证独特的生产工艺
以及现代化数控生产设备，让其产品工艺独特、精

益求精深受客户好评和信任产品远销国内外各大市

场并应用到各种重要工程项目中欢迎来图来样咨询。
公司名称：居不错五金厂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大桥底3号
联系方式：13715535492 13118814218

弘历
®

A New Breed of Craftsmen
绿色：R 187 G 217 B 0
深褐色：R 59G 42 B 29

In 2006, founder Henley set up Honly furniture co., ltd.
Honly means solid and unique, and we believe that only
by building strong products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can
we base ourselves on the furniture industry.
We specialize in creating uniquely designed outdoor furniture
that uses innovative materials for outdoor design.
We have an excellent R&D team, whether it is design,
structural design to prototype production,review and
modification to production.Every link is closely linked
to each detail to create quality products.
Invite you to experience our outdoor feast and let this
passion embrace you, outdoors with us.

本厂专业生产销售户外家具、不锈钢五金家具。从选材 ,

生产到成品家具的制作 , 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提升的发展

过程 , 以上乘的材料 , 精美独到的设计创意 , 贯穿产品的始终。
主营产品有：户外家具定制，酒店五金定制、休闲娱乐家具
定制等，是各种工程配套合作的理想选择。

本着顾客至上的宗旨 , 我们诚挚地欢迎各方商业来样、来

图洽谈订购 , 我们将以优质的质量、合理的价位优秀的服务
喜迎您的惠顾、垂询。

我们的理念是：诚信做人，踏实做事，拒绝偷工减料，

Henley
Founder&Design Director

Li De Zheng
Designer

King Son
Designer

做诚实守信的高昂人！

佛山市顺德区高昂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WWW.FSHONLY.COM

Heshan Honly Garden Furniture Manufacturer CO.,LTD.
Tel:+86 750 899 8099
Fax:+86 750 899 8099
Add: No.53 Jianshe East Road,Tao Yuan Town
Heshan City,Guangdong,China.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荷村工业区工业大道中路一号高昂实业
电话：0757 28780750 18022245111 何小姐

江门市家利宝五金家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达北路 8 号

电话：0750 3288000 传真：0750 3288001 邮箱：info@jlip.com.cn

广州市富栎华饰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坐落于

广州市富栎华饰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红旗路工业区32号101厂。

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充足的产能 （ 5台数控

（5
台数控雕刻机、5 台冷压机、8 台开料机、3
雕刻机、5台冷压机、8台开料机、3台倒角机、2台

台倒角机、2
台水磨机等），已发展成集设计、
水磨机等），已发展成集设计、生产、加工、贸易、
生产、加工、贸易、工程为一体的高端建材企业。
工程为一体的高端建材企业。
公司运用抗倍特板材的防水、防晒、防霉、

In 2003, Jlip was found as a professional outdoor wicker manufacturer , specializing in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ing. Superior quality with fashionable design and competitive price have always captivated the favour of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as well as other countr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our factory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products of single and double hanging basket, getting warmly welcomes from our customers. We
are appraised as only one Chinese supplier of the most complete varieties ,the largest production , the most mature
technology and the most competitive price enterprises in China.

江门市家利宝五金家具厂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以设计、生产和出口户外仿藤家具的专

企业运用抗倍特板材的防水、防晒、防霉、防火、
防火、抑菌、耐磨等性能，制作加工成厕所隔断、

业工厂，我们的产品以高质量、时尚款式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赢得了欧美等世界各国客户的青睐。

抗倍特铝蜂窝隔断、挂墙系列、储物柜、室内外家
家居、专业实验室台面、医疗实验台和医疗柜等

量最大、技术最成熟、价格最具竞争力的中国生产企业之一。

抑菌、耐磨等性能的基础上，制作加工成厕所隔断、
抗倍特铝蜂窝隔断、挂墙系列、储物柜、室内外
居、专业实验室台面、医疗实验台和医疗柜等以及
以及配件等系列产品，性价比高，价格实惠。
配件系列价格更实惠，性价比更高。
欢迎各客户来电咨询。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红旗路工业
区32号101厂
13926014887 陈先生
fuyuehua@hkdinya.com
www.fuyuehua.com
广州市富栎华饰材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注塑、压铸、挤

出和弯管焊接等工艺一体化的企业，生产设备齐全且先进，
生产及品控体系完善，主要生产户外家具、酒店产品、塑料

五金配件；同时生产配套的酒店产品和家庭户外休闲桌椅，
产品远销欧美等国家。

Zhongshan Tai Yue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is a combination of
injection molding, die casting, extrusion and bent pipe welding process
integrated enterprise. Tai Yue has complete and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s. Mainly products are outdoor furniture, hotel products,
plastic hardware accessories .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联系人：高宪民总经理

袁沛诗总经理助理

13922309131

13680101243

电话：0760-23389967 传真：0760-23389960
邮箱：TAIYUEFB@163.COM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爱国工业区三路 19 号 A 幢第 5 层

近年来我厂致力开发的单双人吊篮产品系列，深受客户喜爱，客户评价我厂是吊篮品种最齐全、产

佛 山 市 顺 德区裕德实业有限公司

Yude Furniture Manufacture Co., Ltd. is located in Chachong Industrial Estate, Sanle Road, Beijiao, Shunde, Guangdong,
China.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and owns over 19,000 square meters of factory buildings. It has obtained ISO9001
and 2000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and it was awarded the BSCI in 2004.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all the outdoor
furniture and accessories ranging from dining tables, chairs, sofas, lounges to cushions and so on. The products are
made of aluminum, teak wood and PE rattan. We are proud of our furniture in both modern and traditional designs
and many other accessories in the best details as well as our improving innovation in patio furniture. Yude Furniture
Manufacture Co., Ltd is your assurance of produc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s of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products of our company have been popular through the markets in Europe, the US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cooperate with us anytime.
网址：www.yude.com.cn 电话：0757-26660935 邮箱：kitty.zhao@yude.com.cn

产和销售户外休闲家具的专业公司。我们的产品包括铝制

佛山市顺德区洁雅布艺制品有限公司

户外家具系列，蒙布 / 蒙皮户外家具系列，藤制户外家具

TEL:0086-0757-22909440 Fax:0086-0757-22909441

系列和遮阳系列。

Website:WWW.jieya88.com E-mail:postmaster@jieya88.com

顺德区洁雅布艺制品有限公司是一间设计，开发，生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裕村西村工业一路 5 号

联系人：文小姐 18566066725

珠海鑫源美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主要从事室内外家具的

出口业务，专业经销铝合金户外家具、仿藤花园家具，各类石材和金属
家居工艺饰品。公司业务人员具有近 20 年的对外贸易经验，客户遍及欧

江门市飞卓户外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洲、北美、南美、澳洲、亚洲等。公司以“客户至上，追求完美”为宗旨，

营中高档户外家具的设计与生产商，专业生产铝，

列产品，欢迎海内外广大客户真诚合作，共创完美明天！

外用途材料的家具。现在生产基地位于江门市蓬

积极创立具有独立品牌“WAM2000”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家居系

不锈钢结合塔斯林布，柚木，千思板，塑木等户

Zhuhai Wam imp and exp co. ltd. & exp.co.ltd. is a specialized enterprise for

江区的飞卓已经在户外家具行业从事 12 年，主

manufacturing & exporting aluminium furniture, marble & granite furniture, steel

要出口到欧洲，美国，澳洲，同时与多个欧 / 美

furniture and stone home decorative crafts. We have got 20 years experiences in

/ 澳户外家具高端品牌长期合作设计与配套生产。

manufacturing & exporting furnitures, our customers are all over the world.
Base on the principle of "customers are god, pursue perfect", Zhuhai Wam imp and exp
co. ltd.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co., ltd. has got series furnitures and home products

Jiangmen Features Outdoor Furniture

in our own brand "WAM2000", we hope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to make perfect

Manufacturing Co., Ltd. is a designer and

future together!

manufacturer to middle-high end outdoor furniture,

珠海鑫源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providing with wide range of alum & stainless steel

地址：珠海市吉大景山路 66 号（鸿基轩）1 楼
网址：http://www.wam2000.com
邮箱：wam2000@126.com 秦小姐

Jiangmen Features Outdoor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Co., Ltd
Features Outdoor Living Ltd.

outdoor furniture which are combining with sling,
teak wood, HPL, polywood, and other outdoor
purpose materials. We are gaining recognization and

Factory

long term cooperation from some international well-

Add: Block5 Zimian Industrial Area,Zimian Town of PengjiangDistrict, Jiangmen

known brand names (mainly in Europe, USA and

Sales Office:

Australia).

Add: Room 207 Zhengyu Mansion,Yi’an Road, Hiazhu District,Guangzhou, China
Tel: +86-20-37225098

炜骏从事户外家具行业十多年，是一家集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规模户外家具企业，其拥有丰富的生
产经验和雄厚的生产技术力量，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线
和机器手等先进生产设备。主要材料有：不锈钢， 喷
粉铝，网布，柚木和塑料，以及玻璃，HPL 板，陶瓷等 ,
产品出口欧洲，美国等国家。

炜骏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86）0750-3731368
移动电话：（86）13929146326
传真：（86）0750-3731377
地址：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中兴一路 38 号
网站：http://www.weijunfurniture.com
邮箱：info@weijuncollection.com 		

立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铁制户外家具 20 年，新厂房成

立 2008 年，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占地面积 20000 多平方米，
拥有 150 个员工。是一家集模具开发到成品产出，全工序自主生产
的企业。同时拥有多台先进自动化设备配合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立轩五金制品公司主要市场定位于欧洲，产品畅销德国和法国，

多年来受到客户的欢迎和好评。而且我司通过 BSCI 的认证，遵从

BSCI 的社会责任模式，加强公司的管理制度，使公司尽可能地满足
各国客户的审核要求。

立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经过这 20 年的磨练，始终坚持“诚信，

创新，沟通”的宗旨。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一
定能够与客户达到互利共赢。

佛山市南海区立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兴贤长虹岭二期工业园

佛山市南海盛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高品质户外家具

电话：0757-85238650

的制造企业。

传真：0757-85238651

Foshan Nanhai Sheng-Zhi Hardware Ltd. is a professional design, production and

邮箱：lichuang138@126.com

marketing of high-quality outdoor furniture manufacturer.

佛山市南海盛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 : 佛山市南海小塘江湄工业园 23 号
TEL:0757-86651873
FAX:0757-86651871
邮箱：SUNAIR@SUNAIRSZ.COM
网址 :WWW.SUNAIRSZ.COM

佛山市顺德区新尼家具有限公司
Sunny Garden furniture Co.,Ltd
20年柚木铝合金家具生产制造经验，
专业，用心，品质至上！
20 years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我司主营外露铝架，网布，户外织带材料搭配的简约时尚产品。主要销售以外销为主，目前正开拓内销市场。我司重视产品质

量和客户服务并迎合市场发展需求而不断改变、提升。

广州市瑾信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中路 19 号中超商贸大楼 307 室

联系人：陈瑞枝（Kevin） 联系电话 020-2917 3394 手机：13570359897   13168857171 网站：www.kamsun.net

我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欧美风格铝制户外家具的厂家。
主要产品有：柚木家具、编藤家具、特斯林网布家具等。
经营家具制造业已超20年的经验，产品畅销欧洲，深受客
户的欢迎和信赖。
Our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yle aluminum outdoor furniture
manufacturers.The main products are: teak furniture,
weaving rattan furniture, textilene Woven Fabric furniture,
etc.We have been engaged in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for
over 20 years, and our products are well sold in Europe.
We are well received and trusted by our customers.
Shelley
Tel：13652906630 ，0757-26602373
Email：XINNI18@163.com
Web：http://sungarden.en.alibaba.com
Sunny Garden furniture Co.,Ltd
Add：Xihai No.2 Industrial Zone,Beijiao Town,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佛山仙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Foshan Cemac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销售、生产为一体的专业性公司。
公司以广东佛山顺德为生产基地，以母公司香港仙璧有限公司四十多年的海内
外建筑材料工程服务经验为依托。从 2000 年开始将欧美市场高端的 HPL 户

外板引进中国市场。厂内拥有多台先进生产设备及大型 CNC 加工中心，日生
产量达到 200-250 平方。公司以“最好的品牌，最好的服务”为宗旨。

Foshan Cemac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95, that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 concerned with product design, development, sales and production. Our
factory is located i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our parent company has over 4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of building material for engineering serve. We have import the high-end
HPL bring to chinese marketing since 2000. We have hig quality CNC machines which
enable us to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for up to 250 m2 daily.Our company
pursued is Best Brands,Best Service.

佛山仙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昌宝西路 44 号之一

Factory Add. First of No. 44, Changbao West Road,
Rongli, Ronggui,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Guangdong, China

电话：0757-28813386 Tel. +86 757-28813386

佛山市南海康润家具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中高端户外家具生产企业，产品远销美国、西班牙、澳
大利亚等地，同时广泛应用于国内各大城市的知名酒店和著名
旅游景区，得到国内外老客户的一致好评。

Foshan Nanhai Kangrun Furniture Co., Ltd,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located in China’s largest furniture production base—Foshan, Guangdong.
With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and exquisite craft, Kangrun has become a
middle and high-end outdoor leisure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design, R&D, production and sales.Our products mainly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pain,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佛山市南海康润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桂工业园 A 区桂和路二号
邮箱：fscbpjs@vip.163.con

网址：www.krfurnitures.com

晟舜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 位于交通发达的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旅游胜地西樵。

本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各类金属工艺家具，

包括编藤工艺休闲家具、特斯林布家具、铝铸
花工艺休闲椅等各式户外休闲家具。产品根据

欧美流行风格设计制作，款式新颖时尚，工艺
精美，使休闲生活尽显高雅时尚。

本公司产品已销往欧洲，美国等国家及地

区，深受各国客商的欢迎及喜爱。我们具有一

定产品开发能力，同时，还接受客户来样订做，
以使我们的产品及服务更令客户满意。

晟舜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科技工业园创业
大道石边村口
电话：+86-0757-86859083
传真：+86-0757-86850763
手机：13929176738( 周生 ) QQ：522917108
邮箱 :Hua6667923@163.com
网址 :www.cs-furniture.com

www.axvision.com

www.axroma.com.cn

佛山市南海汇俊塑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一直致力于 PS 塑料改性技术的研发与改进

塑料微发泡（塑料仿木）产品厂家及注塑加工。

公司现有厂房四万平方米，挤压型材生产线 42 条，
注塑部拥有大型注塑机 500T-1600T 共 35 台，年

生产量可达 15000 吨以上。塑料仿木，现有产品
形成了六大系列：户外家具板材、浴室装饰条、

室内装饰线材、镜框画框线材及楼梯扶手及仿木

型材加工。PS 塑木成品系列：塑木家具、塑木花

箱、塑木护栏，塑木凉亭。注塑部，拥有注塑加工、
喷涂加工、模具加工，产品既有直接出口到美、
欧及东南亚地区等国外市场。

佛山市南海汇俊塑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河村月池工业区
电话：0757-85633772
手机：13823449451

传真：0757-85615281

E-mail_hjsl.1688@163.com 157145914@qq.com
网址：http：//www.hj-plastic.com

广东顺德澳幻藤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前身是广东顺德

奥欧美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旗

下仿藤品牌主要有奥欧美，奥安美，澳幻藤三大品牌。
公司成立十余载，始终坚持 “努力，让客户感动 ”
这一服务承诺，坚持 “以管理创新推动技术革新”的
管理理念。经过多年的发展，拥有一批能自主研发和

生产的高素质人才。我们的产品是采用优质 PE、PP

材料改良聚合而成，具有不含有害物质，绿色环保，
可回收利用，在户外使用质保两至五年。

广东顺德澳幻藤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 :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珠江大道十八号
电话：0757-26603138 13928285576 梁生
传真 :0757-26603139

东莞市骐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专注于研发和生产“Rino”高品质塑胶仿藤。我们的产
品具有高拉伸强度、高色牢度等特点，适合包括大部分天然的环境使用。我们所有产品均达到三年以上的抗紫外线和耐候性标准，
在户外使用时，三年不开裂、不褪色。

We have been dedicated to develop and manufacture the innovative “RINO” branded quality PE wicker for outdoor category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at Dongguan in 2007. Nowadays, diversified “RINO” products won us a good reputation among the industry
with its excellent properties of strengthened flexibility, colorfastness and all weatherproof. All the wickers from RINO are certified by
authorities to possess a minimum 3 years UV resistance guarantee in all outside environment where crackles or colorfadeness never
occurs.

东莞市骐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Rino plastic metal co.,ltd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主山大塘头工业园

Add：Datangtou industrial park of DongGuan，GuangDong

电话：0769-22011558

Province，PRC

传真：0769-22011568

Tel：0769-22011558

Q Q:

Fax：0769-22011568

605208894

网址：www.rinoworld.com

Q Q: 605208894
Http：www.rinoworld.com

美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是专业生产

广州历尚新家具有限公司

以塑代木产品的厂家，年产量可达 5000 吨，产品系列：户外家具板材，

BRIGHTRISING DEVELOPMENT LIMITED

木质感，花式新颖多样，用途广泛，产品可回收再用等特点，广受海内外

浴室装饰板材，室内外装饰线土材。木塑材料以其无味，无读，优良的仿
客户的青睐，已成为当今家具橱柜、镜画及装修行业。

佛山市顺德区美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顺德区北滘镇槎涌工业区 2 号
电话：0757-26396166 传真 0757-26396165

百汇明家具配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家具配件的企

业，位于经济繁荣、交通方便的珠江三角洲黄金地段。公司

实力雄厚，下设塑料仿真藤、PVC 板带、五金包装及各种铁、
铝管胶塞等专业家具配件部门，有大型的生产车间、仓库及
自动化设备。

公司自 1995 年创建以来，致力于各类仿藤、户外家具

配件的开发、设计与生产。公司注重科技投入，具有较强

的设计能力，秉承“科创精品、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以

精致的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本地化的创新备受业界的推
崇。其扁藤、圆藤、混色藤、变幻藤以及自然藤在同行业中
遥遥领先，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及全球各地。

百汇明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莫先生 联系电话：13824541168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鎮桃村工业区工业大道 2 号
邮箱：26609718CON@21CN.COM

法国 aifeel 恒温成品泳池
法国 AIFEEL（艾菲尔）品牌是一个拥有 28 年生产历史的

国际知名品牌，以专注研发、生产、销售恒温成品泳池、智能
温泉池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品牌公司。艾菲尔中国区销售服务中
心广州斯帕蒂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5 年成立，是目前

中国唯一的专注以提供恒温成品泳池与水疗池产品服务为主的
公司，销售服务的对象从私家别墅业主、高端会所，扩展到了
温泉度假村、酒店民宿与房地产项目，这也让我们对中国市场
充满信心与期望，并且我们已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 18 个地区
服务中心，服务网络已基本覆盖了全国一、二线城市。

广州斯帕蒂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博大道 28 号百艺城
广 场 A101-A102

电话：020-87270806

网址：www.aifeel.cn

神就户外台面

业务专线：0757-23663039 梁小姐 15118768117 梁 生 13630121013 陈 总 13226713727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上涌工业大道 42 号 C1 栋神就石材厂

神就户外家具台面，始建于 2006 年初，十五年专业户

外家具台面配套的生产经验，一直坚持品质至上，已得到
大量国内外客户的验证，过硬的质量已为神就客户赢得市

场的认可。时间是品质最好的见证。把您的户外家具台面

Shenjiu Outdoor Table Top company was set up in the beginning of 2006. It has
been focusing in the quality outdoor table tops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i
n the past 15 years. It is recogniz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customers for its goo
d and stable quality. Time is the best witness for the quality. Shenjiu outdoor tabl

配套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让你省心安心放心。

e top is your best choice if you have demand.

面、大理石复合台面 3、仿石或仿木纹台面。

e table top 2.marble composite table top 3.wood-like table top.

本公司主要研发以及为客户定制以下产品：陶瓷拼花台

Shenjiu Stone Tabletop has following products range:1.ceramic mosaic composit

Numero Verde

电话：13922317393
Telephone:13922317393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钟韦公路69号
Address: No. 69 Zhong Chun Zhong Wei Highway, Pan Yu District,Guangzhou City

官网：http://www.zesong.net/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zesong.net/

透水透气快干海绵
DrainFast Outdoor Furniture Foam

专注
Dedicated

专业
Professional

创新
Innovative

源 瑞

东莞市源瑞聚氨酯材料有限公司
Dongguan YuanRui Polyurethane Materials Co.,Ltd.

Tel：(+86)769-8285 9603 (国内销售)

各种密度、各种硬度、各种尺寸均可按要求定制。

Variousfoam densities, ﬁrmness and sizes
are available.

富展焊机 . 焊材
专业的户外家具服务商

Welding Wire

佛山市徽焊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一体化公司。专业生产 IGBT 工业型逆变焊

机，广泛用于汽车、摩托车、机械制造，铝模板，户外
家具焊接等行业中取的了电弧稳定，焊缝质量高，高效

节能（以同功率比较比传统焊机节电 50% 以上）体积小，
重量轻，一机多用，安全可靠。

2002 年以来为广大户外家具行业朋友合作十几年，

我们会不断提高产品性能，让焊接工艺更加完美。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南国西路
电话：0757-22637616
手机：18675716099
联系人：周先生

传真：0757-26135068

网址：WWW.fuzhanhange.com.cn

(+86)769-2222 1061 (E xport Sales )
Fax：(+86)769-8285 9613
Website：www.eastar-group.com

Add：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田饶步东坳工业区

佛山市南标不锈钢标准件有限公司建于 1985 年，坐落于中
国制造业名城—佛山。本公司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主要经营
不锈钢 304、316、201 等材质的高品质紧固件，产品标准涵盖
国标（GB）、德标（DIN）、美制 (ANSI)、英制（BS）、日制（JIS）
与国际通用标准（ISO），以及能根据客户要求订制非标产品。
我司已成功为众多通讯设备、门窗幕墙、卫浴洁具、户外家具、
电子电器、泵阀、机械装备、五金等行业企业做配套服务，提
供高品质的系统解决方案，在业界均有良好的口碑。
本公司生产的不锈钢紧固件系列产品有：不锈钢外六角螺栓、
佛山市顺德区三固铝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位于佛山市顺

圆柱头内六角螺栓、盘头螺钉、沉头螺钉、盘头自攻、沉头自攻、

德区北滘镇西海北围工业区，厂房占地面积约 7000 平方米，营业执照号：

平头内六角、沉头内六角、半圆头内六角、大扁头螺钉、大扁

91440606764946517X，注册资本 50 万元，为有限公司，拥有职工人数 60 人，

头自攻、组合螺丝、马车螺丝、非标螺丝、不锈钢六角螺母、

其中管理人员 8 人，年总产值为 9 千 5 百万，月产量为 500 吨左右。

法兰面螺母、尼龙自锁螺母、不锈钢薄螺母、不锈钢压铆螺母、

本公司多年来一直至力于家俱铝型材、工业铝型材以及电器散热器的研发

非标螺母等各种标准及非标准不锈钢紧固件，其中我司已成功
研发生产出多种非标不锈钢螺母并具有较大竞争力。

和生产，拥有丰富的研发和生产经验。

佛山市顺德区三固铝业有限公司
FOSHAN SHUNDE SANGU ALUMINIUM CO.,LTD

佛山市南标不锈钢标准件有限公司

地址 :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西海工业区（即三乐路烈士路口旁）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

曾斌（联系人）

中心 2 号综合楼 115-116 号

手机 :+86-18819473930

联系人：黄锦华（总经理）

电话 :+86-0757-26603818

联系电话：0757-81771986

邮箱 :2739727570@qq.com

经营范围 / 铝材加工

主要生产工艺 / 挤压、切割

主要设备 / 挤压机、切割机

传真：0757-81771987

主要原材料 / 铝棒

手机：13929960185

佳诺福公司位于中国长三角常州， 拥有高

素质的员工及先进理念的管理人员，配备高新
技术的一流生产设备。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在公

司总部同时进行。佳诺福产品服务范围极具全

面，从办公椅气压棒、汽车工业、 消费工业
和工业器械，佳诺福用高质量和技术革新的理
念追求和发展贯穿产品系列中，满足每个顾客
的需要。产品已成功开发了北美洲、欧洲、东
南亚、 中东、 南非等市场。

常州市佳诺福气弹簧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工业国前庙路 1#
电话： +86-519-8628 0676
传真：+86-519-8628 1696
邮箱： czjianuofu@126.com
网址：Http://www.czjianuofu.com

夏日风采以“产品创新”和“观念创新”为经营理念，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经验总结，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产品开发，以使公司产品符合人体需求并适应国际市场，从而赢得了众

多国际客户的喜爱和信赖。目前公司 90% 的业务为对外出口，并且销量在逐年攀升，我们
有理由相信专业的技术让产品完美，专注的态度让客户微笑！

深圳市夏日风采户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大道 300 号 E31 号
电话：0755-260865412，26418612
传真：0755-26464795
网站：http://www.szxrfc.com

佛山市南海优藤家具有限公司是户外藤家具、PE 藤椅、PE 藤户外桌、户
外藤沙发、户外藤躺椅、户外伞、家具、PE 藤家具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有
限责任公司 , 公司设在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佛山市南海优藤家
具有限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佛山市南海优藤家具有限公司
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佛山市南海优藤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石联社区南丰村
电话：13927769459

0757-85665435

工程案例

皇家花园是吉林省专业经营户外家具的公司，作为业内花园家具产品的供应商，在为客户奉献高品质产品的同时，也为客户使

用我们产品提供服务上的保证，确保客户能够全身心体验高品质花园家具带来的尊贵、舒适和便利，公司销售网络遍及各大高档
住宅、房地产售楼中心、休闲度假村、别墅区、宾馆、学校、咖啡厅等场所，受到各行各业的青睐！

皇家花园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欧亚卖场装饰城 A 区 047 号
联系人：周怡伽 13894862003 周泫岄 13944190731
网址：www.cc666.b2b.cn wwww.cclyjg.com

会员单位

鹤山市林泰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洋鸣经贸有限公司

电话：0750-8310788

电话：0757-82665710

地址：鹤山市共和镇平汉大道 38 号 A 座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三路 22 号帝景卡士 10 楼

阿克苏 . 诺贝尔 . 长诚涂料（广东）
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大地五金藤器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0755-27419842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新村石南 25 号

电话：020-84784703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燕川第一工业区

三亚新视美家居有限公

佛山市顺德区奥倍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抱坡路美丽亚家居

电话：0757-22899825

博览中心一层 A1035 号展厅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东联大厦 1 座 1506

江门市生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电话：0750-8308722
地址：鹤山市共和镇东升路 01 之一

广州市阳光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电话：020-84872251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横江
第一工业区东 8-12 栋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