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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资料
Sponsors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 Group Crop.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Organizers
		
CIEC Exhibition Co.,Ltd
Shanghai Family Planning Products Service
Association

承办单位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市生殖健康产业协会

Supporters Media
ChinaSexQ.com

协办媒体
性商网

		

Event Dates
		
21st-23rd May（Monday-Wednesday）

展期
5 月 21 -23 日（周一 - 周三）

Openning Hours
21st May 09:00-17:00
22th May 09:00-17:00
23rd May 09:00-17:00

参观时间
5 月 21 日 09:00-17:00
5 月 22 日 09:00-17:00
5 月 23 日 09:00-17:00

		

Venue
			
Shanghai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ourcing
No.2739 West Guangfu Road,Putuo District,Shanghai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Official Stand Contractor
		
Shanghai Grand Events Convention & Exhibition
Services Co.,Ltd

指定搭建商
上海盛事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Official Forwarding & Clearing Agents

指定运输商
上海展伊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普陀区光复西路 2739 号

Important
No one other than exhibitors to :
Drawing, photography, copying or otherwise reproducing any exhibits is
prohibited,unless prior agreement has been from the exhibitor(s) concerned.
除有关参展商同意外，严禁绘图、摄影、仿制或复制展品。
Notes:
The organizers accept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individual exhibitors contained in this directory,information relating to exhibits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exhibitor concerned.
本展商名录之内容乃由参展商提供，主办机构对其内容之准确性恕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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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 单 位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
Hostunit：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Group Corp.
承 办 单 位 ： 北京中展海外展览有限公司
Organizers：Ciec Overseas Exhibition Co.,Ltd
百晓猫性商网
www.ChinaSexQ.com
论坛赞助商： Satisfyer

Satisfyermen

Sponsors： Satisfyer

Satisfyermen

赞助商：

时
间 ： 2018年5月22日（周二13:00-17:00）
Time：
13:00-17:00,22 May,2018
地
点 ：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三层302会议厅
Location： 302Meeting Room,3rd Floor,CECIS-Shanghai

“品牌与销量双丰收”—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行业配套服务
论坛议程

主题内容

演讲单位

发言人

13:10 - 13:20

嘉宾入场

13:10 - 13:20

领导发言

13:20 - 14:00

安全套品牌的器具之路

恒保企业集团公司

胡智强

14:00 - 14:40

玩转“社交电商”

Yummy女性愉悦社区创始人

三木

14:40 - 15:20

借助互联网新渠道打造“网红品牌” 新媒体平台“诗人美食家”创始人

王富中

15:20 - 16:00

打造“百万级”明星众筹单品

严核涛

16:00 - 16:30

互动环节：专家解答

“京东众筹馆”上海负责人
圆桌头脑风暴

多位嘉宾

会议介绍：无论是刚进行业的菜鸟还是把玩多年的老司机，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或
正在经历产品研发失控、销售支持匮乏…这类典型的煎熬。我们的成人情趣行业
现阶段专业配套服务资源零零散散，企业经营中需要照顾太多的方方面面而无法
集中精力于自己擅长的部分。然而打造自己的品牌、设计创意的产品、多渠道的
营销，这些环节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必不可少的基石。让产品销量迅速顺畅地跑起
来更是重中之重。什么样服务能够协助您高效打通自己的商务链？如何分辨接地
气的行业服务，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服务实现品牌形象与销量的双丰收？本届论
坛针对这些大家在日常经营中强烈关注的话题，展开探讨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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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展厅展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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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公司名称索引
A04

SENSEMAX

B31

东莞市海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26

深圳市爱世界有限公司

B32

东莞市靓彩硅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27

安芮健康科技

B33

桂林恒保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A38

联志（惠州）礼品制造有限公司

B37

深圳市艾希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39

欧亚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C05

宁波艾乐保健器械厂

A40A

CORVA TECHNOLOGY LIMITED

C36/C37

义乌市品趣服饰有限公司

A42B

BMS Factory

D01

深圳市乐伊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46

SayberX

D02

深圳市净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47

东莞威易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03B

东莞市倍乐情玩具有限公司

A48

KOKOS

D04

杭州盘丝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49

微传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D05

宁波市鄞州万乐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A53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D10

天津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55

伊珞有限公司

D15

天津市亚马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56

香港乐易有限公司

D16

广州辉得望贸易有限公司

A56

Nomi Tang GmbH

D17

北京圣亚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57

东莞市瑞奕实业有限公司

D18

缪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57

东莞市尚品实业有限公司

D22

宁波市乐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58

上海多康医学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D23

东莞市华期塑料电子有限公司

B01

烟台格迪恩日用品有限公司

D24

上海珑力贸易有限公司

B03

北京桔色科技有限公司

D25

东莞市汇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04B

深圳市爱天使品质生活有限公司

D27

宁波市海曙川宇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B05

广州枕边游戏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D33

东莞市汇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06

深圳市迪雅实业有限公司

D34

深圳市永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10

河南聚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35

日本御神樱株式会社

B11

海氏海诺乳胶（青岛）有限公司

D37

莱珞（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B12

積美實業 ( 深圳 ) 有限公司

D38

北京伯伦寰宇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B13

广州市房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E01

香港雷霆洋行有限公司

B14

东莞市嘉拓电子有限公司

E02B

宁波鄞州区爱迷尔保健品有限公司

B15

辽阳百乐保健品有限公司

E05

深圳市迪赛睿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B17

深圳市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B20

广州乐科电子有限公司

B27

香港诺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28

深圳市司沃康科技有限公司

B29

山东丽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30

乐爱电子 ( 苏州 ) 有限公司

B31

东莞市昊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31

东莞市罗格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B31

乐透健康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B31

香港璇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B31

沈阳乐拓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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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展厅展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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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公司名称索引
A01

宁国拓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21C22

A02

上海常文商贸有限公司

C23C24C25 抚顺欲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03

东莞市嘉润兴实业有限公司

C26

东莞市美香日用品有限公司

A13A14

深圳市乐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27C28

深圳橙爱科技有限公司

A18

苏州艾丝葵商贸有限公司

C29

邯郸市凯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A21

深圳市蜂飞扬贸易有限公司

C30C31

天津瑞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22

武威市威乐乳胶科技有限公司

C33

台州市椒江情网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A23

宁波多福尔贸易有限公司

C33

台州市品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24

宁波亚美塑胶有限公司

C34

潍坊龙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45

欧瑞纳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C38

东莞市刁氏塑胶玩具制品厂

A50

上海乐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39

蜜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A51A

深圳邦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40

深圳布吉岛科技有限公司

A51B

陕西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41C42

广州市麦艾斯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A52

深圳市妍爱科技有限公司

C43

青岛麦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54

上海百晓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45

义乌蓝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A62A63

深圳潮影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C46

Ladies master.

A64

青岛灰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49C50

东莞市八分实业有限公司

B02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C51

深圳市摩乐电子有限公司

B04A

瑞宏纺织有限公司

C52

奇她科贸

B04A

金翊国际有限公司

C53

东莞市岩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04A

统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C54

爱必思有限公司

B09

广州如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55C56

鸿利（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B18

宁波网趣贸易有限公司

C57C58

广州爱慧商贸有限公司

B22

石家庄正天科技有限公司

C59

深圳市奇乐园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B24

温州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60

上海楷沃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B26

金华市优色贸易有限公司

C61C62C63 抚顺享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36

广州少中商贸有限公司

C64

江门市新会区富士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B38

深圳市中德博恩科技有限公司

C65

深圳市华鼎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01

深圳市赛洛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C66

深圳市晶珏扬科技有限公司

C02

东莞市梦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67

东莞市佳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03C04

深圳市名器玩具有限公司

C68

东莞市以安电器有限公司

C06C07

深圳市心创科技有限公司

C69

东莞市壹州塑胶有限公司

C08C09

英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70

DongGuanChram Fox Toys Co.,Itd

C10C11

深圳市夏奇实业有限公司

C72C73

东莞市中健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C12

深圳市华一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C74

义乌市野狼皮具有限公司

C13C14

江苏爱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75

温州琦莎玩具有限公司

C16

福州知性电子有限公司

C76C77

东莞市凯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17

临沂市河东区金博特保健品厂

C78

东莞市丹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19

日本 LULU 株式会社

C79

惠州市晨龙贸易有限公司

C20

天津倍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83

宁波市鄞州青之盛保健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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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小世界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二楼公司名称索引
C89C90

东莞市新感礼品有限公司

E17

东莞市赤乌健保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C93

东莞万能电池实业有限公司

E18

深圳市久烁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C94

香港思情有限公司

E19E20

东莞市谢岗俊影塑胶制品厂

C95

欧夜贸易（厦门）有限公司

E22

广州京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C96

新鸿利（香港）有限公司

E23E24

东莞市爱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C97C98C99 宁海县集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E25E26

青岛欧米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C100

湖北咸宁龙胜塑胶五金制品厂

E27E28

东莞市魅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101C102

东莞劢金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29

深圳华永锋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C103

西安云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30

丽凯实业有限公司

C104C105

深圳市爱娃科技有限公司

E31E32

宁波市梦之缘保健器械有限公司

C106C107

东莞市六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33

河南九都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108C109

深圳市七色香情趣用品有限公司

E34E35

东莞艾斯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C110C111

宁波超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38E39

广州情进贸易有限公司

C112

温州西恩特玩具有限公司

E40E41

温州硕而博科技有限公司

D03A

深圳市富雅兴电子有限公司

E42

陕西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D06

东莞市悦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43

深圳市优锂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D07

东莞市粉红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45

东莞市恒耐力电子有限公司

D08A

中山市金三模特道具有限公司

E46

东莞市一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08B

深圳市文森特实业有限公司

E48

深圳市潮头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D09A

深圳市斯汉德科技有限公司

E49

杭州鸿浩进出口有限公司

D09B

深圳市炮火科技有限公司

E53E54

潍坊红阳药业有限公司

D11

广东幸色实业有限公司

E57

东莞市雅鑫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D12A

宁波伊媚保健品有限公司

E58E59

金华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D13A

上海恰然实业有限公司

E64E65

深圳市伊碧倩植物科技有限公司

D14

东莞市夜龙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E66

深圳金玫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19

曼唐趣品有限公司

E67

深圳市速科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D20

上海桃阁贸易有限公司

E70

杭州凯源科技有限公司

D26A

大连睿物科技有限公司

E71

六度汇达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D26B

广东至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72E73

东莞市友杰电子有限公司

D28

上海薇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74

香港明德实业有限公司

D29A
D29B

爱品尚客（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78
E81E82
广州市幸湾实业有限公司

D31

揭阳市顺资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D32

香港古早国际有限公司

E04B

宁波震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06

深圳市森艺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09

东莞华斯尼电子有限公司

E11

东莞市光之宏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E12

深圳市信来誉包装有限公司

E13E14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8

惠州市他她乐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迪梦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F 公司名称索引
A04

SENSEMAX

A26

深圳市爱世界有限公司

15

A27

安芮健康科技

16

A38

联志（惠州）礼品制造有限公司

16

A39

欧亚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17

A40A

CORVA TECHNOLOGY LIMITED

17

A42B

BMS Factory

18

A46

SayberX

18

A47

东莞威易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9

A48

KOKOS

19

A49

微传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

A53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20

A55

伊珞有限公司

21

A56

香港乐易有限公司

22

A56

Nomi Tang GmbH

24

A57

东莞市瑞奕实业有限公司

25

A57

东莞市尚品实业有限公司

23

A58

上海多康医学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26

B01

烟台格迪恩日用品有限公司

27

B03

北京桔色科技有限公司

27

B04B

深圳市爱天使品质生活有限公司

28

B05

广州枕边游戏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28

B06

深圳市迪雅实业有限公司

29

B10

河南聚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9

B11

海氏海诺乳胶（青岛）有限公司

30

B12

積美實業 ( 深圳 ) 有限公司

30

B13

广州市房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31

B14

东莞市嘉拓电子有限公司

31

B15

辽阳百乐保健品有限公司

32

B17

深圳市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32

B20

广州乐科电子有限公司

33

B27

香港诺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3

B28

深圳市司沃康科技有限公司

34

B29

山东丽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4

B30

乐爱电子 ( 苏州 ) 有限公司

35

B31

东莞市昊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6

B31

东莞市罗格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37

B31

乐透健康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36

B31

香港璇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38

B31

沈阳乐拓商贸有限公司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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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

东莞市海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5

B32

东莞市靓彩硅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8

B33

桂林恒保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39

B37

深圳市艾希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9

C05

宁波艾乐保健器械厂

40

C36/C37

义乌市品趣服饰有限公司

40

D01

深圳市乐伊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1

D02

深圳市净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1

D03B

东莞市倍乐情玩具有限公司

42

D04

杭州盘丝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2

D05

宁波市鄞州万乐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43

D10

天津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3

D15

天津市亚马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4

D16

广州辉得望贸易有限公司

44

D17

北京圣亚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5

D18

缪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5
46

D22

宁波市乐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23

东莞市华期塑料电子有限公司

47

D24

上海珑力贸易有限公司

48
48

D25

东莞市汇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27

宁波市海曙川宇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49

D33

东莞市汇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9

D34

深圳市永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

D35

日本御神樱株式会社

50

D37

莱珞（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51

D38

北京伯伦寰宇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51

E01

香港雷霆洋行有限公司

52

E02B

宁波鄞州区爱迷尔保健品有限公司

52

E05

深圳市迪赛睿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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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

宁国拓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4

A02

上海常文商贸有限公司

54

A03

东莞市嘉润兴实业有限公司

55

A13A14

深圳市乐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5

A18

苏州艾丝葵商贸有限公司

56

A21

深圳市蜂飞扬贸易有限公司

56

A22

武威市威乐乳胶科技有限公司

57

A23

宁波多福尔贸易有限公司

57

A24

宁波亚美塑胶有限公司

58

A45

欧瑞纳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58

A50

上海乐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9

A51A

深圳邦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9

A51B

陕西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

A52

深圳市妍爱科技有限公司

60

A54

上海百晓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1

A62A63

深圳潮影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62

A64

青岛灰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2

B02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63

B04A

瑞宏纺织有限公司

64

B04A

金翊国际有限公司

63

B04A

统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65

B09

广州如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5

B18

宁波网趣贸易有限公司

66

B22

石家庄正天科技有限公司

66

B24

温州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7

B26

金华市优色贸易有限公司

67

B36

广州少中商贸有限公司

68

B38

深圳市中德博恩科技有限公司

68

C01

深圳市赛洛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69

C02

东莞市梦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9

C03C04

深圳市名器玩具有限公司

70

C06C07

深圳市心创科技有限公司

70

C08C09

英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1

C10C11

深圳市夏奇实业有限公司

71

C12

深圳市华一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72

C13C14

江苏爱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2

C16

福州知性电子有限公司

73

C17

临沂市河东区金博特保健品厂

73

C19

日本 LULU 株式会社

74

C20

天津倍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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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C22

东莞市小世界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75

C23C24C25

抚顺欲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6
76

C26

东莞市美香日用品有限公司

C27C28

深圳橙爱科技有限公司

77

C29

邯郸市凯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77

C30C31

天津瑞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8

C33

台州市椒江情网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78

C33

台州市品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9

C34

潍坊龙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9

C38

东莞市刁氏塑胶玩具制品厂

80

C39

蜜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80

C40

深圳布吉岛科技有限公司

81

C41C42

广州市麦艾斯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81

C43

青岛麦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2

C45

义乌蓝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82

C46

Ladies master.

83

C49C50

东莞市八分实业有限公司

83

C51

深圳市摩乐电子有限公司

84

C52

奇她科贸

84

C53

东莞市岩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5

C54

爱必思有限公司

85

C55C56

鸿利（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86

C57C58

广州爱慧商贸有限公司

86

C59

深圳市奇乐园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87

C60

上海楷沃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87

C61C62C63

抚顺享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88

C64

江门市新会区富士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88

C65

深圳市华鼎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9

C66

深圳市晶珏扬科技有限公司

89

C67

东莞市佳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0

C68

东莞市以安电器有限公司

90

C69

东莞市壹州塑胶有限公司

91

C70

DongGuanChram Fox Toys Co.,Itd

91

C72C73

东莞市中健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92

C74

义乌市野狼皮具有限公司

92
93

C75

温州琦莎玩具有限公司

C76C77

东莞市凯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3

C78

东莞市丹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4

C79

惠州市晨龙贸易有限公司

94

C83

宁波市鄞州青之盛保健器械有限公司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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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9C90

东莞市新感礼品有限公司

95

C93

东莞万能电池实业有限公司

96

C94

香港思情有限公司

96

C95

欧夜贸易（厦门）有限公司

97

C96

新鸿利（香港）有限公司

97

C97C98C99

宁海县集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98

C100

湖北咸宁龙胜塑胶五金制品厂

98

C101C102

东莞劢金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9

C103

西安云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104C105

深圳市爱娃科技有限公司

100

C106C107

东莞市六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1

C108C109

深圳市七色香情趣用品有限公司

101

C110C111

宁波超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2

C112

温州西恩特玩具有限公司

102

D03A

深圳市富雅兴电子有限公司

103

D06

东莞市悦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4

D07

东莞市粉红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5

D08A

中山市金三模特道具有限公司

105

D08B

深圳市文森特实业有限公司

106

D09A

深圳市斯汉德科技有限公司

106

D09B

深圳市炮火科技有限公司

107

D11

广东幸色实业有限公司

107

D12A

宁波伊媚保健品有限公司

108

D13A

上海恰然实业有限公司

108

D14

东莞市夜龙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109

D19

曼唐趣品有限公司

109

D20

上海桃阁贸易有限公司

110

D26A

大连睿物科技有限公司

110

D26B

广东至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1

D28

上海薇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11

D29A

爱品尚客（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12

D29B

广州市幸湾实业有限公司

112

D31

揭阳市顺资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113

D32

香港古早国际有限公司

113

E04B

宁波震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4

E06

深圳市森艺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14

E09

东莞华斯尼电子有限公司

115

E11

东莞市光之宏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115

E12

深圳市信来誉包装有限公司

116

E13E14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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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

东莞市赤乌健保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117

E18

深圳市久烁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117

E19E20

东莞市谢岗俊影塑胶制品厂

118

E22

广州京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118

E23E24

东莞市爱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119

E25E26

青岛欧米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119

E27E28

东莞市魅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0

E29

深圳华永锋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120

E30

丽凯实业有限公司

121

E31E32

宁波市梦之缘保健器械有限公司

121

E33

河南九都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2

E34E35

东莞艾斯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122

E38E39

广州情进贸易有限公司

123

E40E41

温州硕而博科技有限公司

123

E42

陕西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124

E43

深圳市优锂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124

E45

东莞市恒耐力电子有限公司

125

E46

东莞市一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5

E48

深圳市潮头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126

E49

杭州鸿浩进出口有限公司

126

E53E54

潍坊红阳药业有限公司

127

E57

东莞市雅鑫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127

E58E59

金华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28

E64E65

深圳市伊碧倩植物科技有限公司

128

E66

深圳金玫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9

E67

深圳市速科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129

E70

杭州凯源科技有限公司

130

E71

六度汇达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30

E72E73

东莞市友杰电子有限公司

131

E74

香港明德实业有限公司

131

E78

惠州市他她乐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132

E81E82

宁波市鄞州迪梦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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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04
SenseMax Technology Limited
SenseMax 是一个科技情趣生活品牌，情趣体验 3.0 概念的创始者。我们相信全面性满足会让
我们成为更加快乐健康的人，而创造优质产品来提升情趣生活质量以实现这一满足是我们的使
命。同 SenseMax 一起，进入全新观感世界。愉悦变革，从你开始。
SenseMax is a high-tech intimate lifestyle brand and the creators of The Intimate
Experience 3.0, the next generation in intimate experiences. We believe sexual fulﬁllment
makes us happier and healthier people and it’s our duty to make well-designed and highly
functional products that exp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your intimate life. With SenseMax, you
can enter a world beyond your fantasies and can tremble with pleasure again and again.
Join the revolutio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地址：中国上海市闵行区程家桥路 168 弄 39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SenseMax
联系人 (Contact):Lucia Xin
电话 (Tel):18516290377
电子邮箱 (E-mail)：marketing@sensemax.net
网站 (Web)：www.sensemax.net

展位号 (Booth No.)：1F A26
深圳市爱世界有限公司
Loving World Co.,Ltd
爱世界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于一体的硅胶成人用品厂家。产品特色：液态硅胶、模拟触感、舒适
体验、健康环保。
Loving World is a silicone vibrator factory which specialized in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Product features:liquid Silicone,Emulation feeling,Comfortable experience
Health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燕川星辉工业城 2 栋 3 楼
Add:3,2 Building, Yanchuan Xinghui Industrial City, Songang Tow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爱世界
联系人 (Contact): 张岳平
电话 (Tel):15989392653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Service@lovingworldltd.com
网站 (Web)：www.lovingworld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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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27
广州景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lson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NV TOYS • 安芮品牌始于 2011 年。我们自主设计、研发以及生产装配。产品线涵盖男用及女
用玩具共 9 大特色系列。我们精选优质的安全材料，经过 12 道品质检验程序打造精品。外观
时尚、制作精良以及完美契合人体工程是 NV TOYS• 安芮品牌广受欢迎的关键。
NV TOYS is an upmarket brand of adult pleasure products.Since 2011, we have been
focusing on research, design,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of adult toys to help
people ‘live a healthy and happier life’. NV TOYS product range covers an extensive array
of men’s and women’s toys in total 9 categories. We believe that exquisite products
are made with elaborating work. Every single finished product is made through the
whole standard assembly and testing processes, plus 12 quality check procedures in
four sections. NV TOYS products are well reputed for the unique and fashionable styles,
delicate and meticulous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the comfort of ergonomic desig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石马村夏花二路 29 号四楼
Add:4th Floor,29 Xiahua Er Road, Shima, Junhe Street,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安芮 NV TOYS
联系人 (Contact): Danny Xiang
电话 (Tel): 020-86160177
职务 (Position)：Key Account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info@nvtoyz.com
网站 (Web)：www.nvtoyz.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A38
联志（惠州）礼品制造有限公司
Rends
我司主营成人用品，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自主品牌代理为一体。以“策略先行，经营致胜，
管理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发展成为行业内颇具影响力、号召力的企业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数码工业园南区金钟路 19 号水杯工业区 A3 栋 3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Rends
联系人 (Contact): 何岩
电话 (Tel):13824223571
职务 (Position)： 销售员
电子邮箱 (E-mail)：31658130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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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39
欧亚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Eurasian think technology (Hongkong)
Co., Ltd.
拥有设施完善的花园式独立厂房，环境整洁、规划合理。工
厂地面积 6520 平方米，各部门从研发－工程－模具－注塑
包胶－表面处理－装配－质检到成品一站式全完成，拥有四
条专业的半自动器具生产流水线，一条完自动流水线，长期
稳定员工 200 人左右，月生产量达 50000 支以上。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香港九龙旺角大道 33 号凯途大厦 7 楼 04 室
ADD:Room 04, 7 F, Kay building, 33 Mong Kok Avenue, Kowloon, Kowloon, Hongk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WOWYES KISS TOY 玉龍軒
联系人 (Contact): 罗银灿
电话 (Tel):13528580100
职务 (Position)：市场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charles@wowyes.net
网站 (Web)：http://www.wowyes.net/

展位号 (Booth No.)：1F A40A
CORVA TECHNOLOGY LIMITE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亚太区独家代理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香港观塘鸿图道 34 号致乐工业大厦 11C
Add: Block C, 11/F, Gee Lok Industrial Building, 34 Hung To Road, Kwun Tong, Hong K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Womanizer®
联系人 (Contact): 姚先生
电话 (Tel): 852 2341 0383
职务 (Position)：品牌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info@womanizer.hk
网站 (Web)：www.womanize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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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42B
北美司企业
BMS ENTERPRISES
BMS FACTORY 来自加拿大，35 年来致力于以严苛的标准制造高端成人用品；旗下品牌有
Swan、Leaf、PillowTalk、Palmpower、PowerBullet 等；不断为人们呈现着简约、优雅、动力之美。
BMS factory comes from Canada,35 years of experience for cocusing on creating
and manufacturing adult novelties with the highest standards,we have Swan、Leaf、
PillowTalk、Palmpower、PowerBullet brands; We are proud to offer you the very best
in quality and services for the ever-evolving adult novelty market.bringing love and
happiness to more peopl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外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加拿大 L6T 5G2 安大略省布兰普顿布兰温 80 号院
Add: 80 Bramwin Court Brampton. ON CA L6T 5G2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Swan / Pillow Talk / Palmpower / PowerBullet
联系人 (Contact): 黄兆霞
电话 (Tel): 135 5687 7730 ，0755 - 8272 2672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shahh@bmsfactory.com
网站 (Web)：www.bmsfactory.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A46
SayberX
为英国注册品牌做男人成人用品。SayberX 全自动地持续上下 3 英吋抻廷抽搐。名字的灵感
源于 Cyber Sex, 它独有远程 App 操控科技设计 , 为分处两地或多地的性伴侣 .
Established in 2016, SayberX desires to deliver the best simulated sensual experience
in adult toys. British SayberX is the world’s first men's toy to simulate real stroking
movement, with interactive control! Use the SayberX app to let your preferred partner
take control, anywhere in the worl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 成人器具
Add:Unit 7 13F Sing Win Factory Building 15-17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SayberX
联系人 (Contact):Aaron Lai
电话 (Tel):0852-2851 9924
电子邮箱 (E-mail)：cs@sayberx.asia
网站 (Web)：www.sayberx.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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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47
东莞威易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EYES GROUP (UK) 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贝冲上贝路 89 号
Add:No.89, Shangbei Road, Beichong Village, Hengli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FOX
联系人 (Contact): 李佳志
电话 (Tel):18027525347
职务 (Position)： 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370372489@qq.com
网站 (Web)：http://www.weyesgroup.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A48
KOKO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个人
地址：112-32, Daejeodongseo-ro, Gangseo-gu,Busan, Kore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KOKOS
联系人 (Contact): 申景润
电话 (Tel):+82-10-5665-0728 / +86-13614096723
职务 (Position)： 海外营业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koreatoy@live.co.kr
网站 (Web)：www.kokost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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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49
微传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VTrump Tech（Shanghai）Co.,Ltd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研发、设计和生产智能化的私密健康生活用品，无线、APP、远
程操控、密聊…旗下拥有创新、乐享、不羁的魅动 Magic Motion 品牌业务及 ODM 业务，获
得德国红点奖等业内殊荣。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民营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 : 上海市宜山路 1888 号 508 室
Add: Room 508,1888 Yishan Rd., Shanghai，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魅动 Magic Motion
联系人 (Contact): 谢胜昔
电话 (Tel): 18616560909
职务 (Position)：CEO
电子邮箱 (E-mail)：Sales@magicsmotion.com
网站 (Web)：www.magicmotion.cn

展位号 (Booth No.)：1F A53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oyimai Trade Co.,ltd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性健康护理用品研究及提供 OEM 贴牌的专业生产商，供
应商。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现有生产车间 5000 平方，以策略为先导，精准定位，以设计为先锋，
以品质为中心，全力打造优质产品，为人类的生殖健康，和谐生活做出我们的不懈努力。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各类人体润滑剂、
漱口水，
清洁液、
延时喷剂、
消毒湿巾、
情趣用品等。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夏茅石夏路十六社工业区 B 栋 10 楼
Add:10 Floor Building B NO.16 Industrial District Xiamao Shixia Road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卡娅、丝蜜、COKELIFE、耐士
联系人 (Contact): 曹玲
电话 (Tel): 36488893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网站 (Web)：www.haoyim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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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55
伊珞有限公司

EROCOME LIMITED
EROCOME 伊珞专注于具有设计美感的高品质情趣产品，致力于赋予产品个性，引导用户需求，
将情趣产品生活化。EROCOME 伊珞将感官体验定义为表达爱的完美方式，设计团队从情境
出发，将情趣需求与情感表达结合，通过情感连接产品与用户，帮助用户塑造感官体验，享受
情趣生活。EROCOME 伊珞主张健康的情趣态度，旗下产品拥有时尚的外观造型，以及创新
的功能设计。拥有伊珞，就拥有了美好的情趣体验。
EROCOME is always focusing on high-quality products which feature aesthetic design.
We are dedicated to give the product personality, guide the need of the users and make
the love toys more close to life.
EROCOME deﬁnes sensory experience as perfect way to express love. From the user
perspective, our design team combines sex demand with emotional expression, help users
experience perfect love and enjoy unique pleasure.
The distinctive styles and designs of EROCOME provide intense pleasure that caters to
your personal preferences.Unbelievably quiet, yet powerful motors offer varying speed
and intensity to maximize pleasure.
EROCOME advocate healthy love attitude, its products have stylish appearance,
innovative features. EROCOME allows you to capture and share the intimate moments up
close and personal.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南园枫叶大厦 5H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EROCOME
联系人 (Contact): 江川
电话 (Tel): 13510897697
电子邮箱 (E-mail)：sales@erocome.com
网站 (Web)：www.eroco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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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56
香港乐易有限公司
Loewie Trading Limited
香港乐易有限公司是亚太地区高端情趣用品的供应商，同时也是众多全球高端情趣用品品牌亚
太区官方指定代理商。公司依托香港总部、深圳办事处辐射全亚太地区，代理合作的品牌有
20 余种，包含国际知名品牌 We-Vibe、Satisfyer 、LELO、Kawaii、 Fun Factory 、Swan、
Nomi Tang、Nexus、Eros、Lylou、Intimate Earth、Sliquid 等。
Loewie Trading Ltd.
Loewie Trading Ltd. is the leading distributor and the official designated agent of
many global high-end sex toy brands in the Asia-Paciﬁc region. We choose only highend brands or new creative start-ups from overseas. We give priority to brands with
patents that focus on ergonomics and good customer feedback. We expand our network
throughout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operating from our branches in Hong Kong,
headquarters, and Shenzhen. Our company represents more than 20 well-known brands
which are mainly from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such as We-Vibe, Satisfyer, LELO,
Kawaii, Fun Factory, Swan, Nomi Tang, Nexus, Eros, Lylou, Intimate Earth, Sliquid, etc.
Since establishment in 2008, we are always guided by a “customer ﬁrst” mental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positive and healthy sexual attitudes. We are committed
to seeking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with ideal brands. Moreover, we are aimed at
providing agents and customers with excellent service and quality products. Through
unremitting efforts, our sales network is steadily increasing all ove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urthermore, our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easily recognized and highly
appreciated among our growing customer bas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液 , 安全套等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 , 工業街 17 – 21 號 , 美安工業大廈四樓
Add: 4/F, Unit C, Mai On Industrial Building,17-21 Kung Yip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oewie
联系人 (Contact): 王小姐
电话 (Tel):008613502891992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nja.wang@loewie.com
网站 (Web)：www.loew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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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57
东莞市尚品实业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Shang Ping Enterprise Co., Ltd.
东莞市尚品实业有限公司（品牌为奇宝 SEMO）是专业生产情趣用品的厂家，1999 年成立，
在中国经历了 18 年的行业积淀，成为多个国外大品牌（CEN, Pipe dream, NANMA 等）的
OEM。具备对市场的独特视角，研发出的产品受市场欢迎程度很高。我们追求以做业界最时
尚的设计、最顶尖的品质、最环保的产品、最实惠的价格为目标。努力做到同类产品的性价比
之王。
公司总部设在东莞市企石镇，公司总面积为 3600 平方米，是一个工、贸一体的综合性工厂。
公司内共设研发课、模具课、注塑课、组装课、品保课、业务课等多个部门，拥有完整、科学
的管理体系。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振华工业区春风路 8 号
Add:NO.8 Spring Wind Road, Zhenhua Industrial Park, Tie Lu Keng, Qi Shi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艾莱特
联系人 (Contact): 郭煌辉
电话 (Tel):13600426651
职务 (Position)：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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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56
Nomi Tang GmbH
Nomi Tang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公司主要专注在产品（成人玩具和润滑剂）的设计，生产，
分销和销售，我们以 Nomi Tang 的品牌进行市场推广。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价格优势的轻
奢品，以满足广泛客户的需求。 Nomi Tang 玩具将情感设计与安全，人体工程学和视觉的冲
击相结合。
我们的目标人群是喜欢设计感强重视质量和使用材质的安全性的你们。
Nomi Tang GmbH
Established in 2008, Nomi Tang GmbH focuses on the desig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ales of our own products, adult toys and lubricants, which we market under the
brand of Nomi Tang. Our main goal is to create aﬀordable luxury product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 broad range of customers. Nomi Tang toys combine emotional design with
safety, ergonomics and intuitive controls.
We target design-savvy consumers, who value good quality and safe to use materials.
Moreover, we are very proud that such our toys as Better than Chocolate and Infiniti
have been awarded the well sought-after German red dot design award in 2010 and
2014 accordingly. Proving the functionality of our toys, our ﬁrst male toy Spotty received
the AVN O-award in the category “outstanding product for men” in 2016. It is worth to
mention that Nomi Tang toys are waterproof, quiet in operation, and have a travel lock
option, so, you can always enjoy a play with your favourite toy wherever you like.
We are sure that once you try Nomi Tang, it will be your indispensable companio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外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液等
地址： Soﬁoter Straβe 8/17, 99091 Erfurt, Germany
Add: Soﬁoter Straβe 8/17, 99091 Erfurt, German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Nomi Tang
联系人 (Contact): Arnd Krusche
电话 (Tel): +49-(0)361-2100.5981
职务 (Position)： Managing Director
电子邮箱 (E-mail)：info@nomitang.com
网站 (Web)：www.nomit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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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57
东莞市瑞奕实业有限公司
Ruiyi Co., Ltd
MODE-design 寻求性感與美丽，以及在产品的機能能做得更好更優 , 一直以來不断研究客户
的需求和喜好 . 希望追求创造新产品 . 目标是讓消費者擁有高品質以及在使用上能擁有高檔次
的愉悅 . 更希望成为一个世界各地人士都喜愛的品牌 .
--- about MODE-design --MODE brand was founded in 2009.MODE-design team has been studying its users’
preference and need and on this basis developing users’ favorite high-quality products
It’s the goal of MODE to pursue innovation and fashion and the highest ideal to bring the
best products to the users.MODE never produces low-quality goods for low costs nor
develops inferior goods for reaping proﬁts.
MODE insists on pursuit of reﬁnement and innovation in hope to bring users new products
and new feelings and have the world MODE lovers appreciate MODE as a personal
favor,keep new feelings and have the world MODE lovers appreciate MODE as a personal
favor,keep higher expectations for MODE and together pursue the both functional and
aesthetic brand.
At Mode-design, we continuously research what customer's needs and preferences are
to create products that are not only high in quality but enjoyable.
Our goal is to become a brand that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love.
We are very particular about how products should work. We will never sacriﬁce quality for
a low price or compromise customer satisfaction over proﬁt.
We thrive in providing products that you will be satisﬁed with.
We seek greater sensuality, beauty, and higher functionality in our products.
It is our promis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a brand that you love and trus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长安镇霄边社区东门中路 16 号巨峰德州工业园 D 栋 3 楼 A 区
Add: Add: 3/F, D Building, Jufeng Dezhou Industrial Park, No. 16, Dongmen Middle Road,
Xiaobian District, Changan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23850,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CREATED BY MODE DESIGN
联系人 (Contact): 曲珮瑜
电话 (Tel):13510153285
职务 (Position)：經理
电子邮箱 (E-mail)：info@mode-design-j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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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A58
上海多康医学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B-Link Toys & Giffts Co.,Ltd
上海多康医学模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 专注于成人用品领域 , 有非常良好的口碑 . 多
年来专注于研发 , 制造领域 , 与众多的品牌商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全球客人提供 OEM 和
ODM 服务。
提供从模具 , 生产 , 包装 , 出口等一系列服务，公司致力于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
公司多年贯彻 ERP 系统管理 , 在开发 , 订单 , 采购 , 生产 , 物流方面管理严格且能够按时 \ 按
量 \ 按要求出货 , 多年来得到合作伙伴的肯定。
希望能为您提供更好的价值和服务 !
B-Link Toys & Gifts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5, we are an adult toy manufacturer
with good reputation. We are able to provide the service of product design, mold making,
manufacturing, packaging and also OEM, ODM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We focus on developing new material, new techniques and new products and also
providing the whole service from model, production, packaging and exporting.
We have a good management o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urchasing,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by our ERP system for years. By the managing of our ERP system, we can
always make products with good quantity control and ship the orders on time to our
satisﬁed customers from diﬀerent countrie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providing our service to you and help you to make more proﬁt
and value for your business!
Contacter：John
TEL：021-39926099
FAX：021-39926096
E-mail：vivian@blink-toys.com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胜利街 173 号西大门 21 幢
Add: Building 21, No.173, Sheng Li Street, Nan Xiang, Jia Ding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201802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B-Link
联系人 (Contact): 徐先生
电话 (Tel):021-3992697
职务 (Position)： 行政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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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01
烟台格迪恩日用品有限公司
格恩迪日用品有限公司是欧洲情趣零售上市集团 Beate Uhse 的中国唯一代理商 , 旨在为中国
消费者带来一站式全球高端情趣用品新体验。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 医疗器械 , 性教育产品及音像制品 ,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 89 号保税港区格恩迪园区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beateuhse
联系人 (Contact): 庄金栋
电话 (Tel):18766569053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jindong.zhuang@gedijinkou.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B03
北京桔色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orange Technology Co., Ltd.
桔色 [www.x.com.cn] 始创于 1997 年，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性健康用品领域的发展，在全国
23 个省、4 个直辖市、2 个特别行政区、5 个自治区拥有 1050 家桔色成人用品连锁店，我们
与全球著名成人用品厂商保持着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部分产品远销海外。
桔色，中国性健康用品行业领导者，致力于国内性健康用品连锁市场的开拓，以卓越的服务品
质与合作伙伴谋求共同发展！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京国际信息产业基地高新 5 街 桔色 6 层楼
电话 (Tel):010-51666644
电子邮箱 (E-mail)：market@x.com.cn
网站 (Web)：www.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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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04B
深圳市爱天使品质生活有限公司 / 东莞市骏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oveyangel Lifestyle Co., Ltd. / Dongguan Junt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创新驱动发展，专业成就品格。公司致力于创新，专注研发、生产、销售，有成熟的 ODM/
OEM 配套体系。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 / 经销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广东省深州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建设东路盛世江南 C 栋 501 / 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李
屋沿河工业区 9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ovey Angel
联系人 (Contact): 黄创胜
电话 (Tel): （0）15876998979
职务 (Position)：运营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929569412@qq.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B05
广州枕边游戏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BUCCONE (GUANGZHOU)
LIMITED
枕边游戏 1999 年在台湾成立，公司旗下目前有两个品牌：枕边游戏与操场。历经十多年发展目
前已拥有成熟的品牌和强大知名度，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进口成人用品批发商之一。操场是枕边
游公司新推出的连锁加盟品牌，也是公司接下来重点发展品牌，主要为 85/90 后的年轻市场服务。
Buccone (China) Limited, one of the largest importers of adult product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was founded in 1999 in Guangzhou. Buccone has more than 50 upscaled franchised stores through China and a newly developed franchised brand named
Exotic Playground which targets at the age group between 20 to 40.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安全套等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石北工业路 644 号（巨大创意产业园）12 栋 817A
Add: Room 817A, Building 12, No.644, Shibeigongye Road,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枕边游戏、操场
联系人 (Contact): 梁小姐
电话 (Tel):020-81516885
电子邮箱 (E-mail)：coco@buccone.net
网站 (Web)：www.bucc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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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06
深圳市迪雅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Diya Industrial CO.,LTD
深圳迪雅实业有限公司，一家专业做液态硅胶成人用品的制造商，有着 20 多年成熟的生产工
艺及专业知识，超过 13 年的硅胶产品出口经验，首创了成人用品行业新兴的“健康安全”理念，
致力于为人们提供“世界上最健康，舒适，高端的”情趣用品。所有产品都是 100% 液态硅胶
制作而成，无毒无味，不含邻苯二甲酸盐 & 乳胶，非多孔结构和安全防过敏，是目前业内最
健康安全的材质，成品已通过美国 FDA 食品安全认证，真正达到“可食用”级别。远销欧美等
国并广受客户好评，在业内小有成就！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Szdiya/ 迪雅
联系人 (Contact): 余春生
电话 (Tel):13809893556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cndiya
电子邮箱 (E-mail)：yu@szdiya.com
网站 (Web)：www.szdiya.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B10
河南聚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喷剂、精油、湿巾、软膏、凝胶等
地址：河南省禹州市张得镇工业区
联系人 (Contact): 万鹏飞
电话 (Tel):18039999992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776884659@qq.com
网站 (Web)：www.juhuta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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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11
海氏海诺乳胶（青岛）有限公司
HAISHIHAINUOLATEX(QINGDAO)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合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 ，润滑剂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8 号福泰广场 A 座 1002 室
联系人 (Contact): 孙晓文
电话 (Tel)：13687631289
职务 (Position)：大区经理

展位号 (Booth No.)：1F B12
積美實業 ( 深圳 ) 有限公司
J.B. Industrial (Shenzhen) Co., Ltd.
公司生产性辅助器具，产品远销欧美、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2002 年 3 月顺利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的产品、设备和管理等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外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情趣内衣
地址：中國深圳市鹽田區北山道 300 號积美工業村
Add: J.B. Industrial Centre, 300 Beishan Road,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积之美
联系人 (Contact): 李宏
电话 (Tel): 13509698628
电子邮箱 (E-mail)：sale@jbsex.cn
网站 (Web)：www.jbse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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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13
广州市房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oomfun Health Technology Co., Ltd
Roomfun 将高端品质，设计美学和创新理念贯穿到所有产品线中，国内体位道具品类领导者，
产品线延伸至轻 SM 情趣配饰，创意时尚安全套，器具类，同性定制产品和按摩蜡烛系列
Roomfun applies high-end quality, design aesthetics and innovative ideas throughout all
product lines, domestic position props category leader, product line extends to light SM
fun accessories, creative fashion condoms, appliances, homosexual customized products
and a series of candles massage candle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SM 道具、避孕套、器具、润滑剂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御峰二街 55 号 2 座 814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房趣
联系人 (Contact): 林经理
电话 (Tel):17336130907
职务 (Position)：销售经理
网站 (Web)：www.roomfun.net

展位号 (Booth No.)：1F B14
东莞市嘉拓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Jia Tuo Electronics 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工业北路中小科技创业园 3 栋 3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DORR
联系人 (Contact): 黄敏骏
电话 (Tel): 13580722289
职务 (Position)：董事长
电子邮箱 (E-mail)：michael@jia-tuo.cn
网站 (Web)：www.dor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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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15
辽阳百乐保健品有限公司
LIAOYANG BAILE HEALTH CARE PRODUCT CO.,LTD
辽阳百乐保健品有限公司创建于１９９３年，本公司是最早拥有国家药监局批准文号的专业性
玩具生产企业。 辽阳百乐保健品有限公司创立的“百乐”“派蒂菈”品牌，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
知名度，已经成为国际大品牌 .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优秀的销售和技术人才。工厂专业
化程度高，生产能力强 , 日生产量达万台以上。由于产品质量好，价位合理，具有很强的市场
竞争力。我公司已经获得了 CE 认证及 ROHS 认证，拥有自营进出口权，可以自行办理各项
进出口业务。公司 95% 产品现已出口至欧洲、美洲、亚洲及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百
乐”必将在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独树一帜，创造更辉煌的明天。 我们真诚地希望与
您合作，愿成为您忠实的合作伙伴。
LIAOYANG BAILE HEALTH CARE PRODUCT CO., LTD. is one of well-known specialized
manufacturer of sex toy and adult products, established in 1993. We have professional
R&D and designer team. We believe that continuous creativeness is the motive powe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rrently we can supply more than 3,000 items of products for
the cl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 can accept OEM order. "Quality is the life of the
enterprise", we are ready and eager to serve and build a long-run cooperation with you.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私营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辽宁省辽阳市首山辽鞍路 160-1 号
ADD:No.160-1 Liao an Road, shoushan Liaoyang, Liaoning Province 111200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百乐、派蒂菈、狂牛
联系人 (Contact): 花波
电话 (Tel):0419-7577618 7577648 7100333 6211333
电子邮箱 (E-mail)：info@lybaile.com
网站 (Web)：www.lybaile.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B17
深圳市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ODECO 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原东方建富愉盛工业区 7 栋 2 楼
Add：2F,Block 7th YuSheng Industrial Zone,Xixiang,Bao'an District,Shenzhen,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ODECO
联系人 (Contact)：Claire Chen
电话 (Tel)：86-755-29994748
职务 (Position)：Sales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info@odeco.com.cn
网站 (Web)：www.ode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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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20
广州乐科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eke Electronic Co., Ltd.
广州乐科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仿真阳具、飞机杯、助勃器、名器等，质优价廉，提供
OEM\ODM 代加工 , 希望与您真诚合作，互利共赢！
Guangzhou Leke electronic co., LTD., founded in 2010, adult toy products manufacture, main
products: simulation penis, masturbation cup, penis pump, vagina etc. CE, RoHS complied.
We have developed our own brands LEKE, Magical Kiss. OEM,ODM orders are welcome.
地址：广州白云区夏茅十八社向西大道新马路 8 号
Add: No.8 building, 18th Industrial Zone, Xiangxi Road, Xiamao Village,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乐科
联系人 (Contact): 朱方竹
电话 (Tel):13669808066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623910066qq.com
网站 (Web)：https://gzleke.1688.com/ https://luckerotic.en.alibaba.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B27
香港诺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alon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香港诺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与销售成人情趣用品的公司，旗下品牌有
nalone，sinmis，veisei。2011 年，诺兰收购了全球一家著名的情趣用品设计机构，使其作为
诺兰的研发基地 , 诺兰在情趣用品上研发实力在全球屈指可数。诺兰的直属生产工厂位于广东
东莞，工厂设有洁净加工车间，拥有杀菌与细菌检测等设备。
诺兰的每一款产品上市之前都经历了一个严格细致的过程，新产品研发前的市场调查，外观创
意与人机工程学的结合，产品功能的规划创新，人体模特的试验，产品生产的层层把关，产品
质量的国际认证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细致入微。诺兰，作为您的私密伴侣，一直与您同在！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常平镇常平大道富鸿写字楼 15 楼 1502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诺兰
logo: Nalone
联系人 (Contact): 李孟辉
电话 (Tel):18988727748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mason@veisei.com
网站 (Web)：www.nal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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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28
深圳市司沃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VAKOM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SVAKOM”是 2012 年诞生于美国的高端智能情趣用品品牌，2013 年进入中国市场，由中国
深圳市司沃康科技有限公司全局运营。它致力于全球高端情趣用品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
运营和服务，为全球用户提供精品品质生活解决方案。其营销网络已遍布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美国、欧洲、大中华区均设有运营中心和分支机构。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兼销售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器具，润滑液，内衣，情趣类产品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龙路港之龙商务中心 H 栋二楼 B 区
ADD :Area B, 2nd Floor, Building H, GangZhiLong Business Center, QingLong Road,
LongHua Street, LongHua New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SVAKOM
联系人 (Contact): 曾海平
电话 (Tel):15000714336
职务 (Position)：大中华区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nzhpp@163.com
网站 (Web)：www.svakom.com.cn

展位号 (Booth No.)：1F B29
山东丽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Lib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山东丽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2 年 3 月 5 日，拥有国际顶尖的设计、研发、生产、
售后服务团队，是一家拥有完整生产链的情趣用品公司。做正经的日用品，让情趣走进每一个
家庭是丽波的愿景和使命，更是不断追求卓越的目标。
Shandong Lib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founded in March 5, 2012, it has the
most advanced R&D, Produc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teams, which is one of the
leading sex toy producer has a complete production chain.Produce the decent daily
necessaries, and let sex toys go into every family is LIBO’s vision and mission, and it is
also the goal of continuous pursuit of excellenc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南外环路模具产业园 A2
Add：Linyi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Shandong,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丽波 LIBO
联系人 (Contact)：王明亮
电话 (Tel)：15605397389
职务 (Position)：销售部负责人
电子邮箱 (E-mail)：libo8371616@yeah.net
网站 (Web)：http://www.libot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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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30
乐爱电子 ( 苏州 ) 有限公司
ZALO Health Care（Suzhou）Co.,Ltd
乐爱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06 月 04 日成立于苏州工业园区 ,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研发、
组装、生产：电子产品、塑料玩具、按摩类高科技玩具等 , 是一家服务全球女性的智能硬件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跨春路 18 号
Add:NO.18 Kuachun Road,SIP,Suzhou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ZALO
联系人 (Contact): 葛华
电话 (Tel):13912637066
职务 (Position)： 综合部
电子邮箱 (E-mail)：june.ge@zalo.com.cn
网站 (Web)：www.zalo.com.cn

展位号 (Booth No.)：1F B31
东莞市海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海邦电子厂是一家专业生产与销售情趣用品的国际公司 . 从事情趣玩具生产及销售 20 多
年， 旗下品牌曼诺 . 做为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情趣用品品牌，曼诺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享受到
她所带来的激情与快乐。曼诺的每一款产品上市之前都经历了苛刻精细的流程。全面的市场调
查；富有艺术与创新的设计 ; 人机工程学的结合 ; 精湛的加工技术以及完善的品质管理体系。
使产品品质和性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海邦多年来与伙伴携手并进，目前在中国建立了稳定健
全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采取以实体店网络商城为主体，同时也兼顾药店等渠道的销售模式，
在情趣用品市场上攻城略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玩具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厦岗先兴北街 12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曼诺 /mannuo
联系人 (Contact): 林昌
电话 (Tel):13410222056
职务 (Position)： 业务经理
网站 (Web)：www.mannu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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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31
东莞市昊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owells Co., Limited
东莞市昊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成人用品研发、设计、生产厂家，旗下阿芙拉品牌享誉
国内外市场。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品质获得业界的广泛认可。
Howell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ex toy, focusing on adult toy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Brand Aphrodisia sex toys comply with CE, SGS, RoHS
standard. Howells takes reputation seriously, keeps promise and tries hard to do
everything well!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manufacturer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sex toys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莲湖北路 42 号
Add: #42 Lian Hu North Rd. Tang Xia Town,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阿芙拉 APHRODISIA
联系人 (Contact): 张先生 Mark Zhang
电话 (Tel): 0769 81001108
职务 (Position)：经理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sales02@howells.cn
网站 (Web)：www.cnhowells.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B31
乐透公司
Leco Health Equipment Corporation
乐透健康器材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 是一家专门从事生产性爱机器产品的专业性公司，
目前我们的产品已遍布世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创立了 LECO 和
ORGASM 两大新的性玩具品牌，在提高销量的同时大大提升了我们的行业知名度。我公司已
从事性玩具产业多年，从单一品种到现在的多个品种，我们一直致力于保证质量及信誉诚信是
我们的根本，质量是我们的生命。所生产的性爱机器受到国外客户的极大信赖，与国外客户保
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
地址：中国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
联系人 (Contact):Wu Di
电话 (Tel):13591579784
电子邮箱 (E-mail)： lecochina@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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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31
沈阳乐拓商贸有限公司
COB 品牌于 1985 年创立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成长为欧洲知名性用品
品牌，并以其“本质于心、丰富色彩、浪漫氛围”三大特点成为独树一帜、妙趣横生的性生活情
趣用品。最本质的性用品—COB 品牌从创立起便以产品设计为品牌核心，每件产品都是经过
精心设计、优质选材、严格测试，最终呈现出完善的产品 . 最耀眼的性用品—COB 品牌性用
品因其始终保持丰富浓郁艳丽的色彩，深受欧洲各国消费者喜爱，何时何地都最有诱惑力！最
浪漫的性用品—COB 品牌的每一款性用品，设计师都便赋予其浪漫情趣氛围，并通过后期产
品的宣传介绍传递给大家 . 大中华区运营商：沈阳金多宝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 (Contact): 吴先生
电话 (Tel):18840616869

展位号 (Booth No.)：1F B31
东莞市罗格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罗格成人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资深的电子产品生产厂家。 2001 年开始从事电子礼品的
出口，2009 年进入成人用品行业，是国内第一家生产 AV 棒的工厂。产品集以外观设计，模具 ,
注塑， 组装，喷油，丝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
2013 年公司引进多套液态硅胶注射成型机，大量生产无缝一次成型液态硅胶全包胶产品，是
成人类产品的一次革命性技术革新。该类产品真正做到 100 % 的深度防水，可以在浴室，浴
缸及较深水的地方随意浸泡，使用， 清洗， 消毒。 制作工艺精湛， 款式新颖时尚。 本公司
推出的（LUOGE）罗格品牌系列产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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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31
香港璇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XUAN AI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 LTD
香港璇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与销售情趣用品的国际投资公司 . 旗下品牌有：
Xuanai ; 璇爱 ;
做为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情趣用品品牌，璇爱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享受到她所带来的激情与快
乐。璇爱的每一款产品上市之前都经历了苛刻精细的流程。全面的市场调查；富有艺术与创新
的设计 ; 人机工程学的结合 ; 精湛的加工技术以及完善的品质管理体系。使产品的品质和性能
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璇爱国际多年来与伙伴的携手并进，目前在中国建立了稳定 ; 健全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采
取以实体店；网络商城为主体，同时也兼顾药店等渠道的销售模式，在情趣用品市场上攻城略
地，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璇爱国际，稳健而踏实的向各位走来 .

展位号 (Booth No.)：1F B32
东莞市靓彩硅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LIANG CAI SILICON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靓彩科技是集研发、生产、品牌及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主营业务涉及成人情趣、大健康、
美容及母婴用品等。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牛山工业园（莞长路西第 4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ZINI / 精灵游戏 / eastglory /SOLUTION
联系人 (Contact): 刘明进
电话 (Tel):18822958287
职务 (Position)： 区域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sales02@zini.com
网站 (Web)：www.elfgam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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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B33
桂林恒保健康用品有限公司
Guilin HBM Heathcares,inc
中国情趣安全套第一品牌 --- 倍力乐，是市场对桂林恒保十三年来实力的中肯评价。中国第
一款夜光款，第一款量产的女用套，第一款黄金套，第一款手指套，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高阻
隔安全套，第一款气囊型安全套，第一款内置型震动器安全套。众多开创性的安全套产品上市，
造就了倍力乐十三年来畅销中国的实力传奇。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厂家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避孕套、润滑剂，器具(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桂林市巫山路 6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倍力乐
联系人 (Contact): 周一芳
电话 (Tel):18907739928
职务 (Position)： 销售经理
网站 (Web)：www.beilile.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B37
深圳市艾希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ixiASIA LTD
艾希亚是致力于成人玩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的全球性企业。集设计、研发、生
产于一体的综合性工厂，承接 OEM&ODM 订单。
aixiASIA LTD, As one of the few domestic high-end adult toy manufacturers, Mainly
provide quality and reliable products for customers.continuous innovation teams,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fashion design,highly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inspection，OEM&ODM is acceptabl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恒明珠科技工业园 10 栋 5 楼
Add:Floor 5, Bldg. 10, Hengmingzhu Tech Ind. Zone, Tongfuyu Ind. Zone, Xinqiao, Shajing
Street, Baoan Dist.,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Mainland)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aixiASIA
联系人 (Contact): 魏先生
电话 (Tel):17704057955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enquiry@aixiasia.com
网站 (Web)：www.aixi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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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C05
宁波艾乐保健器械厂
Ningbo ilesexy Health Care Machinery Co.,Ltd
宁波市鄞州艾乐保健器械厂创建于 2005 年，本公司主要经营女用器具系列、男用器具系列、
调情系列、充气娃娃系列等产品，拥有自己的品牌和 3000 平米的工厂，是一家集研发、设计、
制造、出口贸易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个人私企（普通合伙）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充气娃娃，调情系列，硅胶产品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回龙工业区来发路 688 号
Add:Ningbo Shi Yin Zhou Qu Quai Zhen Huilong Gong Ye Qu LaiFulu 688 Hao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艾乐
联系人 (Contact): 陈建平
电话 (Tel):13805899946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a13805899946
电子邮箱 (E-mail)：jack@ilesexy.com
网站 (Web)：www.ilesexy.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C36C37
义乌市品趣服饰有限公司
YIWU SUNSPICE LINGERIE CO.,LID
义乌市品趣服饰有限公司，拥有 17 年的高档情趣内衣专业生产经营的公司，产品包括情趣套装、
性感束身装、性感内衣、性感裙装、性感男装、游戏制服、SM 漆皮装等。旗下：1、国际品
牌“SUNSPICE”作为以“品质为先”的诚信品牌 ，远销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等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品牌“EDENKISS ” 主销往：国内越来越情趣化，时尚化的内
衣专营店；现诚邀国内有实际销售渠道的代理商加盟代理！公司本着“安全、高效、团结、创新”
的宗旨，“诚信正直”的原则努力达到双赢的合作目标。让我们一同 “专注情趣，成就未来”！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内衣
地址：义乌市贝村路 1066 号 3 单元 201 室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SUNSPICE
联系人 (Contact：叶小山
电话 (Tel)：13957932213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sales@sunspicelingerie.com
网站 (Web)：www.sunspicelinger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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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01
深圳市乐伊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IT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乐伊特致力于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创造出更人性化、科技化、高品质的健康产品，打造
健康时尚的情趣生态系统，产品远销全球。
LIT is a professional factory, manufacturing such adult toys as vibrators, cock rings, Kegel
balls and etc. for about 10yrs.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22,000 square meters, which
equipped with first-class production equipment, including mold design and modeling,
injection & silicone molding, dust-free automatic surface treament workshop.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Manufacturer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Sex Toys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星花社区桂花路 217 号 -1
Add:No.217-1 Guihua Road,Xinghua community, Guanlan Street, Longhua new District, Shenzhen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LEVETT、FUN-MATES
联系人 (Contact): 李小姐 /Anna
电话 (Tel):0086 15088131443
职务 (Position)：负责人
电子邮箱 (E-mail)：3077599879@qq.com
网站 (Web)：www.litzg.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D02
深圳市净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gvo Electronic Commerce
Co . LTD
净果是国内领先的成人用品创业平台，致力于推广健康和谐的两性文化，为成年人提供丰富多
样的高品质成人用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民营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情趣内衣、自动售货机的销售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东环一路东吴创意园 4 栋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净果
联系人 (Contact): 林臻平
电话 (Tel): 15626482335
职务 (Position)： 策划主管
电子邮箱 (E-mail)：990121071@qq.com
网站 (Web)：www.jingv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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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03B
东莞市倍乐情玩具有限公司
BEING FETISH CO., LTD
BEING FETISH started its sex novelties business since 1980. Growing up from a small
workshop to a big professional factory, and then build our own brand, BEING FETISH
became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energetic player in the industries.
We aimed at supplying reliable adult novelties to our customers at reasonable cost, over
thousand of toys are available for choosing.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highly functional,
hygienic and safe to bring the greatest sensations and orgasm to our end customer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情趣 SM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田寮工业区永达路 8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Being Fetish
联系人 (Contact): 禹小姐
电话 (Tel): 18899746573
职务 (Position)： 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julie@beingfetish.com
网站 (Web)：www.beingfetish.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D04
杭州盘丝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ansidong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盘丝洞是一家致力于为 B 端厂商提供智能芯片定制服务的企业，同时，盘丝洞还经营着线上
两性交友平台——盘丝洞 APP。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智能芯片、盘丝洞 APP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7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531 室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盘丝洞
联系人 (Contact): 崔佳绮
电话 (Tel):13456603951
职务 (Position)： 市场部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juliet@nidong.com
网站 (Web)：http://nid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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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05
宁波市鄞州万乐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Yinzhou Wanle Molding Technology Co.,Ltd
宁波万乐塑模科技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成人情趣用品的综合性厂家，拥有自己的开发团队和
生产工厂，公司旗下品牌万乐“wanle”一直以来秉承着人性化的设计开发理念，追求完美的产
品品质，所有产品都是经过层层严格的质量检测后才投放到市场。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厂家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姚家浦 5 号
Add:No.5 Yaojiapu,Yulong Town,Yinzhou District, Ningbo City,Zhejiang Province,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万乐
联系人 (Contact): 万阳春
电话 (Tel):13586534033
职务 (Position)： 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467687937@qq.com
网站 (Web)：https://nbwanle.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D10
天津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tianyi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
天津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公司一直致力于成为一家有理想，有灵魂、有核
心价值观的公司，以品牌树立形象，以品质赢得市场，以品位打造一流资源和产品。公司核心
管理团队由高级企业管理人才、医疗系统资深人士、电子商务营运专家组成，从产品研发、生
产，到销售、售后为一体，全面为用户提供专业、商效、极具价值感觉的产品与服务体验。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医疗器械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王串场一号路 60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GRIZZLY、RUSH AROMA UK
联系人 (Contact): 王晶
电话 (Tel):18020019199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tjtysw@163.com
网站 (Web)：www.tjty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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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15
天津市亚马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亚马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注生殖健康领域全网运营商
天津市亚马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为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专业从事生
殖健康个人护理用品的出品商，具有多年产品整合经验和国内外生产及渠道资源，品牌影响力、
行业地位和知名度均名列前茅，也是中国规格最全、品类最多、品质最优、趣味最强、服务最
佳的生殖与性健康个人护理用品供应商。
天津亚马逊公司作为中国最大进口避孕套贴牌和服务企业，是进口避孕套 OEM 专业保姆式服
务商、是高品质、多品种、趣味强、小批量全方位待加工商，全部提供与进口杜蕾斯、杰士邦、
第六感同厂、同车间生产，同等品质但低于原厂价格，多于原厂品种、高于原厂卖点的优质避
孕套产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 6 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F-2-602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亚马逊
联系人 (Contact): 张秀洁
电话 (Tel):13821801848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985324447@qq.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D16
广州辉得望贸易有限公司
WILDONE
WILDONE 是一家集生产，研发于一体的日本企业，有着专业的研发团队，及有权威营销团队
的企业，走进中国市场至今已有九个年头了，一直凭着创新的产品，一流的品质生存于中国市
场的顶尖，也由于有着众多消费者的信赖，产品销量一直不断上升，让我们更有信心致力开发
出更丰富，更精致的产品，回馈给每一位消费者。这就是 Wild One 广州辉得望。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外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09 号之十一 . 十二首层第 8307 铺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WILDONE
联系人 (Contact): 康宁
电话 (Tel):18665015288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sk@ssi-japan.net
网站 (Web)：http://www.wildo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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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17
北京圣亚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SAN-AISA BRIDGE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避孕套，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临河里华业东方玫瑰 SOHO-B 座 603 室
Add：RM 603 BUILDING B HUAYE DONGFANG MEIGUI TONGZHOU DIST. BEIJING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真趣
联系人 (Contact)：刘星
电话 (Tel)：13671310001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3671310001@139.com
网站 (Web)：www.zhenqu.cc

展位号 (Booth No.)：1F D18
缪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Miao Lov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anghai) Co.,Ltd
缪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简称“缪恋国际”是一家专业从事成人用品 / 女性私护产品开发、
设计、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公司，主营久趣及 Angel&coco 旗下品牌的产品。缪恋国际专
业技术人员有着 10 年丰富的产品设计开发经验，懂得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与现有产品存在的不
足。凭借独有的 10 年业内丰富经验，缪恋国际设计师们开发出了各类全新概念产品，深受消
费者的喜爱。缪恋国际还与中国几家大型生产企业合作，在精益求进的开发设计基础上不断提
高产品品质，精选更优质的原料与工艺，保证每个细节体验与用户感受。“就是这一刻初恋般
的感觉”是缪恋人不断的追求。用心位每一位消费者考虑。提供优质超值的品牌产品和服务，
有效促进家庭、社会和谐是缪恋国际的品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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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22
宁波市乐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Lek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乐康成立于 1996 年，主营男女用成人器具，产品种类达 300 多种，销售遍布海内外。
Ningbo Lekang main produce sex toys since 1996.We have more than 300 kinds of
products.We also provide OEM/ODM service.Welcome to vist u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镇楼岩工业区
Add:Louyan development zone,Shangtian town,Fenghua,Ningbo city,Zhejia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OneSweet
联系人 (Contact): 蒋奉
电话 (Tel):13245508285
电子邮箱 (E-mail)：john@lekang96.com
网站 (Web)：fhlk.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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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23
东莞市华期塑料电子有限公司
Welkin Manufacturer
华期塑料電子有限公司 係专业设计与生产成人玩具产品 , 产品 2000 多种 , 营销全球 20 多个
国家。目前我们特别挑选热门产品，成立品牌 CHARMLY TOY , 希望将此高质量产品可以分
享各地销售用户 .
Welkin was founded in 1977 , and set up the factory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sex
toys in 2002. Our factory is located in Dongguan, next to Shenzhen, only 2 hours away by
car from Shenzhen port and Hong Kong port
Our factory’s first management belief: constantly adhere to strictly control quality of
product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products to customers.
Our 8 advantages:No.1. 2000 items sell to over 20 countries; No.2. credit guarantee
of 40-years company; No.3. High quality peers to Europe, USA and Japan standards;
No.4.One year QUALITY GUARANTEE on our products. No. 5. Maximum proﬁt guarantee,
long-term win-win cooperation; No.6. Small quantity order is available; No. 7. New
products every 6 months; No.8. Best customer service
Welkin currently employs over 350 workers. Full departments and equipment enable
Welkin to have huge production capacity, including R&D, Packaging Design, Mold Making,
Plastic Injection, TPE Pouring, PVC Dong Forming, Silicone Production, Electronic
Assembly Manufacturing. All our products are in conformity with CE, RoHS, REACH and
California Proposition 65. 95% of Welkin products are exported. Currently,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more than 20 countries mainly in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Our
factory is highly praised by customers because of good quality of products, reasonable
prices and on-time delivery. We also cooperate with our customer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for exclusivity in their market.Welkin selected out 325 hot sale items from our
2000 items as our brand: CHAMRLY TOY with inventory prepared. Lead time of 7 days
is guaranteed for these items. We would like to cooperate with more distribu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CHARMLY TOY brand products
We sincerely expect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become your most trustworthy and faithful
partner. Welcome to contact us for OEM/ODM cooperatio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成人玩具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颜屋新村 4 巷 2 号
Add: No.2 , Alley 4, Yan Wu New Village , Da Ling Shan , Dongguan, Guangdong ,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Charmly Toy
联系人 (Contact): Ken Tan
电话 (Tel): +86-769-85628326
职务 (Position)： Sales Leader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13926807606
电子邮箱 (E-mail):service@uic1977.com
网站 (Web)：www.uic19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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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24
上海珑力贸易有限公司
Air Forward Co., LTD
AIRFORWARD 是著名的 AV 影像制造商和情趣用品制造商，也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日本情趣用
品综合流通会社。此次 2018 年展会将打造多元化的品牌路线，推出一系列新品，欢迎莅临参观。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Add: 2-19-13-9F,Shinjuku,Shinjuku-ku,Tokyo,Japa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JPT
联系人 (Contact): 杨丽娜
电话 (Tel):021-62278882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info@j-toyz.com
网站 (Web)：www.j-toyz.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D25
东莞市汇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huirun biotechnology co. LTD.
东莞市汇润生物科技是专业生产人体润滑剂、男用喷剂，女用凝露等产品生产加工的公司，拥
有完整、科学的质量体系，东莞市汇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
认可。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润滑剂，喷剂，凝露
地址：东莞市万江区石美社区卢慈涡工业区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萱姿兰
联系人 (Contact)：刘小姐
电话 (Tel)：18028980909
职务 (Position)：销售
电子邮箱 (E-mail)：1204587436@qq.com
网站 (Web)：www.dghuir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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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27
宁波市海曙川宇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Ningbo Haishu Chuan Yu Health Products Co., Ltd.
“Calston Industres lnc”1993 年成立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北约克区。并创立“lady calston”品牌，
公司在加拿大初期只涉及成人用品销售和宣传性爱知识公益事业，后期才逐步发展为独立情趣
用品生产公司，2011 年“lady calston”以合资的方式共同成立“江山市。。。。”正式入住中
国市场， 并开创“INS”(Into sex) 独立品牌。目前 INS 产品远销欧洲、亚洲、美洲多个国家和
地区。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丽园北路 1349 号壹度文化广场 55 号 1602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INS/ 与爱共舞 / 最终幻想 / 蜜舌追踪
联系人 (Contact): 路清林
电话 (Tel):15355126540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529531593@qq.com
网站 (Web)：www.rcry.net

展位号 (Booth No.)：1F D33
东莞市汇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Wiilov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东莞市汇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为一体的成人用品专业制造企业，
工厂面积 3000 多平方米，拥有先进的机器设备，专业的技术人才，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完善
的服务体系。主要产品：男用自慰软胶（无异味 TPR Phthalate-Free）、仿真阳具（无异味
PVC Phthalate-Free，Silicone）等。我们专注中高端成人玩具市场，采用进口原料生产制造，
对产品设计与细节精益求精，为合作伙伴提供专业而高效的一站式服务。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诸佛岭工业区实业路 21 号
Add: shiye 21 Road,Zhufoling Industry Park, Tangxia Town,Donggu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 PRC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Wiilove
联系人 (Contact): 陈喜兵
电话 (Tel):18620115968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Xibing_chen@wiilove.com
网站 (Web)：www.wiil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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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34
深圳市永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永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叶培 , 公司主要经营 wet
stuﬀ 及 interest 品牌的成人用品，是 wet stuﬀ 中国区的总代理，旗下有十多种系列，六十多
款的人体润滑剂，2017 年 wet stuﬀ 品牌 快感促进液在天猫全年销量超过 1000 万。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人体润滑剂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路 22 号 301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wet stuﬀ
Interest
联系人 (Contact): 周涛
电话 (Tel):13632228658
职务 (Position)： 销售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2774905919@qq.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D35
日本御神樱株式会社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合资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润滑油
地址：〒 188-0012 東京都西東京市３－１０－５
Tel ：042-445-0608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HOT
联系人 (Contact）：陈生
电话 (Tel)：13775382779
职务 (Position)：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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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D37
莱珞（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LELO
LELO，创立于 2003 年的北欧情趣用品品牌，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以优雅的设计风格
和出色品质，成为欧美名流的闺中爱物。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外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上海市宛平南路 75 号建科大厦 17 楼
Add: Room 1701 - 1710, Jianke Building, 75 South Wanping Road, 200032, Shanghai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LELO
联系人 (Contact): 戴小姐
电话 (Tel): 15001897080
职务 (Position)：市场部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disney.dai@lelo.com
网站 (Web)：www.lelo.com

展位号 (Booth No.)：1F D38
北京伯伦寰宇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BeiJing The World of Chamberlain Trade
Import & Expert Ce.Ltd.
涩井品牌运营公司北京伯伦寰宇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拥有医疗器械及日用品等经营范围，是
国家重点扶植企业，国家计生委合作单位。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成人器具、润滑剂、喷剂、情趣内衣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北苑街道八里桥京贸国际公寓伯伦寰宇大厦
Add：Beijing City, Tongzhou District Beiyuan Street eight Bridge Trade Beijing Residence
Internazionale Bhelen World Buildi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涩井 Drywell
联系人 (Contact)：佟佳苏乐
电话 (Tel)：13716235715
职务 (Position)：市场部主管
电子邮箱 (E-mail)：1906383440@qq.com
网站 (Web)：http://www.jpdry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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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E01
香港雷霆洋行有限公司
Hong Kong LETEN Matheson Ltd
香港雷霆洋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健康情趣理念的倡导者。广州雷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雷霆品牌的中国运营机构。公司奉行专注、高标准、创新的企业文化，产品力是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创始人团队均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凭借着对消费者需求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市场环境
的精确把握，公司产品不但充分迎合用户需求，还运用创新思维，赋予产品更具时尚美感的设
计、更安全舒适的材质以及更具乐趣、愉悦快感的使用体验，很快就赢得广大用户的喜爱。
同时，雷霆充分整合资源，快速建立及整合了七个生产中心及研发中心、品质实验检验中心、
全球服务中心等。成为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化大型情趣用品公
司。仅仅用了不足 5 年的时间成为了知名的情趣用品品牌，目前，雷霆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中国，雷霆已成为天猫、淘宝、京东等主流网络平台销售指数热度领先的情趣品牌！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东方明珠花苑明思楼 2 楼
Add:mingsi building,2nd ﬂoor, south baiyun road NO1033,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china.
联系人 (Contact):Joy
E-mail: Joy@leten.com.cn
Skype: joyxy2015
网站 (Web)：www.leten.com.cn

展位号 (Booth No.)：1F E02B
爱迷尔保健品有限公司
Amier Sextoys Company
爱迷尔保健品有限公司位于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三角南翼的
经济贸易中心，在水，陆，空等方面的运输条件上都有一流的优势。
本公司拥有资深研发团队和高效的生产队伍，专注于性保健器具的设计，制造和销售。我们产
品有：女用器具，男用器具，调情系列，充气真人玩偶，等等，款式众多，供君选择。本公司
产品的安全性，经国家卫生部门的检验合格。
我们视品质，信誉，服务，创新为企业的生命！我们重视每一位客户的需求，为您提供最优质
的服务！
宁波爱迷尔保健品有限公司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希望与你们建立稳定的合作关心，共
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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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1F E05
深圳市迪赛睿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Diesel Health Development Limite Compan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用品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莲花路 137 号格塘电商园 1 栋 412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SEXY GIRL 秒潮
联系人 (Contact): 何义
电话 (Tel):18718688886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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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01
宁国拓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ING GUO TUO SAI TE THE SMART
TECHNOLOGY CO.,LTD
宁国拓赛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已经集设计开发，模具制作，成产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专业成人玩具厂家。公司专业生产 TPE 软胶，硅胶，男用，女用，调情等各类成人玩具，产
品设计独特，材料品质过硬，服务周到，价格合理，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欢迎各界人士考察
合作。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千秋路 13 号。
Add:No. 13 Qian Qiu Road, Ningguo, Anhui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拓赛特
联系人 (Contact): 张伟洲
电话 (Tel):13336782725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zhangweizhou0402@163.com
网站 (Web)：www.ngtst.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A02
上海常文商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Chang Wen Trading Co.,Ltd
上海常文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 公司注册资金 300W，公司办公地址位于交通便利
的上海市宝山区，经营范围有玩具、成人用品、电子产品、医疗器械销售以及经营电子商务；
其中成人用品为主要业务，上海常文商贸有限公司拥有该行业优质的产品、专业的销售和售后
服务团队。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路 911 弄 11 号 2 号楼 208 室
联系人 (Contact): 杨云杉
电话 (Tel):13918105505
职务 (Position)：董事
电子邮箱 (E-mail)：13918105505@139.com
网站 (Web)：www.shcwto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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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03
东莞市嘉润兴实业有限公司
Dongguan JRX Industrial Co. Ltd.
东莞市嘉润兴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成人用品电子产品液态硅胶全包胶工艺的厂家。
本公司集产品设计、研发、模具设计、模具制造、电子产品液态硅胶全包胶生产的专业生产企业。
Dongguan JRX Industrial Co. Ltd.is a factory which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adult sex
electronicproducts with liquid silica-whole covered technology. JRX is professional
in products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old design, mold making, electronic
products with liquid silica-whole covered technolog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producer, dealer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adult sex product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大草坊振兴路 2 号 B 栋 4 楼
Add: 4th Floor, Building B, No.2 Zhenxing Road, Dacaofang, Dongcheng District,
Donggua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JRX
联系人 (Contact)：李秀芳 Ms.Venessa Li
电话 (Tel)：86-13926818612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info_jrx@163.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A13A14
深圳市乐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ec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华顺工业园 6 栋 4 楼
Add:4th Floor,Bulding No.6,Huashun Indusrtial Park,Guangming District,Shenzhen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echains
联系人 (Contact):Eric Dai
电话 (Tel):18675555180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sales@lechains.comec
网站 (Web)：www.lecha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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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18
苏州艾丝葵商贸有限公司
艾丝葵源自台湾性感内衣世家，
始终坚持“因精制而精致”，将流行与性感并重作为品牌的设计导向，并一路倡导着“精致情趣
舒适生活”的健康生活理念。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内衣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胜路 801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艾丝葵
联系人 (Contact)：吴泓柏
电话 (Tel：18662681115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33821586@qq.com
网站 (Web)：eyesqueen.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A21
深圳市蜂飞扬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独家代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预防 HPV 的水基润滑液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路 1013 号朝花大厦南座 707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DIVINE 9 弟旺 -9
联系人 (Contact): 刘大刚
电话 (Tel): 13005467175
电子邮箱 (E-mail)：870251205@qq.com
网站 (Web)： www.pleasure-rw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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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22
武威市威乐乳胶科技有限公司
Wuwei Weile latex Technology Co. Ltd
武威市威乐乳胶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历史文化名城武威市，是西北唯一一家天然胶乳橡胶避孕
套生产企业，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推广为一体的现代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民营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避孕套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永昌镇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园区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威武
联系人 (Contact)：张飞
电话 (Tel):13901120065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展位号 (Booth No.)：2F A23
宁波多福尔贸易有限公司
NINGBO DOLL-FOREVER
TRADE CO.,LTD.
In 2016, the doll forever team entered the entity doll industry with full enthusiasm.
In this industry, it seems that we are a new and young company, but actually we are not.
Many of our team members are doyen people in real sex doll industry, we ﬁrmly believe
that only with the most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he most complete service can create the
best customer experience.
Customer experi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customer's reputation is the best
advertising, and customers are the best spokesperson. This is not just the idea of Doll
Forever, but also the pursuit of each employee of Doll Forever.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实体娃娃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穿路 1811 号金融硅谷产业园 8 号楼 2605 室
Add: Room 2605 Building 8 Finance Silicon Valley Industrial Park No.1811 NingChuan
Road, Yinzhou District-Ningbo-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宁波多福尔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 (Contact): 邬少游
电话 (Tel): 15381901050
职务 (Position)： 销售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kimi@doll-forever.com
网站 (Web)：www.doll-fore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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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24
宁波亚美塑胶有限公司
Ningbo Yammy Plastic Co.,Ltd
本公司专业生产高档无味男用自慰器，专注于男用倒模 15 年
Focus on making men masturbator toys for 15 years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男用器具 Man Masturbator(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
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莼湖镇下陈荷花芯 5 号
Add: Xiachen Village, Fenghua District, Ningbo City ,China
联系人 (Contact): 陈丽丽
电话 (Tel):15957856926
职务 (Position)：销售
电子邮箱 (E-mail)：yammytoys@hotmail.com
网站 (Web)：https://nbyammy.en.alibaba.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A45
欧瑞纳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AURA TRADING CO.,LTD
欧瑞纳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人民币，位于中国经济特区（鹏
城深圳），我公司主要经营日用品、艺术品、工艺礼品、电子产品、户外用品的批发与零售，
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国内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成人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香港九龙旺角西洋菜南街 2A 银城广场 19 楼 1906 室
Add: Room 1906, 2A Ginza plaza, Saiyuang choi st south, Mongkok, Kowloon, HK.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ieradove/Wet/Porn hub
联系人 (Contact): Natalie
电话 (Tel): +852 6303 6995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natalie@aurachina.cn
网站 (Web)：http://aura.sx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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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50
上海乐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Realov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REALOV（睿乐）——专注于智能情趣用品以及男用助勃系列产品的生产和研发。生产基地位
于中国上海，我们致力于将产品的安全性，功能性和时尚相结合，多款产品具有世界领先地位。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嘉松中路 799 弄 26 号 3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REALOV
联系人 (Contact): 宋欣
电话 (Tel):021-69785619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rosa@realov.com
网站 (Web)：www.realov.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A51A
深圳邦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tate energy Electronics Co., Ltd
深圳邦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我们的信念：我们用心为每一位消费者考虑，我们注重每一个细
节，提供优质超值的品牌产品和服务，有效促进家庭、社会和谐是邦能公司的宗旨。确保我们
的品牌实现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用心取悦生活。让生活持续激情！我们的经营理念：与我们
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中国市场，共享成功。我们的服务理念：微笑、高效、诚信、简洁、热情、
专业，优质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确保您买得放心，用得安心。主要产品：初辰男士外用喷剂，
初辰男士劲能喷剂，初辰女性抑菌喷剂，初辰女性外用凝露，初辰芦荟润滑剂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品牌商
地址：广东省 深圳市 宝安区 松岗镇松河北路 8 号梓业楼 2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初辰
联系人 (Contact): 唐汉明
电话 (Tel):15999552619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970375900@qq.com
网站 (Web)：https://faobnl.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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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51B
陕西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anxi shijiu biotechnology co., ltd
陕西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古城 - 西安，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专注成人健康高端私护产品综合型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男用喷剂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丰园小区 2 期 15 号楼 A 幢 2 单元 1406 室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时久（LongTime）
联系人 (Contact): 王宝康
电话 (Tel):13651899045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381760236@qq.com
网站 (Web)：http://www.znuotoy.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A52
深圳市妍爱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love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妍爱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成人情趣按摩器的专业公司，是香港妍爱（Y.love）在大陆
的分支。公司成立 5 年以来，一直以行业文化为依托，以科技为元素，注重体验感及安全，产
品远销世界各地，目前深受全球用户的喜爱！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新木新园九号二楼
Add:No.9,Xinmu xinyuan Industrial Park,Pinghu Longgang,Shenzhen City,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妍爱
电话 (Tel):13316462966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
网站 (Web)：http://www.szyanai.com/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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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54
上海百晓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BXM Info Tech. Co. Ltd.
上海百晓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性健康产业 B2B 行业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与传统
媒体相结合，先后创建并运营性商网 ( www.ChinaSexQ.com) 和《性商》。
业内数百家知名企业依借百晓猫性商平台快速拓展业务。
百晓猫性商网也是行业公认的展会协办媒体。
Beneﬁt for you
* Establish and convey your brand spirit in China adult industry
* Save time and energy on business development
* Maximize eﬀect and minimize cost
What we do
We provide information to clients not only on trading but also business consult and
industry activity.
Industry activities
Exhibition choice
Business trading introduction
Business development consul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行业媒体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行业平台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2088 号汇银广场南楼 1306 座
Add: 2088 Huashan Rd. Rm1306,Shanghai,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百晓猫性商
联系人 (Contact): 金先生
电话 (Tel): 021-64387088
电子邮箱 (E-mail)： jinqing@chinasexq.com
网站 (Web)：www.chinasex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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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A62A63
深圳潮影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Shenzhen Chaoying Art Culture CO.,LTD
Professional silicone dolls, intelligent dolls factory. welcome to consul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性玩偶、实体娃娃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大亚湾西区启懋工业园 H 栋二楼
Add: 2rd Floor. H Building.Qimao Industrial,West of Dayawan,Huiyang District,Hui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MYDOLL
联系人 (Contact): Suki Cheng
电话 (Tel):+86 13651429009
职务 (Position)：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2918780672@qq.com
网站 (Web)：www.cymydoll.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A64
青岛灰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青岛灰熊是一家集研发、设计、销售为一体化的情趣用品新生代公司，公司旗下品牌“扈太医”
“灰
熊”“谢妮亚”主营中式男性喷剂、石墨烯安全套、情趣内衣，改善提高夫妻生活质量！我们的
目标是致力于生产“原创而令人满意的、精益求精的、持续创新、杰出”的情趣用品，为客户提
供高品质、高质量、优秀的产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男士喷剂、安全套、情趣内衣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联系人 (Contact): 王先生
电话 (Tel):1766395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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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B02
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
Hangzhou Netease Yanxuan Trading Co.Ltd.
网易春风，网易严选旗下原创情趣用品品牌，致力为亚洲年轻人提供更真实的体验、更勇敢的
创新、更舒服的材质以及更有趣的尝试。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安全套、成人器具、润滑油
地址 :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 599 号 4 幢 410 室
Add:Room 410, Building 4, No.599, Wangshang Road, Binjiang District, Hangzhou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网易春风
联系人 (Contact): 吴敏
电话 (Tel):15889933172
职务 (Position): 品牌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wumin02@corp.netease.com
网站 (Web):www.tryfun.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B04A
金翊国际有限公司
Gold Camlet Co.,Ltd
金翊国际有限公司位于台湾彰化县，成立近 30 年：主要产品为性感连身衣、缇花裤袜、类似
大腿袜、丝袜、网衣、网袜等产品。
Gold Camlet Co.,LTD was founded in 1984 and produced a wide range of sexy lingerie,such as
body stocking,teddy suit,club wear,baby doll etc. We have good repitations with all of our clients
because of excellent quality,superior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Besides keep innovating design
more series of lingerie, we also establish our own brand“IMPULSE”in 2012.We called the“IMPULSE”
was
the woman’s second skin and hopes use it accessing to the global marke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情趣内睡衣、网袜、网衣
地址 : 彰化县田中镇公馆路 234 号
Add:No,234 Gongguan Rd.,Tianzhong Township,Changhua County 520,Taiwa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IMPULSE 联系人 (Contact): 卢上棋 电话 (Tel):886-4-8755956
职务 (Position): 业务 电子邮箱 (E-mail):jinyih.a0309@msa.hinet.net
网站 (Web)：www.impul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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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B04A
瑞宏紡織有限公司
JUIHUNG TEXTILE CO., LTD.
瑞宏紡織有限公司創業成立於 1988 年 , 產品設定在聚醯胺纖維褲襪 (Polyamide Tights) 及連
身衣 (Knitting Bodystocking) 代工生產和品牌行銷 . 主要市場為俄羅斯、日本及中東 , 結合流
行趨勢和設計師規劃 , 秉持 MIT 精神把產品帶往全世界和國際接軌 . 專業攝影師和多位專屬模
特兒策略行銷 , 網路推波助瀾下 , 將一步步開發中國市場而努力 . 並積極開發特殊纖維和穿載
設備在紡織產品上的運用。
Juihung Textile Co., Ltd. exports all over the world: Japan, China, Russia, Germany,
Australia, England, France, Canada, Poland and USA. Juihung is a main manufactory
with best quality, huge productive capacity and short lead-time of tights and seamless
garments in Taiwan.Though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thousand diﬀerent kinds of items in
our catalogues, Juihung also make new and exclusive designs accordingly to customers'
specific requests. At Juihung clients can find customer oriented services, ready to
satisfy whatever request, both of the small distributor and of the big buyer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產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內衣
地址：彰化縣社頭鄉埤斗村北源巷 11-5 號
Add:NO.11-5 BEIYUAN LN.,SHETOU,CHANGHUA,51105 TAIWAN(R.O.C.)
联系人 (Contact): 蕭志銘
电话 (Tel):+886-937238036
职务 (Position)：經理
电子邮箱 (E-mail)：juihung.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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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B04A
统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Tung Tung Enterprise Co.,Ltd
统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制造袜子的经历在台湾业界已超过 37 年，主力生产性感网衣、大腿袜、
网袜、丝袜、性感配件，并为多国大厂提供专业品牌，原料、设计、生产、品管、包装都原汁
原味来自台湾，依照人体工学，欧洲工艺织造，销售地点扩及各省，欢迎批发商、经销商和电
子商务接洽。
Tung Tung Enterprise Co.,Ltd.was founded in 1981.
We have been in the socks manufacturing business for over 37 years.
We oﬀer O.E.M.and O.E.M. service for many big companises.
We named the new brand as “TOYLACE”to produce all kinds of woman ﬁshnet hosiery.
Wholesale and Retail are welcom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内衣 , 连身袜，性感袜类 Lingerie,Bodystockings，Stockings
地址：彰化县社头乡广兴村中山路一段 642 号
Add:No.642,Sec.1,Z Zhongshan Rd.,Shentou Township,Changhua County 511,Taiwa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桃色蕾丝 Toylace
联系人 (Contact): 叶艳凰 Grace Yeh
电话 (Tel):886-4-8736639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bbsid445@msl6.hinet.net
网站 (Web)：http://www.tung-tung.com.tw

展位号 (Booth No.)：2F B09
广州如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chun bio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如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专注成人用品。为用户提供高品质，安全可靠的产品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站前横路 110 号
Add: No. 110, hengqian road, yuexi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QTTO
联系人 (Contact): 李驰
电话 (Tel):13926499311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939507556@qq.com
网站 (Web)：www.qtt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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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B18
宁波网趣贸易有限公司
伊性坊是国内正规、领先的分销平台，目前代理市面大多数主流情趣品牌，同时是谜姬，霏慕，
对子哈特，ZALO 等品牌的中国区独家总代理。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情趣内衣、安全套、润滑剂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雁荡西路 1 号文创园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谜姬、霏慕、对子哈特
联系人 (Contact)：陈温西
电话 (Tel：13587666935
职务 (Position)：公司负责人
电子邮箱 (E-mail)：cwxi@zuiqingfeng.com
网站 (Web)：http://www.yxfshop.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B22
石家庄正天科技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ZhengT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石家庄正天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成人用品生产厂家，并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CE
REACH ROHS 认证。产品分为男女性趣具、润滑剂、情趣内衣。公司为外商客户提供贴牌生产、
开模生产及来样加工业务。我们一向以质量为根本，以诚信为宗旨，为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
满意的服务。
ShiJiaZhuang ZhengT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China) is an adult products
manufacturer which is dedicated to research, mol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OEM.
We get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ﬁcate and the CE REACH ROHS
Certiﬁcate. Our products include sex toys, lubricants and lingerie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槐安东路 25 号
Add: No.25, HuaiAn East Road, Qiaoxi District, Shijiazhuang, Hebei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正天
联系人 (Contact): 郑浩
电话 (Tel): 13931107014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zh88991@126.com
网站 (Web)：www.zhsext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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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B24
温州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Met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温州 Met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自主设计、研发为主创新型公司，我们有自己独立研发设计
团队，自主专利以及稳定的生产加工厂。我们宗旨：打造健康环保的高品质产品，贴合人体构
造更大力度发挥产品特性，促进爱人之间的和谐生活，让您享受生活享受爱。温州 Met 是你
身边的情趣专家，再一次遇到爱。
Wenzhou Met technology Co., Ltd. is a innovation form company based on independent
desig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 have our own design teams, patents and also
stable processing factories.Our Vision: To Create Healthy and also Environmental highquality products, to ﬁt the human body structure to exert 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more
vigorously and also promote a harmonious life between lovers, so that you can enjoy life
enjoy love.Wenzhou Met, the love Experts around you. Meet love agai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二中北路 191 号 A 栋二层
Add: The 2 ﬂoor of Building A, No. 191 Erzhong North Road, Shuitou Town, Pingyang of
Wenzhou, Zhejiang Province.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MET
联系人 (Contact): 黄奇豪
电话 (Tel): 135 8798 8853
职务 (Position)：CEO
电子邮箱 (E-mail)：Hugo@metagain.net
网站 (Web)：www.metagain.net
Web (2): www.metagain.com.cn

展位号 (Booth No.)：2F B26
金华市优色贸易有限公司
金华市优色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化妆品、润滑油、卫生用品、消毒用品、日用品等产品。本
公司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一体的多元化企业 .
地址：浙江省婺城区宾虹路 1939 号 1 幢 109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独爱
联系人 (Contact): 章建
电话 (Tel):13033667777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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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B36
广州少中商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ao zhong trading co. LTD.
广州少中商贸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100 万，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健康情趣用品公司。公司专注成人健康情趣用品，提供线上线下的服
务支持，为广大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并凭借着自主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凝聚了大批实
力商家加盟进驻，迅速在全国形成完善的经销网络，深受消费者追捧信赖。公司今后将继续秉
承“建质量之基，创诚信之业”的精神，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健康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液。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富力金港新城金熙二街 4 号 403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TSN/ 丁仕倪
联系人 (Contact): 何泳琴
电话 (Tel):18027305428
职务 (Position)：后勤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279570401@qq.com
网站 (Web)：www.gzshaozhong.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B38
深圳市中德博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urn Technology,.Ltd
仙境（wonderland）是为爱与美丽创造的时尚情趣用品品牌。
仙境旗下产品均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所有产品都申请了外观专利，产品品质通过国际级别
CE、ROHS 等权威认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仙境
联系人 (Contact): 胡小姐
电话 (Tel):13316943652
职务 (Position)：
电子邮箱 (E-mail)：mail@burn.com.cn
网站 (Web)：www.bur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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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01
深圳市赛洛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injoys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赛洛诗，隶属于深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出智能情趣机器人，打造出
男性健康用品、女性情趣用品等系列产品。
Sinjoys was founded in 2016, it is a subsidiary of Shenzhen Urban Investment Group
Co,ltd. We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nd researching sex toys, including female
vibrators, male masturbators, artiﬁcial intelligent sex dolls etc. Our mission is strive to
develop the newest generation health products to improve customer's life experience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生产与销售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东路 5 号广仁大楼
Add:Guangren Building, 5# Meilin East Road,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联系人 (Contact): 林智慧
电话 (Tel):13418985052
职务 (Position)： 策划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396761341@qq.com
网站 (Web)：http://www.sinjoys.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02
东莞市梦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Meng L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步步高大道 124 号 A 栋 303
联系人 (Contact): 罗东平
电话 (Tel):+86-15019176275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2151567@QQ.COM
网站 (Web)：WWW.dgmenglin.cn

69

展位号 (Booth No.)：2F C03C04
深圳市名器玩具有限公司
Dephylo International Limited
深圳市名器玩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成人性玩具，性保健和性医疗器械的全球性公司，公司
具有 10 余年为全球高端客户提供从产品设计到物流整体方案的经验，并致力于业者建立中国
性玩具行业的行业规则，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厂家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器具
地址：广东省深圳坪山金田路 287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Xtoyking
联系人 (Contact): 何丽英
电话 (Tel):13433443213
职务 (Position)： 业务主管
电子邮箱 (E-mail)：Sales3@xtoyking.com
网站 (Web)：http;//www.Xtoyking.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06C07
深圳市心创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chuang technology co., LTD.
ROMANT，专注情趣，只为爱。 ROMANT 于 2006 年在中国深圳创立。ROMANT 引以为傲
的是 ROMANT 以无可挑剔的品质、近似苛求的工艺，正以引领情趣用品的潮流设计，向世界
呈现最美的情趣用品，目前已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同。
ROMANT, focus on fun, just for love.ROMANT was founded in shenzhen, China in 2006.
ROMANT proud is a ROMANT with impeccable quality, almost demanding process, is to
lead the tide of sex toys design, present to the world the most beautiful sex toys, has won
the broad customers approval.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按摩器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六道 36 号彩虹科技大厦 519 室
Add:Room 519, rainbow technology building, no.36, gaoxin north,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Romant
联系人 (Contact): 隆尚怡
电话 (Tel):15111470733
职务 (Position)：国内业务员
电子邮箱 (E-mail)：long@dream-novelty.com
网站 (Web)：www.dream-nove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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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08C09
英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joy technology Co.,Ltd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成人用品，震动棒，跳弹，SM 等产品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222 号
Add:No.222 Tiantong road yinzhou distrit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英久
联系人 (Contact):;Leo
电话 (Tel):0086 13587997558
职务 (Position)：销售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leo@enjoylove.net
网站 (Web)：www.enjoylove.net

展位号 (Booth No.)：2F C10C11
深圳市夏奇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SHAKI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深圳市夏奇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是最早获国家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证和医疗器械销售许可证的生产厂家，首家获得广东省医管理局批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的企
业。当前夏奇在追求产品高质量的前提下更提出了健康生活的新概念产品。
Shenzhen Shaki Industrial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95.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haki has held legal licences gran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Medical Supervisory Bureau
to manufacture, register and distribute sex toys, adult novelty items, and sexual health
medical devices, making us oneof the first factories in China to attain such prestige.
Shaki is a leader in the sex toys industry both with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owna large amount of the production of sex toys , with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growth
in the sex toy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 生殖健康产品 , 医疗器械 ,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高尔夫大道石马径社区新湖路 30 号
Add:30 XINHU ROAD, GOLF AVENUE, GUANLAN,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夏奇
联系人 (Contact): 方鹏旭
电话 (Tel):18926787499
电子邮箱 (E-mail)：derek@sha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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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12
深圳市华一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Huayi Transmission TechnologyCo.,LTD
深圳市华一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公司旗下品牌“AISNN”系列产品都是由世界顶
级设计团队经过多年倾心打造，运用高科技技术，极具匠心推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直线抽插成
人情趣用品，AISNN 的横空出世，颠覆了成人情趣用品传统技术，引领行业走向前所未有的
高度并使之成为未来行业标杆！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上李朗科技工业园 3 栋 3 楼 B 座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爱思尼
联系人 (Contact)：黄仲冬
电话 (Tel)：13927413295
职务 (Position)：董事长
电子邮箱 (E-mail)：aisnnservice@163.com
网站 (Web)：www.aisnn.cn

展位号 (Booth No.)：2F C13C14
江苏爱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Aigirl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江苏爱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7 年，坐落在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沿海新兴工商业
城市“江苏 • 盐城”，滨海县欧堡利亚高新技术产业园内，占地面积近 8000 ㎡，拥有全封闭式
的万级净化车间、独立实验室、全自动无菌灌装封装流水生产线、先进的科研生产设备、严格
的欧盟检测标准的检测设备，是一家集科工贸一体的专注健康技能产品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消毒剂、洗液、润滑剂、卫生湿巾、抑菌喷剂、抑菌凝露、卫生用品、成人计生
用品的 OEM 代加工， ODM 项目服务合作，行业涵盖药店、成人用品、计生用品类、酒店旅
游用品等场所。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润滑剂、消毒剂，抑菌喷剂、成人器具等
地址：盐城市滨海县城上海科技园纬三路北侧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JOKER
联系人 (Contact): 王建全
电话 (Tel):18051680855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851503025@qq.com
网站 (Web)：www.ai-gir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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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16
福州知性电子有限公司
Fuzhou zsex Electronics Co., Ltd.
我司成立于 2008 年 9 月，致力于打造礼品快速时尚新模式，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创
意产品 . 我们的设计宗旨自然，温暖，时尚，趣味的设计风格诠释了欢快温暖和爱的主旋律，
把羞涩传统的完全掩盖，我们把大部分人的好奇和羞涩用一种活泼的消除戒心的方式呈现，让
大家更容易接近，让生活更便捷更情趣 . 我司一直努力把低俗的形象，破旧的门面，简陋的货架，
总会和“黄色”粘上边的性用品变成一种时尚，个性，趣味的礼品日用品，摆上商场的货架，搬
上超市的柜台。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女性健慰炮机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橘园洲工业区 59 栋 4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知性
联系人 (Contact): 陈金池
电话 (Tel):18650084840
职务 (Position)：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76381928@qq.com
网站 (Web)：fzhszsex.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17
临沂市河东区金博特保健品厂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情趣内衣 男用喷剂 安全套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蓝即速 动感空间
联系人 (Contact): 李先生
电话 (Tel):1506495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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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19
日本 LULU 株式会社
Japan Lulu Co.,Ltd.
日本 LULU 株式会社是一家专注发展成人用品全品类产品的科技创新型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等
地址：日本东京都中央区银座 6-12-10
Add:6-12-10 Ginza Cho-ku Tokyo-to Japa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噜噜
联系人 (Contact): 吕正
电话 (Tel):18614075626
职务 (Position)： 产品部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18614075626
电子邮箱 (E-mail)：lvzheng@51lulu.com
网站 (Web)：https://www.lulu.ne.jp

展位号 (Booth No.)：2F C20
天津倍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倍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在滨海新区注册的集技术研发与生产型的企业；研发项目主要
以生物、植物针对女性生殖健康和护肤美容产品；主要以生产女性生殖私密抗抑菌护理的消毒
卫生产品如：凝胶、液体和用于人体肌肤的植物抗抑菌产品为主。也是亚洲地区唯一获得美国
DKT 国际机构授权和技术支持的生产型企业。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安全套、润滑剂、女士凝胶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
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华苑产业园区（环外）华鼎新区 1 号 16 号楼 2 门 501-4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dkt internationsl
联系人 (Contact): 程建明
电话 (Tel): 13920384338
职务 (Position)：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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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21C22
东莞市小世界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SMALL WORLD NOVELTIES CO.,LTD
Small World Novelties is a Dongguan based sex toy Factory founded in 2017.
This is a start up developed by a team of Sex Toy Industry professionals with wide
experience in diﬀerent ﬁelds, from production to overseas marketing, that thought that
things can be done in a diﬀerent way.
We wanted to start this project from the customer perspective, instead of the production
perspective with total awareness of our market needs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service but
maintaining the cost eﬃciency derived from producing in China.
We offer a product range with appealing designs, outstanding technology, quality
reliability but low prices.
On the service side, our core competence is the easiness of communication we can
provide to our customers as we think on their same direction, making cooperation way
less time and energy consuming.
The output of all this, is real raise on the profit /risk ratio on our customers buying
proces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凤岗镇浸校塘中顶通讯工业园 C 栋
Add: C building, Zhongdingtongxun Industry park, Jinxiaotang, Fenggang,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联系人 (Contact): 张先生
电话 (Tel):13699777807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3699777807@126.com leslie@sw-novel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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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23C24C25
抚顺欲春堂有限公司
Fushun Blisswater Brand Management Co., Ltd
抚顺欲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男用喷剂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推广为一体的综合性
公司。
Marketing company and Manufacturer of natrual formula Men’s delay spray and wip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和经销商 Manufacturer and Marketing company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男用喷剂和男用湿巾 Men’s Delay Sprays and Delay Wipes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梅河路 61 号
Add:No.61, Meihe Road, Shunchegn Disctrict, Fushu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延时龙水
logo:
联系人 (Contact): 金赫超
Hechao Jin
电话 (Tel):130 5018 6018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735063865@qq.com
网站 (Web)：www.xiangjiu.cc

展位号 (Booth No.)：2F C26
东莞市美香日用品有限公司
Beauty-Soaps Commodity Co., Ltd.
东莞美香是集研发、生产加工为一体的专业厂家，产品包括润滑剂，玩具清洁液，洗护用品、
情趣手工皂等，提供 OEM/ODM 服务。
Beauty-Soaps Commodit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health care, skin care
and cleansing products, integrate with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We provide
OEM / ODM services for Lubricants, Toy cleansers, Wash & lotion, Handmade soaps Etc.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批发商、独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润滑剂、安全套润滑液、按摩油、玩具清洁液、 情趣香薰等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社区长富路厂房
Add: Factory Building, Changfu Road, Ludong Country, Humen Town, DongGuan City,
P.R.China
联系人 (Contact): 苏鸿坤
电话 (Tel): 0769 85727168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dam@dgmxryp.com
网站 (Web)：www.dgmxry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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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27C28
深圳橙爱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hengAi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橙爱科技，原创硅胶仿真人偶制造商，智能伴侣机器人研发者；立志做出全球一流的仿真
人偶和智能伴侣机器人。

展位号 (Booth No.)：2F C29
邯郸市凯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Handan Kailin Sanitary Products Co.Ltd
公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代工定制为一体的新型化企业。主打产品以男士外用喷剂、人体
润滑剂、个人护理为主，公司占地 7000 余平方米，拥有十万级净化无菌车间和多个现代化洁
净车间。拥有自主生产配方和生产技术设备。倡导健康新概念，创造健康新生活。期待您的来访。
The company is a new type of enterprise which integrates scientiﬁc research, production,
sales and customizing. The main products are mainly male external spray, body lubricants
and personal care. The company occupies an area of more than 7000 square meters, and
has one hundred thousand level sterilized aseptic workshops and several modern clean
workshops. It has independent production formula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The new concept of health is advocated to create a healthy new life. I look forward to
your visi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科研、生产、销售、代工定制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外用男士喷剂 人体润滑剂 卫生护理液、代工定制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长安路东端
Add: East end of Changan Road, Feixiang District, Handan, Hebei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凯琳
联系人 (Contact): 肖进军
电话 (Tel):13303088562
职务 (Position)：销售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391315563@qq.com
网站 (Web)：https://hdkailin.1688.com/ http://www.kailin1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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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30C31
天津瑞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hina Tianjin Recare.com.cn
RECARE 品牌源自欧洲，以呵护青少年生殖健康，畅享阳光生活为创始理念。在欧洲 20 年
的推广传播中，Recare 获得了国外青少年及关爱青少年组织的一致认可和信赖。“Take it as
Cocacola”-“像喝可乐一样自然”是我们致力于在年轻一代中推广安全套使用的终极目标，也
是 Rcare 品牌的创立之本。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城街盛津园 13-3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recare
联系人 (Contact): 王忠
电话 (Tel):13820375099
职务 (Position)： 经理

展位号 (Booth No.)：2F C33
台州市椒江情网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TAIZHOU QINGWANG HEALTH
PRODUCT CO.,LTD
台州市情网保健用品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0 年，我们是专业的成人用品器具厂商。品牌新侣，
产品主要有：智能加温棒、电磁冲击棒、跳蛋及软胶产品。
Established in 2010,Taizhou Qingwang Health Product Co.,ltd are professional adult toys
manufacturer.Owning self brand XINLV,Our core competitiveness is Intelligent heating
vibrator、thrusting vibrator、Battery massager、Rechargeable massager etc.XINLV is
always with you to oﬀer professional pre-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新侣 xinlv
联系人 (Contact): 姚军
电话 (Tel):13857663665
职务 (Position)： 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zjqwxinlv@163.com
网站 (Web)：Http://www.zjqwxinl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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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33
台州市品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品姿
联系人 (Contact): 吴荣章
电话 (Tel):18958625623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944036214@qq.com
网站 (Web)：www.mqstww.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34
潍坊龙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专业生产男士外用延时喷剂 12 年，纯中药配方，效果稳定。公司拥有无菌车间，全自动
生产线，可提供代工服务，欢迎有志之士来商洽。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男士外用喷剂，润滑剂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
情趣内衣 )
地址：山东潍坊临朐县华特路工业园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龙韵金尊
联系人 (Contact): 李宪刚
电话 (Tel):18660638300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longyunshengw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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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38
东莞市刁氏塑胶玩具制品厂
Dongguan City DIAOSHI Plastic toy products factory
刁氏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专业生产各种性玩具。凭借我们一流客户的理念与客户合
作，推出新产品，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Founded in 2004 ,DiaoShi Industry Limited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all kinds of
sex toys.We has received good reputation based on our top customers's ideas work with
customers to decelop new products.

展位号 (Booth No.)：2F C39
蜜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SISTALK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蜜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4 月，是一家专注于女性健康愉悦体验的移动互联
网创新公司。主要产品为小怪兽 Monster Pub 系列。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品牌方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66 号远洋新干线 A 座 509
Add: Room 509, Block A of Oceanexpress, No. 66 of Xiaguangli,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蜜曰
联系人 (Contact): 周先生、司先生、陈先生
电话 (Tel):17710340260、13581585278、18602474757
电子邮箱 (E-mail)：yang.zhou@sistalk.com、yubo.si@sistalk.com、hao.chen@sistalk.com
网站 (Web)：http://www.sistal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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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40
深圳布吉岛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Jdoll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布吉岛科技有限公司坐立于深圳宝安区，旗下品牌有“布吉岛”，“欢色”我司是一家专业的
成人用品生产工厂，工人 200 多人，厂区 5000 平方，具备研发，生产能力，工贸一体的现
代化企业！期待各位莅临指导！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实体娃娃 男用器具 阴臀倒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白石厦西区 c9 栋
Add: Shenzhen baoan district fuyong town, west white stone mansion c9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BJdoll
联系人 (Contact): 车瑞锋
电话 (Tel):13088845105
职务 (Position)： 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
网站 (Web)：www. https://adultwawa.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41C42
广州市麦艾斯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Mai Aisi(Maiaisi)Rubber Products Co.Ltd
广州市麦艾斯（Maiaisi）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致力于个人隔绝卫生防护用品、理疗保健用品听
研发、设计、营销及售后服务。是一家敢想、敢做，勇于创新，富有朝气，充满活力和生命力
的新生代企业。公司旗 拥有多个知名安全套品牌。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经销商、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安全套、成人器具
地址 : 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 1265 号 203 铺自编 202 房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麦艾斯、JOKO
联系人 (Contact): 杨文娟
电话 (Tel):13533152850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620943588@qq.com
网站 (Web):www.maiais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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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43
青岛麦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麦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于一体的科研生产企业。
公司主要为国内品牌运营商提供 OEM,ODM 一站式贴牌服务，目前已于人福医药、广橡集团
等国内多家知名品牌战略合作。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水溶润滑剂 卫生用品 男士外用延时 女士外用助情 人
体润滑剂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青威路 1 号
联系人 (Contact): 于洋
电话 (Tel):13869880884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391017275@qq.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45
义乌蓝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yiwu blue bay leather company
义乌蓝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主要是情趣用品、情趣皮鞭、口塞、束缚带、情趣内衣、情趣颈脖、、
乳夹、眼罩面具、女用穿戴、、调情羽毛、组合套装、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用品、情趣皮鞭、口塞、束缚带、情趣内衣、情趣颈脖、性
玩具、乳夹、眼罩面具、女用穿戴、迷情蜡烛、调情羽毛、组合套装等
地址：浙江省金华义乌市全备 1056 号
Add:No.1056 Quanbei,Yiwu,zhejiang ,china,322000
联系人 (Contact): 孙小姐
电话 (Tel): 18869943899
职务 (Position)： 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18869943899
电子邮箱 (E-mail)：mary@luckybay-toys.com
网站 (Web)：www.luckybay-to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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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46
Ladies Master
Ladies master in Denmark ,produce sex toys and SM products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用品 , 女用玩具等。
Add:No.1056 Quanbei,Yiwu,zhejiang ,china,322000
联系人 (Contact): Master
职务 (Position)： Boss
电子邮箱 (E-mail)：www.ladiesmaster.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49C50
东莞市八分实业有限公司
Dongguanshi Bafen Industrial Co., Ltd.
东莞市八分实业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是及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端成人用品
制造企业，主要产品有性玩偶仿真阴臀倒模情趣用品，男性器具，女性器具等。
Dongguan Byphane Industrial Co.,Ltd was founded in 2006,is located in Liaobu town
of Dongguan City. Our main products is adult products, Is a se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 in one compan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石龙坑松园仔 286 号
Add: No.286,Songyuanzi,Shilongkeng,Liaobu Town,Donggua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HIXIU
联系人 (Contact): 吴 S/ 赵 S
电话 (Tel):13790321845/13717381457
职务 (Position)： 业务
电子邮箱 (E-mail)：2850283992@qq.com
网站 (Web)：https://byphane.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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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51
深圳市摩乐电子有限公司
MROOW LIMITE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仿真阳具 肛塞
地址：深圳宝安沙井黄埔蓝天科技园二区二栋一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uxury Field
联系人 (Contact): 曾芳艳
电话 (Tel):13692287413
职务 (Position)：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dmin@lfsextoys.com
网站 (Web):www.lfsextoys.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52
奇她科贸
Qita Scientific Trade Company
沈阳奇她科贸是一家专业从事仿真人体设计研发的公司，拥有一支极其专业的设计团队。除仿
真人体、性用品生产外，公司在硅胶蜡像、特效化妆、雕塑制作方面均有建树。
Shenyang Qita Scientific Trad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the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mulational human body and has a very professional design team .
In addition to the emulational human body ， sexual products, our company still get
great achievements in wax ﬁgures of silica gel , special eﬀects make-up, and sculpture
productio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实体娃娃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苏南工业园二期 B13-4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奇她
联系人 (Contact): 田军玮
电话 (Tel):18624017505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nlon.cao@qita.love
网站 (Web)：www.qita.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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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53
东莞市岩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岩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公司致力于生产优质的成人器具产品。以严谨、
创新、合作、诚信、为经营理念。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创佳绩。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常平镇元江元常马路 48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丝妹
联系人 (Contact): 吴文强
电话 (Tel):18028983319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wuwenqiang168@126.com
网站 (Web)：www.51smel

展位号 (Booth No.)：2F C54
爱必思有限公司
ABC Feeling Cimite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Luvnfun
联系人 (Contact): 吴明武
电话 (Tel): 13825297870
职务 (Position)： 业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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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55C56
鸿利（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Hongli (HK) Industry Limited
Hongli(HK) industry limited is a comprehensive adult novelty manufacturer set-up
to supply high quality products at competitive prices. We are currently work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several world-renowned brands that have come to rely on us for
consistent delivery of ﬁrst-rate OEM and ODM products.
Address: Block 4, Shijiu Industrial Zone, Jiangbei, Wusha, Chang'an Town,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Contact: Emil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长安乌沙江贝十九工业区第四栋
Add: Block 4 ShiJiu industrial zone, JiangBei WuSha ChangAn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 Emily
电话 (Tel): 0769-81889369
FAX: 86-769-81888259
职务 (Position)：Sales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emily@qibu-hongli.com
网站 (Web)：www.qibu-hongli.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57C58
广州爱慧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爱慧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计生药具极生殖保健产
品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经营理念：创新、优质、团队、诚信。
企业宗旨：“质量第一”“顾客的满意是我们的荣誉”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红星工业路 157 号 2304 室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斯香妮
联系人 (Contact): 姚占贵
电话 (Tel):18903068316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410249436.qq
网站 (Web)：www.gza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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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59
深圳市奇乐园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Qileyuan Health Product Co., Ltd.
深圳市奇乐园保健用品有限公司前身是奇乐园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
家专业的健慰器具生产厂家。经历过由盛而衰的阶段，2018 起成立新的研发技术及销售团队，
决心为客户带来最好的产品及服务。
Qileyuan is a manufacturing and sale entity for adult novelties. Its products & wares cater to all
natural desires and curiosities about the best fun of mankind. It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adult
toy manufacturer in China. We aim to meet your requirements on both service and qualit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东沙背坜新工业区 4 栋奇乐园基地
Add:4 New Industrial Zone, Shabeili, Longdong, Shenzhen, China(518116)
联系人 (Contact): 林丹
电话 (Tel):18929339981
职务 (Position)：总助
电子邮箱 (E-mail)：825862696@qq.com
网站 (Web)：www.qlysex.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60
上海楷沃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SKYWALKER TECHNOLOGY LTD
上海楷沃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2 年，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设计、生产与智
能产品研发的高科技企业。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有高仿真机器人、儿童陪伴机器人、高集成度
智能应用主控模块等！特别是高仿真人形机器人，是目前在行业中都有重要地位！ 公司自成
立以来，秉承着“专注专业，持续创新，客户至上 ”的经营理念，一点一滴的锤炼，用心做好
每一个产品，服务好每个客户！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私营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从事机器人科技、智能科技、通信科技、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的销售。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 88 号东 7 层 A 室
Add: Room A,East 7 Floor,Qin Jiang Road No.88,Xuhui District,Shanghai,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楷沃机器人
联系人 (Contact)：朱安梅
电话 (Tel)：13651895584
职务 (Position)：商务
电子邮箱（E-mail)：zhuanmei@dq-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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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61C62C63
抚顺享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Fushun Blisswater Brand Management Co., Ltd
抚顺享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男用喷剂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推广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
Marketing company and Manufacturer of natrual formula Men’s delay spray and wip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和经销商 Manufacturer and Marketing company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男用喷剂和男用湿巾 Men’s Delay Sprays and Delay Wipes
地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城路西段 1-3 号
Add:No.1-3,Fushuncheng Road West, Shuncheng Disctrict, Fushu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享久 Blisswater
联系人 (Contact): 金赫超 Hechao Jin
电话 (Tel):130 5018 6018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735063865@qq.com
网站 (Web)：www.xiangjiu.cc

展位号 (Booth No.)：2F C64
江门市新会区富士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Jiangmen xinhui district Fushi organic
silicon materials co. LTD.
Jiangmen Xinhui Fushi Silicon Material Co., Ltd is a company engaged in produce
and trade sex toys, contraceptive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so on.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05.We have our own factory we also can produce according to your
requirements and provide OEM services.
Recently, our company has reached annual sales of more than 4000,000 dolla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Europe and America.
We insist on providing good products and best price to you.Warmly welcome you to come
and visit our company and factory.Looking forward to cooperate with you in the futur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情趣内衣
地址：江门市新会区睦洲镇侨光路三十号之 3
Add: No. 3, no.30 qiaoguang road, munchau town, xinhui district, jiangmen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ANCE
联系人 (Contact): 张伟健
电话 (Tel):13702231682
职务 (Position)： 业务员
电子邮箱 (E-mail)：JC122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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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65
深圳市华鼎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D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华鼎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HDY）成立于 2009 年，是以锂离子聚合物电池与圆
柱锂电池，集研发、生产、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技术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 , 目前已成功解决了
聚合物电池的核心技术问题，高一致性和高安全性，各项电芯产品性能指标位领先地位，公司
产品广泛应用于以下系列（如：智能穿戴、蓝牙耳机、蓝牙音箱、录音笔、成人用品、美容产品、
MP3、GPS 导航定位设备、行车记录仪、便携式 LED 灯、强光手电筒、银行 POS 机、医疗设备、
投影仪、民用与军用仪器设备、 电动工具、发热鞋 / 衣等领域以及各种规格组合电池。）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锂电池、聚合物电池、圆柱电池。
地址：深圳市福永街道福海工业 A 区 A4 栋 4 楼
Add:Fl 4,A4 building,area A,fuhai industrial zone,fuyong Street,Baoan,
Shenzhen,Gung d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华鼎元
联系人 (Contact): 周武华
电话 (Tel):18124669664
职务 (Position)： 销售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13425105433@163.com
网站 (Web)：www.hdybattery.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66
深圳市晶珏扬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J.YOUNG TECHNOLOGY.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玩具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东坑工业区新街一号
联系人 (Contact): 肖平华先生
电话 (Tel):13802215733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380221573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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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67
东莞市佳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 guan Jia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东莞市佳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Sillther 为主品牌的专业生产与销售成人情趣用品的
公司，产品及客户群主要以国外出口为主。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石排镇燕窝村燕窝大道
Add:Yanwo Road, yanwo village, shipai town, dongguan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Sillther
联系人 (Contact): 黄腾辉
电话 (Tel):13798333016
职务 (Position)： 董事长
电子邮箱 (E-mail)：2510097481@qq.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68
东莞市以安电器有限公司
Dongguan Ye Electric Co., Ltd
东莞市以安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无缝全包胶工艺制品厂。
工厂拥有全自动包胶设备，专业的装配生产线，丰富代工经验，高产量，低报废，可零模具费
代工无缝全包胶产品，欢迎优质客户前来工厂洽谈业务。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常平麦元工业区
Add: MaiYuan Industrial area Changping,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联系人 (Contact): 吴勃生
电话 (Tel):13790678068 15817560612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honeylovehk@vip.163.com
网站 (Web)：https://honeylove.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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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69
东莞市壹州塑胶有限公司
DONG GUAN YI ZHOU PLASTIC TOYS 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大宁大板地创业一路 2 号二楼 A 区
联系人 (Contact)：王利华
电话 (Tel)：13713350983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E-mail)：641513798@qq.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70
DongGuanChram Fox Toys Co.,Itd
DongGuanChram Fox Toys Co.,Itd 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端成人用品制造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有 环保无气味 阴臀倒模 仿真玩偶娃娃 仿真阴臀倒模 仿真 1：1 实体娃娃 男
性器具，女性器等魅狐系列产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石排镇福隆第一工业区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CHARM FOX
联系人 (Contact): 郭总
电话 (Tel): 13631742381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3420774564@QQ.COM
网站 (Web)：meihukj.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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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72C73
东莞市中健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Zhongjian Adult Products Co., Ltd.
东莞市中健成人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成人用品生产商，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产品热销亚洲、日本、北美、欧洲。Dongguan Zhongjian Adult Product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Adult supplies, set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product sales in Asia, Japa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保健器具
地址：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工业区天新街 60 号
Add: No.60 Tianxin Street, Tiantangwei Industry Zone,Fenggang Town, Dongguan,
Guangd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YuanSe 源色
联系人 (Contact): 张国柱
电话 (Tel):+86-13560777791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master@sextoys88.com
网站 (Web)：www.sextoys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74
义乌市野狼皮具有限公司
Yiwu Yelang Leather CO.,Ltd.
义乌野狼皮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专注生产和销售成人用品。我们尤其专注 SM 产品，
产品包括手脚铐、项圈、眼罩、鞭子、口塞、肛塞以及情趣套装等。我们也承接 OEM 业务。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SM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下陈村后新屋村
Add:Houxinwu Village,Xiachen Village,Suxi Town, Yiw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Black Wolf
联系人 (Contact): 钟剑成
电话 (Tel):18969386926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103367302@qq.com
网站 (Web)：www.yelangsextoy.en.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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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75
温州琦莎玩具有限公司
Wenzhou Chisa Toys Co.,Ltd
秉承着“让性关怀变得普遍”，琦莎自成立以来专注于成人用品的设计开发、生产与销售，致力
于打造阳光健康而富有个性的品牌形象。
Adhering to the general of Sexual Care ,Chisa’s always focusing o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sale of adult toys since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healthy and personalized brand imag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信岙工业区信河路 69 号
Add:No.69 Xinhe Road, Xinao Industry District,Yueqing City,Zhejia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Chisa 琦莎
联系人 (Contact):Erika
电话 (Tel):15258672593
职务 (Position)： 销售主管

展位号 (Booth No.)：2F C76C77
东莞市凯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airyland International(HK) Co.,Ltd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及制造成人保健性用品的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新丫路 2 号
联系人 (Contact): 刘复旦
电话 (Tel):13686237716
职务 (Position)：业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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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78
东莞市丹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Dan P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Ltd
Quality ﬁrst
Adhere to integrit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成人器具
地址 :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龙背岭恒福路 5-2 号 A 栋
Add:BLOCK A,NO.5-2 HENGFU ROAD,LONG BEI LING,TANG XIA,DONG GUANG,GUANG
DO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D-PENG
联系人 (Contact): 房武强
电话 (Tel):13802252250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fwq8632@163.com
网站 (Web)：http://www.d-peng.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79
惠州市晨龙贸易有限公司
HZCHENLONG
晨龙贸易公司是广州九妆国际旗下一个销售公司，公司目前拥有‘赐爱’，‘果趣’两个商标，公
司主要业务是销售人体润滑剂。公司集研发，生产（九妆生产），销售为一体。人体润滑剂的
研发目前工程师 2 人，销售业务 4 人。
公司方向以研发为主体，OEM，ODM 贴牌加工服务于成人行业。
公司成立于 2013 年。5 年来公司业务从零开始，脚踏实地一步步往前走，走得慢，走得稳，
实实在在以质量为先导，以诚信为宗旨服务于两性健康行业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润滑剂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赐爱，果趣
联系人 (Contact): 谭湘清
电话 (Tel):18026660041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035311910qq@.com
网站 (Web)：ai-m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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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83
宁波市鄞州青之盛保健器械有限公司
公司致力于性保健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拥有一批高技能，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我们信奉以人为本，以诚相待的原则。产品以低价位，高享受，实用的市场定位，满足大众的需求。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成人器具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凤起路 89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青之盛 热潮
联系人 (Contact): 顾建明
电话 (Tel):13857809909
职务 (Position): 业务经理
网站 (Web):http://xbj128.cn.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89C90
东莞市新感礼品有限公司
LOVETOY PRODUCTS LIMITED
东莞市新感礼品有限公司是香港乐谷旗下子公司， 品牌“LOVETOY®”已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注册了商标，旗下产品远销欧美，俄罗斯，中东，澳洲，南美，东南亚等 60 几个国家
和地区，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LoveToy® is an interenational brand of LOVETOY PRODUCTS LIMITED,we are now
carrying 1,000 diﬀerent items.With 5,000 square metres storehouse and workshop,we can
keep everything in stock and to arrange production ﬂexibl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情趣内衣(如：
安全套、
避孕药、
成人器具、
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黄金路 1 号天安数码城 F 区 1 栋 1203-1204 室
Add:Unit1203-1204,Block 1,Zone F,Tianan Cyber Park,Huangjin Rd,Nancheng,Dongguan
523000,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OVETOY
联系人 (Contact): Jason
电话 (Tel):15999770945
职务 (Position): 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jason@lovetoysindustry.com
网站 (Web):www.lovegrou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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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93
东莞市万能电池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能电池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 由一支拥有 10 年电池行业技术 , 生产 , 品质 ,
销售从业经验的精英团队组建而成。本公司的锂聚合物电池具有安全性能好 , 容量好 , 寿命长 ,
体积超薄轻巧 , 放电性能稳定等各方面的优点。司现有成熟型号 1000 多种 , 日产能超过 5W 只。
公司自成立以来 , 全面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 , 顺利通过 IS09001 质量体系认证。全系列产
品符合欧盟 ROHS 要求 , 大部分产品通过 CB;UL;ROHS;SGS;FCC;UN38.3;PPSE;IEC61233
等认证；万能电池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 以强大的研发团队为后盾 , 依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做出优质 ,
可靠的新能源产品 , 为全球客户定制高要求电池组 , 提供各种电池电源解决方案。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电池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宵边工业园振安东路 169 号
联系人 (Contact)：尹献华
电话 (Tel)：13790346114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网站 (Web)：Http://www.dgwndc.cn

展位号 (Booth No.)：2F C94
香港思情用品有限公司
Hong Kong thinking supplies Co., Ltd.
香港思情用品有限公司是生產化妝品，衛生用品，消毒用品，健康用品的廠家。香港思情用品
有限公司位於香港葵涌健康街 18 號恒亞中心 9 樓 10-12 室，香港思情用品有限公司所有生
產和辦公物業均為自有物業。香港思情用品有限公司擁有強大的研發、生產、銷售能力。香港
思情用品有限公司依托香港對產品質量嚴格的管控，以及世界上對香港產品質量的信任，改變
了香港企業依靠第三方生產，只做貼牌的小生產模式，投入巨資購入生產和辦公場所，力爭生
產出高品質產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厂家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地址：香港葵涌健康街 18 号恒亚中心 9 楼 10-12 室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思情抑菌男性喷剂、 思情泰国神油、思情印度神油
联系人 (Contact): 李碧红
电话 (Tel):135 5498 4024
职务 (Position)： 业务员
网站 (Web)：WWW.hklov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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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95
欧夜贸易（厦门）有限公司
Ohyeah Trade (Xiamen) Co., Ltd.
欧夜贸易（厦门）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性感内衣供应商 , 在“现货批发”和“ODM 贴牌”服务方面
拥有绝对优势！我们有自己的全资工厂，康梦工厂。公司主营睡衣、内衣、内裤，特别是加大
码，中国第一的加大码专家！我们拥有现货产品 3000 多个款式，110 多万件现货储备。
Ohyeah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lingerie manufacturer and supplier. Our inception was in
March of 2009. Our company mainly specializes in design and producing ; Wholesale and
ODM women clothes , especially in Plus size. We have over 3,000 styles and stock more
than 1,100,000pcs item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私营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内衣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悦华路 215 号综合楼 3 楼 A 单元
Add：Unit A, Floor 3 Complex Building, No. 215 Yuehua Road, Huli District, Xiamen,
Fujian,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Ohyeah
联系人 (Contact): 林漪
电话 (Tel):18859235373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ohyeahservice@163.com
网站 (Web)：www.ohyeah8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96
新鸿利（香港）有限公司
NEW HONGLI(HK)INDUSTERY LIMIED
新鸿利（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情趣用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一体
的专业性企业。是一家致力于成人保健用品、器具、硅胶类、电子震动类、SM 情趣类等八大
系列产品加工及研发，并拥有电子组装，模具制造，硅胶成型等多个部门的综合性企业。公司
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成熟、高效的管理、研发和生产的企业。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情趣用品、震动棒、跳蛋、硅胶。SM 类产品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振华东路 249 号恒邦智创云谷 1216
Add:Changan Zhenhua Road, Dongguan City, No. 249 Hengbang Zhiguang cloud Valley 1216
联系人 (Contact): 林广积
电话 (Tel):13922975420
职务 (Position)： 主管
电子邮箱 (E-mail)：3109105401@qq.com
网站 (Web)：https://tekisextoy2.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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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97C98C99
宁海县集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Ninghai County Jimeite Electronics Co., Ltd
Jimeite boasts 14 years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adult
sex toys for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markets. With many big brands in our list of
valued customers, we’re able to rapidly develop and now have 2 factories located in
Ninghai County and DongGuan. We’re proud to be the top producer of premium liquid
silicone with “real-skin feel technology”. Visit
IMEITE in the Shanghai Fair 2018!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宁波市宁海县金山八路 18 号
Add：No.18,8th Jinshan Road,Ninghai County, Ningbo City,China,315600
联系人 (Contact)：Halina Guo
电话 (Tel)：0086-180 6909 8855
职务 (Position)：Sales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ann@nbjmt.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100
龙胜塑胶五金制品厂
本厂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
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电话 (Tel):18371549168
职务 (Position)： 业务
电子邮箱 (E-mail)：weizhongsuliao@126.com
网站 (Web)：https://shop1421945195724.1688.com/?spm=0.0.0.0.HY07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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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101C102
东莞劢金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Magento Company Ltd.
东莞劢金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 OEM&ODM 中、高端情趣用品，工厂拥有现代化无尘车间、
无缝包胶技术团队、全自动高产包胶设备 . 工厂以质量为基石，重信用，守合同，努力服务全球客户。
Dongguan Magento specialized in hign quality sex toys’ OEM &ODM.We have modernized dustfree workshop， seamless silicone team and high output automatic equipment for seamless
overmolding silicone sex toys.Quality, Honest ,Best services for whole world customers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蛤地村前屋钱大新路 2 号
Add: No 2 Daxin Road, Qian wu qian Hadi village,Nanchen district,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Tel：13510509447
电子邮箱 (E-mail)：xinfanglove2015@163.com
联系人 (Contact):Cherry
电话 (Tel):86-13510509447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xinfanglove2015@163.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103
西安云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云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生物企业。公司以“ 感
恩 信念 精进 成就 ”为企业文化，遵守“优质产品创造优质生活”的经营理念，秉承“为亿万家
庭性福和私护健康而努力”的企业使命，经过近 6 年高速发展已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之一。公司
与第四军医大学、美国 (BIO) 生物技术中心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先后推出“他她爱”品牌系列产品，
逐渐在行业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现有欧拉拉液体隐形避孕套、他她爱、嗨战、
欢客、金邦德、夜焰、皇马等经典男用喷剂和香恋物语、闺蜜女性助情凝露等市场畅销产品，
受到广大经销商和消费者的高度青睐。公司诚愿与全国各位优秀的经销商朋友，一起携手，共
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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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104C105
深圳市爱娃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EVA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Ev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 is located in Buji Tow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It is a professional adult toys
manufacturer and supplier which combines with research &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We currently employed more than 80 staffs and occupied over 3000 square meters
production plant area, our organization including ﬁve individual departments:
1) Research &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 Silicone Product Department
3) TPE Pouring Department
4) Plastic Product Department
5) TPR Compress Product Department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the followings:
1, Male and female masturbator
2, Penis enlargement physiotherapy device
3, Vagina -Tightening physiotherapy device
4, Vibrating massager and other new and funny adult toys
Our products are mainly exported to European countries, United States, Jap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t the meantime, we are an OEM manufacturer for
a number of well-known domestic brands.
We welcome domestic and foreign businessmen come to our booth for discussion,
guidance, and bring alone your own sampl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r joint development
for excellent quality product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南山工业城 E05 栋
Add:E5 Building,Nanshan Industrial Area,Fenggang Town,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爱娃
联系人 (Contact): 胡德有
电话 (Tel):18688993809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bw9978@126.com
网站 (Web)：https://avasextoys.en.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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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106C107
东莞市横沥六野成人用品制品厂
DongGuan HengLi 6YE Adult Supplies Products Factory
6YE 中文名称为六野 , 是东莞市横沥六野成人用品制品厂的第一品牌，公司位于中国广东东莞。
六野一直致力于各种实体娃娃（仿真人偶）、包胶玩具、模特、成人用品、假肢定制、高仿人
体器官的设计和生产。
六野实体娃娃（6YEDOLL）材料使用进口医用科研级 TPE 高分子无毒硅橡胶 ( 国际称虚拟肌
肤）。外观逼真，柔软并富有弹性，手感及质感更接近真人；内部由镀锌金属骨骼、玻璃钢及
各种机械零件组装完成，构造符合人体工学，活动范围和真人类似，四肢活动方便，并可以固
定造型用于拍摄及使用。产品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更换服饰、妆容、发型等，是人偶及模型的最
终形态。可以用于摄影模特，服装展览，成人用具，室内装饰等等各种用途。
六野坚持以创新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营销服务理念。公司拥有雄厚的技
术研发力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先进设备和优良的管理模式。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良的
性价比、完善的售后服务，在国内硅胶模特制造行业中异军突起。

展位号 (Booth No.)：2F C108C109
深圳市七色香情趣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QSX sex toys Co.,Ltd
深圳市七色香情趣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成人用品男用器具专业生产厂家，集生产，制造，研发，
销售为一体，并接受 OEM 定制。所有材料采用进口材质，产品远销欧美。
Shenzhen QSX sex Toys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diﬀerent male masturbators
and accept OEM making . responsable price and high quality ,such as pussy ,breast ,ass and
oral sex toys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各种男用器具，自慰器具等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将石新围第四工业区恒利荣工业园 B 栋 3 楼
Add: Henglirong industrial park, Xinwei 4th industrial zone, Guangming town ,shenzhen city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七色香
联系人 (Contact): 杨小姐
电话 (Tel): 13713669016
职务 (Position)：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13713669016
电子邮箱 (E-mail)：649076829@qq.com
网站 (Web)：www.qsxsext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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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C110C111
宁波超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Chaoj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宁波超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工贸一体公司成立于 2008，厂房面积达到 3500 平方，有专业的研
发部和设计部因此承接了不少代加工订单，每年都会设计不同类的中高端产品；主营业务：成人
用品生产批发、硅胶制品、情趣用品、器具配件产品、国内外贸易以及加盟连锁咨询服务。公司
成立 10 年夜趣品牌以优质产品、真诚的服务，合理的价格赢得了广大客户和业界的认可。欢迎各
界朋友莅临公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或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成人器具
地址 : 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旧宅工业区 268 号
Add:NO.268 Jiuzhai Industrial Zone,Dongqian Lake town, Yinzhou District. Ningbo
City,Zhejiang,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夜趣
联系人 (Contact): 姚总
电话 (Tel):13567499414
职务 (Position): 法人
电子邮箱 (E-mail):64740118@qq.com; chaoji003@adultproduct.cn;lyla.gong@adultproduct.cn
网站 (Web)：http://www.adultproduct.cn/ ；http:// yequ365.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C112
温州西恩特玩具有限公司
Wenzhou CNT Toys Co.,Ltd
西恩特专注于开发和生产各色情爱玩具，涉及领域有飞机杯、倒模、仿真阳具、震动棒等；致
力于为国内外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 OEM/ODM 服务。
CNT is a manufacturer that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various kinds of
love toys,including male masturbators、realistic dildos、vibrators and so on；and we are
always focusing on providing best OEM/ODM services for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信岙工业区信河路 69 号
Add:No.69 Xinhe Road, Xinao Industry District,Yueqing City,Zhejia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CNT
联系人 (Contact):Erika
电话 (Tel):15258672593
职务 (Position)：销售主管
电子邮箱 (E-mail)：info@chisa-novelties.com
网站 (Web)：www.chisa-novel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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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03A
深圳市富雅兴电子有限公司
NORTH SPRING GROUP LIMITED
深圳市富雅兴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制造销售成人情趣用品的生产企业，公司旗下的骚
客品牌是最新推出的高端情趣用品品牌，以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高端品质独树一帜。
North spring group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adult sex products, Its
own brand “XLOVE” strives to present “Original, Desirable, Excellent, Creative and
outstanding” erotic lifestyle products, from which the brand was born, and also with its
unique design concept and brand uniqu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坂雪岗大道 4034 号环兴工业园 B 栋 4 楼
Add:4FL Building B, Huanxing Industry Park,4034 Banxuegang Avenue, Bantia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骚客
联系人 (Contact): 朱北泉
电话 (Tel):0755-84658872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info@xlove.asia
网站 (Web)：www.xlove.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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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06
东莞市悦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Inte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dustry Ltd
东莞市悦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香港聚智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2016 年在东莞市投资的实业
工厂，2018 年我们自建厂房并在美国完成商标注册。我们专注于成人用品的设计，制造
和销售。我们拥有资深的开发团队和品质管控团队，以及专业的生产管理团队。我们严格
按照 ISO 质量标准和品质体系生产和检查每一件产品，同时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
务于全球客户。
Intellection International Industry Ltd (III) was founded in HK as 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in Mar 2008. Soon afterwards we invested 4 divisions / factories i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China. III has become to be an industrial company group with strong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base. III group has been passed the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of ISO9001:2008, and / or ISO14001:2003. We are professional design,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multi- products. We have four divisions, the total
manufacturing base is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we employ more than 600
experienced and skilled employees. Our four divisions are equipped with advanced and
precise mol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high-speed hardware stamping equipment,
precise plastic injection equipment, automatic assembly line and inspection/testing
devices, etc.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田心社区鹿乙路 87 号
Add：No.87, Luyi Road,Tianxin Commmunity,Tangxia Town,Dongguan City,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Enjoy
联系人 (Contact): 张尤敏
电话 (Tel)：13802385908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robbiezhang@dgjuz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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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07
东莞市粉红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Pink Panth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 Ltd
莞市粉红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设计团队，专业的内部结构工程师，专业的包装设
计师，目前拥有 10 台硅胶机，3 条组装线，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商，老板从来不欠供应商货款，
按时交货给客户，老板的原则是做好产品质量，再赚钱。欢迎和粉红豹的团队合作。
Dongguan Pink Panth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 Ltd ，Has a strong design team,
professional internal structure engineers , professional packaging designer, currently has
10 silicone machine, three assembly lines, stable raw material suppliers, the boss never
owe supplier payment for goods, on time delivery to customers, To make good quality
goods is ﬁrst step , then make money. Welcome to cooperation with PinkPanther Team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东风社区捷南路边 720-738 号厂房三楼
Add: Jie south side road 720-738,Dongfeng community,Humen Town Donggu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PinkPanther
联系人 (Contact): 董大明
电话 (Tel):18667892550
职务 (Position)：Boss
电子邮箱 (E-mail)：523685704@qq.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08A
金三模特道具有限公司
Zhongshan Mannequin Co.,Ltd
金三模特道具有限公司简称“金三道具”，位于中国伟人故里－－广东中山市。是一家集生产与
销售为一体的专业仿真模特娃娃制造厂家。公司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国家专利产品，更是国内最
早使用 TPE 材质的生产厂家。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实体娃娃
地址：广东中山市西区狮山工业园第 5 幢
Add: No. 5, Shishan Industrial Park, Zhongshan, Guangd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金三玩美
联系人 (Contact): 刘小姐
电话 (Tel):18688118168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876729508@qq.com
网站 (Web)：wmdol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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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08B
深圳市文森特实业有限公司
Vincent Industrial Co., Ltd.
深圳市文森特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及研发生产于一体的 ODM 专精工厂。为国内外品牌商提供
一条龙的供应链服务。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主要的产品系列有：成人用品 和硅胶化妆用品系列。
我们奉行诚信为本 , 质量第一的服务宗旨 , 力争做到同类产品质量最好 , 同样质量价格最平 , 热
枕为各新老客户服务。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振动棒、按摩棒、成人玩具、电子类产品的研发销售
及加工生产，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平西路志达工业园 A 栋 3 楼
Add:Chitat Industrial Park, Longping West Road,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联系人 (Contact)：张雪娇
电话 (Tel):15914168588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助理
电子邮箱 (E-mail)：kelrry@vincent-hk.com
网站 (Web)：https://vincentkws.en.alibaba.com/?spm=a2700.design.0.0.7b2b58890KlWLI

展位号 (Booth No.)：2F D09A
深圳市斯汉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hande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斯汉德科技有限公司是成人用品、女用器具、AV 棒、跳蛋、成人用品、男用飞机杯等
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深圳市斯汉德科技有限公司的诚
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按摩器、电子产品、玩具、硅胶、家用电器、个人护
理用品、美容美发器具、塑胶制品的研发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地址：中国广东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沙路鑫鑫田工业区 8 栋 2 楼
Add: 1-2 /F, Building 8, XinXinTian Industrial Park, Sha Jing Street,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斯汉德
联系人 (Contact): 朱铮略儒 陈儒
电话 (Tel): 18692241957
职务 (Position)：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51385164@qq.com
网站 (Web)： https://sexhande.en.alibaba.com

106

展位号 (Booth No.)：2F D09B
深圳市炮火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unfire technology 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阳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环市南路 116 号
Add: No. 116 Nan Lu, Tangxia Town, Dongguan, Guangdong
联系人 (Contact): 赵生
电话 (Tel):13798776005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3234522113@qq.com
网站 (Web)：https://shop1434348583779.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11
广东幸色实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 XISE Industrial 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情趣用品、保健器材等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矮岭冚村莲峰新路 8 号第 2 号楼 5 楼 A 区 1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幸色 /SHEQU 奢趣
联系人 (Contact): 钱爱玲
电话 (Tel):18665900558
职务 (Position)： 营销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2295881611@qq.com
网站 (Web)：http://www.xise3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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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12A
宁波伊媚保健品有限公司
ningbo yimei health products co.,ltd
宁波伊媚保健品有限公司注册于 2007 年 6 月 1 日，英文品牌“YM”, 位于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工业园区，交通便利、风景怡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制造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健慰器，塑料制品的制造，加工；保健用品的批发，零售；
地址：浙江省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工业园区南金路 8 号
Add: 8 nan jin road dongqian-lake industrial Area ningbo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YM
logo:
联系人 (Contact): 周和成
电话 (Tel):13906613391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
网站 (Web)：yimeibjp.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13A
上海恰然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ecwell Industrial Co., Ltd
上海恰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市。
上海恰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营男女性保健各类成人用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新奉公路 2313 号
Add： No.2313 Xinfeng Road, Fengxian District, Shanghai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Secwell
联系人 (Contact)：郑秋
电话 (Tel)：15858041273
职务 (Position)：销售
电子邮箱 (E-mail)：2880151941@qq.com
网站 (Web)：http://www.secwel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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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14
东莞市夜龙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乌沙蔡屋第六工业区振荣路 2 号娄山关工业园 A 区 C 栋 3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EASY.LOVE L
联系人 (Contact): 房阳阳
电话 (Tel):13266131219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793441210@qq.com
网站 (Web)：www.eveslong.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19
曼唐趣品有限公司
Mantang Sex Toy Co.,Ltd
研发能力：有独立产品研发部，新品不断
工厂优势：有自己的硅胶厂，装配部
行业优势：缩阴球业内很有竞争优势。占据亚马逊缩阴球一半市场
主打产品：缩阴球、振动棒、跳蛋、飞机杯、锁精环等
其他优势：有 6 年外贸产品经验，擅长做高品质产品，国内有做过大牌子的代工项目，生产基
本内部能满足，产品保密性好，成本低，价格有优势。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东莞横沥智谷科技园 B3 栋
Add:Block B3 Zhigu Industrial Zone,Hengli Town,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联系人 (Contact): 吴存勤
电话 (Tel):18027560587
职务 (Position)：销售员
电子邮箱 (E-mail)：banny@mantang.cc
网站 (Web)：www.mantan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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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20
上海桃阁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Taoge Trade Co., 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奉公路 5138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久乐
联系人 (Contact)：杨健
电话 (Tel)：15942622992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413296992@qq.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26A
大连睿物科技有限公司
Dalian Realwu Technology Co.,Ltd
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是以产品研发和文化输出为导向的设计服务和产品推广公司。多次获
得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 iF 和红点设计大奖，拥有多项产品专利。正当房慰 ® 是以“设计美
学，两性文化”为品牌内核的文化创意品牌，情趣好物 + 颅内高潮 + 精神补给，相互供养。
iobananaTM 是全球第一款角色扮演类情趣用品 .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震动棒，成人器具、情趣内衣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轻工苑 1 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io banana
联系人 (Contact): 孔丹丹
电话 (Tel):0411-39559674
职务 (Position)：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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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26B
广东至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Zhia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广东至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公司严
格遵循 ISO 及 ROHS 标准，进口原材料 100% 环保无毒生产。专业生产硅胶玩具制品，成人用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实体娃娃、艺术品、服装模特、医用教学模型、媒体
宣传、收藏、摄影等。
地址：广东省 东莞市 谢岗镇赵林村 智鑫低碳科技园 C 栋 2 楼
Add:Zhixin Technology Park,Zhaolin village, Xiegang Town,Dongguan City,Guangdo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威特斯
联系人 (Contact): 杜小姐
电话 (Tel):18124354328
职务 (Position): 运营经理
网站 (Web):www.lovexbaby.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28
上海薇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Wildmood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上海薇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5 月，公司坚持以精湛的工艺和更高的性价比，为
使用者带来更多的快乐与自信、性感与美丽。
Shanghai Wei Mu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May 2013. The company
insists on consummate technology and high performance price ratio to bring more
happiness and conﬁdence, sex appeal and beauty to user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 & 品牌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2008 号競衡大业广场 1601-1603#
Add:1601-1603#,Jinghengdaye square, No.37, Huqingping Road, QingPu District, Shanghai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Omysky• 私享玩趣
联系人 (Contact): 张振伟
电话 (Tel):158 8844 7867
职务 (Position)：销售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sales@omysky.com
网站 (Web)：www.omy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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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29A
爱品尚客（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太医是一款知名男性喷剂，安全、有效是安太医的坚持的理念，不伤小 DD 是安太医的产品
定位。有效，安全，合法，是爱品尚客的产品理念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卫生用品，消毒用品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 69 号财满街 1 号楼 2 单元 801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安太医
联系人 (Contact): 朱鑫建
电话 (Tel):18518799234
职务 (Position)： 销售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antaiyi002
电子邮箱 (E-mail)：2853061265@qq.com
网站 (Web)：www.antaiyi.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29B
广州市幸湾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Sexbay Industries Co.,Ltd
广州市幸湾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成人用品按摩保健护理产品为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目前公司拥有美国原创自主品牌 sexbaby，产品设计方向以健康舒适时尚
为理念的中高端产品为主，以简约又不失美感的浪漫气息取悦着现代女性和她们的伴侣。 我
们长期坚持以品质为先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国内外多家品牌公司指定的生产工厂，严格恪守国
际行业质量标准，产品通过了 FCC、CE、ROHS 等认证，从设计开发到生产工艺每一个环节
都严格把关，注重打造最优质的情趣用品。我们有专业的服务团队、贴心优质的服务，承接
OEM、ODM 订单，欢迎各界朋友前来洽谈。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陈太路 330 号
Add:NO.330 Chentai Road,Taihe Town,Baiyun District,Guangzhou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Sexybay
联系人 (Contact): 卢艳平
电话 (Tel):13560445200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dmin@gd-sexbay.com
网站 (Web)：www.sextoysuppli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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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D31
揭阳市顺资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JIEYANG CITY SHUNZI ELECTRONIC
INDUSTRYCO.,LTD
公司成立于 1997 年，以生产微型马达为先。在 2008 年创立了情趣用品的品牌“LILO/ 来乐”，
产品包括跳蛋，AV 棒和震动棒等。我们诚信交易，注重质量和服务，获得众多客户的支持和好评。
顺资团队将坚持不懈努力，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更优秀的服务。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微型马达 / 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空港经济区渔湖仁和工业园
Add: RenHe Industrial Park,KongGang Economy Area,Jieyang Guangdong,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来乐 /LILO
联系人 (Contact): 林晓龙
电话 (Tel):18026015390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598133750@qq.com
网站 (Web)：https://chnlilo.1688.com / https://shunzidianzi.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D32
香港古早国际有限公司
HK GUZAO INTERNATIONL LIMITE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合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润滑剂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嘴科学馆道 14 号文华中心 A 座 917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MOVO，Dmoon
联系人 (Contact): 许先生
电话 (Tel):13923096115
电子邮箱 (E-mail)：1047619025@qq.com
网站 (Web)：www.mov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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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04B
宁波震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unny Steel
Funny Steel 多年专注于金属情趣用品的设计与生产。希望我们更安全，更舒适，更刺激的产
品能给广大国内金属情趣玩具爱好者带来更多欢乐！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器具类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Funny Steel
联系人 (Contact): 胡赫
电话 (Tel):15968959568/15824207717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5968959568@139.com
网站 (Web)：www.Funnysteel.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06
深圳市森艺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CNEX( 森艺斯 )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西班牙最美丽的海滨城市巴塞罗那，公司一直
致力于塑胶硅胶保健制品和电子工业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进出口贸易。ＣＮＥＸ公司旗下有三
个品牌 : 1.AdrienLastic.2.Alive.3.Femintimate. 公司产品畅销全球 60 多个国家。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外资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聚福社区金港国际公寓 810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AdrienLastic
联系人 (Contact): 敬彧
电话 (Tel):15817421008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yjing199@163.com
网站 (Web)：www.adrienlast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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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09
东莞华斯尼电子有限公司
Dong guan Hua Disney Electronics Co., Ltd
东莞市华斯尼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主要生产成人用品模具、产品的开发、及注
塑成型加工。我司拥有多项成人用品专利产品。2014 年荣获东莞市科技局和东莞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民营科技企业奖牌。
Dongguan Hua Disney Electronics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3,the company mainly
produces mold,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ing for adult products.
We have a number of patent products for adult supplies. In 2014, it was awarded the
priv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medal issued by Dongguan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reau and Donggu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ﬃc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成人情趣用品;塑胶用品; 女人用情趣用品;男人用情趣用品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福隆教育路
Add: Fu long jiao yu road shi pai town Dong guan city ,GD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麦蒂诺
联系人 (Contact): 周学江 电话 (Tel):13510030853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dongguanhuasini@163.com
网站 (Web)：http://www.dhuasini.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11
东莞市光之宏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GuangHong Silicone Rubber Products Co.,Ltd
东莞光之宏专业从事研发与生产硅胶成人用品 . 融合了人体工程学，时尚，创新元素并运用最
新一体成型工艺使产品更真实，舒适与卓越。
Dongguan GuangHong is a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s in desig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body-safe silicone sex toys. Combining with elements of ergonomics,
fashion, innovation and current top technology of molding-in- one, no obvious parting line,
true skin touch feeling to make the productions more realistic, comfortable and brillian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用品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宏业北 12 路 1 号
Add:No.1, Hongye North 12th Road, Tangxia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523710,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米乐猫 (MICLONCAT)
联系人 (Contact): 程银会小姐 (MS.Clare Cheng)
电话 (Tel): 13925584653
职务 (Position)：业务经理（Business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clare@ guanghonghk.com
网站 (Web)：www.guanghonghk.com & www.gzhsilico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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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12
深圳市信来誉包装有限公司
Shenzhen Senlarry Packaging Co.,Ltd.
深圳市信来誉包装有限公司，专注包装礼品盒解决方案，秉承包装创新理念服务于注重产品质
量、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的客户。专业生产提供各类纸质礼品包装盒如，化妆品盒，酒盒，安
全套包装盒等。欢迎咨询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包装礼品盒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下十围路 1 号 D 座 3 楼
Add: 3/F,Building D,No.1,Xiashiwei Road, Fuyong street,Bao'an district,
518103,Shenzhen,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ogo:
联系人 (Contact): 朱小姐
电话 (Tel): 0755 29986161
职务 (Position)：销售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info@senlarry.com
网站 (Web)：www.senlarry.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13E14
五洋纺机有限公司
WUYANG TEXTILE MACHINERY CO., LTD
艾诗丽 3D 经编服饰，成立于 2010 年，是中国最早的经编服饰品牌之一，隶属于五洋纺织集团。
Eissely 3D Warp Knitting Clothing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Currently Eissely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warp knitting clothing brand."3D warp knitting, one-step forming" is our major
competitive power. Now our major products include gloves, sportswear, tights, and underwear,
made from spandex, acrylic, polypropylene, dyed yarn, Modal Yarn, and mercerized cotto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内衣
地址：中国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高新区南区龙跃路 3 号
Add:No.3 Longyue Road,south area,Wujin Hi-tech District,Changzhou City,Jiangsu Province,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艾诗丽 Eissely
联系人 (Contact): 钱雪凤
电话 (Tel): 13358166051
职务 (Position)：艾诗丽副总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wmq@eissely.com
网站 (Web)：www.eisse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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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17
东莞市赤乌健保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Chiwu Healthcare Precision
Electronics Co.,Ltd.
东莞市赤乌健保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打造专业情趣用品，服务于大众的中高端成人用品生产
商与品牌商，我们的品牌理念是让消费者感受到真正的贴心和享受。
Company Type: Manufacturer and Brand Owner.
Main Product:Mid-to-High End Premium Adult Products．
Brand Concept:Be Your Best Lover,Bring You Ture Pleasure and Feeling of Being Loved.
Industry Experience:10 Years,with 20 Professional R&D Staﬀ.
Operation Principle：Quality is Our Competitiveness,Time is Our Reputation.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大冚管理区富骏 3 号
Add: 3 Fujun Rd., Dakan, Huangjiang, Dongguan 523768, China.
联系人 (Contact): 田慧华
电话 (Tel): 18575285870
职务 (Position)：经理助理 电子邮箱 (E-mail)：cyanrt@cwjbgd.com
网站 (Web)：www.cwjbgd.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18
深圳市久烁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GAINSHINE TECHNOLOGY CO.,LTD
致力于提供个性化设计 舒适触感的生物相融性级别的虚拟肌肤 TPE 材料 , 用于成人玩具 .
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 国家高新科技企业 , 国内 70% 以上的虚拟肌肤产品来自久烁配方 .
目前有二微 , 二低 , 四高的标准化产品 ,
二微 : 微发泡 TPE/ 微自滑 TPE
二低 : 低气味 TPE/ 低气泡 TPE
四高 : 高拉力 TPE/ 高透明 TPE/ 高导热 TPE/ 高仿硅胶 TP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用品仿硅胶 TPE 材料
地址：深圳观澜章阁塘前工业区久烁科技园
Add:TANGQIANG INDUSTRIAL ZONE ZHANGGE GUANLAN TOWN SHENZHEN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GAINSHINE
联系人 (Contact): 谢艳红
电话 (Tel):1379822311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3798223311@126.COM
网站 (Web)：WWW.99T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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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19E20
东莞市谢岗俊影塑胶制品厂
Dongguan Xiegang Junying Plasitc Product Factor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赵林村智鑫低碳科技园 C 栋 2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俊影
联系人 (Contact): 赵文博
电话 (Tel):13145886815
职务 (Position)： 助理

展位号 (Booth No.)：2F E22
广州京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GMEI BUSINESS
DEVELOPMENT CO.LTD
广 州 京 美 商 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位 于 美 丽 的 羊 城 广 州。 旗 下 自 主 品 牌： 勃 金（BOJIN）、
connubial、浓情蜜等，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情趣用品及化妆品的企业，产品有：男女按
摩精油、消毒抑菌护理液、控时抑菌喷剂、控时抑菌湿巾、抑菌凝胶、情趣香水、女士粉嫩修
复精华液、情趣提升喷剂、凝露等。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品牌企业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男女按摩精油、消毒抑菌护理液、控时抑菌喷剂、控时抑菌湿巾、
抑菌凝胶、情趣香水、女士粉嫩修复精华液、情趣提升喷剂、凝露等。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111 号五羊新城广场 2501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勃金（BOJIN）、connubial 、浓情蜜
联系人 (Contact): 丘全军
电话 (Tel):13902287281
职务 (Position)： 销售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881399654@qq.con
网站 (Web)：www.13944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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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23E24
东莞市爱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AiYuan Plastic Electronic Co.,Ltd
东莞市爱源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0 年成立，是一家集成人情趣用品生产、研发、OEM 等
的生产加工；成人情趣用品市场分析、包装、推广；品牌定位、营销、策划等为一体的综合性
公司。公司除行政部，研发部、财务部和运营部之外，还下设企宣部、电商部、客服部、售
后部等。公司旗下品牌“爱源情趣”、“大玩家”、“米菲尔”“MAIG”等在成人用品业内拥有 5-9
年历史。我公司旗下生产工厂坐落在世界的加工工厂广东东莞，工厂主要负责 TPR、TPE、
PVC、硅胶制品等相关电子产品的生产，设有独立的工程部、质检部、研发部等。拥有生产厂
区 5000 多平方，无菌装配车间 2000 多平方，配有挤塑机、注塑机及相关配套设施，日产能
4000 千克。公司一直致力于高端情趣用品研发，通过专业生产线，严格质量监管体系，使我
们一直走在情趣产品专业与安全的前列。我们专业的团队具有多年的研发，生产经验，更清楚
了解用户体验与行业发展趋势。关注每个细节，精益求精，让香港麦格旗下每一款产品极致完
美。用心为第一位消费者考虑，提供优质产品与良好的服务，关爱人类性健康，促进家庭和谐
成为香港麦格的立业之本。服务理念：诚实守信、追求完美、精益求精！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加工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生产销售成人用品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旧围村华光路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MAIG/ 米菲尔 / 大玩家 /aiyuan
联系人 (Contact): 汤小姐
电话 (Tel):15322968066
职务 (Position)：销售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dgaiyuan@126.com
网站 (Web)：https://hongkongmag.1688.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25E26
青岛欧米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QINGDAO OUMKA RUBBER PRODUCTS CO.,LTD
专业贴牌生产避孕套、人体润滑剂、湿巾、延时用品
电话：0532-87901555 18561692799 陈经理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人体润滑剂，男用湿巾，卫生湿巾。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仙山东路 22 号欧米卡创意园
联系人 (Contact): 陈欢
电话 (Tel):18561692799
职务 (Position)： 销售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2395059153@qq.com
网站 (Web)：www.jsypscj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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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27E28
东莞市魅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charm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东莞市魅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
技术支持等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实力厂家。本公司最新推出《智能互动语音聊天性爱娃娃》，
通过 APP 控制眨眼睛、动嘴巴，能与人进行互动，可以增进与人的亲切感。可叫床、语音聊天、
互动对话、欣赏全球著名音乐、讲故事说笑话等功能。接受专业定制服务，更支持来图来样生
产加工。欢迎四海客商莅临指导与合作！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目标！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实体娃娃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南岸村水心工业三路八号 2 楼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魅涩实体娃娃
联系人 (Contact): 姚丹丹
电话 (Tel):13538339159
职务 (Position)：经理
网站 (Web)：www.mesedoll.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29
深圳华永锋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ua Yong Feng Rubber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Hua Yong Feng Rubber Technology Ltd. was founded in 2007, located in
Shenzhen city. We ar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Adult Toys. We have tooling house,
R&D department with 10 engineers, QA team and also sales team to support our clients.
Now we owned more than 30 sets injection machine (including 3 sets liquid injection
machine), dust-free workshops and 10 assembling lines with more than 100 workers.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玉律村玉泉东路 19 号物业公司工业区 A7,A8 栋
Add: A7-A8 Building, the First Industrial Zone YuLv Village, GongMing street, GuangMing
new district Shenzhen City,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安妮思
联系人 (Contact): 唐小姐
电话 (Tel): 1850755275
职务 (Position)：销售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daryl@51anice.com
网站 (Web)：www.51an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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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30
丽凯实业有限公司
CUTESKY INDUSTRY LTD
Tesky Industry Limited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We oﬀer an assortment of products platform
sandals, pumps and boots. Heel heights range from 3.0'' to 8.0''. Bases are made in a
range of shapes and sizes, from crystal platforms to metal heels including extensive high
heels featuring sexy, elegant, fetish and gothic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489 号佳信一街 20
Add:489 XIN GANG ZHONG ROAD,HAI ZHU DISTRICT, GUANG ZHOU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CUTIEMIX
联系人 (Contact): MS LINDA CHU
电话 (Tel):00876-20-34173852
职务 (Position)： EXPORT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sales@cutiemix.com
网站 (Web)：www.cutiemix.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31E32
宁波市鄞州梦之缘保健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梦之缘成专业研发生产以及销售中高端以上的产品。以电商和外贸为主，拥有独立的研发
设计团队和设备齐全的生产基地，经历数年的发展，产品已畅销欧美等海外市 场，受到客户
的一致好评，在国内外市场享有很高的信誉。公司秉承“诚心，专业，高效，创新”的企业宗旨
期待 海内外客户的指导与洽谈！公司 l 另外提供优质的代加工项目，欢迎大家的咨询和合作！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新富路 127 号
Add:0574-88392348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MZY
联系人 (Contact): 罗金火
电话 (Tel):13396746101
职务 (Position)： 经理
网站 (Web)：luojh@mzyw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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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33
河南九都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an nine Tang Bio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富田财富广场 3 号楼 615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御龙古方
联系人 (Contact): 王国平
电话 (Tel):13723432999
网站 (Web)：www.yulonggufang.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34E35
东莞艾斯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AISI Health Care Product Co.,Ltd
东莞艾斯保健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主要生产成人情趣用品，是集研发、生产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享誉国内外市场，以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广泛认可。厂房
面积达 3500 平方米，共 100 余人，拥有国际化精锐研发团队。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 如：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 如：安全套、避孕药、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
地址：东莞市大岭山镇太公岭村渭溪路 8 号福林工业园 J 栋四楼
联系人 (Contact): 周彪
电话 (Tel):13790695354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info@aisi-cn.com
网站 (Web)：www.aisi-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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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38E39
广州情进贸易有限公司
CYD (Guangzhou) Ltd.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路 8 号中成大厦 A 区 12 楼 A,B 室
Add: Room A & B, 12/F, District A, Zhongcheng Building, 8 Youth Road,
China Guangzho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Guangzhou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Excellent Power
联系人 (Contact): Isabel Chan
电话 (Tel): +852 22023711
职务 (Position)： Executive Oﬃcer
电子邮箱 (E-mail)：episabel@ex-pow.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40E41
温州硕而博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SORBO Technology Co.,Ltd.
温州硕而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拥有 SORBO 品牌，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高翔
工业区大庆路 2 号，一直致力于自主创新 , 研发生产和销售相结合 , 环保高新技术成人器具产
品，并构建可持续的业务 , 接受 OEM 和 ODM 服务。企业率先取得 ISO9001、ISO14001 和
OHSAS18001 认证行业，产品达到 CE,RoHS,FCC,Reach 认证。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大庆路 2 号
Add: No.2 Daqing Road ,Xinqiao,Ouhai,Wenzhou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SORBO
联系人 (Contact): 毛小姐
电话 (Tel):15958735807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sb62@wzshengbo.com
网站 (Web)：http://www.sorbo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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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42
陕西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Shaanxi Johnson Pharmaceutical Co., Ltd.
陕西强森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现代化喷剂研发生产企业。
公司位于西安市碑林区，至今已有十五年历史，畅销产品有口腔喷剂类、鼻炎喷剂类、皮肤喷
剂类、脚气喷剂类、延时喷剂类、眼部护理类、外用软膏等产品系列，产品遍布全国 32 个省市，
深受用户青睐，并且在业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延时喷剂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东关正街 9 号幸福逸家 A 座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瞬通
联系人 (Contact): 李先生
电话 (Tel):13571926036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79087778@qq.com
网站 (Web)：www.sxqiangsen.cn

展位号 (Booth No.)：2F E43
深圳市优锂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oli-eneygy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优锂聚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锂电池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拥有自动化生产线及一流生产团队，完善的品质监控系统和售后服务，竭诚为您服务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充电锂电池研发，生产，销售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赤坎工业区南六路东一号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优锂聚能
联系人 (Contact): 张先生
电话 (Tel):13418988075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286537212@qq.com
网站 (Web)：www.YOLI-ENER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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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45
东莞市恒耐力电子有限公司
Dong Guan HengNaiLi Electronics Co., Ltd.
东莞市恒耐力电子有限公司前身（深圳市前研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占地
面积 2000 平米，员工 400 多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 80 多人。 公司拥有在
锂离子电池、电源管理系统（BMS）、应用测试等领域从业多年的资深团队，为客户的不同
需求设计和提供解决方案。公司同时注资采购销售欧美蓝牙芯片以及高性能程序芯片。
公司产品已通过 CE、UL、UN38.3、SGS、Rohs 等多项国际认证。主要定位于国内中高端市场 ,
如欧洲、日本、美国等。 我司长期配合成人用品客户研发生产锂电池，工程技术团队具有非
常多的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能够保证优质稳定的生产和组装成品锂电池能力。
欢迎来电咨询，欢迎来到 E45 展台面谈！
联系人 (Contact): 郭先生
电话 (Tel):13715029991

展位号 (Booth No.)：2F E46
东莞市一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Lis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一丝致力于成人器具的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专业团结，精心打造，专业服务。
Lise focus on design、production and sales in adult sex toys independent with
professional team、 well-built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有限公司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东莞市大岭山镇厚大路大岭村兴昂工业 B 栋二楼
Add: The second floor B building, XingAng industry garden, DaLing viliage ,DaLing
mountain town,DongGuan city.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一丝
联系人 (Contact): 袁隆佳
电话 (Tel):13751483645
职务 (Position)：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lj-yuan@dglise.com
网站 (Web)：www.l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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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48
深圳市潮头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CAUTOX INTERNATIONAL CO.,LTD.
深圳市潮头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与销售成人用品，拥有自己的国际品牌：COTOXO，
同时接受 OEM/ODM 代加工订单。本公司承诺质保 2 年。
Cautox International Co., Ltd. is a sex toy factory in Shenzhen. We have cleaning process
workshops with sterilization and bacteria detection equipment. The company has its
global logo: COTOXO. We do OEM/ODM orders too. All of our products have CE, ROHS
and FCC certiﬁcates. All products carry our standard 2 years warranty.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
地址：深圳市石岩镇罗租社区第三工业区 1 号楼 A 座 1 楼
Add: No.1 Building, 3rd Industrial Zone, Shiyan Tow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logo: COTOXO
联系人 (Contact): DAVID
电话 (Tel): 0755 23317778
职务 (Position)：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david@cautox.com
网站 (Web)：www.cautox.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49
杭州鸿浩进出口有限公司
Hangzhou HongHao Imp&Exp Co.,Ltd
本公司专业致力于男同服装男同情趣玩具，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客户遍布全球。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外贸公司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情趣内衣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58 号赞成太和广场 8 号 2004
Add:Room 2004,Building NO 8,Zancheng Business Center,Qian Jiang Road,Hang Zhou
City,Zhe Jia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CB13
联系人 (Contact): 朱灵峰
电话 (Tel):13867163459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alex@homehousecn.com
网站 (Web)：http://vgunderwe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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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53E54
潍坊红阳药业有限公司
Weifang Hongyang Pharmacy Co.,Ltd
潍坊红阳药业有限公司，始创于 1996 年，专注外用喷剂、湿巾、凝露、膏剂、洗液等 OEM
代工合作，产品出口欧美 中东 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外用喷剂 湿巾 凝胶 膏剂 洗液 消毒剂
地址 : 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区月河路民主街 3177 号高新技术产业园 4# 楼北 B1-2
Add:NO.3177 Yuehe Rd,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Weifa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红阳 勒马 拉德蒙耶 陆马 坚良 帝后 粉后
联系人 (Contact): 胡明山
电话 (Tel):13863651086
职务 (Position): 营销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 postmaster@cnhongyang.cn
网站 (Web): http://www.cnhongyang.cn

展位号 (Booth No.)：2F E57
东莞市雅鑫成人用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Yaxin Sextoys Co.,Lt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田饶步生态路 188 号
Add:NO.188 ecological road tianraobu village hengli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雅悦
联系人 (Contact): 梁世坚
电话 (Tel):15917669231
职务 (Position)： 总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360851750 @qq.com
网站 (Web)：https://shop1483518538740.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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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58E59
金华万得福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镇北功能区
金华万得福，始建于 2004 年９月，总部位于中国浙江省金华，注册资金 3518 万元人民币，
占地面积 60000 多平米，总资产达一亿七千万元，以“智能工业 4.0”为核心生产基础的“中国制造”
型企业。拥有专业研发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优秀的专业人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集时尚、
健康、情趣于一体，推出 W 和万得福等品牌。主要以男女器具飞机杯、倒模、震动棒和情趣
玩具等为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崇尚完美情趣，创造幸福生活！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厂家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倒模
Add:Jinhua city, zhejiang province ﬁlial piety Zhen Town precision.our area function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万得福
联系人 (Contact): 范敏芳
电话 (Tel):15888996677
职务 (Position)： 采购经理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Wechat oﬃcal account)：
电子邮箱 (E-mail)：Ido@jhwdf.com
网站 (Web)：http://www.sexwonderful.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64E65
深圳市伊碧倩植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ibiqian Positio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伊碧倩植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经营为一体的新型高新科技公司，历经 9 年的
不懈努力，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 物技术研究所、国家重要临床研究基地福建医科大学联
合研发了国家专利产品：爱情保鲜剂——伊碧倩 ® 女士日常护理凝胶。突破性的改善了女性
性欲缺失，高潮缺 失的问题，是人类性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经销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润滑剂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一路鹏益花园六栋 2104
Add:21F,Block6,PengyiBuilding,No.1bagua Road,Futian District,Shenzhen,Guangdong
Procince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伊碧倩
联系人 (Contact): 李洁
电话 (Tel):13590359895
职务 (Position)： 商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53981178@qq.com
网站 (Web)：http://www.ybq075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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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66
深圳金玫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Gold Ros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公司专注消毒设备行业。研发和运营团队均来之国内一流知名企业 TCL、阿里巴巴等。拥有
国际一流的 ID/ 工业设计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公司拥有强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战略合作伙
伴拥有精密模具设计和加工实力。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消毒设备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石厦新天世纪商务中心 A 栋 4305 室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Rosa Rugosa
联系人 (Contact): 李映霞
电话 (Tel):18675281004
职务 (Position): 销售总监
电子邮箱 (E-mail):Megie@rosa-rugosa.com
网站 (Web):http://www.rosa-rugosa.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67
深圳市速科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Suke Health Care Product Co., LTD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who provides OEM services for some famous
brands. The company has rich experience in R&D and pruduces men's masturbation and
dildos for years.The company provides customers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help foreign customers to ﬁnd ﬁt Chinese suppliers.The address of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the town of Changan, Donggua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has
a complete chain of adult supplies. We sincerely welcome your visit.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民营企业 /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成人器具
地址 :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梅龙大道 2229 号政商中心 240
Add: Room 240, No. 2229, Meilong Road, Longhua Street, Shenzhen City ,China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比色 Besexy
联系人 (Contact):Jessie
电话 (Tel):13620933033
职务 (Position): Sales Manager
电子邮箱 (E-mail)：jessie@besexy.cn
网站 (Web): www.besex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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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70
杭州凯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芈月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生产成人用品的公司。致力为中国人提供轻奢安全的
服务，拥有着强大的供应链及马来西亚橡胶基地的丰富资源，立志打造成人用品行业标杆。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 安全套 成人器具 润滑剂 情趣内衣
地址 :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688 号明豪大厦 707 室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芈月
联系人 (Contact): 薛译荣
电话 (Tel):13255880404
职务 (Position): 运营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17606107@qq.com
网站 (Web): www.miyueshop.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71
六度汇达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Six degrees Huida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Beijing) Co.,Ltd.
日本情趣用品品牌 tamatoys 中国地区总代理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 经销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情趣内衣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园盈路 7 号
Add:Ying Road No. 7，Zhaofeng industrial base,Zhaoquanying,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Tamatoys
联系人 (Contact): 王展鹏
电话 (Tel):18618100721
职务 (Position)：业务经理
电子邮箱 (E-mail)：foxarthur@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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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72E73
东莞市友杰电子有限公司
YOUJIE ELECTRONIC CO.,LTD DONGGUAN
本 公 司 为 成 人 情 趣 用 品 专 业 开 发 与 生 产 工 厂， 具 有 十 几 年 的 从 业 经 验， 自 有 品 牌， 可
OEM,ODM, 欢迎新老客户光临！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元江元村马新路 65 号友杰电子厂
Add:No.65 ,Maxin Road,Yuanjiangyuan Industrial Area, Changping Town,
Dongguancity,Guangdong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力娅
联系人 (Contact): 刘凡思
电话 (Tel):13544698985
职务 (Position)：业务
电子邮箱 (E-mail)：dgliya@vip.163.com
网站 (Web)：www.liyasex.com

展位号 (Booth No.)：2F E74
香港明德实业有限公司
HongKong Mingde industrial Co., Limited.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成人器具、润滑剂
联系人 (Contact): 吴思
电话 (Tel):15111072390
职务 (Position)：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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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2F E78
他她乐
惠州市满意公司成立于 2003 年，公司产品 999 神油多年来深受欢迎，目前市场上出现假冒
产品，严重影响本公司的声誉及顾客的利益。本公司已更名为“他她乐消毒用品有限公司”，并
已成功申请了三证，2018 年以后包装盒上的防伪标识改为二维码。望广大顾客扫二维码认准
真品。

展位号 (Booth No.)：2F E81E82
宁波市鄞州迪梦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专注于情趣用品生产。
企业性质 (Enterprise nature)：生产商
产品范围 (Products range)：生成人器具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幢宝同村
公司品牌名称 (Brand): D1m2
联系人 (Contact): 陈红波
电话 (Tel):13252283317
职务 (Position)：总经理
网站 (Web)：https://www.hkdimz.com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