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7届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

展前展讯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980号广交会展馆C区16号馆A层
E-mail: ciff@fairwindow.com.cn
Web: ciff.fairwindow.com

电话：020-89128061/89128026
传真：020-89128222-8102

2016年9月7-10日
上海虹桥，我们不见不散！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将新增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西厅作为民用现代家具展区，该展区
的五大展厅珠联璧合，将为展商和采购商提供更广阔的展示空间和发展前景。

会展大道

会展大道

会
展

大
道

东厅

北厅

西厅

南广场6.1
5.1

6.2
5.2

12
7.

17.
2

4.1
3

4.2 8.
2

8.
1

崧 泽 大 道

涞
港

路

会
展

大
道

 盈  港  东  路

诸
光
路

2016.9.7-10
国际家具馆

设计馆

民用现代家具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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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333号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16年3月18-21日  / 28-31日



第37届中国（广州）家博会
——强展更强，明智首选

首选平台   多维体验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产能过剩、

展能过剩普遍存在。而在此时，好展更好、强

展更强，在企业选展只选一个的趋势下，能引

领行业向上下游跨界延伸的全产业链专业展会

正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家博

会无疑成为全球家具行业聚焦的首选平台。

2016年第37届中国（广州）家博会从众多展

览会中脱颖而出，实现逆市增长，一期展会增

加使用保利世贸博览馆，总展览规模从68万

平方米跃升至75万平方米。

面对展会新常态，中国家博会未雨绸缪，

率先优化调整展会功能，把中国家博会打造成

集时尚发布、渠道维护、行业交流和设计引领

四大功能为一体的商贸平台。推陈出新、看点

丰富和视觉新颖是展会时尚发布功能的猎奇体

验；商业配对、行业对接和口碑传播是渠道维

护功能的增值体验；行业互动、行家聚会和活

动纷呈是行业交流的互动体验；市场主导、设

计跨界和大咖云集是设计引领的高端体验。

两期联动   规模宏大

2016年3月，第37届中国（广州）家博会

预计有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800多家品牌企业参展，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6万名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专业观众到

会。其中，第一期展会的展览时间为2016年3

月18日-21日，展览题材包括民用家具、家居

饰品、家纺布艺、户外家居等，体现了从室内

家居向户外休闲生活概念的延伸，从单一家具

产品展示向家具、饰品、家纺一体化的家居软

装饰配套演化，呈现出全球瞩目的“大家居”

时尚潮流盛宴。第二期展会的展览时间为

2016年3月28日-31日，展出办公系统家具、

酒店家具、办公配件、钢制家具、办公坐具、

公共家具、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等题材产品。

贯通家具行业上下游，联接全产业链。

启用保利   两馆互通

2016年，第37届中国（广州）家博会第

一期将首次启用保利世贸博览馆设为展会的D

区。户外家居展区移师保利，使用全部6个展

厅，近7万平方米规模，为参展企业提供更广

阔的空间展示品牌实力。保利展馆与广交会展

馆C区肩并肩，C区到保利展馆的距离比C区到

AB区之间的距离更近。保利展馆经琶洲地铁

站和广交会展馆B区互通互联，两馆地理位置

紧密相连，和谐互通，高度便捷。

智能家居   引领潮流

智能家居是当今家具、家电、科技界当之

无愧的热门话题，跨界的交互拥有了共同的主

题。本届中国（广州）家博会也将绽放智能的

光彩，从室内家居到户外生活，从全屋家具到

家居装饰，从民用家具到办公商用及酒店家

具，从生产设备到原辅材料，智能化家居产品

随处可见,让科技的发展为生活带来便捷享

受。各大主题活动、论坛更从多角度阐述智能

化概念，勾画未来家居生活蓝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三月正值国内外黄金贸易时间，全球家具界的目光都会投向中国广袤的市场，

聚焦珠江三角洲活力无穷的展会平台:第37届中国（广州）家博会即将拉开全球3月展大幕，向世界发出家

具展会的强音！

定制风尚   个性风采

从小众需求到广受认可，家具定制已成风

尚。整体定制的风潮将再次在第37届中国（广

州）家博会上掀起。各题材纷纷引入定制概

念，引进个性化设计强、服务周到完善的定制

家具企业。饰品家纺展区设立整体软装定制

馆，民用现代展区设立定制家居馆，民用古典

家具展区推出高端定制理念，办公环境展区设

立办公系统家具定制区。吸引了尚品宅配、维

意定制、联邦高登、健威家百悦、飞美、优歌

等品牌领衔参展，挖掘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

市场需求，尽显个性风采。

尽享眼福    国际范儿

多国参与，展出融合国际潮流的时尚精

品，向来是中国家博会的一抹亮色。随着中国

市场的崛起和平台规模及影响力的日益提升，

国际品牌进驻中国家博会的动力大增，第37届

中国（广州）家博会将更显国际范儿！国际家

具馆的规模本届增至3万平方米，多个国家展

团踊跃参与，精美设计与时尚风潮让国际家具

馆内涵更富看点，整体品质再上台阶。除了民

用现代家具题材外，其他展区也尽显中外风格

交融之美，国际品牌企业热情高涨，期待与广

大来宾观众同觅商机。

2016年3月，珠江三角洲不可错过，中国

（广州）家博会更值期待！



精彩活动重磅推介

中国（广州）家博会携手广东省户外家具行业协会联合举办“2016首届环球花园生活节”，将结合

国际顶级的艺术品、创意设计、知名国际设计机构等打造一个全新的国际性跨界展览盛典！

户外人居，休闲之举；邻家花园，邀您相聚！环球花园生活节邀请了顶尖设计机构和设计师，将他们

对花园生活的理解转化为一次精彩情景设计，将多元的生活方式、设计、产品、环境、活动等融为一炉，

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情景让业内的、跨界的观众交流互动。环球花园生活节将带你走进西班牙庭园最高水

准的代表——西班牙最著名的阿尔罕布拉宫，感受摩尔人留存在西班牙所有古迹中的精华；花园生活设计

精品展将让你体验来自世界各地顶级设计机构的花园设计风采，猫窝狗舍精品设计展区将体现为户外生活

与爱而设计的理念。环球花园生活节还将穿插多种精彩活动于展览之中，让大家尽享户外家居生活之美！

以“改善办公环境”为愿景的办公环境主题馆举办六年以来，在获得参展者和观展者的重视与好评

外，更逐渐成为引领中国办公环境观念提升的重要标杆。

2016年3月，办公环境主题馆邀请专业人士许照明先生及其团队担当策划，以＂生活化办公室＂为核

心，震旦AURORA、诺梵NOVAH、莱特斯LlGHTSPACE、亚太ASlPAC四大品牌企业以小型创客设计公

司的形态展现办公家具设计、建筑室内设计、软体家具设计、布艺色彩设计四大主题，结合空间、环境、

家具、设备、科技、软装、绿植、环保、人性与功能、服务与交流等领域，立体诠释办公与创客空间的理

念，引领生活化办公室的行业发展趋势。

主题区景观大道、办公家具10大预言、论坛区的3场论坛活动及6场专业讲座，都将一起探究中国办

公环境与家具不断进步的理念与新的办公生活思维，让观众更充分掌握办公的潮流与趋势。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房子”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居住场所，更是自己漫长人生的最

好“见证者”。随着近几年来小户型以及不规则户型住宅的诞生，以及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发展，使得传统

成品家具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由此，定制家居开始走入普通用户的视野之中。

随着“定制家居”的发展以及用户

越来越高的要求，定制家居企业的面临

如何的挑战，又该从中如何寻找出未来

的发展之路？2016年3月18日，搜狐焦

点家居将与中国（广州）家博会联手，

举办定制家具行业高峰论坛，与定制行

业大佬们共同探讨定制行业发展现状，

探求传统家具行业转型关键，探寻未来

发展之路。

由中国（广州）家博会和广东省家

具协会共同举办2016年互联网+家装

设计大赛。本次设计大赛以服务社会、

创意中国为目的，秉承“设计中国”的

理念，推动中国家居行业原创设计力量

的发展。结合当下互联网+态势组合

下，互联创造未来的趋势，为设计师、

业主、商家打造交互平台。享受互联网

时代红利，提高中国家装国际竞争力。

最安心！最快！最省！如果你是设

计师，or家具生产商，or业主，请不

要错过哦！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环球花园生活节——邻家花园，跨界盛典

办公环境主题馆——生活化办公室

定制家具高峰论坛——探索定制行业发展未来

互联网+家装设计大赛——给你一个贴心的家

时间：2016年3月18日—21日 地点：保利展馆17.3馆 时间：2016年3月18日下午14点30分 地点：广交会展馆A区白云厅

时间：2016年3月18日—21日 地点：广交会展馆16.4馆时间：2016年3月28日—31日 地点：广交会展馆5.2馆



交通指南

入场指南

前往中国广州家博会可乘坐地铁8号线至新港东地铁站A出口，前往展会A区；至琶洲地铁站A或B
出口，前往展会B区；至琶洲地铁站C出口，前往展会C区或D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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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入场

方法一：预先登记

官 网 预 先 登 记
官方微信预登记

收到回执（电子版） 凭电子版回执或打印回执

可凭预先登记（网站预先登记或者微信预先登记）回执纸质版、电子版直接入场参观。

成功预先登记后可参与活动，有机会获赠家博会期间免费酒店住宿。

展会现场可凭预先登记（网站预先登记或者微信预先登记）回执免费领取电子版会刊以及展会VIP休息室免费茶歇服务。

方法二：现场办证

入场
凭本请柬+名片

凭有效身份证件+名片 免费办理入馆证
官方微信

展览地点：广州琶洲 · 广交会展馆 / 保利展馆
开放时间

2016.3.18-21

一期
2016年3月18日-20日　  上午9:30-下午6:00

2016年3月21日              上午9:30-下午5:00
二期

2016年3月28日-30日     上午9:30-下午6:00

2016年3月31日              上午9:30-下午5:00

2016.3.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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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17.2

17.3

18.1

18.2

18.3

户外家居
展区

广州家博会 CIFF

广州家博会 CIFF

广州家博会 CIFF

广州家博会 CIFF

Outdoor
& Leisure

 Xingang Road EastModern Home Furniture Aisle Y

民用现代展区Y通道展位
Modern Home Furniture Aisle Y

Homedocor Sky-bridge

 Xingang Road East

广州家博会 CIFF

广州家博会 CIFF

广州家博会 CIFF

Phase Ⅱ: Hall Plan第二期 展区分布图

Phase I: Hall Plan第一期 展区分布图

 Homedecor 
家居饰品展区

Hometextile
家纺布艺展区

Modern Furniture
民用现代家具展区

Classical  Furniture  
民用古典家具展区

Design Gallery
家居设计展区

Outdoor & Leisure
户外家居展区

Office Show

Office Furniture Accessorise / Intelligent Office Products

Office Fitting Furniture / Office(Intelligent)Furniture

办公环境展

系统家具定制区、系统(智能)家具定制区

酒店家具区
Hotel Furniture

钢制家具区
Filling Cabinests / SafeCabinests Storage Unit

办公配件区/智能配件区

办公坐具区
Office Seating

Public Furniture
公共家具区

Mattress&Sewing Machinery

Hardware/Intelligent Hardware

Raw Materials / Components

International Hall

CIFM / interzum guangzhou

Mattress & Sewing Machinery / Mattress & Sewing Materials / 
Tools & Cutters / Woodworking Machinery

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展

软体机械展区

家具五金/智能五金展区

家具配料综合展区

海外综合展区

Woodworking (Intelligent) Machinery
木工机械(智能)展区

软体机械、软体配料、刀具及工具、木工机械展区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NEW！



民用现代家具展区规模达20万平方米，使用广交会展馆的A区共13个展厅及Y通道展位、B区共7个展厅；针对不同的采购需求和参观习惯，专业划分为国

际家具馆、设计馆、智能家居和定制家具馆、儿童青少年家具馆、软体家具馆、睡眠馆和现代家具馆等，这让观众能更高效、便利地找到心仪的展品和供应

商，闲庭信步之中，实现运筹帷幄。

民用现代家具展区-国际风潮，大牌云集 第一期展会：2016年3月18-21日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 2.2C01、13.2B01、15.1C21
产品范围：民用家具(含客厅家具、餐厅家具、卧
房家具、书房家具等)。
新品发布：联邦“轻时尚”木家具系列，以简约
北欧风格为基础，融入意大利时尚设计理念，将
“轻松、时尚、自由、个性、简约、灵动、舒
适”等元素融入产品设计。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1.1B01
产品范围：现代类软体家具（包含沙发、软床、
餐椅、脚凳和床头柜）
新品发布：这款沙发由流畅圆润的弧线条勾勒而
成，呈现出独特的月牙湾造型，宛如一件精心雕
琢的艺术品，体现出了设计师大胆新颖的创作理
念。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展位号：9.1C08
产品范围：现代民用家具
新品发布：作为中国客厅文化的引领者，关注客
户的需求，不断推出既有欧陆情调的浪漫气派，
又具有东方传统文化内涵的时尚经典的沙发系
列。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家百悦）

展位号：3.2C01
产品范围：现代民用家具
新品发布：家百悦是年轻的代言，家百悦是个性
与时尚的标榜，家百悦是创新和潮流的先锋。

金富士家具（鹤山）制造有限公司

（斯帝罗兰）

展位号：1.2B01
产品范围：客厅家具、餐厅家具、卧房家具
新品发布：新产品以非凡的造型，优雅而亮丽的
色彩，承现出独特艺术意境和时尚高雅，造就出
都市休闲生活的梦想地。

东莞市挪亚家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5.1B01
产品范围：室内家具、现代板式家具
新品发布：挪亚家D6&D8新品，从用材、工艺、
风格等都洋溢着年轻、时尚、青春、活力的元
素。我们尊重自然，追求极致的简约美。

东莞富运傢俬有限公司

展位号：2.2B01
产品范围：现代民用家具
新品发布：富运傢俬无论是别墅式大户型的大
气、尊贵，还是中小户型紧凑空间的实用与美
观，都可以得到完美演绎，并将空间运用到极
致。

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10.1B01
产品范围：布艺沙发、布艺软床、真皮沙发、真
皮寝具、现代皮床、板式配套
新品发布：以慵懒·文化·智能为主题，展现温馨、
时尚、舒适、依恋的居家空间。

安德·马丁家居 / 拉卡萨国际家居

展位号： 3.2C10
产品范围：现代民用家具
新品发布：安德•马丁家居是基于「Andrew 
Martin国际室内设计大奖」，汇聚了国内外优秀
设计师和国际知名家居品牌资源。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康宝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2B01
产品范围：现代民用家具
新品发布：新产品以时尚非凡的造型，实木与软
件完美的结合，体现出独特艺术意境和时尚高
雅，造就出高贵大方的都市家居氛围。

喜荣家私海棉（深圳）有限公司（华诺）

展位号： 11.1C01
产品范围：沙发，沙发床，海棉，床垫，记忆枕
新品发布：将居家生活文化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
念融入产品的设计研发当中为全球家庭提供精
密、可靠、环保、高品质以及高标准的产品。

广东志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10.1C01
产品范围：布艺沙发、实木茶几
新品发布：罗兰德品牌沙发兼容了新古典的华贵
与现代时尚感，丰富的色彩搭配，造型大气美
观，追求座感、工艺创新和外观质料颜色搭配的
完美配合。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5.2P01
产品范围：厨柜、衣柜、书柜、厅柜
新品发布：尚品宅配创新性地结合消费者的喜
好，让消费者参与到家具设计中，为其提供全
屋家具（厨房，卧房，书房，客厅，餐厅等）
定制服务。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5.2B01
产品范围：全屋定制家具、床上用品、室内装饰
设计、工艺品、不锈钢制品
新品发布：有玄关柜的人生才是完美的，家门的
进出都离不开这个必经之地，在这里装扮最好的
自己，回归最真实的一面。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5.2B06
产品范围：民用、办公、橱柜
新品发布：飞美家具橱柜系列，多彩多姿让你的
生活充满更多期待，更多精彩。

广东顺德日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5.2B07
产品范围：整体衣柜、整体厨柜、酒柜、电视
柜、精品柜、床、床头柜
新品发布：新推出全屋定制新产品系列：出彩童
年，浪漫西雅图，欧陆魅域，品味人生，自然风
尚五大系列，敬请期待!

嘉兴米兰映像家具有限公司

（M&D夏图）

展位号：3.1B08
产品范围：沙发
新品发布：M004款沙发，简洁的线条搭配柔和
细腻的天然牛皮，让她的外形简约又不失温婉，
时尚的造型兼顾舒适的坐感体验！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2.1B01，2.1C03
产品范围：木质家具，软体家具，家居饰品
新品发布：Kieran系列沙发及 Tamburg系列卧室
家具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HTL）

展位号：3.1C01、3.1D01
产品范围：皮革软体沙发
新品发布：HTL旗下拥有5大系列品牌：Relax 
Stud io功能大师系列、Gal le r y休闲系列、
Fabbrica布艺系列、Muse全皮系列、Kokunn床
品系列。

敏华品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芝华仕）

展位号：3.1B01
产品范围：休闲沙发，功能单椅
新品发布：New series of fabric and leather 
with branded new design.

广州高尚生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展位号：4.1B01
产品范围：客厅，卧室，餐厅
新品发布：“WU”衣帽架，获得2015年红点
奖，以及2015年中国设计红星奖银奖。

北京依诺维绅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1A01
产品范围：高端功能性沙发，卧室软床
新品发布：高端智能沙发床，自带阅读灯和无线
充电功能；小巧舒适，功能强大，可展开成沙发
床。

嘉兴艾德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4.1B03
产品范围：现代时尚软体及板式家居
新品发布：基于人们对家居使用状况，结合时尚
流行趋势进行设计，产品综合了实用、功能、时
尚、趣味等家居元素。

浙江丰贸群家具有限公司Cecco home

展位号：4.1B08
产品范围：民用家具(含客厅家具、餐厅家具、卧
房家具、书房家具等)
新品发布：以简洁的造型、纯洁的质地、精细的
工艺为其特征。使人与空间与自然拉得更近，更
和谐！

国 际 馆

定 制 家 具

部分品牌预览

设 计 馆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民用古典家具展区将继续在广交会B区的9.2-11.2、9.3-11.3六个馆精彩亮相。作为国内大规模、高档次的古典家具展区，本届民用古典展区展出规模达6

万平方米，涵盖欧式风格、美式风格、新古典风格、新装饰风格、新中式风格以及明清式风格，约150家参展企业在老地方期待与广大新老客户观众缘续琶

洲。

民用古典家具展区-红木风情，中西韵味

饰品家纺展区将使用广交会展馆C区一至四楼共计10个展厅，规模将达10万平米，将以“整体软装定制”为轴线，率领室内装饰理念的变革潮流，在构建
现代风格、古典风格、田园风格等整体家居饰品环境的同时，还将打造整体软装定制区，并融合软装布艺类产品，使家居装饰品与家纺布艺有机结合起来，演
绎室内装饰新时尚。

饰品家纺展区-整体软装，演绎时尚

第一期展会：2016年3月18-21日

户外家居展区将启用保利展馆三层6个展馆，展览规模近7万平方米，是国内规模领先的户外家居盛会！利用成熟的展馆资源，户外家居展区进一步优化格
局，整合展商资源，拓展展品题材，除众多户外家具将精彩展出外，还增加了户外遮阳/篷房、木屋、阳光房等等众多品类，渗透户外家居上下游行业各领
域，进一步满足户外家居产业链的发展需求。2016首届环球花园生活节将是本届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户外家居展区-邻家花园，搬家保利 第一期展会：2016年3月18-21日

第一期展会：2016年3月18-21日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9.2C01
产品范围：家居饰品、床品、固装产品
新品发布：展会新品根据市场需求创新，法式新
品类，中国风“竹”元素后现代家具、全实木品
类家具，引领消费潮流。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10.2B01
产品范围：家具，饰品
新品发布：共有都市、乡村和轻奢三种简美系
列，颜色个性定制，高端选料，时尚与经典并
存，休闲与自由同在，为不同年龄所共享。

广州市番禺永华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10.3B01
产品范围：红木家具，木制品
新品发布：“木韵檀雕”系列30周年精品，是细
分艺术品味、设计创新理念的标准，研发的灵感
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

广州木匠世家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10.3B08
产品范围：大红酸枝家具，大果紫檀家具，红木
门，实木家居订制
新品发布：新推出“花梨魅影”红木家具，材料
为大果紫檀顶级魅影板，所有产品款式原创设
计，致力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时尚红木家具！

佛山市亚太家私有限公司

展位号：17.1C01
产品范围：户外家具、灯具、空间
新品发布：2016推出产品以山河和
棕榈叶等大自然形态仿生为设计灵
感，产品体态轻盈，有山川起伏，
水流流动的动感，给人梦幻的感
觉。

广州南沙澳美发金属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澳马）

展位号：17.1B01
产品范围：Almunimium and 
inox casual outdoor  furniture
新品发布：Our new collection 
“Dinosaur Egg” represents 
the best concept of In&out 
casual living of Mondecasa.

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居科技
有限公司

展位号：18.1C01A
产品范围：室内及户外休闲家具
新品发布：锡山家具集团拥有完善
的环保控制体系和产品质量控制体
系，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不断创
新，为提升人类美好的休闲空间和
生活方式作贡献。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

展位号：17.1B02
产品范围：户外家具 Outdoor 
Furniture
新品发布：艾尔伯特户外系列

东城贸易（福建）有限公司

展位号：14.3B08
产品范围：家居饰品、家具、商业陈列用品、服
装道具
新品发布：巧妙运用今年年度色，花、铁、木完
美融合，搭配推出法式LOFT复古、乡村、时尚、
地中海系列等实用家居产品和陈列道具。

东莞市帝之辉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16.3B33
产品范围：灯具类，家具类，家纺用品类，家居
饰品类
新品发布：新品有进口纯美式的实木床、书桌、
橱柜等，还有纯美式的休闲椅沙发。

美国·卡斯特兰

展位号：15.3B28
产品范围：家居，饰品，灯饰,挂画
新品发布：木版画的灵魂—手绘。画师一笔一划
的勾勒不仅能保证木版画的线条柔和色彩丰富，
而且每幅木版画都更有生命力，比印刷品更体现
其收藏价值。

UTTERMOST

(东莞市福远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16.3B21
产品范围：灯饰，墙镜，挂画，各类挂饰，摆饰
品，小家具，花艺，地毯
新 品 发 布 ： 2 0 1 6 年 首 次 推 出 新 的 高 端 品 牌 
REVALATION, UTTERMOST品牌更以近400款新
品在拉斯维加斯，达拉斯，亚特兰大，高点及中
国的广州展，上海展以全新的面貌闪亮登场。

部分品牌预览

潮州捷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14.3B01
产品范围：高档家居饰品、高级礼品、艺术收藏
品及日用品
新品发布：经典设计风格，融入美式现代古典韵
味，打造优美家居饰品新起点。

深圳市维维贝拉家居有限公司

展位号：15.3B01
产品范围：家居饰品
新品发布：Generation Style今世魅影-现代优
雅、Fusion Heritage传承-古典优雅、Victorian 
Class维多利亚时代-古典轻奢。

可立特家居生活（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16.3A21
产品范围：个性家居饰品，摆件，灯饰，高端家
具等
新品发布：本季展会将展出数百款家具及饰品，
适合各种风格的混搭。

中山市夏盟科技灯饰有限公司

展位号：16.2B01
产品范围：家居灯饰，酒店与会所灯饰，订制灯
饰及商业商务照明灯饰，订制高端家具。

广州市英潽仕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17.1B05
产品范围：户外编藤，铝管喷涂，
不锈钢，户外
新品发布：“天使之翼”是一件大
型户外装置产品，产品由意大利著
名设计师Marco&Gigi设计，作品
造型新颖独特，被广泛应用用于宴
会布场、户外休闲、酒店大堂等区
域。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
司

展位号：8.1C12
产品范围：木屋，餐桌，餐椅，餐
柜
新品发布：“功能型木屋，工业复
古风餐桌椅（牛仔世家系列，钢管
系列）

广州市欧亚床垫家具有限公司

（穗宝集团）

展位号：12.2C06
产品范围：软体床垫类
新品发布：穗宝集团专注于中国消费者的睡眠研
究，一路引领智慧的生活方式。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12.2B03
产品范围：软体床垫类
新品发布：梦神卷装床垫采用先进卷装压缩技
术，弹簧经12万次挤压不变形，床垫柔而不软；
同时大大减少了运输成本。

深圳市森堡家俬有限公司

展位号：6.1B01
产品范围：青少年儿童实木家具
新品发布：北美系列产品设计灵感来源于对美式
田园居住环境罗曼蒂克童真般的向往情怀，提炼
了中国现代青少年对居住环境的美好愿望。

欣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6.1C05
产品范围：儿童学习桌、椅
新品发布：132双背椅-双背减压设计，极致舒
适、全方位呵护孩童脊椎
138卓越椅-四大功能专业升级，提高背部、臀部
的舒适度。

儿童少年家居睡 眠 中 心

浙江顶丰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10.2 C01
产品范围：欧美、法式民用家具
新品发布：“顶丰美品国际”家具精准领悟美式
家居文化的精髓，传承美式家具的经典元素，保
留了传统制造工艺及经典设计，同时坚持持续创
新，在功能和款型上不断满足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需求。

佛山市美神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11.1B08
产品范围：古典家具
新品发布：维多利亚女王

浙江卡莱诺伊家居有限公司（玉环县海鹏
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9.2B08
产品范围：新古典家具、实木、欧式古典套房
新品发布：时尚和古典融合的M&H家具能给消
费者提供一个生活化，古典优雅的居家文化。以
生活的感触为灵感，以家具为载体去实现天下爱
家之人最美好的愿望。
——M&H“我的爱、我的家，MY LOVE、MY 
HOME ”

江苏鑫欧越然有限公司

展位号：11.3C08
产品范围：欧式复古家具、美式家具、手工地
毯，灯饰，抱枕
新 品 发 布 ： 2 0 1 6 越 然 家 居 特 推 出 贝 尼 尼
（BERNINI）系列新品家具。从西方古典艺术中
汲取灵感，满足顾客对艺术家居的品质需求。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本届办公环境展将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澳洲、印尼以及泰国等海内外国家与地区的900多家知名企业和品牌参与，围绕着系统家

具、酒店家具、办公配件、钢制家具、办公坐具、公共家具六大题材推出琳琅满目的设计新品，展览规模超过22万平方米。第七届办公环境主题馆活动将集中

展现整个办公生态的创新成果，呈现办公家具及办公环境的发展变化。

办公环境展-名家荟萃，精彩无限
历经十几年的打造，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展已成为全亚洲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行业中规模大、类别全的专业展览会。2016年，CIFM / interzum guang-

zhou不断前进，展览面积达到15万平方米，1200多家国内外顶尖企业及来自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著名企业领衔参展，国家展团旗帜分明，将分别

展示各国的家具制造行业最前瞻的产品与技术。

家具生产设备及配料展-智能科技，引领发展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S4.1B01
产品范围：实木系列产品、防火板系列产品、屏
风系列产品、座椅产品、沙发产品等。
新品发布：Magna系列座椅拥有一体成型的椅
身，采用柔性塑料，坐靠舒适。背部镂空设计不
仅美观，更便于散热通风，即使坐得再久，也能
使背部时刻保持清爽感受。

百利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S4.1C01
产品范围：高隔墙/高隔柜系列、职员工作站、办
公坐椅、高管办公系统
新品发布：ECM工作站系统，具有强大的产品配
套及自由移动组合功能，科学严谨规范的强弱电
分离走线，活动插座及其它使用功能，展现科
学、人性化的设计技巧，配置完整，安装简单快
捷，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S5.1B01
产品范围：办公家具
新品发布：全新系列品牌《NEO STUDIO》 让办
公与生活跨界、年轻与时尚结合、发挥无限的自
由与创意。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S5.1C01
产品范围：经典办公、现代办公、固装家具、酒
店家具、学校家具、医院家具、图书馆家具、影
剧院家具、养老家具
新品发布：托斯卡纳养老系列产品，简欧的设计
造型，透露出浓浓的文化气息，白色与木色的搭
配，体现出亲切的田园风情。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S15.3A01
产品范围：铰链、走珠滑轨、隐藏式滑轨、豪华
抽屉系统、上翻支撑及拆装部件
新品发布：C81一扇牵系列、HT顺立方系列 即将
亮相。

广东泰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S16.3A01
产品范围：滑轨、铰链
新品发布：产品科技创新，使用方便。

礼恩派(上海)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S13.1C01
产品范围：电脑控制的高技术的工业绗缝机、缝
纫机及其部件和相关设备
新品发布：1500C绗缝机是能够在业内用最快的
绗缝速度，绗缝出时尚的又厚又密的面料。

金田豪迈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S11.1C01
产品范围：木工机械设备
新品发布：德国“HOMAG”豪迈公司全自动激
光直线封边机，型号：PROFI KAL370/8/A3/L，
单边机器。

广州市丽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S13.2CO1
产品范围：公共座椅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S15.3C03
产品范围：家居滑轮
新品发布：平趟门系列--大气优雅，智能启停、
旗舰系列--上下同步阻尼，创新结构，后顾无
忧、巡洋2号--原创专利，快速便捷，无需测量，
1分钟搞定。

东莞市兄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S14.2C01
产品范围：家具封边条。
新品发布：环美贴、三合一封口贴、3D封边条。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S14.2D03
产品范围：封边片材系列、异型线材系列、装饰
面材系列
新品发布：封边片材厚度0.4-3mm；材料为三聚
氰胺、ABS、PVC、PMMA、PP等，产品有HM
封边条、ABS封边条、PVC封边条、3D封边条、
激光封边等。

北京中润华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S15.2C01
产品范围：中高档装饰印刷纸、三聚氰胺浸渍胶
膜纸
新品发布：SINODECOR FOIL绿色环保，同色一
体化包覆纸，色彩丰富鲜亮，层次分明，无毒无
害，环保健康，新型定制材料。

第二期展会：2016年3月28-31日 第二期展会：2016年3月28-31日

深圳市梵蒂家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14.2C31
产品范围：欧美原版装饰画、油画订制、顶级手
绘墙纸
新品发布：2016年装饰画及手绘墙纸系列

杭州独角仙家居有限公司

展位号：14.3C21
产品范围：床上用品、抱枕、毯子、窗帘
新品发布：2016春季产品颠覆了传统软装床品的
性能，将传统的四件套与装饰抱枕以及搭毯相结
合，使装饰床品既可以与整体软装搭配装饰。

深圳市莱菲花艺有限公司

展位号：15.2B01
产品范围：人造花、人造植物、玻璃/陶瓷器皿等
新品发布：莱菲专营高品质仿真花及相配套时尚
花器,  产品品类齐全, 花艺风格全面，与国际市场
时尚花艺潮流同步。

深圳市铁凝铁艺雕塑有限公司

展位号：14.4C28
产品范围：雕塑、壁饰、摆件、家具艺术、装置
艺术、灯饰艺术
新品发布：「记录·遗忘的古迹」、「墨点公共
座椅」

东莞市博一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S11.3C01
产品范围：办公椅，儿童椅，民用椅
新品发布：X-chair是一张便于移动组合的多功能
会客培训椅，轻盈的体量（7.3kg），配上活动
轮，轻松移动，方便使用。

联友椅业集团

展位号：S10.3C01
产品范围：办公椅、办公系统产品
新品发布：M-BOX办公系统、ELEMATRIX 系列
办公产品、 Nexus会议桌。

震喜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S11.3A01
产品范围：坐具类
新品发布：喜迪世Flight采用体重感应机构，适
用于不同身高体重的使用者。Airy椅背采用新型
条状结构设计，透气性能极佳。不同密度的背纹
完美诠释人体工学。

杭州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S2.2C01
产品范围：椅子配件（金属底盘）
新品发布：国内第一款人体自负重底盘，可根据
使用者的体重自动调节弹簧力度，拥有五档锁
定，带内置滑板功能。

部分品牌预览

上海玛拉蒂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S5.2B21
产品范围：LAS意大利原装家具，韩国Bestuhl座
椅，MARATTI全新功能座椅、钢柜、Trident系
统家具
新品发布：LAS IULIO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S1.1B01
产品范围：办公家具、酒店家具、学校家具
新品发布：100%纯进口胡桃实木与传统中式榫
头结构工艺加上整体现代线条感自然、简洁、大
方无时不刻透露着他的高雅、稳重。

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S6.1C01
产品范围：高星级酒店、精装豪宅家具
新品发布：森源股份，为全球1500多个高星级
酒店、精装豪宅提供顶级定制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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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霸州市标典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铭顺家具厂
天津美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霸州市立昌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骏诚家具厂
佛山市长鸿居家具有限公司
智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斐欧丽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汉帛家具有限公司
亨润家具有限公司 HR FURNITURE CO.,LTD
佛山市名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班芙五金厂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欧泊尔家具
浙江华夏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金富士家具（鹤山）制造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时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雷欧家具厂
广州柏思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圆朗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杰希智能居家用品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前进家具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奥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丰辉云石家具厂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乔逸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和雅家具有限公司
冠雅国际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霸州市友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微亚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凯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光之鸟有限公司
广州市卓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摩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桥星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维朔丰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典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逸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德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高菲雅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镁家具厂（合美）
天津凯思德家具有限公司
浩盈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汇家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昕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富运傢俬有限公司
佳荣“纳维尔”家具
广州雅美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镇德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梦绮雅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湘辉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耀豪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盛基家具厂
福建圆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达博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丰钢化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康岚家具厂（原名涛）
东莞市黑柏家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腾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嘉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舒帝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业圣玻璃家具厂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
球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彼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宝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民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威尔德家具厂
嘉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点尚家具厂
惠州永晟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丹佛尔家具厂

霸州市鑫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森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柏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雅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焯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智盈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银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晔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康升集团广州康耐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林登家具厂
永铿家具（东莞）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林凯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雅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星光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派生家具厂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星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恋尚家居品有限公司
拉卡萨（北京）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兴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巨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德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派迪朗金塑制品厂
鹤山市万年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霸州永生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珍意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居家具厂
广东名家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轩芝斯家具厂
广州市瑭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百川家具厂
东莞市沙田海得堡家具厂
广州市加意堡傢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曲艺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朗臣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格林家具厂
广州屋企家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霸州市新星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康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艺高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帆家私有限公司
漳州喜盈门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昌伟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中宏家具制造厂
天津子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鑫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品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东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溢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维诺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若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派合五金家具配件厂
霸州市诚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库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领尚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海风情家具厂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市梦迪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灵朗五金厂
东莞市广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金棕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本美家具有限公司
益城尚品（廊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瑞芳德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永兴实业家具厂
霸州市和泰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挪亚家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品致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悦明祺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奥瑞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风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冠億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全方位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盈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福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聚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安吉森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磐安通达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金方圆家具厂
宁波市鑫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日实业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枫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德赛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德民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和丰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扬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扬志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亚庆贸易有限公司
亚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岚宝家具有限公司
韶关市鸿伟家具厂
HOUMES INDUSTRY DEVELOPMENT LIMITED 浩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富居(欧文)家具厂
惠州台盛实业有限公司
保渊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翱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春悦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渠清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铧澳家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莱富佳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大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龙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强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超凡家居有限公司
安吉欧格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博瑞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因特福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艾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鹏辉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华家具厂
圆径衣帽架厂
浙江浩博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火虫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乐怡联源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坎头新中五金制品厂
平湖瑞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康的家家具有限公司
升艺家具有限公司
致拓沃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森宜五金制品厂
寿光市金地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西旺五金制品厂
江门市雅格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仕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依佳壹工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名达威家私有限公司
河北圣鑫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世轩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东泰家具有限公司
曹县金得圣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斯维雅玻璃有限公司
安吉强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宏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富韵家俱厂
浙江升华云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漳州新裕鑫家具有限公司
漳州市昌晖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耳马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圣杰钢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翔骏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东洲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湾金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恒大家具厂)
青岛永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伟杰达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佳晟五金厂
东莞市雅弗莱家具有限公司
高要市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三星（汕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开平精锐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马丁优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凌家具厂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参展商名单 （名单更新于2016年1月28日）

安吉伟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尼奥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名江南家居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雅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凤连冲压件加工厂
霸州市华露琪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胜芳镇振国家具厂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润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舒派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铁兄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齐耀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博瑞格椅业有限公司
安吉艺维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凯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幸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霸州市标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镱五金家具配件厂
廊坊森杰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锦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御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年丰家具厂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廊坊鑫罗曼斯商贸有限公司
香港杰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力锋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镱创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美好衣帽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吉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尚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精益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纬盛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省盛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霖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茜恩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锦家具有限公司Vegas living Co.,Limited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高艺家具加工厂
东莞市山叶家具有限公司
益兴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琦晟股份有限公司
朝进木业有限公司

广州美术学院家具研究院
上海大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紫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依诺维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辉航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布伽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徕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薇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艾德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丹豆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丰贸群家具有限公司
东建钢管家具厂
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翡丽尚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道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竞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隐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迪谱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蔻蒂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生活印相家具有限公司)
风华国际有限公司
优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天健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冠城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WANVOG FURNITURE 
(KUNSHAN) CO., LTD

现代家具馆

民用家具展-现代

国际家具馆

设计馆

软体家具馆

定制家居馆

儿童、青少年家具

睡眠中心

纳图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嘉 兴 米 兰 映 象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M & D 
MILANO&DESIGN BY CHATEAU D'AX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
敏华品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JONATHAN CHARLES UK LTD.(乔纳森·查尔斯)
来思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ZOLANO DESIGN SDN BHD
ACME FURNITURE
INTRADING PRIVATE LIMITED
UNIFURN DESIGN SDN BHD
Yeu Hong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TIMBER ART DESIGN SDN BHD
DISTINCTIVE FINE FURNITURE SDN BHD
RELIABLE TREND SDN BHD
EVERHOME INTERNATIONAL (M) SDN,BHD
AFA
United Pacific Import& Export Sdn Bhd
Tonics Furniture Sdn Bhd
HIGH VALUE ENTERPRISE SDN BHD
T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FERNEX SDN BHD
Sofa Works Sdn bhd
BM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G-PACIFIC ENTERPRISE SDN BHD
KODA LTD
HIN LIM FURNITURE MANUFACTURER SDN BHD
ALTINZAMBAK LTD. STI. (GALA MOBILYA)
SKY FURNITURE INTERNATIONAL LTD（天津金德
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阳光世纪家具有限公司
KUEK BROTHERS FURNITURE SDN BHD
TAMARIND FURNITURE SDN BHD
ISTANBUL  EXPORTERS' ASSOCIATION
Star Furniture Pte Ltd
INFURNEX RESOURCES SDN BHD/BLH GLOBAL 
MARKETING SDN BHD
DIGITAL FURNITURE SDN BHD
SHARDA EXPORTS
PT. CHAKRA NAGA FURNITURE
蕾丝莱夫家居(佛山)有限公司(Lazylife)
FOXON SDN BHD/KGF RESOURCES (M)SDN 
BHD/KER GLOBAL FURNITURE(M)SDN BHD
Wegsmans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青岛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 Fortoli Furniture co.,Ltd
IDEA STYLE FURNITURE SDN BHD
TOP (HK) FURNITURE CO.,LTD
FURNCREST/ACACIA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FG Sdn. Bhd.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HOME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
SIN LIAN LEE MANUFACTURING SDN BHD
INCEPTION DESIGN AND TRADING SDN BHD
GOLDEN TE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AIK CHE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HABITZ
SIGNIVEST RESOURCES SDN.BHD
Master Sofa Industries Sdn Bhd
RELIABL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BES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SDN 
BHD
IDP SRL
新伟成工业有限公司SIN WEE SENG IND.SDN BHD
U2 Liv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ERN KOU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Sweet Home Concept Sdn.Bhd/ DEESSE 
FURNITURE SDN BHD
White Feathers Ltd.
广州市迈尚家具有限公司
Teong Sheng Industries Sdn.Bhd
TRENT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IMEI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SDN BHD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HTL HOME (JIANG 
SU)CO.,LTD
OMEGA SOFA(M) SDN BHD
INTERGO FURNITURE SDN.BHD
Kim Heng Industries Sdn Bhd
YB WOODWORK INDUSTRY (M) SDN BHD
MOBILIA INTERNATIONAL SDN. BHD.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亚床垫家具有限公司
点对点睡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弗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智联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嘉尼曼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金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吉斯床业有限公司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蕾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四海家具有限公司
Goitalia Limited
佛山市高尔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奥妮帝斯科技睡眠家居用品厂
瑞信全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鹏家具厂
荣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华白兰寝具有限公司
大连金凌床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施丽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诚钢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达希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联誉五金有限公司
雅丽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翔座具厂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傲奇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立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龙恒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佳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金登鼎晟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蒙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韵家具有限公司
元凯皮革制品加工厂（皮匠大师）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富怡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瑞丽爱家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泉州恒昂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凯慕家具厂
英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曼典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舒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庭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朝富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志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喜荣家私海棉（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圣家府家具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居然雅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丽法雷尔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博睿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ZOY HOME FURNISHING 
CO LTD.
深圳市乐其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雅伊华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非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韦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杰盟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凯昇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利源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尔乐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福蔚沙发家具有限公司(原仪霖)
上海酬勤家俱有限公司
东莞市元宗家具有限公司
宝雅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志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林木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喜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凯撒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博士顿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康佳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洋日居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豪莱欧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致威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麦斯得尔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标越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为邦家私有限公司
江苏奥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悦婷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维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威莱诗家具有限公司
海宁欧莎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爱米高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意多傢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欧嘉璐尼工贸有限公司
新华家具集团
强力家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大鹏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庄家万昌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雷铭国际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百事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普弘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禧亚家具有限公司_
东莞海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戎马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品高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唯信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鸣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杨氏兄弟家具有限公司BROTHER  YANG  
FURNITURE  CO.,LTD
深圳市德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米罗家具厂
佳信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信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文通工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翔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腾家具有限公司（原家美）
深圳市宝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亨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天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帷特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众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格林皮斯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淳昌家具有限公司（原 东莞市美邦一诺家
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宝马仕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富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汉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雅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浩谷环球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多迪斯泰保健器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海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伟仕达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笑升家具有限公司
飞腾行有限公司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日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意博铝门制品厂
吉安市天祥木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鑫家具有限公司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威名电器有限公司
博罗县日月星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美屋三六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宇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康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晖腾家具厂（原：佛山市禅城区域
邦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广志达家具厂
深圳市金迪豪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永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展洋家具有限公司
亚洲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团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阳迪泰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金品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聚源家具有限公司
丽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雅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黛博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曹氏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米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惠尔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爱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域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诚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富沃德家具有限公司

民用家具展-古典

广州市百年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创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纳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创艺家具厂
东莞市东创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鑫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时祥家具厂
东莞市同鑫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堡家俬有限公司
广东葫芦堡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显赫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仓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金喜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轩木器制造有限公司
欣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趣味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璈展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卡莎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童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至简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金爱和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谊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无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致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读书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可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爱学习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BESTEKNIK PLASTIK MOBILYA OTOMOTIV MAKINE 
KALIP SANAYI ITHALAT VE IHRACAT TICARET LTD. STI.
南康自由家木业
宁波百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德贝尔家居有限公司
青岛西卡欧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浙江欧宜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永华家具公司
广州木匠世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源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第一家具厂(玉环国森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顶丰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阿尔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春蕾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扬狮时尚家具有限公司
温岭市富鑫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星茂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佳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卡莱伊诺家居有限公司（玉环县海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球工艺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新格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飞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澳利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鼎泰家具
沈阳市润家家具制造厂
深圳皇家凯萨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蓝竹工艺品有限公司
玉环爱佳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万家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中升家具厂
浙江纪驰家居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风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彤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勇邦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齐家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复兴隆家私有限公司
惠州市和兴美家具有限公司
Jans2en Furniture
江苏鑫欧越然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富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泽洲工艺品有限公司

雅梦娜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湖南乐家巢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好人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亘立豪庭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江区美洲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格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华奥沙发厂
上海西尔维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艾美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市美第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尔玛宅配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奢艺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波尔多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堡玺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博纳氏商贸有限公司
莲池（江西）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大众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依普瑞森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实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艾伯特家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明清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振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朗家具有限公司
长丰家具有限公司
兆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台州豪成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欧梵居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海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新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帝梵家具制造厂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广东雄英集团
有限公司）
东莞市米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封开吴氏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御品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广丰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爱维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豪家具有限公司
天津泓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馨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欧尚家具厂
中山市宜丽舍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御兴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米拉诺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艺朵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昕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之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钰家具有限公司
东伟家具
宁波华裕工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奔盛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方盛框业有限公司
杭州昌顺家私有限公司
宣胜家具厂
上海奇莱空间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宁海景斯华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天悦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朴风堂家具厂
中山市伟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廷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瑞吉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古韵仿古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腾龙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富渥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美芙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赛拉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摩登上品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百纳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恩林工艺木制品厂
绍兴伊司特家具有限公司
象山中亚工艺有限公司
东莞德铨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木龙家具厂
鑫邦家具厂
闽侯县鸿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路石材有限公司
PT.Buana Inter Global
欧伟家具
宁波楚天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精之爵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宇鸿家具厂
广州美殿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华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盛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盛盈美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法图家具厂
北京墨韵尚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金华吉昌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闽养家居有限公司
东阳市锵锵红红木家私厂
福州三民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州佳居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日田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澳美发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亚太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亚帝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乐从镇海岸线家具店
浙江临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英潽仕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帝加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藤缘工艺品有限公司（藤话故事家具有限公
司）
广东美梦思床具有限公司
君富成座垫配套有限公司（佛山市意得隆纺织品有
限公司）
临海市维格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茂联木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美阳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宝程工艺品有限公司
格伦雷文纺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晴晴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瑞好聚合物（苏州）有限公司
佛山市艺骏雄塑胶仿藤有限公司
东莞市骐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焕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ISOTOP CORPORATION SDN BHD
FLAT Technologies Limited
广州派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美佳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凯越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舍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之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纳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联和乐安铸铝厂
佛山市德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华通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雅藤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裕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兰溪市檀宫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龙美达石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拓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卓家具有限公司
奥帝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方德泡绵制品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台州市宝立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阳光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马士通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克拉西客配件（亚洲）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
嘉兴市云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长富宝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丽屋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华美工艺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保税区塞明戈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迈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傲威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东恩奥杰曼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赛德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GATE GROUP LIMITED
佛山市顺德区美雅鑫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迪花欧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达尔文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旭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贝斯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盛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一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宏达五金藤铁家具厂
SAVAS PLASTIC A.S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欧之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Fatih Plastik San Tic Ltd Sti
宁波科恒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格莱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园藤艺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嘉德座椅有限公司
宁波泛太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美伽滕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家庆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高德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圣美休闲家居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百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弘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枫缘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弗瑞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名晨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磐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越贸易有限公司
ROYAL INDUSTRIAL TRADING CO.
江苏宇航家私有限公司
福建东野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PAZ ORMAN URUNLERI TIC. VE PAZ. A.S.
深圳市昌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卓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西恩斯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佰德休闲家具有限公司
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市临杰工艺有限公司
余姚市安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一象中空吹塑有限公司
青岛仲森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奥瑞恩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广茂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青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诺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光大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富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华顺昌金属家具厂
临海市陆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精致铝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康爵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健柏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户外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诚创玮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晋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能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艾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宏桥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泰运通家居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亚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藤帝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瑾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如蕾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洁雅布艺制品有限公司
台山市捷骏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欣鸿成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鑫源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巧纺织品有限公司
ETISILK , S.A.
东莞荣泰塑化材料有限公司
临海市群丰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东翔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通威尔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兴伟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真趣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意创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福特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韦贸纺织织品印花有限公司
慈溪市三源特斯林网布有限公司
从化市广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纤和延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尚洁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台湾特种隆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市万达闸器厂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双诚至力家具有限公司
恒隆家具（佛山兴威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奥巴梦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龙得飞金属制品限公司
苏州港豪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天立金鼎尊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振兴景观设施制造厂
广州兴乐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虹家具厂
唐山阿迪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盈丽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源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家园园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上海舒阳家具有限公司
PT. INDOEXIM INTERNATIONAL
广州市拓曼司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云格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飞卓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百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生活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豪杰金属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拓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迎泰家具有限公司
耀保五金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鹤山市弘历花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美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江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铭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名就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藤隆轩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恩特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奥诗企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日晴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全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金艺林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万利达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怡室怡家复合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艺心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沂绿特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晨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和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志荣(惠州)工艺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文华藤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华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尚榆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振东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泰莱特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临海市永丰旅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彩达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双乐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浙佳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爱迪宝进出口有限公司
临海大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满意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如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暄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阳光太阳伞厂
浙江永佳无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琪尔仕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赛瑞工贸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潮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洽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泓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林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格绿朗遮阳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之彩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远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光华旅游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优阳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长青藤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荣桂家具厂
浙江勤达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圣朗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冈县双赢花园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神就石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典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中元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瑞森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康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京华家具有限公司
安徽省佳艺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海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丰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煜众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奇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新兴体育用品厂

深圳市欧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仑观色装饰材料厂
厦门纸木陶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九艺术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丽天家居饰品工艺厂
南京亚舟画室
杭州云岳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杰而正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镶嵌饰嘉装饰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美艺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生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
佳朗德生活用品（大连）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博亿装饰画厂
深圳东国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华翌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鸿儒济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耐博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永利兴画廊
广州雅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名典画廊
深圳市千与寻饰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子靖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奥框艺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艺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致物工艺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利拓一品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强尚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深圳锦尚品名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睿艺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高雅油画
广州尚木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典艺画廊
东阳市福雕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广州斐常画业有限公司
南昌九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宏烽工艺美术品廊
深圳市纯彩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森美吉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太阳姊妹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田钰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思联现代画饰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画博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怡发画框工艺厂
深圳市罗湖区颜料块家居饰品店
广州市平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梵蒂家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稻草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墨问艺术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天下画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工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观艺画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塞尚印象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太工工艺美术厂
杭州美姆林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杭州观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七号墙艺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金葵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无规则古风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米青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杨氏框画工艺

玛莎（苏州）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之源仿真植物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饰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浦江县晶湛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琳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克瑞瑅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意高工艺品厂
东莞市茶山华维工艺品厂
广州市越秀区恒美工艺品商行
广州市白云区海虹仿真植物厂
中山市满庭芳花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珈悦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安柏美（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工艺城宏鑫家具饰品店
深圳市莱菲花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令高家居产业有限公司
富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绿韵工艺品加工厂
东莞丰群家具制品有限公司/东莞丰钰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台州莫克水晶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凯纳利陶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寰亚家具厂
台山市台城永利隆玻璃工艺厂
深圳原石生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欧贝儿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海宁经编园华纬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红磨坊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季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福临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中山市环宇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马斯登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慕罗纳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维利亚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融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幕照明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裕景灯饰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渴望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托斯卡纳灯饰有限公司
杭州世典遮阳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匠灯饰厂
中山市联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胜然灯饰厂
中山市凯文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华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惠州市镁高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耀派灯饰电器厂
广东森亮森阳照明灯饰文化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茂发艺术瓷厂
东莞市卡慕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平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捷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帝琪照明有限公司
晟力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曼仕照明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金锋比迪灯饰工艺厂
永辅企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相灯饰厂
明尚家居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巨昱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高林世家灯饰厂
中山市夏盟科技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卡莉欧碧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瑞帝斯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骏扬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灵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亚玛逊灯饰厂
中山市筑之光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可尼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铭钰灯饰制品厂
东莞市宏大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铜香舍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兄弟高登灯饰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良亚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灯尚汇家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点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艺盟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溢达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友胜玻璃门市部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兴客坊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可顺灯饰电器厂
中山古龙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荟灯饰厂
深圳市迪尔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优比空间灯饰厂
东莞市大岭山多洛灯饰厂
中山市横栏镇琅士灯饰工艺厂
中山市古镇蓝颜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迈尔诺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饰坊灯饰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高点灯饰厂
中山市创丽特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龙汇灯饰制品厂
佛山市雷汉尼灯饰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一创陶瓷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星典灯饰厂
斯巴克有限公司
KINGTEX CO.
唯凯乐责任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丽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香港凯利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邦米斯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点睛灯饰厂
杭州神宇五金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锋灯饰有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县金戈铁马家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莱家居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英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欧宇灯饰电器厂
深圳市节乐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利建灯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福缘灯饰门市部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潮州市富雅家具制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生行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画太师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信智造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雅乐家具有限公司

美和（福建）集团有限公司
台山市中顺木器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密欧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泉州丰泽正月娇工艺有限公司
闽侯县德雅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松承工贸有限公司
景德镇钟家千年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德利亚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捷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城贸易（福建）有限公司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星灯饰有限公司
闽侯闽兴编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蒂高美居家饰有限公司
宁波迪斯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景昌陶瓷灯饰厂
浙江沃莱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矩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布社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一坊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满京华艺展中心梦琪家居饰品店
深圳市美雅嘉琦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杭州独角仙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色空间居家饰品设计有限公司
梵廊朵装饰设计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雅趣家饰
上海帝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自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装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保加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糧器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溪舫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景德镇市尚水一村陶艺坊
深圳市蕖华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拜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珠海大千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异象名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列蒂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丽天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赏饰专业家居饰品配套
潮州市名翔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纳希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南洋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维贝拉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市帷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米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映象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朴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派力斯软装配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风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莎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洛可可经典家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简创系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象形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曼凯迪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卓尔艺术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悠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林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尼亚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尚饰包装工艺厂
泉州丰泽莱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世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莉印象家居
福州市台江区艺品雅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红配绿艺术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衡威饰品商行
木艺轩红木坊
北京格隆博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梵缔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景御陶陶瓷有限公司
尤玛艾家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纳艺术品有限公司
绘生活（厦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多杰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美庐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品居家饰品有限公司
可立特家居生活（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莱利雅家饰有限公司
上海恒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巧匠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加佳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环球视野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顿家居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迪娅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凤凰美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鼎礼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远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米勒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美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佛洛伦克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之辉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弘博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励仁和贸易有限公司
宇冠企业行
大森工艺（深圳）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舍钥陈设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邸色家居饰品店
厦门立方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一米布艺设计店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大为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盛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市贞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陶公馆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雅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朝家具工艺有限公司
厦门市春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逸致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潮州市铜泰陶瓷工艺制作厂

辽宁新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谢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廊坊永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进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鑫桦达陶瓷厂
潮安县凤塘镇顶峰陶瓷厂
潮州辉扬陶艺制作有限公司
东莞市屹泰水晶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嘉风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国韵祥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华艺彩瓷厂
大连蓝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协威工艺厂
天津赓益商贸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峰业陶瓷制作厂
高要市鸿禧国际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百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仟晟（天雨）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大连尚艺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润昌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中山欧联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煜日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福田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市宏顺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深圳市瀚林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达玺泰陶瓷有限公司
义乌市客莱弗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开发区艺杰陶瓷制作厂
厦门鹭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臻鸿陶瓷制作厂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卓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鼎嘉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无拘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枫瓷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陆韵陶瓷制作厂
饶平龙欣工艺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大宝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鸿瑞陶瓷厂
潮州市枫溪欧雅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区沃雅格永昇陶瓷家饰厂
潮州市澳士通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中丽灯饰加工部
肇庆市鼎湖区美亮商行
潮州市枫溪区古怪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云梯实艺彩瓷厂
广州祥兴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心饰园家居有限公司
嘉玛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盛大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协瑞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昌隆瓷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嘉力斯陶瓷厂
江西省泰和县鑫得雕塑艺品制造厂
东莞市谢岗勤兴工艺品厂
东莞市大朗旺盛家居工艺品厂
深圳市茗人居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大张家居用品厂
东莞市佳洛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玛斯特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宏家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格莱美菲古典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艺享家居饰品商行
香港时来运转钟表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迪高钟表行
青岛枫叶钟表有限公司
青岛宇时工艺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丰古炮钟表
高要市峤丞木制品公司
宏威五金加工厂
广州利宝钟表有限公司
上海迪翎钟表有限公司
湖南中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彦曌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意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欧蒂诺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旻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大时代家居饰品厂
东莞市博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珀睿蒂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智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德蒙特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维那灯饰厂
义乌端幕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籁轩古典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艺兴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维思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联中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烟台世荣钟业有限公司
荣成市盈慧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博艺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迪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钟情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竣奇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悠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致格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印象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古韵电子木艺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市伊斯瑞家居饰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增福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晶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意美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凝铁艺雕塑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人蕉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尔高商贸有限公司
阳春千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格空间艺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声韵祥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如果国际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亚艺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酷星五金工艺品加工厂
上海风邸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顽铁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灯道夫照明门市部
青岛逐梦园家居艺术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加力相框背板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华宜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吾心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欣荣工艺厂
广州市木目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合工坊
惠州市派拉蒙电子有限公司
泉州市中泰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原创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无疆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宁波伊丽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威海艺元工艺品有限公司
集宝轩工艺品
深圳市茂源祥礼品包装厂
江西翔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吉泰精品经营部
佛山市视道环艺设计工程配套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昕毅五金模具加工厂
厦门金色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孔雀标本艺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表情城市工艺厂
宁波市鄞州柯思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艺盟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广州铭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爱家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水口辉宏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荣家饰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铜心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佛山市栋能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丝毯厂

上海锦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诺邦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新越皮革行
深圳蒙古包皮草商行
安徽中安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正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香河县谛安娜家纺制造厂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能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sia Checking Limited

浙江梦卡诺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省桐乡市福恩丝绒制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爱润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越顺经编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田工艺植绒有限公司
桐乡市如兰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步迪龙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嘉名控股有限公司
嘉兴蒂凡尼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卓信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创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一东纺织面料有限公司
海宁金志达布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通元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康宝家纺有限公司
嘉兴市泽霖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富胜达染整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汇丰经编针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润得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鑫宝莱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九江银帆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杭州湾轻纺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双锤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国茂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易辰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俊发喷织有限公司
桐乡沃伦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铭龙经编织物有限公司
嘉兴沃绅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微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雅嘉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恩佐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同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德士家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欧美来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大麻欣轶布艺织造厂
桐乡市大麻华强布艺织造厂
浙江桐星针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宁市伊诺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康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柏高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美尔达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宏锋经纬编有限公司
广州福大电动窗帘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楼祥花边有限公司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县旷达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赤道纺织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锦纺织有限公司
北京圣宜然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恒立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铭基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博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泰运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千百荟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布奇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博卡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伊丝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曼巴迈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黑蚂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世佳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菲摩斯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大浪淘纱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众逸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燕丝绸织造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新胜装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天杭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华颖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一胜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金楼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卡其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然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澳其澳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卡舒顿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杰西亚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金宋织物整理有限公司
杭州帛曼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亘然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圣瓦伦丁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诺誉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雅涛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雷超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康勒富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屹迪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塔塔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乃帛旺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宜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腾川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诚丰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康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念家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漫舞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花睿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双顺家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煌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易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永通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田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昕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雅卉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红罗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耀秀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航安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艾登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风尚美克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丽升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轩凡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馨得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之洋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明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虹纺织厂
海宁喜来屋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圣洁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雅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广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登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茂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皖粤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美佳针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富得豪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奥维特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人居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三隆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双飞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佳宝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天使特种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景皓麻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思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潮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卡乐福家纺有限公司
桐乡市峰悦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曼其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新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捷达纺织装饰有限公司
海宁万得利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帛瑞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艾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爱德纺织品经营部
海宁市许村镇奥雅居纺织厂
海宁市杰科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鑫亚伦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巨龙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迪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博旺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锦帛御轩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顺诺纺织厂
海宁市许村镇英皇布艺经营部
北京锦帛湘奇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翎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奥莎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格蕾特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凯迪雅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经之纬家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屹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志达布业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卡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杰灵美布艺有限公司
广州市宁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华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凯莉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玉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布业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曼诺普家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丰业纤维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汉克玛雅（天津）责任有限公司
北京加鼎地毯有限公司
东莞福华地毯有限公司
河南精工地毯家饰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捷欣地毯有限公司
北京市英泰弘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新艺地毯有限公司
河北瑞家地毯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安凯莱家具有限公司
库恩德（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RAZI EXIM PTE.LTD.
佛山市粤海林亿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舒米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博根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绚丽家居装饰品厂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利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市海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开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柯维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劲广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优派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曼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宜尚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冠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森拉堡家具有限公司
济南大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瑞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汉玛思）
浙江鹏辉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木立信家具有限公司(原:山东佳诚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
浩森家具集团
陕西中瑞时代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光润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龙优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祖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太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伟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名汇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卓林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信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富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客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富美达办公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飞宇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鹤山市海景家具有限公司
美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中泰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沃家具有限公司
俊峰家具厂
广州市美励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利美铝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楠方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卓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悍杰家具厂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致兴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州博生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辉腾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米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迪威司国奥家
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邦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精一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歌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兴盛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沛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达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毅翡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博奥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轩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沃时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尚家具有限公司
奥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迪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泰置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赫来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富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艾比办公设备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非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富和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华展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方名格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昇家具有限公司
国申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玛拉蒂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鑫组合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柯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亚邦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国之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辉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狄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原狄诗家具厂)
佛山市谷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鑫亿鑫家具厂
香河县中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德清麦辰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先生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信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欧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罗沙美嘉家具厂
广州市欧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泰尔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大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叶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唯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丰和办公设备厂
广州市优卓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龙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 Fair & Marketing Corporation
广州市圆方计算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维远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致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Jejak Persona Sdn.Bhd.
元齐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市爱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邦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平湖台丽办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励丰家具型材配套销售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北京科思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龙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优家具有限公司
公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前锋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贺富德家具厂（荣之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君皇办公家具制造厂
中山市中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美斯特家具厂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昌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艾菲尔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马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宏笙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千汇家具厂
广州市世卓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群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闽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菲斯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佰家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卓越家具有限公司
欧意达好椅698办公转椅技术研发中心
广州嚎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公隆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立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钢之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高奕钢木制品厂
建德市鸿源木业有限公司
青岛平制海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华尔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高奕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安吉铭御家具有限公司
创奇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歆恩企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向阳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克莱格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高梵家具有限公司
礼宾国际有限公司
惠州市沃生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发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文迪五金有限公司
绿色座标有限公司
厦门奕辉工贸有限公司
PT.TIMUR JAYA PRESTASI(High-Point 
Group)-INDONESIA
广州天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利登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浩普地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双华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中泰隆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钱门五金
常州市双爱家私有限公司
汕头市广鸿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众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君南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萨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欧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市开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康拓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
为：佛山市巨欧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欧
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米
莱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更名
为：佛山市焊锵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顺德区
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锴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Anyche
江苏鹏程伟业家具有限公司
HANSUNG SCHOOL  FURNITURE CO.,LTD
SEATEK KOREA CO., LTD.
DAEHA
KIEYOUNG FORMAX
Hara Tech Co., Ltd.
常州变形元素升降桌制造有限公司
DIPLOMAT SAFE LTD
Young Jin industry co.,ltd.
KFFIC (Korea Federation of Furniture 
Industry Cooperatives)

美力菲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靖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友椅业
震喜家具有限公司(震旦)
鹤山市博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一家具有限公司
明森达·鹤山市四方家具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富凯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乐宇轩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诺高座椅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高

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翰林（尚客思）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嘉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志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传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彬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致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高斯登家具有限公司
南洋家具（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福志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康特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华美家具厂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
司）
上海富家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铧世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凯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卓椅业有限公司
卡贝隆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协纪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力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首誉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沙头其
城办公家具）
鹤山市鹤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林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区九江马泰家具厂
浙江粤强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高田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飞力中正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乐从飞力家
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莱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泰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泰松家具厂)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亮点家具
佛山市文合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忠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祥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有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及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的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航舰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雄（豪进）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优耐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誉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胜（九龙尊王）家具有限公司
龙江奥源家具厂
佛山市尚德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四海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浩帮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鑫海美克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春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讴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昊国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幼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钢之宝五金家具制造厂
安吉和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福泰日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星河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荣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衡兰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立冠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右办公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高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众班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誉卓家具有限公司
高品家具有限公司
鸿郁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海龙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永丰座具厂
佛山市南海格雄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顺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创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达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五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优越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松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尚方家具厂
佛山市骏誉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好莱运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奥凯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椅众不同家具（香港椅众不同家具
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亿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喜富莱办公家具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联锋家具有限公司
卡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递铺铭雅轩家具厂
安吉斯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恩荣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季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县宇航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雄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坐标家具有限公司
Style Ergono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佛山市优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顺德乐从卓跃家具厂
博牌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立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匡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方政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隆博家具有限公司
DAWON CHAIR`S CO.,LTD
佛山市新典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标家具厂
DBK CO.,LTD
广东佛山市骏航办公家具
佛山市南海区世纪隆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恒昌椅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长久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弘鼎五金塑料制品厂
深圳市百家达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维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至杰五金家具厂
春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大东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旺腾家具有限公司
PATRA CO., LTD.
安吉莱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米朗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艾镁尔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之光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米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阔塑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成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叁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铭爵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兆正家具有限公司 （正丰）
优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哈利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霸家具有限公司
金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磊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晋泰办公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睿爵家具厂
安吉新人杰家具有限公司
ASTER COMFORT DESIGNS PVT.LTD.
佛山市仁协家具有限公司
TORCH CO.,LTD.
安吉星宇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其昌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天顺发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南方家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中兴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新和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沃菲斯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井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安吉美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伊姆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世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帷勋家具有限公司
宣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奥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DSP Co.,Ltd.
佛山市奥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志力家具公司
佛山市毅捷家具有限公司
CHAIR MEISTER CO., LTD
sung yong co.,ltd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浙江省三门县茂盛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佛冈涞嵄办公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尤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美盛五金办公家具厂
广欣
欧森桥国际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丽康健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昌胜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乐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佳及雅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盛晖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欣润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丰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钰强五金厂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欧思迪五金家具厂

广州市丽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鸿盛家具(福建)有限公司
汕头市新世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龙江鸿基座椅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鹰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绅徕仕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欧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恒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康家具有限公司
重庆聚一实业有限公司(原:重庆聚艺影视舞台设备
有限公司)
佛山市网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胜利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名方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美座椅有限公司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唯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颂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人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中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新的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山公共座椅有限公司
佛山市亨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祥聚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澳柏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新隆橡塑五金厂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泰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深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鼎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凯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臻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亚奇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标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众家具有限公司
京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集雅成家具有限公司
育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丽日办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易卓金属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兴添业五金家具配件
江门市科益五金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澜林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夏之洁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特家具厂
杭州巨牛椅业有限公司
浙江利帆家具有限公司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

建德市瑞和曲木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玉枕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润鑫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宜班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科家具厂
浙江腾亚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之丰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骏迪家具有限公司
Bonton Technomake P Ltd
佛山市顺德区晋东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群先座椅厂
高斯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广州顺文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爱德旺五金制品厂
北京大倪体育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先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鸿睿栢悦金属制品厂
广州立铸电子科技有眼公司
广东禾东品牌有限公司

杭州德昌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开平瑞华家俱配件有限公司
杭州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高飞模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帆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松达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继文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冠振五金厂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歌珥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凯吉斯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晟豪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为五金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国玮五金制品厂
杭州杨氏实业有限公司
中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安吉斯诺尔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纯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鹤城镇豪天明品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国鼎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迪先实业有限公司
意华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美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巨威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特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茂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继文/占文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泰丰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海涛利华五金厂
青岛三弘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东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拉美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江苏奥美丽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超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巨市企业有限公司
新星塑料家具厂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昊富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迈洋塑料厂
广东顺德悦强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长宏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丰优品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志顺木器厂
鹤山市准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华宇网布
佛山市云帆金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椅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优瑞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凌工五金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威捷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川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黄建彬塑料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骏五金厂
源信纺织有限公司
常州市南泰气弹簧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RIM HK Limited
Cofemo Industrie srl
佛山泰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鹤山市世铭家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铂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晖丰家具转椅配件
东莞濠文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杰之星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汇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达利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友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百金属制品厂/佛山市顺德区广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宁波依兰布艺有限公司
高美皮革行
佛山市顺德区有晋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晨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双宝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兴胜河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顺德区新益盟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阿的高气弹簧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晟兆家具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兴达五金制品厂
康蓝转椅配件
永康市世科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伟仲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颐兴实业有限公司
威赫办公家具
宏泰塑胶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艾克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洞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联塑塑料五金厂
添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渠成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铸世家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市艾迪尔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大得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海洋皮革（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阿甘皮革
经营部）
佛山市顺德区丰溢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活力家具厂
浙江省建德市华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作办公五金家具
鹤山市国正家具海绵有限公司
实达五金
福隆美迪亚气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SUNDESK VENTURE SDN BHD
信亮五金家具厂
东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芬妮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都佳电器有限公司
福基国际有限公司
顺德凯利达气弹簧制造厂
锦盛五金
慈溪华宇装饰布有限公司
东莞市煌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美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扬升文仪家具厂
佛山南海鑫健威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和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志轩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铉锋五金厂
斯奥尼丹·昌达座椅
肇庆市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高明区杨和
镇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
安吉恩特丝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坚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奋斗家具材料商行
森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凯乐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奥美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锐齐模具（塑胶）制品厂
青岛鼎升文教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保胜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瑞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共盛五金有限公司
容县林丰胶合板厂
中山优美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椅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甘力塑料厂
四会市盈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择泓信家具五金材料商行
广州和力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安得福气弹簧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新会区会城晨洋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溢荣高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观强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主流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王办公家具配件经营部
佛山豪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睿霖五金制品厂
东莞鑫捷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杨气弹簧有限公司
大森超纤皮革
中山市小榄镇宇星五金厂
东莞市万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胜远家具有限公司
北仑塑料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志焯（志溢）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高添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晟晖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利得宝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龙江镇丽江鑫丰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互联可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佛山市顺德区景成家具厂
佛山旺的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潮艺家具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永兴五金家具厂
中山市龙正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诗铭家具有限公司
铭扬皮革
东莞市平稳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茂名市三洲石化有限公司 （广州科智注塑厂）
广州市天帝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竹文视频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经典通达酒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源泰酒店家具厂
惠州市恒泰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格莱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顶尖家具有限公司
東莞市拓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埃利斯家具有限公司
肇庆市碧桂园现代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年年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盛豪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安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思路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必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云付家具商行
广州美杨家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康尼特不锈钢制品厂
霸州市王庄子老万家具厂
上海致尚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一毫密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光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司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星酒店家具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安居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柏域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天足五金配件厂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古劳镇华龙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国海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双剑塑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优智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能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创迪五金经营部
东莞市金达照明商贸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ARBON INDUSTRIES SDN BHD（广州市玛宝贸易
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华堡钢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二轻机械厂有限公司
洛阳莱特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中铤家具厂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富溢德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科飞亚金柜有限公司

洛阳联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麦氏钢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上海星泰实业有限公司
偃师市科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凯宾耐特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宝保密器械有限公司
洛阳鑫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手拉手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宇龙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佰卓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唯拓光纤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合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湖南金正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三威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兴华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誉辉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龙之杰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市鑫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杰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丰力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钢美贸易有限公司
平湖誉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震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科比家具制品有限公司(原永江家具厂)
洛阳东之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键派钢具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信高设备制造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沃玛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福陇华南钢具厂
洛阳格瑞斯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东泰钢实业有限公司
杨凌天工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常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大连天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箭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永发卓越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德隆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ERCURY MANUFACTURING CO LTD.
苏州朗捷特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瑞格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合发工贸有限公司
洛阳福莱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众亿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众御实业有限公司
FALCON SAFE MARKETING SDN BHD
BOOIL SAFES CO., LTD.
泉州盛安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金星钢家具厂
上海圣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SUNSAFES.MFG.CO
东莞市常平汇丰家具厂
佛山市固顺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金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澳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省霸州市聚森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发保险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晟森机械有限公司
滨州虎森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鑫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伟志宏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西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通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泰科尔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鑫威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健驰合顺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玉环圣弘法数控雕刻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泰上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佳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森联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丰汇源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强劲木工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一哥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豪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特机械工业（广州）有限公司
济南恒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原一铭数控）
东莞市野马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台展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先达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同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红丹机械商行
广东威德力机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富宁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永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永强博特木工机械有限
公司
上海跃通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豪伟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铭华木工机械厂(英华)
广东富全来恩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普瑞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城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西城伟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合源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市锋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茂弘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基力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柏斯木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立德五金厂
济南若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厚积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帝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德沃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贝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莱州市金宏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牟平和风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县斯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盟斯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威隆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省青城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硕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华之纪元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锐亚机械有限公司
比雅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马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建诚伟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江佳机械有限公司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展鸿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意利欧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星辉数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强木工机械厂
石家庄灿高高频机械有限公司
金田豪迈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友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赛福徕涂装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欧登多（秦皇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力维物流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诺胜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斯顿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申得美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驰力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明晖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帕罗斯拓工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森盟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锋林机械有限公司
鹤山市朗捷床垫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杜克普缝纫机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扬缝纫机有限公司
广州市盟力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坦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爱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深源家具配件厂
东莞市钰兴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家家具厂
常熟市龙力制线有限公司
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凯美拓展织造有限公司
淄博力彦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华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豪锐木业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海永泰锯业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三禾添佰利五金加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运祥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利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戈刀锯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立信新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扬州沃荷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兆钢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零点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玉威精密木工刀锯有限公司
株洲欧科亿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鑫鼎制刀（深圳）有限公司
春保森拉天时精密钨钢制品（厦门）有限公司
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先锋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鹏标五金制品厂
淄博恒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之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京信钢丝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龙泰织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森特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成都锋克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尧富锯业有限公司
东莞华瑞汉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君浩木工工具有限公司
柏钢五金制造厂
温州市卡美琳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爱德福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俊富实业有限公司
临沂昆宏工具有限公司
中山戈可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蓝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顺德区睿塑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喜登堡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台山市宏盛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崎林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连达机械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耐锢吹膜包装材料厂
礼恩派(上海)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挪宝（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市华剑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业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群力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恒昌机械厂
鹤山泰华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毅楷机械设备厂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普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牧野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力达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晋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望春姚氏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安呈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达机械厂
绍兴市锋锐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斯奎尔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恒涛日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立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柏雅缝纫设备行

上海瑞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顺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进塑胶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宇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天平友得邦封边条批发部
广州市雅乔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顿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力佳蜂窝纸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用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易嘉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格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田之宝塑胶有限公司
临安南洋装饰有限公司
临安银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日邦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展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旗昱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泰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赤山桥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云浮市德龙粘合剂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盛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硕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兄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树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泰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德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一洋塑胶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顾康力化工有限公司
黄山万丽美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元汇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好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立盛封边热熔胶厂
佛山市南海欧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金菱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华彩顺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博思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胜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原广州佰泰）
广州市卡祖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铭黏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同人粘胶有限公司
昆山旌淳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多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弘柏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临沂市绿康胶粘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荣志喷涂有限公司
浙江顶立胶业有限公司
广州原野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民利粘合剂厂
东莞市康菲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弘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鹰热熔胶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昊塑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叁联木业材料经营部
广州市智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之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胜金箔有限公司
杭州锦添装饰纸有限公司
佛山市星派塑胶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钜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松华(广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威迈工贸有限公司
英德鼎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定远县扬子悦活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北贝格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大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绿森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衡之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宝利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卫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华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森诺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向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浙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黄山市东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乐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盛达不锈钢热压模板有限公司
北京中润华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华美板业有限公司
广州佳得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佳饰家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立卓五金有限公司
河北正洋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雄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鲁源浸渍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耀东华家具板材有限公司
杭州伟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上好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临安兴达纸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标家具有限公司
标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爱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晶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兆盈装饰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水藤永茂板饰厂
南海傢达美装饰材料厂
联洋通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佛山市标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宝霖达线业有限公司
烟台盟禾板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雄铝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大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捷丰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朗润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摩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洪利装饰材料加工厂

宜美木业工艺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振江木器厂
广州市骏昊家具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吉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子活力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德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腾展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古森林曲木
常青装饰材料厂
上海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源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色板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大成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耀风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桂江（豪庭）装饰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钜蕾五金厂
佛山市苏溪恒轩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金威龙五金机械厂
浙江凯美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大旺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赛泰鞋材有限公司
汇恒家具五金厂
常州派沃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燊晟家具有限公司
西达克沙发床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东莞市广泰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品诚皮革门市部
杭州萧山丹丹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洳家具间棉有限公司
文安县德益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丹灶源兴五金厂
吉祥(好家邦)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晋江金献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品驰皮革有限公司
扬州金世缘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顺德日锵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迅达（香港）家具五金
佛山市溢之品皮革行
广州市雅宝印花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联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迪机电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百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御辉五金家具厂
佛山荣升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百利威人造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宜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舒意达机械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温州嘉博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泰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易捷力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利鑫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翔升海绵厂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鑫鸿五金厂
佛山市汇峰源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新生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硕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星朗不锈钢制品厂
佛山市铨亿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申晖五金塑料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黄连宏力织带厂
东莞市伟宏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力王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超力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石联达兴宏五金厂
鼎瞻五金(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佑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益晖五金厂
佛山市景骏织带有限公司
东莞市升晖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捷科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腾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九点九家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宝临五金有限公司
谦鼎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禾超纤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佰锐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富织带厂
广州市东亚纺织有限公司
东莞市铨兴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拓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益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泽辉机械有限公司
诺玛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景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狮特龙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方正化纤织造厂
佛山市南海粤精艺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彩神到织带厂
中国山东曹县顺通木业加工厂
鹤山市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丰艺盈不锈钢制管厂
常熟市振泰不织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鮀岛思创钉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尚辉五金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向美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爱进皮革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翘泰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翔豪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添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德基电器厂
佛山市启龙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宏固标准件厂
深圳市卓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鸿力金属制品厂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松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华尔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铖锌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美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上工永艺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诺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礼恩派（嘉兴）有限公司
广东东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灿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商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图特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广润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晟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景源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中侨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正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火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协和锁厂
东莞美嘉美装饰材料厂
中山市海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琚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迅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美捷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星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斯凯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鲍氏家居五金饰材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嘉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家具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东皇五金有限公司
联合之星五金有限公司(江门市欣拓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爱好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金利祥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乐思富五金制品厂
广东安帝斯智能家具组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迪高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格龙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鸿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辉/嘉利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飞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盛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标致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泰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鼎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万事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氏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皓恒国基装饰建材厂
广州市家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众/三龙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钢/昱星金属制品厂
广东拓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锐特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拉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亚当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盈门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云辉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立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美厨仕五金制品厂
玉环三一橡塑制品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顺德区哥尼迪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智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裕仁（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兴五金厂
广州市巨美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拓欧玛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拉德五金配件厂
肇庆市高要区奥斯特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欧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格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清远市康信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海徽五金制品厂
中国春城控股集团
丰林汇五金厂
揭阳市迪迪龙/精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家居五金协会
深圳市美力王家具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大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家居建筑装饰材料商会
广州市家具协会
揭阳市大众家具五金配件
华奕五金制品厂
广东华奕自粘铝箔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利峰家具材料商行
揭阳市揭东区耐格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宏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兴盛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揭阳市享润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柏兴固家具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轩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盛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通达轴承纺机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同益五金厂
顺德高衡五金塑料制品厂
揭阳市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高明区万施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千日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润博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旭盛五金
江门市蓬江区天昊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捷美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福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品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揭阳市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澳德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佳五金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万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宁波汇德隆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亨士达五金厂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钧奥宝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市勤励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天帅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翱利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优迪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升格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华庆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润昇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三星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德仕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嘉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亮之焯金属制品厂
温州恰威斯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区晋延五金家具配件厂
揭阳市奥捷五金厂
东莞市洪兴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曼圣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吉思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明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菲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卡特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达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纬丰弹簧五金有限公司
宁波锐驰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广超塑料五金厂
高要市恒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桦锠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宝联五金装饰制品厂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标泰五金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晨鹰五金厂
上海羽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佰嘉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奇胜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威拓力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威拓力邦五
金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宜仕五金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高朗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精攻五金有限公司
慈溪市嘉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晨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美思乐家具配件厂
武义县林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龙煌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固通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三水伟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丰五金厂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鸿日电器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星越五金厂
东莞市帆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能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威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庭辉塑料五金厂
揭阳市精马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奥钻五金厂
广东省东莞市伟意鑫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高要市金利镇卓创五金厂
佛山市悦宇鸿健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荣兴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帝诗卡堡五金商行
广州市固亨橱饰五金
揭阳市标信五金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辉力仕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向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超峰塑料制品厂
海宁金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斯泰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弘昇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典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圣致（奇宝）餐台滑轨厂
佛山市丽维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令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之洋家具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超力王五金厂
玉环吉铭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德乔五金厂
佛山市莱优琳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迈宝锐家具配件(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市澳拉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南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亮/双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橱邦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亿诚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蒂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凯迪精密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易控迪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聚德泰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汇鑫金属制品厂
揭阳市两兴五金制品厂
广东顺德梅普拉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隆威尔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铂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澳邦金属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国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银河/永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奥德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斯戴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奋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深飞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磐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利川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科帝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达伟业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徽滑轨有限公司
118角码皇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东莞市主峰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良登方盈五金标件厂
揭阳市嘉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万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奇天贸易有限公司
博罗石湾欣鑫五金厂
深圳宏仪五金发展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好图五金厂
玉环聚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铼德美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三井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光大德祥五金配件厂
深圳市万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诠佳橡塑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禾佳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苏溪世业五金
广州市花都区浚荣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九江星星达五金厂
温州市森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东迪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盛浩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首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橱邦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骏杰五金厂
东莞市石碣品高五金塑胶制品厂
温州厚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钛铝制品厂
佛山市金展辉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瑞康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发装饰材料经营部
佛山贝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得力五金厂
霸州市群英冲压制造厂
佛山市顺德区枫喜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胜五金制品厂
大成五金家具制品厂
杭州双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耐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哥爵士五金
东莞市石碣佳源五金厂
东莞市飞镒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联裕金属制品厂
凯特尔五金
高要市漫高五金有限公司
台州市驰球工贸有限公司
广州迈煊鑫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力佳利气弹簧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兆宇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骏威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永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双胜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奥卡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舒艺达机械有限公司
揭阳市晓得利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布罗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陆丰市瀛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赛凯金属制品厂
宁波望通锁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领地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品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驰粤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铨鑫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鸿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华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朗成金属制品厂（金韵）
佛山市聚汇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升铝材贸易部
佛山市顺德区合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金耀辉五金塑料厂
广州市纬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宏建鑫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文得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来亿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鸿胜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同兴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福乐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家具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金铭正标五金
揭阳市顺易家具五金厂
东莞市五丰电子有限公司
强士金属制品厂
玉环精宣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越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冠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涅科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瀛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信发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群发五金厂
揭阳市刘牌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耿发五金厂
揭阳市恒浩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阳工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腾达五金厂
香港永博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弗录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良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久发普递斯五金商行
广东省陆丰甲子淮海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东欧思特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成鸿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永信五金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华宝达五金店
揭阳市千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乔胜五金厂

揭阳市韦德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开兴五金商行
广州市番禺区兴陆日用金属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恒胜五金厂

Aaron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ABC Aluminium Co., Limited
AES ELEKTRONIK MAKINA SAN. Ve TIC. A.S.
Aimu EUROPE
ALFA Klebstoffe AG
ALL-PROM
Altin Buro Office Chairs & Components
Alublu Limited
American Hardwood Export Council
American Softwoods
Amos-Hill Associates, Inc.
Artilat NV
Ateja Tritunggal, PT
ATTIMEC ITALIA S.R.L.
Aydin Tekstil Ticaret ve Pazarlama A.S.
Bai Fu Co., Ltd.
Baillie Lumber Company
BEBMC
Beckhoff Automation (SH) Co., Ltd.
BJ Allright Chemical Co., Ltd.
BJ JS Technology Co., Ltd.
BJ Reggar Trading Co., Ltd.
Bekaert Textiles (Wuxi) Co., Ltd.
Bin Yuann Firstline Ind., Corp
Blue-Vent Pte Ltd
Boyteks Tekstil San. ve Tic. A.S.
CAGBERK CAM AYNA ALUM. MOB. OTO. 
TUR.SAN.VE TIC.LTD.STI
Canada Wood
Cappor Furniture Accessories / Metplas Can 
Metal Plastik Sanayi Ve Ticaret Ltd.Sti.
Century Plyboards (I) Ltd.
CHZ Weideda Laminate-Floor Co., Ltd.
CMA (Wuhu) Robotics Co., Ltd.
Collins
Comfytex
Coolfoam Group
Cozy (Zhongshan) Plastic Manufactory
Cruzeiro Papeis Ind. Ltda.
Decro Hardware & Plastic Development Co., Ltd
Depar Deri
Derock Linear Actuator Technology Co., Ltd.
Desion Hardware Limited
DG Five Stone Machinery Products Trading Co., 
Ltd
DG Ti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DG YueFa Hardware & Plastic Co., Ltd.
Duerkopp Adler AG
ECOID Co., Ltd
ELEKTROTEKS ELEKTRONIK TEKSTIL SAN. VE TIC. 
LTD. STI.
eMoMo Technology Co., Ltd
Entex Textil S.L.
ENYAP Endustri Yapistiricilari ve Kimya Sana A.S.
ES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Eternal Drag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EUMA Machinery Co., Ltd.
European Wood Corporation
FERWOOD SRL
Feton Limited
FGV Asia Limited
Fit Art s.a.s.
FS Chamay Mattress Ticking Manufacture Co., 
Ltd.
FS Leloxe Home Furnishing Co., Ltd
FS Nanhai Dunmei Decorative Material Co., Ltd.
FS Nanhai Hantai Decoration Material Factory
FS Shunde Chilon Hardware Co., Ltd.
FS Xiang Da Packing (Printing) Co., Ltd.
French Timber
Freu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GASAN GAZLIAMORTISOR INSAAT SAN. TIC. 
LTD. STI
Gizir Ahsap Turizm Sanayi Ticaret. A.S.
Global Textile Alliance India Pvt Ltd
Gluecks-Beschlag Co. Ltd
Grandstar Hardware Co., Ltd.
Greatwood Holdings Limited
Green Dragon Wood Products Co., Ltd.
Grupo Alvic Fr. Mobiliario S.L.
Guangdong Tianan New Material Co., Ltd
Guangzhou Deco Deco Decorative Architectural 
Co., Ltd.
H & Z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 B. Fuller (China) Adhesives Ltd.

HN Forever Glory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Jinmao Hardware Co., Ltd.
HN Modern Hardware Co., Ltd
HN Wanxin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Yicheng Hardware Co., Ltd
HN Zhongrui Hardware Co., Ltd.
HZ Advance Hardware M.F.G. Ltd.
HZ Chenyu Textile Co., Ltd
HZ Hengyi Textile Co., Ltd.
HZ Hongda Decorative Cloth Weaving Co., Ltd
HZ Talent Decorative Paper Co., Ltd.
HZ Wudai Textiles Co., Ltd.
HZ Xiaoshan Chenda Bedding Factory
HZ Xiaoshan Meixin Deco Fabric Plant
HZ Xiaoshan Rongli Clothing Co., Ltd
HZ Xinyada Fabric Co., Ltd
HZ Zhuotao Textile Co., Ltd.
Hans Weber Maschinenfabrik GmbH
Hanson Furniture Hardware Co., Ltd.
Hanstar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appy 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Harvey Industries Co., Ltd.
HD Hardware Co., Ltd.
Hong Kong Wah Tung Limited
HSD Mechatronic (SH) Co., Ltd.
HTS Caster Systems
Huizhou H-antech Motion System Co., Ltd.
ICA S.p.A.
IMA (DG) Int'l Trading Co., Ltd.
INOXA S.R.L.
Internet Wood Glue Co., Ltd
Intradin (SH) Hardware Co., Ltd.
Italiana Ferramenta SRL
Jacquard Textile (Asia) Ltd
Jiangmen Haisen Machinery Accessories Co., Ltd.
Jiangsu Dreamerry Mattress Manufactory Ltd
Joy Hardware Ind. Co., Ltd
Kailong Hardware Co., Ltd.
Kakee (HK) International Limited
KALP PLASTIK SAN.VE TIC.LTD.STI
Kastamonu Intergrated Forestry Industry and 
Trade Inc.
Kay Tai Fasteners Industrial Co., Ltd
Keen Hardware Co., Ltd
King Slide Works Co., Ltd.
Kingdecor (ZJ) Co., Ltd
Kisbu Teknik Tekstil
Kleiberit Adhesives (BJ) Co., Ltd
Klöckner Pentaplast GmbH
KMS Furniture Connecting Systems
Kunshan Mingyi Chemical Co., Ltd.
Lalan Eco-Latex (PVT) Ltd.
Latexco NV
Leitz Tooling Systems (Nanjing) Co. Ltd
Lianxun Hydraulic Hardware Co., Ltd.
Lien A Co., Ltd
Lignar Engineering Pte Ltd
Ligo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Limoss SH INC
Linak (SZ) Actuator Systems Ltd
Lion Rock Group Holdings Limited
Lite-On Electronic (GZ) Co., Ltd.
Litong Metal Accessories Trading Co., Ltd.
Matilda Veneer Pty Ltd.
Mega ranotechnology Co.
Mert Yatak ve Tekstil Makinalari Iml. San. Tic. Ltd. 
Sti.
Meva Insaat San. Tic. A.S.
Microvellum Software
Mien Shu Enterprise Co., Ltd.
MILKAY TEKNIK TEKSTIL SAN. A.S
Ming Tat Hong Group Hardware Supplier Co., 
Ltd.
MITSAN MAKINA A.S
Monks International NV
Moteck Electric Corp.
Nantong Healthcare Machinery Co., Ltd.
Nederm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New Great Field Machinery Co., Ltd.
NB Max-Way Imp. & Exp. Co., Ltd
NB Megafeat Bedding Co., Ltd
NB New Haiyan Belt Industry Co., Ltd
NB YouYou International Co. Ltd
OJMAR S.A.
OKIN Refined Eletric Technology Co., Ltd
ONKAR Industry (HK) Co., Limited.
Orchard Decorative Materials (China) Co., Ltd
OYNURDEN KIMYA SAN. TIC. A.S.
Ozersk's Furniture Accessories Company Co., Ltd.
Panel Plus Co., Ltd.
Paolino Bacci S.R.L.

Permo Srl
Pollmeier Massivholz GmbH & Co. KG
Portakal Ahsap Uretim ve Pazarlama A.S
PROCHILE
PUNTEKS TEKSTIL MAK. SAN. VE TIC. A.S.
PYTHA Lab GmbH
Q-Fit Sdn. Bhd.
Qingdao CX Joy Hardwoods Co., Ltd.
Qingdao Richriver Electrics Co., Ltd.
Radium Foam B.V.
Rasonics Development Ltd
REHAU Polymers (Suzhou) Co., Ltd
Repon Industrial (Suzhou) Co., Ltd.
Rich Access International Develop Limited
Richard Pieris Natural Foams Limited
Robatech (China) Co., Ltd.
Rodi Sinks and Ideas, S.A.
Schattdecor (SH) Co., Ltd.
Schmalz (SH) Co., Ltd.
SCM Group China Trading Co Ltd
Sefa Kimya Petrol Urunleri San. Ve Dis. Tic A.S.
Senexpo International Fairs Inc.
SERVETTO SRL
SH Baomo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SH Dimar Precision Tooling Co., Ltd.
SH J.best Materials Co., Ltd.
SH Rocky Adhesives Co., Ltd
SH Setting Decorating Material Co., Ltd.
SH Temax Trade Co., Ltd.
SH Wanqiu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SH Zhengye Hot Melt Adhesive Co.,Ltd.
Shaoxing County Feida Nail Industry Co., Ltd
SZ Goodhealth Motor Manu. Co., Ltd.
SZ Tuoch Smart Household New Materials Co., Ltd.
Siam Inter Lock Tek Co. Ltd (Cyber Lock)
Sige S.p.A.
SIMALFA by ALFA Klebstoffe AG
Sinox Company Ltd.
SITEKS DIS TICARET VE TEKSTIL SAN. A.S.
Sterling Home Innovator Private Limited
Stilteks Dar Dokuma Urunleri
Sulekler Forest Products Trade & Industry Inc.
Sun Chain Trading Co. Ltd
Sun Champion Trading Ltd.
Supreme Caster LTD
Sur Artificial Leather & Fabrics Co., A.S.
T.R.SABIR Makina Ltd. Sti.
Taiwan Tung Tai Handle Industrial Corp.
Taizhou Greenpoint Hardware Co., Ltd.
TAKACHIHO KOHEKI (H.K.) LIMITED
Takallianz Hardware Co., Ltd
Tece Dekor A.S.
Teksplast Artificial Leather Inc.
Terao Co., Ltd
TERMOPAL LTD
Thompson Hardwoods
Tianjin Laminuo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TIDY Locks & Fittings Sdn. Bhd
Titus Furniture Fittings (SZ) Co., Ltd.
Torrini Precise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TTS Tooltechnic Systems (SH) Ltd. / Festool China
U & Z Hardware Co., Ltd.
U.S.A. Pavilion c/o Koelnmesse Inc.
U-C Coatings Corporation
Union Brother (China) Co., Ltd
URUFOR S.A.
Utigo Flex Ducting Ltd.
Verinlegno SPA
Verov Industry Co., Ltd.
Vollmer Taicang Co., Ltd.
Wang Yuen Hardware Factory
Wellcool Cushion Technology Co., Ltd.
WZ M & C Foreign Trade Co., Ltd
WZ Yikang Housing-Health Product Co., Ltd.
Wood-Mizer Asia Pte Ltd
Wright Industrial Limited
Wright of Hong Kong Limited
Yangzhou Enkev Hair Products Co., Ltd
YILMAR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Yongsinyi Co., Ltd.
ZJ Jiecang Linear 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ZJ Xinyi Intelligent Drive Technology Co., Ltd.
Zhongshan Jincheng Glue Co.,Ltd.
Zhuli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Zimmer GmbH Dämpfungssysteme
Riga Veneer
S.C. Ecowood Enterprises Srl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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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霸州市标典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铭顺家具厂
天津美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霸州市立昌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骏诚家具厂
佛山市长鸿居家具有限公司
智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斐欧丽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汉帛家具有限公司
亨润家具有限公司 HR FURNITURE CO.,LTD
佛山市名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班芙五金厂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欧泊尔家具
浙江华夏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金富士家具（鹤山）制造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时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雷欧家具厂
广州柏思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圆朗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杰希智能居家用品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前进家具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奥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丰辉云石家具厂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乔逸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和雅家具有限公司
冠雅国际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霸州市友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微亚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凯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光之鸟有限公司
广州市卓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摩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桥星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维朔丰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典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逸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德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高菲雅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镁家具厂（合美）
天津凯思德家具有限公司
浩盈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汇家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昕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富运傢俬有限公司
佳荣“纳维尔”家具
广州雅美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镇德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梦绮雅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湘辉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耀豪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盛基家具厂
福建圆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达博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丰钢化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康岚家具厂（原名涛）
东莞市黑柏家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腾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嘉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舒帝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业圣玻璃家具厂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
球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彼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宝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民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威尔德家具厂
嘉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点尚家具厂
惠州永晟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丹佛尔家具厂

霸州市鑫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森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柏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雅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焯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智盈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银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晔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康升集团广州康耐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林登家具厂
永铿家具（东莞）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林凯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雅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星光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派生家具厂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星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恋尚家居品有限公司
拉卡萨（北京）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兴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巨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德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派迪朗金塑制品厂
鹤山市万年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霸州永生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珍意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居家具厂
广东名家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轩芝斯家具厂
广州市瑭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百川家具厂
东莞市沙田海得堡家具厂
广州市加意堡傢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曲艺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朗臣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格林家具厂
广州屋企家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霸州市新星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康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艺高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帆家私有限公司
漳州喜盈门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昌伟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中宏家具制造厂
天津子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鑫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品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东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溢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维诺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若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派合五金家具配件厂
霸州市诚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库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领尚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海风情家具厂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市梦迪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灵朗五金厂
东莞市广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金棕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本美家具有限公司
益城尚品（廊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瑞芳德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永兴实业家具厂
霸州市和泰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挪亚家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品致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悦明祺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奥瑞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风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冠億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全方位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盈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福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聚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安吉森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磐安通达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金方圆家具厂
宁波市鑫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日实业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枫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德赛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德民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和丰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扬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扬志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亚庆贸易有限公司
亚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岚宝家具有限公司
韶关市鸿伟家具厂
HOUMES INDUSTRY DEVELOPMENT LIMITED 浩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富居(欧文)家具厂
惠州台盛实业有限公司
保渊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翱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春悦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渠清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铧澳家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莱富佳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大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龙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强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超凡家居有限公司
安吉欧格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博瑞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因特福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艾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鹏辉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华家具厂
圆径衣帽架厂
浙江浩博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火虫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乐怡联源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坎头新中五金制品厂
平湖瑞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康的家家具有限公司
升艺家具有限公司
致拓沃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森宜五金制品厂
寿光市金地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西旺五金制品厂
江门市雅格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仕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依佳壹工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名达威家私有限公司
河北圣鑫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世轩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东泰家具有限公司
曹县金得圣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斯维雅玻璃有限公司
安吉强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宏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富韵家俱厂
浙江升华云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漳州新裕鑫家具有限公司
漳州市昌晖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耳马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圣杰钢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翔骏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东洲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湾金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恒大家具厂)
青岛永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伟杰达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佳晟五金厂
东莞市雅弗莱家具有限公司
高要市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三星（汕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开平精锐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马丁优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凌家具厂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参展商名单 （名单更新于2016年1月28日）

安吉伟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尼奥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名江南家居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雅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凤连冲压件加工厂
霸州市华露琪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胜芳镇振国家具厂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润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舒派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铁兄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齐耀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博瑞格椅业有限公司
安吉艺维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凯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幸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霸州市标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镱五金家具配件厂
廊坊森杰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锦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御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年丰家具厂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廊坊鑫罗曼斯商贸有限公司
香港杰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力锋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镱创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美好衣帽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吉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尚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精益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纬盛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省盛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霖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茜恩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锦家具有限公司Vegas living Co.,Limited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高艺家具加工厂
东莞市山叶家具有限公司
益兴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琦晟股份有限公司
朝进木业有限公司

广州美术学院家具研究院
上海大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紫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依诺维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辉航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布伽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徕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薇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艾德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丹豆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丰贸群家具有限公司
东建钢管家具厂
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翡丽尚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道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竞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隐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迪谱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蔻蒂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生活印相家具有限公司)
风华国际有限公司
优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天健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冠城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WANVOG FURNITURE 
(KUNSHAN) CO., LTD

纳图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嘉 兴 米 兰 映 象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M & D 
MILANO&DESIGN BY CHATEAU D'AX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
敏华品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JONATHAN CHARLES UK LTD.(乔纳森·查尔斯)
来思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ZOLANO DESIGN SDN BHD
ACME FURNITURE
INTRADING PRIVATE LIMITED
UNIFURN DESIGN SDN BHD
Yeu Hong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TIMBER ART DESIGN SDN BHD
DISTINCTIVE FINE FURNITURE SDN BHD
RELIABLE TREND SDN BHD
EVERHOME INTERNATIONAL (M) SDN,BHD
AFA
United Pacific Import& Export Sdn Bhd
Tonics Furniture Sdn Bhd
HIGH VALUE ENTERPRISE SDN BHD
T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FERNEX SDN BHD
Sofa Works Sdn bhd
BM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G-PACIFIC ENTERPRISE SDN BHD
KODA LTD
HIN LIM FURNITURE MANUFACTURER SDN BHD
ALTINZAMBAK LTD. STI. (GALA MOBILYA)
SKY FURNITURE INTERNATIONAL LTD（天津金德
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阳光世纪家具有限公司
KUEK BROTHERS FURNITURE SDN BHD
TAMARIND FURNITURE SDN BHD
ISTANBUL  EXPORTERS' ASSOCIATION
Star Furniture Pte Ltd
INFURNEX RESOURCES SDN BHD/BLH GLOBAL 
MARKETING SDN BHD
DIGITAL FURNITURE SDN BHD
SHARDA EXPORTS
PT. CHAKRA NAGA FURNITURE
蕾丝莱夫家居(佛山)有限公司(Lazylife)
FOXON SDN BHD/KGF RESOURCES (M)SDN 
BHD/KER GLOBAL FURNITURE(M)SDN BHD
Wegsmans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青岛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 Fortoli Furniture co.,Ltd
IDEA STYLE FURNITURE SDN BHD
TOP (HK) FURNITURE CO.,LTD
FURNCREST/ACACIA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FG Sdn. Bhd.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HOME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
SIN LIAN LEE MANUFACTURING SDN BHD
INCEPTION DESIGN AND TRADING SDN BHD
GOLDEN TE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AIK CHE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HABITZ
SIGNIVEST RESOURCES SDN.BHD
Master Sofa Industries Sdn Bhd
RELIABL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BES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SDN 
BHD
IDP SRL
新伟成工业有限公司SIN WEE SENG IND.SDN BHD
U2 Liv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ERN KOU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Sweet Home Concept Sdn.Bhd/ DEESSE 
FURNITURE SDN BHD
White Feathers Ltd.
广州市迈尚家具有限公司
Teong Sheng Industries Sdn.Bhd
TRENT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IMEI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SDN BHD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HTL HOME (JIANG 
SU)CO.,LTD
OMEGA SOFA(M) SDN BHD
INTERGO FURNITURE SDN.BHD
Kim Heng Industries Sdn Bhd
YB WOODWORK INDUSTRY (M) SDN BHD
MOBILIA INTERNATIONAL SDN. BHD.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亚床垫家具有限公司
点对点睡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弗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智联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嘉尼曼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金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吉斯床业有限公司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蕾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四海家具有限公司
Goitalia Limited
佛山市高尔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奥妮帝斯科技睡眠家居用品厂
瑞信全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鹏家具厂
荣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华白兰寝具有限公司
大连金凌床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施丽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诚钢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达希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联誉五金有限公司
雅丽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翔座具厂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傲奇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立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龙恒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佳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金登鼎晟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蒙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韵家具有限公司
元凯皮革制品加工厂（皮匠大师）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富怡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瑞丽爱家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泉州恒昂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凯慕家具厂
英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曼典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舒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庭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朝富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志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喜荣家私海棉（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圣家府家具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居然雅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丽法雷尔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博睿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ZOY HOME FURNISHING 
CO LTD.
深圳市乐其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雅伊华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非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韦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杰盟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凯昇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利源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尔乐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福蔚沙发家具有限公司(原仪霖)
上海酬勤家俱有限公司
东莞市元宗家具有限公司
宝雅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志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林木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喜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凯撒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博士顿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康佳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洋日居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豪莱欧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致威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麦斯得尔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标越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为邦家私有限公司
江苏奥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悦婷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维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威莱诗家具有限公司
海宁欧莎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爱米高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意多傢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欧嘉璐尼工贸有限公司
新华家具集团
强力家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大鹏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庄家万昌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雷铭国际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百事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普弘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禧亚家具有限公司_
东莞海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戎马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品高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唯信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鸣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杨氏兄弟家具有限公司BROTHER  YANG  
FURNITURE  CO.,LTD
深圳市德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米罗家具厂
佳信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信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文通工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翔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腾家具有限公司（原家美）
深圳市宝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亨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天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帷特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众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格林皮斯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淳昌家具有限公司（原 东莞市美邦一诺家
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宝马仕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富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汉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雅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浩谷环球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多迪斯泰保健器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海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伟仕达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笑升家具有限公司
飞腾行有限公司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日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意博铝门制品厂
吉安市天祥木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鑫家具有限公司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威名电器有限公司
博罗县日月星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美屋三六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宇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康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晖腾家具厂（原：佛山市禅城区域
邦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广志达家具厂
深圳市金迪豪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永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展洋家具有限公司
亚洲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团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阳迪泰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金品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聚源家具有限公司
丽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雅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黛博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曹氏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米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惠尔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爱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域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诚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富沃德家具有限公司

户外家具及休闲用品

广州市百年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创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纳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创艺家具厂
东莞市东创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鑫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时祥家具厂
东莞市同鑫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堡家俬有限公司
广东葫芦堡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显赫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仓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金喜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轩木器制造有限公司
欣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趣味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璈展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卡莎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童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至简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金爱和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谊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无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致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读书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可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爱学习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BESTEKNIK PLASTIK MOBILYA OTOMOTIV MAKINE 
KALIP SANAYI ITHALAT VE IHRACAT TICARET LTD. STI.
南康自由家木业
宁波百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德贝尔家居有限公司
青岛西卡欧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浙江欧宜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永华家具公司
广州木匠世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源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第一家具厂(玉环国森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顶丰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阿尔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春蕾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扬狮时尚家具有限公司
温岭市富鑫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星茂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佳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卡莱伊诺家居有限公司（玉环县海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球工艺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新格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飞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澳利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鼎泰家具
沈阳市润家家具制造厂
深圳皇家凯萨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蓝竹工艺品有限公司
玉环爱佳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万家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中升家具厂
浙江纪驰家居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风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彤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勇邦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齐家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复兴隆家私有限公司
惠州市和兴美家具有限公司
Jans2en Furniture
江苏鑫欧越然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富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泽洲工艺品有限公司

雅梦娜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湖南乐家巢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好人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亘立豪庭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江区美洲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格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华奥沙发厂
上海西尔维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艾美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市美第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尔玛宅配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奢艺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波尔多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堡玺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博纳氏商贸有限公司
莲池（江西）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大众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依普瑞森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实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艾伯特家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明清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振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朗家具有限公司
长丰家具有限公司
兆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台州豪成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欧梵居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海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新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帝梵家具制造厂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广东雄英集团
有限公司）
东莞市米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封开吴氏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御品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广丰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爱维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豪家具有限公司
天津泓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馨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欧尚家具厂
中山市宜丽舍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御兴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米拉诺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艺朵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昕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之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钰家具有限公司
东伟家具
宁波华裕工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奔盛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方盛框业有限公司
杭州昌顺家私有限公司
宣胜家具厂
上海奇莱空间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宁海景斯华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天悦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朴风堂家具厂
中山市伟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廷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瑞吉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古韵仿古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腾龙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富渥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美芙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赛拉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摩登上品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百纳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恩林工艺木制品厂
绍兴伊司特家具有限公司
象山中亚工艺有限公司
东莞德铨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木龙家具厂
鑫邦家具厂
闽侯县鸿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路石材有限公司
PT.Buana Inter Global
欧伟家具
宁波楚天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精之爵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宇鸿家具厂
广州美殿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华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盛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盛盈美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法图家具厂
北京墨韵尚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金华吉昌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闽养家居有限公司
东阳市锵锵红红木家私厂
福州三民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州佳居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日田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澳美发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亚太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亚帝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乐从镇海岸线家具店
浙江临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英潽仕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帝加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藤缘工艺品有限公司（藤话故事家具有限公
司）
广东美梦思床具有限公司
君富成座垫配套有限公司（佛山市意得隆纺织品有
限公司）
临海市维格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茂联木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美阳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宝程工艺品有限公司
格伦雷文纺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晴晴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瑞好聚合物（苏州）有限公司
佛山市艺骏雄塑胶仿藤有限公司
东莞市骐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焕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ISOTOP CORPORATION SDN BHD
FLAT Technologies Limited
广州派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美佳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凯越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舍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之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纳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联和乐安铸铝厂
佛山市德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华通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雅藤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裕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兰溪市檀宫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龙美达石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拓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卓家具有限公司
奥帝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方德泡绵制品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台州市宝立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阳光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马士通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克拉西客配件（亚洲）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
嘉兴市云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长富宝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丽屋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华美工艺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保税区塞明戈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迈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傲威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东恩奥杰曼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赛德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GATE GROUP LIMITED
佛山市顺德区美雅鑫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迪花欧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达尔文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旭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贝斯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盛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一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宏达五金藤铁家具厂
SAVAS PLASTIC A.S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欧之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Fatih Plastik San Tic Ltd Sti
宁波科恒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格莱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园藤艺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嘉德座椅有限公司
宁波泛太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美伽滕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家庆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高德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圣美休闲家居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百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弘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枫缘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弗瑞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名晨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磐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越贸易有限公司
ROYAL INDUSTRIAL TRADING CO.
江苏宇航家私有限公司
福建东野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PAZ ORMAN URUNLERI TIC. VE PAZ. A.S.
深圳市昌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卓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西恩斯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佰德休闲家具有限公司
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市临杰工艺有限公司
余姚市安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一象中空吹塑有限公司
青岛仲森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奥瑞恩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广茂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青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诺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光大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富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华顺昌金属家具厂
临海市陆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精致铝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康爵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健柏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户外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诚创玮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晋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能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艾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宏桥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泰运通家居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亚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藤帝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瑾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如蕾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洁雅布艺制品有限公司
台山市捷骏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欣鸿成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鑫源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巧纺织品有限公司
ETISILK , S.A.
东莞荣泰塑化材料有限公司
临海市群丰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东翔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通威尔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兴伟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真趣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意创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福特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韦贸纺织织品印花有限公司
慈溪市三源特斯林网布有限公司
从化市广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纤和延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尚洁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台湾特种隆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市万达闸器厂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双诚至力家具有限公司
恒隆家具（佛山兴威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奥巴梦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龙得飞金属制品限公司
苏州港豪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天立金鼎尊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振兴景观设施制造厂
广州兴乐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虹家具厂
唐山阿迪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盈丽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源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家园园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上海舒阳家具有限公司
PT. INDOEXIM INTERNATIONAL
广州市拓曼司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云格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飞卓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百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生活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豪杰金属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拓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迎泰家具有限公司
耀保五金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鹤山市弘历花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美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江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铭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名就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藤隆轩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恩特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奥诗企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日晴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全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金艺林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万利达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怡室怡家复合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艺心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沂绿特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晨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和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志荣(惠州)工艺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文华藤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华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尚榆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振东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泰莱特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临海市永丰旅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彩达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双乐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浙佳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爱迪宝进出口有限公司
临海大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满意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如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暄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阳光太阳伞厂
浙江永佳无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琪尔仕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赛瑞工贸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潮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洽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泓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林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格绿朗遮阳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之彩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远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光华旅游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优阳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长青藤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荣桂家具厂
浙江勤达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圣朗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冈县双赢花园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神就石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典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中元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瑞森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康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京华家具有限公司
安徽省佳艺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海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丰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煜众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奇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新兴体育用品厂

深圳市欧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仑观色装饰材料厂
厦门纸木陶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九艺术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丽天家居饰品工艺厂
南京亚舟画室
杭州云岳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杰而正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镶嵌饰嘉装饰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美艺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生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
佳朗德生活用品（大连）有限公司

饰品家纺
装饰画

灯饰

陶瓷、玻璃

整体软装定制

仿真花、镜面饰品

广州市白云区博亿装饰画厂
深圳东国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华翌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鸿儒济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耐博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永利兴画廊
广州雅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名典画廊
深圳市千与寻饰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子靖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奥框艺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艺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致物工艺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利拓一品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强尚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深圳锦尚品名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睿艺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高雅油画
广州尚木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典艺画廊
东阳市福雕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广州斐常画业有限公司
南昌九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宏烽工艺美术品廊
深圳市纯彩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森美吉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太阳姊妹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田钰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思联现代画饰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画博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怡发画框工艺厂
深圳市罗湖区颜料块家居饰品店
广州市平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梵蒂家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稻草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墨问艺术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天下画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工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观艺画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塞尚印象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太工工艺美术厂
杭州美姆林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杭州观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七号墙艺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金葵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无规则古风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米青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杨氏框画工艺

玛莎（苏州）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之源仿真植物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饰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浦江县晶湛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琳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克瑞瑅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意高工艺品厂
东莞市茶山华维工艺品厂
广州市越秀区恒美工艺品商行
广州市白云区海虹仿真植物厂
中山市满庭芳花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珈悦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安柏美（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工艺城宏鑫家具饰品店
深圳市莱菲花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令高家居产业有限公司
富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绿韵工艺品加工厂
东莞丰群家具制品有限公司/东莞丰钰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台州莫克水晶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凯纳利陶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寰亚家具厂
台山市台城永利隆玻璃工艺厂
深圳原石生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欧贝儿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海宁经编园华纬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红磨坊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季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福临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中山市环宇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马斯登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慕罗纳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维利亚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融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幕照明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裕景灯饰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渴望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托斯卡纳灯饰有限公司
杭州世典遮阳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匠灯饰厂
中山市联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胜然灯饰厂
中山市凯文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华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惠州市镁高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耀派灯饰电器厂
广东森亮森阳照明灯饰文化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茂发艺术瓷厂
东莞市卡慕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平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捷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帝琪照明有限公司
晟力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曼仕照明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金锋比迪灯饰工艺厂
永辅企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相灯饰厂
明尚家居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巨昱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高林世家灯饰厂
中山市夏盟科技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卡莉欧碧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瑞帝斯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骏扬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灵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亚玛逊灯饰厂
中山市筑之光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可尼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铭钰灯饰制品厂
东莞市宏大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铜香舍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兄弟高登灯饰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良亚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灯尚汇家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点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艺盟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溢达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友胜玻璃门市部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兴客坊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可顺灯饰电器厂
中山古龙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荟灯饰厂
深圳市迪尔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优比空间灯饰厂
东莞市大岭山多洛灯饰厂
中山市横栏镇琅士灯饰工艺厂
中山市古镇蓝颜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迈尔诺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饰坊灯饰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高点灯饰厂
中山市创丽特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龙汇灯饰制品厂
佛山市雷汉尼灯饰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一创陶瓷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星典灯饰厂
斯巴克有限公司
KINGTEX CO.
唯凯乐责任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丽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香港凯利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邦米斯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点睛灯饰厂
杭州神宇五金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锋灯饰有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县金戈铁马家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莱家居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英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欧宇灯饰电器厂
深圳市节乐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利建灯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福缘灯饰门市部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潮州市富雅家具制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生行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画太师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信智造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雅乐家具有限公司

美和（福建）集团有限公司
台山市中顺木器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密欧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泉州丰泽正月娇工艺有限公司
闽侯县德雅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松承工贸有限公司
景德镇钟家千年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德利亚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捷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城贸易（福建）有限公司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星灯饰有限公司
闽侯闽兴编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蒂高美居家饰有限公司
宁波迪斯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景昌陶瓷灯饰厂
浙江沃莱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矩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布社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一坊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满京华艺展中心梦琪家居饰品店
深圳市美雅嘉琦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杭州独角仙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色空间居家饰品设计有限公司
梵廊朵装饰设计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雅趣家饰
上海帝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自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装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保加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糧器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溪舫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景德镇市尚水一村陶艺坊
深圳市蕖华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拜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珠海大千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异象名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列蒂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丽天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赏饰专业家居饰品配套
潮州市名翔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纳希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南洋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维贝拉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市帷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米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映象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朴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派力斯软装配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风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莎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洛可可经典家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简创系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象形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曼凯迪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卓尔艺术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悠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林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尼亚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尚饰包装工艺厂
泉州丰泽莱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世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莉印象家居
福州市台江区艺品雅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红配绿艺术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衡威饰品商行
木艺轩红木坊
北京格隆博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梵缔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景御陶陶瓷有限公司
尤玛艾家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纳艺术品有限公司
绘生活（厦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多杰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美庐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品居家饰品有限公司
可立特家居生活（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莱利雅家饰有限公司
上海恒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巧匠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加佳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环球视野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顿家居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迪娅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凤凰美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鼎礼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远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米勒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美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佛洛伦克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之辉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弘博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励仁和贸易有限公司
宇冠企业行
大森工艺（深圳）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舍钥陈设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邸色家居饰品店
厦门立方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一米布艺设计店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大为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盛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市贞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陶公馆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雅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朝家具工艺有限公司
厦门市春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逸致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潮州市铜泰陶瓷工艺制作厂

辽宁新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谢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廊坊永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进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鑫桦达陶瓷厂
潮安县凤塘镇顶峰陶瓷厂
潮州辉扬陶艺制作有限公司
东莞市屹泰水晶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嘉风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国韵祥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华艺彩瓷厂
大连蓝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协威工艺厂
天津赓益商贸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峰业陶瓷制作厂
高要市鸿禧国际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百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仟晟（天雨）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大连尚艺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润昌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中山欧联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煜日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福田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市宏顺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深圳市瀚林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达玺泰陶瓷有限公司
义乌市客莱弗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开发区艺杰陶瓷制作厂
厦门鹭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臻鸿陶瓷制作厂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卓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鼎嘉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无拘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枫瓷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陆韵陶瓷制作厂
饶平龙欣工艺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大宝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鸿瑞陶瓷厂
潮州市枫溪欧雅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区沃雅格永昇陶瓷家饰厂
潮州市澳士通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中丽灯饰加工部
肇庆市鼎湖区美亮商行
潮州市枫溪区古怪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云梯实艺彩瓷厂
广州祥兴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心饰园家居有限公司
嘉玛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盛大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协瑞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昌隆瓷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嘉力斯陶瓷厂
江西省泰和县鑫得雕塑艺品制造厂
东莞市谢岗勤兴工艺品厂
东莞市大朗旺盛家居工艺品厂
深圳市茗人居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大张家居用品厂
东莞市佳洛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玛斯特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宏家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格莱美菲古典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艺享家居饰品商行
香港时来运转钟表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迪高钟表行
青岛枫叶钟表有限公司
青岛宇时工艺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丰古炮钟表
高要市峤丞木制品公司
宏威五金加工厂
广州利宝钟表有限公司
上海迪翎钟表有限公司
湖南中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彦曌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意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欧蒂诺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旻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大时代家居饰品厂
东莞市博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珀睿蒂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智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德蒙特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维那灯饰厂
义乌端幕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籁轩古典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艺兴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维思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联中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烟台世荣钟业有限公司
荣成市盈慧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博艺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迪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钟情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竣奇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悠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致格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印象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古韵电子木艺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市伊斯瑞家居饰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增福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晶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意美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凝铁艺雕塑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人蕉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尔高商贸有限公司
阳春千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格空间艺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声韵祥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如果国际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亚艺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酷星五金工艺品加工厂
上海风邸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顽铁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灯道夫照明门市部
青岛逐梦园家居艺术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加力相框背板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华宜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吾心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欣荣工艺厂
广州市木目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合工坊
惠州市派拉蒙电子有限公司
泉州市中泰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原创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无疆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宁波伊丽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威海艺元工艺品有限公司
集宝轩工艺品
深圳市茂源祥礼品包装厂
江西翔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吉泰精品经营部
佛山市视道环艺设计工程配套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昕毅五金模具加工厂
厦门金色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孔雀标本艺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表情城市工艺厂
宁波市鄞州柯思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艺盟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广州铭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爱家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水口辉宏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荣家饰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铜心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佛山市栋能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丝毯厂

上海锦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诺邦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新越皮革行
深圳蒙古包皮草商行
安徽中安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正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香河县谛安娜家纺制造厂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能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sia Checking Limited

浙江梦卡诺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省桐乡市福恩丝绒制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爱润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越顺经编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田工艺植绒有限公司
桐乡市如兰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步迪龙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嘉名控股有限公司
嘉兴蒂凡尼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卓信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创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一东纺织面料有限公司
海宁金志达布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通元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康宝家纺有限公司
嘉兴市泽霖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富胜达染整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汇丰经编针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润得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鑫宝莱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九江银帆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杭州湾轻纺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双锤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国茂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易辰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俊发喷织有限公司
桐乡沃伦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铭龙经编织物有限公司
嘉兴沃绅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微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雅嘉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恩佐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同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德士家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欧美来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大麻欣轶布艺织造厂
桐乡市大麻华强布艺织造厂
浙江桐星针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宁市伊诺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康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柏高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美尔达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宏锋经纬编有限公司
广州福大电动窗帘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楼祥花边有限公司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县旷达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赤道纺织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锦纺织有限公司
北京圣宜然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恒立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铭基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博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泰运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千百荟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布奇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博卡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伊丝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曼巴迈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黑蚂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世佳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菲摩斯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大浪淘纱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众逸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燕丝绸织造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新胜装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天杭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华颖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一胜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金楼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卡其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然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澳其澳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卡舒顿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杰西亚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金宋织物整理有限公司
杭州帛曼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亘然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圣瓦伦丁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诺誉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雅涛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雷超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康勒富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屹迪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塔塔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乃帛旺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宜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腾川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诚丰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康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念家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漫舞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花睿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双顺家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煌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易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永通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田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昕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雅卉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红罗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耀秀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航安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艾登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风尚美克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丽升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轩凡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馨得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之洋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明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虹纺织厂
海宁喜来屋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圣洁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雅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广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登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茂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皖粤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美佳针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富得豪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奥维特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人居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三隆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双飞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佳宝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天使特种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景皓麻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思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潮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卡乐福家纺有限公司
桐乡市峰悦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曼其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新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捷达纺织装饰有限公司
海宁万得利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帛瑞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艾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爱德纺织品经营部
海宁市许村镇奥雅居纺织厂
海宁市杰科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鑫亚伦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巨龙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迪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博旺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锦帛御轩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顺诺纺织厂
海宁市许村镇英皇布艺经营部
北京锦帛湘奇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翎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奥莎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格蕾特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凯迪雅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经之纬家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屹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志达布业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卡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杰灵美布艺有限公司
广州市宁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华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凯莉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玉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布业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曼诺普家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丰业纤维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汉克玛雅（天津）责任有限公司
北京加鼎地毯有限公司
东莞福华地毯有限公司
河南精工地毯家饰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捷欣地毯有限公司
北京市英泰弘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新艺地毯有限公司
河北瑞家地毯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安凯莱家具有限公司
库恩德（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RAZI EXIM PTE.LTD.
佛山市粤海林亿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舒米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博根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绚丽家居装饰品厂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利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市海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开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柯维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劲广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优派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曼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宜尚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冠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森拉堡家具有限公司
济南大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瑞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汉玛思）
浙江鹏辉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木立信家具有限公司(原:山东佳诚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
浩森家具集团
陕西中瑞时代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光润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龙优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祖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太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伟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名汇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卓林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信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富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客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富美达办公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飞宇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鹤山市海景家具有限公司
美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中泰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沃家具有限公司
俊峰家具厂
广州市美励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利美铝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楠方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卓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悍杰家具厂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致兴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州博生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辉腾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米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迪威司国奥家
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邦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精一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歌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兴盛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沛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达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毅翡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博奥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轩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沃时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尚家具有限公司
奥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迪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泰置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赫来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富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艾比办公设备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非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富和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华展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方名格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昇家具有限公司
国申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玛拉蒂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鑫组合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柯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亚邦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国之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辉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狄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原狄诗家具厂)
佛山市谷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鑫亿鑫家具厂
香河县中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德清麦辰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先生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信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欧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罗沙美嘉家具厂
广州市欧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泰尔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大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叶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唯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丰和办公设备厂
广州市优卓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龙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 Fair & Marketing Corporation
广州市圆方计算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维远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致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Jejak Persona Sdn.Bhd.
元齐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市爱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邦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平湖台丽办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励丰家具型材配套销售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北京科思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龙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优家具有限公司
公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前锋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贺富德家具厂（荣之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君皇办公家具制造厂
中山市中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美斯特家具厂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昌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艾菲尔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马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宏笙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千汇家具厂
广州市世卓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群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闽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菲斯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佰家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卓越家具有限公司
欧意达好椅698办公转椅技术研发中心
广州嚎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公隆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立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钢之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高奕钢木制品厂
建德市鸿源木业有限公司
青岛平制海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华尔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高奕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安吉铭御家具有限公司
创奇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歆恩企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向阳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克莱格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高梵家具有限公司
礼宾国际有限公司
惠州市沃生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发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文迪五金有限公司
绿色座标有限公司
厦门奕辉工贸有限公司
PT.TIMUR JAYA PRESTASI(High-Point 
Group)-INDONESIA
广州天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利登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浩普地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双华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中泰隆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钱门五金
常州市双爱家私有限公司
汕头市广鸿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众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君南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萨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欧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市开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康拓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
为：佛山市巨欧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欧
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米
莱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更名
为：佛山市焊锵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顺德区
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锴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Anyche
江苏鹏程伟业家具有限公司
HANSUNG SCHOOL  FURNITURE CO.,LTD
SEATEK KOREA CO., LTD.
DAEHA
KIEYOUNG FORMAX
Hara Tech Co., Ltd.
常州变形元素升降桌制造有限公司
DIPLOMAT SAFE LTD
Young Jin industry co.,ltd.
KFFIC (Korea Federation of Furniture 
Industry Cooperatives)

美力菲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靖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友椅业
震喜家具有限公司(震旦)
鹤山市博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一家具有限公司
明森达·鹤山市四方家具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富凯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乐宇轩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诺高座椅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高

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翰林（尚客思）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嘉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志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传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彬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致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高斯登家具有限公司
南洋家具（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福志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康特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华美家具厂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
司）
上海富家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铧世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凯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卓椅业有限公司
卡贝隆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协纪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力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首誉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沙头其
城办公家具）
鹤山市鹤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林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区九江马泰家具厂
浙江粤强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高田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飞力中正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乐从飞力家
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莱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泰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泰松家具厂)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亮点家具
佛山市文合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忠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祥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有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及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的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航舰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雄（豪进）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优耐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誉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胜（九龙尊王）家具有限公司
龙江奥源家具厂
佛山市尚德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四海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浩帮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鑫海美克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春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讴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昊国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幼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钢之宝五金家具制造厂
安吉和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福泰日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星河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荣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衡兰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立冠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右办公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高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众班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誉卓家具有限公司
高品家具有限公司
鸿郁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海龙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永丰座具厂
佛山市南海格雄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顺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创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达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五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优越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松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尚方家具厂
佛山市骏誉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好莱运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奥凯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椅众不同家具（香港椅众不同家具
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亿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喜富莱办公家具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联锋家具有限公司
卡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递铺铭雅轩家具厂
安吉斯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恩荣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季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县宇航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雄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坐标家具有限公司
Style Ergono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佛山市优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顺德乐从卓跃家具厂
博牌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立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匡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方政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隆博家具有限公司
DAWON CHAIR`S CO.,LTD
佛山市新典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标家具厂
DBK CO.,LTD
广东佛山市骏航办公家具
佛山市南海区世纪隆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恒昌椅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长久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弘鼎五金塑料制品厂
深圳市百家达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维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至杰五金家具厂
春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大东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旺腾家具有限公司
PATRA CO., LTD.
安吉莱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米朗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艾镁尔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之光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米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阔塑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成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叁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铭爵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兆正家具有限公司 （正丰）
优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哈利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霸家具有限公司
金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磊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晋泰办公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睿爵家具厂
安吉新人杰家具有限公司
ASTER COMFORT DESIGNS PVT.LTD.
佛山市仁协家具有限公司
TORCH CO.,LTD.
安吉星宇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其昌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天顺发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南方家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中兴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新和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沃菲斯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井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安吉美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伊姆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世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帷勋家具有限公司
宣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奥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DSP Co.,Ltd.
佛山市奥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志力家具公司
佛山市毅捷家具有限公司
CHAIR MEISTER CO., LTD
sung yong co.,ltd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浙江省三门县茂盛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佛冈涞嵄办公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尤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美盛五金办公家具厂
广欣
欧森桥国际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丽康健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昌胜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乐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佳及雅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盛晖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欣润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丰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钰强五金厂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欧思迪五金家具厂

广州市丽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鸿盛家具(福建)有限公司
汕头市新世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龙江鸿基座椅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鹰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绅徕仕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欧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恒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康家具有限公司
重庆聚一实业有限公司(原:重庆聚艺影视舞台设备
有限公司)
佛山市网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胜利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名方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美座椅有限公司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唯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颂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人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中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新的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山公共座椅有限公司
佛山市亨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祥聚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澳柏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新隆橡塑五金厂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泰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深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鼎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凯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臻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亚奇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标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众家具有限公司
京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集雅成家具有限公司
育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丽日办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易卓金属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兴添业五金家具配件
江门市科益五金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澜林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夏之洁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特家具厂
杭州巨牛椅业有限公司
浙江利帆家具有限公司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

建德市瑞和曲木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玉枕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润鑫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宜班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科家具厂
浙江腾亚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之丰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骏迪家具有限公司
Bonton Technomake P Ltd
佛山市顺德区晋东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群先座椅厂
高斯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广州顺文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爱德旺五金制品厂
北京大倪体育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先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鸿睿栢悦金属制品厂
广州立铸电子科技有眼公司
广东禾东品牌有限公司

杭州德昌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开平瑞华家俱配件有限公司
杭州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高飞模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帆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松达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继文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冠振五金厂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歌珥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凯吉斯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晟豪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为五金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国玮五金制品厂
杭州杨氏实业有限公司
中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安吉斯诺尔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纯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鹤城镇豪天明品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国鼎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迪先实业有限公司
意华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美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巨威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特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茂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继文/占文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泰丰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海涛利华五金厂
青岛三弘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东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拉美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江苏奥美丽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超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巨市企业有限公司
新星塑料家具厂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昊富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迈洋塑料厂
广东顺德悦强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长宏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丰优品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志顺木器厂
鹤山市准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华宇网布
佛山市云帆金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椅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优瑞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凌工五金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威捷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川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黄建彬塑料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骏五金厂
源信纺织有限公司
常州市南泰气弹簧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RIM HK Limited
Cofemo Industrie srl
佛山泰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鹤山市世铭家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铂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晖丰家具转椅配件
东莞濠文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杰之星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汇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达利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友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百金属制品厂/佛山市顺德区广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宁波依兰布艺有限公司
高美皮革行
佛山市顺德区有晋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晨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双宝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兴胜河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顺德区新益盟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阿的高气弹簧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晟兆家具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兴达五金制品厂
康蓝转椅配件
永康市世科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伟仲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颐兴实业有限公司
威赫办公家具
宏泰塑胶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艾克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洞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联塑塑料五金厂
添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渠成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铸世家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市艾迪尔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大得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海洋皮革（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阿甘皮革
经营部）
佛山市顺德区丰溢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活力家具厂
浙江省建德市华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作办公五金家具
鹤山市国正家具海绵有限公司
实达五金
福隆美迪亚气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SUNDESK VENTURE SDN BHD
信亮五金家具厂
东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芬妮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都佳电器有限公司
福基国际有限公司
顺德凯利达气弹簧制造厂
锦盛五金
慈溪华宇装饰布有限公司
东莞市煌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美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扬升文仪家具厂
佛山南海鑫健威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和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志轩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铉锋五金厂
斯奥尼丹·昌达座椅
肇庆市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高明区杨和
镇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
安吉恩特丝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坚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奋斗家具材料商行
森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凯乐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奥美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锐齐模具（塑胶）制品厂
青岛鼎升文教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保胜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瑞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共盛五金有限公司
容县林丰胶合板厂
中山优美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椅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甘力塑料厂
四会市盈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择泓信家具五金材料商行
广州和力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安得福气弹簧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新会区会城晨洋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溢荣高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观强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主流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王办公家具配件经营部
佛山豪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睿霖五金制品厂
东莞鑫捷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杨气弹簧有限公司
大森超纤皮革
中山市小榄镇宇星五金厂
东莞市万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胜远家具有限公司
北仑塑料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志焯（志溢）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高添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晟晖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利得宝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龙江镇丽江鑫丰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互联可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佛山市顺德区景成家具厂
佛山旺的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潮艺家具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永兴五金家具厂
中山市龙正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诗铭家具有限公司
铭扬皮革
东莞市平稳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茂名市三洲石化有限公司 （广州科智注塑厂）
广州市天帝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竹文视频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经典通达酒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源泰酒店家具厂
惠州市恒泰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格莱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顶尖家具有限公司
東莞市拓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埃利斯家具有限公司
肇庆市碧桂园现代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年年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盛豪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安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思路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必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云付家具商行
广州美杨家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康尼特不锈钢制品厂
霸州市王庄子老万家具厂
上海致尚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一毫密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光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司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星酒店家具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安居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柏域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天足五金配件厂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古劳镇华龙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国海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双剑塑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优智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能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创迪五金经营部
东莞市金达照明商贸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ARBON INDUSTRIES SDN BHD（广州市玛宝贸易
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华堡钢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二轻机械厂有限公司
洛阳莱特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中铤家具厂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富溢德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科飞亚金柜有限公司

洛阳联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麦氏钢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上海星泰实业有限公司
偃师市科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凯宾耐特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宝保密器械有限公司
洛阳鑫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手拉手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宇龙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佰卓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唯拓光纤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合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湖南金正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三威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兴华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誉辉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龙之杰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市鑫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杰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丰力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钢美贸易有限公司
平湖誉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震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科比家具制品有限公司(原永江家具厂)
洛阳东之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键派钢具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信高设备制造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沃玛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福陇华南钢具厂
洛阳格瑞斯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东泰钢实业有限公司
杨凌天工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常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大连天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箭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永发卓越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德隆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ERCURY MANUFACTURING CO LTD.
苏州朗捷特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瑞格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合发工贸有限公司
洛阳福莱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众亿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众御实业有限公司
FALCON SAFE MARKETING SDN BHD
BOOIL SAFES CO., LTD.
泉州盛安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金星钢家具厂
上海圣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SUNSAFES.MFG.CO
东莞市常平汇丰家具厂
佛山市固顺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金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澳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省霸州市聚森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发保险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晟森机械有限公司
滨州虎森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鑫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伟志宏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西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通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泰科尔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鑫威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健驰合顺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玉环圣弘法数控雕刻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泰上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佳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森联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丰汇源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强劲木工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一哥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豪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特机械工业（广州）有限公司
济南恒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原一铭数控）
东莞市野马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台展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先达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同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红丹机械商行
广东威德力机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富宁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永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永强博特木工机械有限
公司
上海跃通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豪伟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铭华木工机械厂(英华)
广东富全来恩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普瑞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城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西城伟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合源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市锋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茂弘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基力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柏斯木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立德五金厂
济南若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厚积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帝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德沃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贝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莱州市金宏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牟平和风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县斯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盟斯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威隆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省青城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硕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华之纪元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锐亚机械有限公司
比雅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马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建诚伟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江佳机械有限公司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展鸿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意利欧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星辉数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强木工机械厂
石家庄灿高高频机械有限公司
金田豪迈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友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赛福徕涂装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欧登多（秦皇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力维物流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诺胜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斯顿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申得美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驰力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明晖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帕罗斯拓工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森盟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锋林机械有限公司
鹤山市朗捷床垫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杜克普缝纫机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扬缝纫机有限公司
广州市盟力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坦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爱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深源家具配件厂
东莞市钰兴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家家具厂
常熟市龙力制线有限公司
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凯美拓展织造有限公司
淄博力彦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华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豪锐木业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海永泰锯业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三禾添佰利五金加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运祥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利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戈刀锯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立信新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扬州沃荷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兆钢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零点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玉威精密木工刀锯有限公司
株洲欧科亿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鑫鼎制刀（深圳）有限公司
春保森拉天时精密钨钢制品（厦门）有限公司
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先锋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鹏标五金制品厂
淄博恒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之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京信钢丝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龙泰织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森特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成都锋克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尧富锯业有限公司
东莞华瑞汉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君浩木工工具有限公司
柏钢五金制造厂
温州市卡美琳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爱德福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俊富实业有限公司
临沂昆宏工具有限公司
中山戈可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蓝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顺德区睿塑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喜登堡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台山市宏盛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崎林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连达机械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耐锢吹膜包装材料厂
礼恩派(上海)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挪宝（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市华剑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业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群力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恒昌机械厂
鹤山泰华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毅楷机械设备厂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普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牧野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力达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晋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望春姚氏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安呈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达机械厂
绍兴市锋锐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斯奎尔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恒涛日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立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柏雅缝纫设备行

上海瑞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顺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进塑胶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宇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天平友得邦封边条批发部
广州市雅乔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顿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力佳蜂窝纸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用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易嘉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格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田之宝塑胶有限公司
临安南洋装饰有限公司
临安银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日邦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展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旗昱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泰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赤山桥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云浮市德龙粘合剂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盛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硕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兄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树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泰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德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一洋塑胶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顾康力化工有限公司
黄山万丽美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元汇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好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立盛封边热熔胶厂
佛山市南海欧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金菱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华彩顺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博思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胜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原广州佰泰）
广州市卡祖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铭黏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同人粘胶有限公司
昆山旌淳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多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弘柏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临沂市绿康胶粘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荣志喷涂有限公司
浙江顶立胶业有限公司
广州原野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民利粘合剂厂
东莞市康菲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弘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鹰热熔胶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昊塑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叁联木业材料经营部
广州市智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之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胜金箔有限公司
杭州锦添装饰纸有限公司
佛山市星派塑胶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钜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松华(广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威迈工贸有限公司
英德鼎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定远县扬子悦活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北贝格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大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绿森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衡之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宝利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卫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华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森诺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向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浙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黄山市东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乐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盛达不锈钢热压模板有限公司
北京中润华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华美板业有限公司
广州佳得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佳饰家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立卓五金有限公司
河北正洋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雄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鲁源浸渍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耀东华家具板材有限公司
杭州伟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上好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临安兴达纸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标家具有限公司
标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爱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晶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兆盈装饰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水藤永茂板饰厂
南海傢达美装饰材料厂
联洋通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佛山市标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宝霖达线业有限公司
烟台盟禾板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雄铝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大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捷丰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朗润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摩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洪利装饰材料加工厂

宜美木业工艺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振江木器厂
广州市骏昊家具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吉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子活力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德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腾展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古森林曲木
常青装饰材料厂
上海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源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色板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大成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耀风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桂江（豪庭）装饰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钜蕾五金厂
佛山市苏溪恒轩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金威龙五金机械厂
浙江凯美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大旺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赛泰鞋材有限公司
汇恒家具五金厂
常州派沃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燊晟家具有限公司
西达克沙发床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东莞市广泰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品诚皮革门市部
杭州萧山丹丹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洳家具间棉有限公司
文安县德益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丹灶源兴五金厂
吉祥(好家邦)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晋江金献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品驰皮革有限公司
扬州金世缘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顺德日锵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迅达（香港）家具五金
佛山市溢之品皮革行
广州市雅宝印花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联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迪机电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百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御辉五金家具厂
佛山荣升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百利威人造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宜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舒意达机械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温州嘉博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泰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易捷力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利鑫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翔升海绵厂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鑫鸿五金厂
佛山市汇峰源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新生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硕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星朗不锈钢制品厂
佛山市铨亿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申晖五金塑料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黄连宏力织带厂
东莞市伟宏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力王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超力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石联达兴宏五金厂
鼎瞻五金(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佑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益晖五金厂
佛山市景骏织带有限公司
东莞市升晖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捷科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腾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九点九家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宝临五金有限公司
谦鼎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禾超纤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佰锐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富织带厂
广州市东亚纺织有限公司
东莞市铨兴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拓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益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泽辉机械有限公司
诺玛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景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狮特龙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方正化纤织造厂
佛山市南海粤精艺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彩神到织带厂
中国山东曹县顺通木业加工厂
鹤山市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丰艺盈不锈钢制管厂
常熟市振泰不织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鮀岛思创钉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尚辉五金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向美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爱进皮革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翘泰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翔豪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添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德基电器厂
佛山市启龙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宏固标准件厂
深圳市卓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鸿力金属制品厂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松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华尔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铖锌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美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上工永艺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诺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礼恩派（嘉兴）有限公司
广东东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灿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商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图特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广润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晟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景源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中侨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正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火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协和锁厂
东莞美嘉美装饰材料厂
中山市海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琚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迅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美捷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星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斯凯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鲍氏家居五金饰材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嘉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家具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东皇五金有限公司
联合之星五金有限公司(江门市欣拓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爱好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金利祥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乐思富五金制品厂
广东安帝斯智能家具组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迪高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格龙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鸿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辉/嘉利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飞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盛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标致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泰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鼎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万事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氏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皓恒国基装饰建材厂
广州市家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众/三龙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钢/昱星金属制品厂
广东拓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锐特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拉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亚当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盈门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云辉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立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美厨仕五金制品厂
玉环三一橡塑制品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顺德区哥尼迪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智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裕仁（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兴五金厂
广州市巨美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拓欧玛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拉德五金配件厂
肇庆市高要区奥斯特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欧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格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清远市康信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海徽五金制品厂
中国春城控股集团
丰林汇五金厂
揭阳市迪迪龙/精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家居五金协会
深圳市美力王家具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大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家居建筑装饰材料商会
广州市家具协会
揭阳市大众家具五金配件
华奕五金制品厂
广东华奕自粘铝箔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利峰家具材料商行
揭阳市揭东区耐格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宏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兴盛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揭阳市享润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柏兴固家具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轩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盛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通达轴承纺机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同益五金厂
顺德高衡五金塑料制品厂
揭阳市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高明区万施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千日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润博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旭盛五金
江门市蓬江区天昊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捷美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福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品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揭阳市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澳德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佳五金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万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宁波汇德隆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亨士达五金厂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钧奥宝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市勤励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天帅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翱利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优迪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升格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华庆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润昇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三星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德仕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嘉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亮之焯金属制品厂
温州恰威斯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区晋延五金家具配件厂
揭阳市奥捷五金厂
东莞市洪兴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曼圣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吉思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明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菲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卡特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达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纬丰弹簧五金有限公司
宁波锐驰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广超塑料五金厂
高要市恒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桦锠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宝联五金装饰制品厂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标泰五金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晨鹰五金厂
上海羽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佰嘉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奇胜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威拓力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威拓力邦五
金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宜仕五金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高朗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精攻五金有限公司
慈溪市嘉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晨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美思乐家具配件厂
武义县林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龙煌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固通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三水伟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丰五金厂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鸿日电器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星越五金厂
东莞市帆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能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威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庭辉塑料五金厂
揭阳市精马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奥钻五金厂
广东省东莞市伟意鑫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高要市金利镇卓创五金厂
佛山市悦宇鸿健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荣兴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帝诗卡堡五金商行
广州市固亨橱饰五金
揭阳市标信五金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辉力仕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向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超峰塑料制品厂
海宁金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斯泰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弘昇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典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圣致（奇宝）餐台滑轨厂
佛山市丽维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令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之洋家具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超力王五金厂
玉环吉铭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德乔五金厂
佛山市莱优琳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迈宝锐家具配件(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市澳拉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南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亮/双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橱邦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亿诚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蒂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凯迪精密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易控迪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聚德泰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汇鑫金属制品厂
揭阳市两兴五金制品厂
广东顺德梅普拉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隆威尔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铂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澳邦金属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国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银河/永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奥德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斯戴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奋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深飞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磐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利川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科帝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达伟业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徽滑轨有限公司
118角码皇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东莞市主峰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良登方盈五金标件厂
揭阳市嘉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万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奇天贸易有限公司
博罗石湾欣鑫五金厂
深圳宏仪五金发展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好图五金厂
玉环聚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铼德美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三井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光大德祥五金配件厂
深圳市万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诠佳橡塑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禾佳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苏溪世业五金
广州市花都区浚荣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九江星星达五金厂
温州市森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东迪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盛浩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首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橱邦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骏杰五金厂
东莞市石碣品高五金塑胶制品厂
温州厚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钛铝制品厂
佛山市金展辉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瑞康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发装饰材料经营部
佛山贝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得力五金厂
霸州市群英冲压制造厂
佛山市顺德区枫喜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胜五金制品厂
大成五金家具制品厂
杭州双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耐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哥爵士五金
东莞市石碣佳源五金厂
东莞市飞镒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联裕金属制品厂
凯特尔五金
高要市漫高五金有限公司
台州市驰球工贸有限公司
广州迈煊鑫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力佳利气弹簧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兆宇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骏威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永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双胜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奥卡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舒艺达机械有限公司
揭阳市晓得利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布罗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陆丰市瀛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赛凯金属制品厂
宁波望通锁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领地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品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驰粤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铨鑫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鸿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华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朗成金属制品厂（金韵）
佛山市聚汇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升铝材贸易部
佛山市顺德区合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金耀辉五金塑料厂
广州市纬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宏建鑫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文得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来亿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鸿胜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同兴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福乐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家具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金铭正标五金
揭阳市顺易家具五金厂
东莞市五丰电子有限公司
强士金属制品厂
玉环精宣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越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冠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涅科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瀛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信发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群发五金厂
揭阳市刘牌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耿发五金厂
揭阳市恒浩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阳工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腾达五金厂
香港永博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弗录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良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久发普递斯五金商行
广东省陆丰甲子淮海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东欧思特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成鸿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永信五金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华宝达五金店
揭阳市千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乔胜五金厂

揭阳市韦德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开兴五金商行
广州市番禺区兴陆日用金属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恒胜五金厂

Aaron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ABC Aluminium Co., Limited
AES ELEKTRONIK MAKINA SAN. Ve TIC. A.S.
Aimu EUROPE
ALFA Klebstoffe AG
ALL-PROM
Altin Buro Office Chairs & Components
Alublu Limited
American Hardwood Export Council
American Softwoods
Amos-Hill Associates, Inc.
Artilat NV
Ateja Tritunggal, PT
ATTIMEC ITALIA S.R.L.
Aydin Tekstil Ticaret ve Pazarlama A.S.
Bai Fu Co., Ltd.
Baillie Lumber Company
BEBMC
Beckhoff Automation (SH) Co., Ltd.
BJ Allright Chemical Co., Ltd.
BJ JS Technology Co., Ltd.
BJ Reggar Trading Co., Ltd.
Bekaert Textiles (Wuxi) Co., Ltd.
Bin Yuann Firstline Ind., Corp
Blue-Vent Pte Ltd
Boyteks Tekstil San. ve Tic. A.S.
CAGBERK CAM AYNA ALUM. MOB. OTO. 
TUR.SAN.VE TIC.LTD.STI
Canada Wood
Cappor Furniture Accessories / Metplas Can 
Metal Plastik Sanayi Ve Ticaret Ltd.Sti.
Century Plyboards (I) Ltd.
CHZ Weideda Laminate-Floor Co., Ltd.
CMA (Wuhu) Robotics Co., Ltd.
Collins
Comfytex
Coolfoam Group
Cozy (Zhongshan) Plastic Manufactory
Cruzeiro Papeis Ind. Ltda.
Decro Hardware & Plastic Development Co., Ltd
Depar Deri
Derock Linear Actuator Technology Co., Ltd.
Desion Hardware Limited
DG Five Stone Machinery Products Trading Co., 
Ltd
DG Ti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DG YueFa Hardware & Plastic Co., Ltd.
Duerkopp Adler AG
ECOID Co., Ltd
ELEKTROTEKS ELEKTRONIK TEKSTIL SAN. VE TIC. 
LTD. STI.
eMoMo Technology Co., Ltd
Entex Textil S.L.
ENYAP Endustri Yapistiricilari ve Kimya Sana A.S.
ES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Eternal Drag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EUMA Machinery Co., Ltd.
European Wood Corporation
FERWOOD SRL
Feton Limited
FGV Asia Limited
Fit Art s.a.s.
FS Chamay Mattress Ticking Manufacture Co., 
Ltd.
FS Leloxe Home Furnishing Co., Ltd
FS Nanhai Dunmei Decorative Material Co., Ltd.
FS Nanhai Hantai Decoration Material Factory
FS Shunde Chilon Hardware Co., Ltd.
FS Xiang Da Packing (Printing) Co., Ltd.
French Timber
Freu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GASAN GAZLIAMORTISOR INSAAT SAN. TIC. 
LTD. STI
Gizir Ahsap Turizm Sanayi Ticaret. A.S.
Global Textile Alliance India Pvt Ltd
Gluecks-Beschlag Co. Ltd
Grandstar Hardware Co., Ltd.
Greatwood Holdings Limited
Green Dragon Wood Products Co., Ltd.
Grupo Alvic Fr. Mobiliario S.L.
Guangdong Tianan New Material Co., Ltd
Guangzhou Deco Deco Decorative Architectural 
Co., Ltd.
H & Z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 B. Fuller (China) Adhesives Ltd.

HN Forever Glory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Jinmao Hardware Co., Ltd.
HN Modern Hardware Co., Ltd
HN Wanxin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Yicheng Hardware Co., Ltd
HN Zhongrui Hardware Co., Ltd.
HZ Advance Hardware M.F.G. Ltd.
HZ Chenyu Textile Co., Ltd
HZ Hengyi Textile Co., Ltd.
HZ Hongda Decorative Cloth Weaving Co., Ltd
HZ Talent Decorative Paper Co., Ltd.
HZ Wudai Textiles Co., Ltd.
HZ Xiaoshan Chenda Bedding Factory
HZ Xiaoshan Meixin Deco Fabric Plant
HZ Xiaoshan Rongli Clothing Co., Ltd
HZ Xinyada Fabric Co., Ltd
HZ Zhuotao Textile Co., Ltd.
Hans Weber Maschinenfabrik GmbH
Hanson Furniture Hardware Co., Ltd.
Hanstar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appy 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Harvey Industries Co., Ltd.
HD Hardware Co., Ltd.
Hong Kong Wah Tung Limited
HSD Mechatronic (SH) Co., Ltd.
HTS Caster Systems
Huizhou H-antech Motion System Co., Ltd.
ICA S.p.A.
IMA (DG) Int'l Trading Co., Ltd.
INOXA S.R.L.
Internet Wood Glue Co., Ltd
Intradin (SH) Hardware Co., Ltd.
Italiana Ferramenta SRL
Jacquard Textile (Asia) Ltd
Jiangmen Haisen Machinery Accessories Co., Ltd.
Jiangsu Dreamerry Mattress Manufactory Ltd
Joy Hardware Ind. Co., Ltd
Kailong Hardware Co., Ltd.
Kakee (HK) International Limited
KALP PLASTIK SAN.VE TIC.LTD.STI
Kastamonu Intergrated Forestry Industry and 
Trade Inc.
Kay Tai Fasteners Industrial Co., Ltd
Keen Hardware Co., Ltd
King Slide Works Co., Ltd.
Kingdecor (ZJ) Co., Ltd
Kisbu Teknik Tekstil
Kleiberit Adhesives (BJ) Co., Ltd
Klöckner Pentaplast GmbH
KMS Furniture Connecting Systems
Kunshan Mingyi Chemical Co., Ltd.
Lalan Eco-Latex (PVT) Ltd.
Latexco NV
Leitz Tooling Systems (Nanjing) Co. Ltd
Lianxun Hydraulic Hardware Co., Ltd.
Lien A Co., Ltd
Lignar Engineering Pte Ltd
Ligo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Limoss SH INC
Linak (SZ) Actuator Systems Ltd
Lion Rock Group Holdings Limited
Lite-On Electronic (GZ) Co., Ltd.
Litong Metal Accessories Trading Co., Ltd.
Matilda Veneer Pty Ltd.
Mega ranotechnology Co.
Mert Yatak ve Tekstil Makinalari Iml. San. Tic. Ltd. 
Sti.
Meva Insaat San. Tic. A.S.
Microvellum Software
Mien Shu Enterprise Co., Ltd.
MILKAY TEKNIK TEKSTIL SAN. A.S
Ming Tat Hong Group Hardware Supplier Co., 
Ltd.
MITSAN MAKINA A.S
Monks International NV
Moteck Electric Corp.
Nantong Healthcare Machinery Co., Ltd.
Nederm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New Great Field Machinery Co., Ltd.
NB Max-Way Imp. & Exp. Co., Ltd
NB Megafeat Bedding Co., Ltd
NB New Haiyan Belt Industry Co., Ltd
NB YouYou International Co. Ltd
OJMAR S.A.
OKIN Refined Eletric Technology Co., Ltd
ONKAR Industry (HK) Co., Limited.
Orchard Decorative Materials (China) Co., Ltd
OYNURDEN KIMYA SAN. TIC. A.S.
Ozersk's Furniture Accessories Company Co., Ltd.
Panel Plus Co., Ltd.
Paolino Bacci S.R.L.

Permo Srl
Pollmeier Massivholz GmbH & Co. KG
Portakal Ahsap Uretim ve Pazarlama A.S
PROCHILE
PUNTEKS TEKSTIL MAK. SAN. VE TIC. A.S.
PYTHA Lab GmbH
Q-Fit Sdn. Bhd.
Qingdao CX Joy Hardwoods Co., Ltd.
Qingdao Richriver Electrics Co., Ltd.
Radium Foam B.V.
Rasonics Development Ltd
REHAU Polymers (Suzhou) Co., Ltd
Repon Industrial (Suzhou) Co., Ltd.
Rich Access International Develop Limited
Richard Pieris Natural Foams Limited
Robatech (China) Co., Ltd.
Rodi Sinks and Ideas, S.A.
Schattdecor (SH) Co., Ltd.
Schmalz (SH) Co., Ltd.
SCM Group China Trading Co Ltd
Sefa Kimya Petrol Urunleri San. Ve Dis. Tic A.S.
Senexpo International Fairs Inc.
SERVETTO SRL
SH Baomo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SH Dimar Precision Tooling Co., Ltd.
SH J.best Materials Co., Ltd.
SH Rocky Adhesives Co., Ltd
SH Setting Decorating Material Co., Ltd.
SH Temax Trade Co., Ltd.
SH Wanqiu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SH Zhengye Hot Melt Adhesive Co.,Ltd.
Shaoxing County Feida Nail Industry Co., Ltd
SZ Goodhealth Motor Manu. Co., Ltd.
SZ Tuoch Smart Household New Materials Co., Ltd.
Siam Inter Lock Tek Co. Ltd (Cyber Lock)
Sige S.p.A.
SIMALFA by ALFA Klebstoffe AG
Sinox Company Ltd.
SITEKS DIS TICARET VE TEKSTIL SAN. A.S.
Sterling Home Innovator Private Limited
Stilteks Dar Dokuma Urunleri
Sulekler Forest Products Trade & Industry Inc.
Sun Chain Trading Co. Ltd
Sun Champion Trading Ltd.
Supreme Caster LTD
Sur Artificial Leather & Fabrics Co., A.S.
T.R.SABIR Makina Ltd. Sti.
Taiwan Tung Tai Handle Industrial Corp.
Taizhou Greenpoint Hardware Co., Ltd.
TAKACHIHO KOHEKI (H.K.) LIMITED
Takallianz Hardware Co., Ltd
Tece Dekor A.S.
Teksplast Artificial Leather Inc.
Terao Co., Ltd
TERMOPAL LTD
Thompson Hardwoods
Tianjin Laminuo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TIDY Locks & Fittings Sdn. Bhd
Titus Furniture Fittings (SZ) Co., Ltd.
Torrini Precise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TTS Tooltechnic Systems (SH) Ltd. / Festool China
U & Z Hardware Co., Ltd.
U.S.A. Pavilion c/o Koelnmesse Inc.
U-C Coatings Corporation
Union Brother (China) Co., Ltd
URUFOR S.A.
Utigo Flex Ducting Ltd.
Verinlegno SPA
Verov Industry Co., Ltd.
Vollmer Taicang Co., Ltd.
Wang Yuen Hardware Factory
Wellcool Cushion Technology Co., Ltd.
WZ M & C Foreign Trade Co., Ltd
WZ Yikang Housing-Health Product Co., Ltd.
Wood-Mizer Asia Pte Ltd
Wright Industrial Limited
Wright of Hong Kong Limited
Yangzhou Enkev Hair Products Co., Ltd
YILMAR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Yongsinyi Co., Ltd.
ZJ Jiecang Linear 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ZJ Xinyi Intelligent Drive Technology Co., Ltd.
Zhongshan Jincheng Glue Co.,Ltd.
Zhuli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Zimmer GmbH Dämpfungssysteme
Riga Veneer
S.C. Ecowood Enterprises Srl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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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霸州市标典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铭顺家具厂
天津美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霸州市立昌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骏诚家具厂
佛山市长鸿居家具有限公司
智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斐欧丽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汉帛家具有限公司
亨润家具有限公司 HR FURNITURE CO.,LTD
佛山市名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班芙五金厂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欧泊尔家具
浙江华夏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金富士家具（鹤山）制造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时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雷欧家具厂
广州柏思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圆朗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杰希智能居家用品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前进家具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奥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丰辉云石家具厂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乔逸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和雅家具有限公司
冠雅国际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霸州市友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微亚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凯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光之鸟有限公司
广州市卓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摩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桥星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维朔丰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典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逸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德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高菲雅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镁家具厂（合美）
天津凯思德家具有限公司
浩盈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汇家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昕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富运傢俬有限公司
佳荣“纳维尔”家具
广州雅美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镇德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梦绮雅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湘辉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耀豪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盛基家具厂
福建圆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达博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丰钢化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康岚家具厂（原名涛）
东莞市黑柏家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腾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嘉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舒帝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业圣玻璃家具厂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
球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彼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宝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民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威尔德家具厂
嘉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点尚家具厂
惠州永晟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丹佛尔家具厂

霸州市鑫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森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柏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雅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焯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智盈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银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晔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康升集团广州康耐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林登家具厂
永铿家具（东莞）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林凯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雅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星光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派生家具厂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星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恋尚家居品有限公司
拉卡萨（北京）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兴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巨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德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派迪朗金塑制品厂
鹤山市万年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霸州永生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珍意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居家具厂
广东名家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轩芝斯家具厂
广州市瑭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百川家具厂
东莞市沙田海得堡家具厂
广州市加意堡傢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曲艺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朗臣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格林家具厂
广州屋企家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霸州市新星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康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艺高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帆家私有限公司
漳州喜盈门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昌伟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中宏家具制造厂
天津子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鑫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品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东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溢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维诺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若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派合五金家具配件厂
霸州市诚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库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领尚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海风情家具厂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市梦迪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灵朗五金厂
东莞市广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金棕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本美家具有限公司
益城尚品（廊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瑞芳德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永兴实业家具厂
霸州市和泰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挪亚家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品致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悦明祺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奥瑞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风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冠億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全方位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盈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福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聚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安吉森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磐安通达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金方圆家具厂
宁波市鑫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日实业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枫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德赛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德民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和丰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扬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扬志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亚庆贸易有限公司
亚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岚宝家具有限公司
韶关市鸿伟家具厂
HOUMES INDUSTRY DEVELOPMENT LIMITED 浩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富居(欧文)家具厂
惠州台盛实业有限公司
保渊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翱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春悦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渠清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铧澳家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莱富佳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大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龙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强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超凡家居有限公司
安吉欧格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博瑞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因特福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艾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鹏辉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华家具厂
圆径衣帽架厂
浙江浩博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火虫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乐怡联源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坎头新中五金制品厂
平湖瑞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康的家家具有限公司
升艺家具有限公司
致拓沃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森宜五金制品厂
寿光市金地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西旺五金制品厂
江门市雅格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仕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依佳壹工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名达威家私有限公司
河北圣鑫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世轩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东泰家具有限公司
曹县金得圣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斯维雅玻璃有限公司
安吉强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宏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富韵家俱厂
浙江升华云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漳州新裕鑫家具有限公司
漳州市昌晖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耳马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圣杰钢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翔骏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东洲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湾金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恒大家具厂)
青岛永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伟杰达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佳晟五金厂
东莞市雅弗莱家具有限公司
高要市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三星（汕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开平精锐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马丁优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凌家具厂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参展商名单 （名单更新于2016年1月28日）

安吉伟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尼奥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名江南家居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雅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凤连冲压件加工厂
霸州市华露琪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胜芳镇振国家具厂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润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舒派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铁兄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齐耀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博瑞格椅业有限公司
安吉艺维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凯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幸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霸州市标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镱五金家具配件厂
廊坊森杰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锦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御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年丰家具厂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廊坊鑫罗曼斯商贸有限公司
香港杰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力锋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镱创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美好衣帽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吉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尚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精益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纬盛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省盛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霖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茜恩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锦家具有限公司Vegas living Co.,Limited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高艺家具加工厂
东莞市山叶家具有限公司
益兴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琦晟股份有限公司
朝进木业有限公司

广州美术学院家具研究院
上海大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紫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依诺维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辉航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布伽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徕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薇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艾德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丹豆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丰贸群家具有限公司
东建钢管家具厂
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翡丽尚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道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竞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隐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迪谱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蔻蒂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生活印相家具有限公司)
风华国际有限公司
优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天健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冠城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WANVOG FURNITURE 
(KUNSHAN) CO., LTD

纳图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嘉 兴 米 兰 映 象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M & D 
MILANO&DESIGN BY CHATEAU D'AX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
敏华品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JONATHAN CHARLES UK LTD.(乔纳森·查尔斯)
来思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ZOLANO DESIGN SDN BHD
ACME FURNITURE
INTRADING PRIVATE LIMITED
UNIFURN DESIGN SDN BHD
Yeu Hong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TIMBER ART DESIGN SDN BHD
DISTINCTIVE FINE FURNITURE SDN BHD
RELIABLE TREND SDN BHD
EVERHOME INTERNATIONAL (M) SDN,BHD
AFA
United Pacific Import& Export Sdn Bhd
Tonics Furniture Sdn Bhd
HIGH VALUE ENTERPRISE SDN BHD
T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FERNEX SDN BHD
Sofa Works Sdn bhd
BM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G-PACIFIC ENTERPRISE SDN BHD
KODA LTD
HIN LIM FURNITURE MANUFACTURER SDN BHD
ALTINZAMBAK LTD. STI. (GALA MOBILYA)
SKY FURNITURE INTERNATIONAL LTD（天津金德
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阳光世纪家具有限公司
KUEK BROTHERS FURNITURE SDN BHD
TAMARIND FURNITURE SDN BHD
ISTANBUL  EXPORTERS' ASSOCIATION
Star Furniture Pte Ltd
INFURNEX RESOURCES SDN BHD/BLH GLOBAL 
MARKETING SDN BHD
DIGITAL FURNITURE SDN BHD
SHARDA EXPORTS
PT. CHAKRA NAGA FURNITURE
蕾丝莱夫家居(佛山)有限公司(Lazylife)
FOXON SDN BHD/KGF RESOURCES (M)SDN 
BHD/KER GLOBAL FURNITURE(M)SDN BHD
Wegsmans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青岛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 Fortoli Furniture co.,Ltd
IDEA STYLE FURNITURE SDN BHD
TOP (HK) FURNITURE CO.,LTD
FURNCREST/ACACIA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FG Sdn. Bhd.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HOME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
SIN LIAN LEE MANUFACTURING SDN BHD
INCEPTION DESIGN AND TRADING SDN BHD
GOLDEN TE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AIK CHE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HABITZ
SIGNIVEST RESOURCES SDN.BHD
Master Sofa Industries Sdn Bhd
RELIABL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BES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SDN 
BHD
IDP SRL
新伟成工业有限公司SIN WEE SENG IND.SDN BHD
U2 Liv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ERN KOU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Sweet Home Concept Sdn.Bhd/ DEESSE 
FURNITURE SDN BHD
White Feathers Ltd.
广州市迈尚家具有限公司
Teong Sheng Industries Sdn.Bhd
TRENT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IMEI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SDN BHD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HTL HOME (JIANG 
SU)CO.,LTD
OMEGA SOFA(M) SDN BHD
INTERGO FURNITURE SDN.BHD
Kim Heng Industries Sdn Bhd
YB WOODWORK INDUSTRY (M) SDN BHD
MOBILIA INTERNATIONAL SDN. BHD.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亚床垫家具有限公司
点对点睡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弗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智联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嘉尼曼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金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吉斯床业有限公司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蕾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四海家具有限公司
Goitalia Limited
佛山市高尔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奥妮帝斯科技睡眠家居用品厂
瑞信全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鹏家具厂
荣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华白兰寝具有限公司
大连金凌床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施丽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诚钢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达希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联誉五金有限公司
雅丽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翔座具厂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傲奇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立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龙恒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佳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金登鼎晟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蒙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韵家具有限公司
元凯皮革制品加工厂（皮匠大师）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富怡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瑞丽爱家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泉州恒昂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凯慕家具厂
英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曼典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舒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庭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朝富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志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喜荣家私海棉（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圣家府家具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居然雅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丽法雷尔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博睿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ZOY HOME FURNISHING 
CO LTD.
深圳市乐其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雅伊华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非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韦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杰盟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凯昇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利源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尔乐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福蔚沙发家具有限公司(原仪霖)
上海酬勤家俱有限公司
东莞市元宗家具有限公司
宝雅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志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林木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喜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凯撒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博士顿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康佳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洋日居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豪莱欧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致威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麦斯得尔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标越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为邦家私有限公司
江苏奥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悦婷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维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威莱诗家具有限公司
海宁欧莎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爱米高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意多傢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欧嘉璐尼工贸有限公司
新华家具集团
强力家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大鹏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庄家万昌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雷铭国际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百事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普弘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禧亚家具有限公司_
东莞海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戎马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品高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唯信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鸣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杨氏兄弟家具有限公司BROTHER  YANG  
FURNITURE  CO.,LTD
深圳市德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米罗家具厂
佳信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信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文通工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翔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腾家具有限公司（原家美）
深圳市宝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亨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天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帷特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众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格林皮斯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淳昌家具有限公司（原 东莞市美邦一诺家
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宝马仕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富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汉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雅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浩谷环球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多迪斯泰保健器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海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伟仕达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笑升家具有限公司
飞腾行有限公司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日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意博铝门制品厂
吉安市天祥木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鑫家具有限公司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威名电器有限公司
博罗县日月星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美屋三六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宇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康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晖腾家具厂（原：佛山市禅城区域
邦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广志达家具厂
深圳市金迪豪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永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展洋家具有限公司
亚洲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团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阳迪泰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金品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聚源家具有限公司
丽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雅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黛博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曹氏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米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惠尔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爱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域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诚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富沃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年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创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纳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创艺家具厂
东莞市东创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鑫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时祥家具厂
东莞市同鑫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堡家俬有限公司
广东葫芦堡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显赫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仓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金喜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轩木器制造有限公司
欣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趣味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璈展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卡莎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童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至简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金爱和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谊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无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致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读书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可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爱学习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BESTEKNIK PLASTIK MOBILYA OTOMOTIV MAKINE 
KALIP SANAYI ITHALAT VE IHRACAT TICARET LTD. STI.
南康自由家木业
宁波百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德贝尔家居有限公司
青岛西卡欧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浙江欧宜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永华家具公司
广州木匠世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源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第一家具厂(玉环国森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顶丰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阿尔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春蕾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扬狮时尚家具有限公司
温岭市富鑫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星茂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佳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卡莱伊诺家居有限公司（玉环县海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球工艺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新格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飞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澳利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鼎泰家具
沈阳市润家家具制造厂
深圳皇家凯萨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蓝竹工艺品有限公司
玉环爱佳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万家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中升家具厂
浙江纪驰家居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风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彤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勇邦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齐家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复兴隆家私有限公司
惠州市和兴美家具有限公司
Jans2en Furniture
江苏鑫欧越然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富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泽洲工艺品有限公司

雅梦娜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湖南乐家巢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好人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亘立豪庭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江区美洲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格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华奥沙发厂
上海西尔维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艾美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市美第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尔玛宅配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奢艺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波尔多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堡玺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博纳氏商贸有限公司
莲池（江西）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大众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依普瑞森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实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艾伯特家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明清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振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朗家具有限公司
长丰家具有限公司
兆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台州豪成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欧梵居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海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新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帝梵家具制造厂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广东雄英集团
有限公司）
东莞市米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封开吴氏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御品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广丰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爱维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豪家具有限公司
天津泓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馨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欧尚家具厂
中山市宜丽舍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御兴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米拉诺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艺朵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昕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之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钰家具有限公司
东伟家具
宁波华裕工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奔盛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方盛框业有限公司
杭州昌顺家私有限公司
宣胜家具厂
上海奇莱空间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宁海景斯华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天悦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朴风堂家具厂
中山市伟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廷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瑞吉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古韵仿古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腾龙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富渥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美芙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赛拉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摩登上品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百纳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恩林工艺木制品厂
绍兴伊司特家具有限公司
象山中亚工艺有限公司
东莞德铨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木龙家具厂
鑫邦家具厂
闽侯县鸿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路石材有限公司
PT.Buana Inter Global
欧伟家具
宁波楚天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精之爵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宇鸿家具厂
广州美殿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华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盛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盛盈美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法图家具厂
北京墨韵尚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金华吉昌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闽养家居有限公司
东阳市锵锵红红木家私厂
福州三民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州佳居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日田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澳美发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亚太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亚帝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乐从镇海岸线家具店
浙江临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英潽仕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帝加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藤缘工艺品有限公司（藤话故事家具有限公
司）
广东美梦思床具有限公司
君富成座垫配套有限公司（佛山市意得隆纺织品有
限公司）
临海市维格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茂联木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美阳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宝程工艺品有限公司
格伦雷文纺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晴晴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瑞好聚合物（苏州）有限公司
佛山市艺骏雄塑胶仿藤有限公司
东莞市骐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焕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ISOTOP CORPORATION SDN BHD
FLAT Technologies Limited
广州派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美佳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凯越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舍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之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纳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联和乐安铸铝厂
佛山市德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华通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雅藤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裕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兰溪市檀宫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龙美达石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拓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卓家具有限公司
奥帝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方德泡绵制品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台州市宝立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阳光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马士通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克拉西客配件（亚洲）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
嘉兴市云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长富宝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丽屋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华美工艺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保税区塞明戈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迈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傲威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东恩奥杰曼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赛德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GATE GROUP LIMITED
佛山市顺德区美雅鑫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迪花欧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达尔文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旭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贝斯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盛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一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宏达五金藤铁家具厂
SAVAS PLASTIC A.S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欧之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Fatih Plastik San Tic Ltd Sti
宁波科恒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格莱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园藤艺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嘉德座椅有限公司
宁波泛太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美伽滕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家庆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高德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圣美休闲家居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百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弘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枫缘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弗瑞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名晨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磐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越贸易有限公司
ROYAL INDUSTRIAL TRADING CO.
江苏宇航家私有限公司
福建东野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PAZ ORMAN URUNLERI TIC. VE PAZ. A.S.
深圳市昌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卓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西恩斯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佰德休闲家具有限公司
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市临杰工艺有限公司
余姚市安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一象中空吹塑有限公司
青岛仲森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奥瑞恩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广茂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青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诺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光大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富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华顺昌金属家具厂
临海市陆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精致铝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康爵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健柏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户外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诚创玮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晋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能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艾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宏桥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泰运通家居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亚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藤帝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瑾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如蕾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洁雅布艺制品有限公司
台山市捷骏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欣鸿成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鑫源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巧纺织品有限公司
ETISILK , S.A.
东莞荣泰塑化材料有限公司
临海市群丰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东翔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通威尔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兴伟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真趣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意创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福特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韦贸纺织织品印花有限公司
慈溪市三源特斯林网布有限公司
从化市广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纤和延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尚洁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台湾特种隆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市万达闸器厂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双诚至力家具有限公司
恒隆家具（佛山兴威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奥巴梦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龙得飞金属制品限公司
苏州港豪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天立金鼎尊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振兴景观设施制造厂
广州兴乐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虹家具厂
唐山阿迪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盈丽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源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家园园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上海舒阳家具有限公司
PT. INDOEXIM INTERNATIONAL
广州市拓曼司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云格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飞卓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百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生活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豪杰金属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拓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迎泰家具有限公司
耀保五金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鹤山市弘历花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美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江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铭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名就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藤隆轩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恩特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奥诗企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日晴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全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金艺林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万利达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怡室怡家复合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艺心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沂绿特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晨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和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志荣(惠州)工艺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文华藤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华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尚榆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振东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泰莱特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临海市永丰旅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彩达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双乐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浙佳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爱迪宝进出口有限公司
临海大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满意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如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暄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阳光太阳伞厂
浙江永佳无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琪尔仕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赛瑞工贸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潮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洽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泓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林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格绿朗遮阳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之彩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远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光华旅游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优阳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长青藤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荣桂家具厂
浙江勤达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圣朗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冈县双赢花园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神就石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典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中元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瑞森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康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京华家具有限公司
安徽省佳艺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海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丰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煜众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奇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新兴体育用品厂

深圳市欧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仑观色装饰材料厂
厦门纸木陶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九艺术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丽天家居饰品工艺厂
南京亚舟画室
杭州云岳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杰而正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镶嵌饰嘉装饰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美艺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生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
佳朗德生活用品（大连）有限公司

床品、地毯、家居装饰用布

办公环境展
系统家具定制区

办公坐具区

雕塑、相框、留声机、 时钟等

沙发布、窗帘布、家居装饰用布

广州市白云区博亿装饰画厂
深圳东国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华翌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鸿儒济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耐博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永利兴画廊
广州雅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名典画廊
深圳市千与寻饰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子靖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奥框艺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艺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致物工艺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利拓一品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强尚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深圳锦尚品名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睿艺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高雅油画
广州尚木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典艺画廊
东阳市福雕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广州斐常画业有限公司
南昌九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宏烽工艺美术品廊
深圳市纯彩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森美吉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太阳姊妹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田钰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思联现代画饰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画博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怡发画框工艺厂
深圳市罗湖区颜料块家居饰品店
广州市平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梵蒂家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稻草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墨问艺术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天下画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工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观艺画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塞尚印象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太工工艺美术厂
杭州美姆林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杭州观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七号墙艺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金葵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无规则古风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米青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杨氏框画工艺

玛莎（苏州）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之源仿真植物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饰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浦江县晶湛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琳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克瑞瑅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意高工艺品厂
东莞市茶山华维工艺品厂
广州市越秀区恒美工艺品商行
广州市白云区海虹仿真植物厂
中山市满庭芳花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珈悦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安柏美（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工艺城宏鑫家具饰品店
深圳市莱菲花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令高家居产业有限公司
富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绿韵工艺品加工厂
东莞丰群家具制品有限公司/东莞丰钰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台州莫克水晶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凯纳利陶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寰亚家具厂
台山市台城永利隆玻璃工艺厂
深圳原石生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欧贝儿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海宁经编园华纬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红磨坊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季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福临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中山市环宇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马斯登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慕罗纳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维利亚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融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幕照明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裕景灯饰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渴望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托斯卡纳灯饰有限公司
杭州世典遮阳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匠灯饰厂
中山市联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胜然灯饰厂
中山市凯文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华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惠州市镁高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耀派灯饰电器厂
广东森亮森阳照明灯饰文化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茂发艺术瓷厂
东莞市卡慕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平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捷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帝琪照明有限公司
晟力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曼仕照明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金锋比迪灯饰工艺厂
永辅企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相灯饰厂
明尚家居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巨昱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高林世家灯饰厂
中山市夏盟科技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卡莉欧碧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瑞帝斯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骏扬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灵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亚玛逊灯饰厂
中山市筑之光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可尼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铭钰灯饰制品厂
东莞市宏大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铜香舍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兄弟高登灯饰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良亚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灯尚汇家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点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艺盟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溢达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友胜玻璃门市部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兴客坊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可顺灯饰电器厂
中山古龙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荟灯饰厂
深圳市迪尔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优比空间灯饰厂
东莞市大岭山多洛灯饰厂
中山市横栏镇琅士灯饰工艺厂
中山市古镇蓝颜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迈尔诺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饰坊灯饰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高点灯饰厂
中山市创丽特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龙汇灯饰制品厂
佛山市雷汉尼灯饰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一创陶瓷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星典灯饰厂
斯巴克有限公司
KINGTEX CO.
唯凯乐责任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丽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香港凯利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邦米斯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点睛灯饰厂
杭州神宇五金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锋灯饰有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县金戈铁马家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莱家居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英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欧宇灯饰电器厂
深圳市节乐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利建灯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福缘灯饰门市部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潮州市富雅家具制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生行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画太师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信智造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雅乐家具有限公司

美和（福建）集团有限公司
台山市中顺木器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密欧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泉州丰泽正月娇工艺有限公司
闽侯县德雅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松承工贸有限公司
景德镇钟家千年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德利亚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捷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城贸易（福建）有限公司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星灯饰有限公司
闽侯闽兴编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蒂高美居家饰有限公司
宁波迪斯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景昌陶瓷灯饰厂
浙江沃莱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矩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布社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一坊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满京华艺展中心梦琪家居饰品店
深圳市美雅嘉琦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杭州独角仙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色空间居家饰品设计有限公司
梵廊朵装饰设计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雅趣家饰
上海帝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自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装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保加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糧器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溪舫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景德镇市尚水一村陶艺坊
深圳市蕖华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拜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珠海大千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异象名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列蒂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丽天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赏饰专业家居饰品配套
潮州市名翔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纳希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南洋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维贝拉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市帷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米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映象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朴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派力斯软装配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风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莎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洛可可经典家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简创系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象形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曼凯迪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卓尔艺术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悠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林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尼亚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尚饰包装工艺厂
泉州丰泽莱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世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莉印象家居
福州市台江区艺品雅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红配绿艺术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衡威饰品商行
木艺轩红木坊
北京格隆博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梵缔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景御陶陶瓷有限公司
尤玛艾家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纳艺术品有限公司
绘生活（厦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多杰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美庐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品居家饰品有限公司
可立特家居生活（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莱利雅家饰有限公司
上海恒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巧匠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加佳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环球视野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顿家居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迪娅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凤凰美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鼎礼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远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米勒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美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佛洛伦克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之辉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弘博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励仁和贸易有限公司
宇冠企业行
大森工艺（深圳）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舍钥陈设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邸色家居饰品店
厦门立方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一米布艺设计店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大为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盛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市贞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陶公馆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雅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朝家具工艺有限公司
厦门市春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逸致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潮州市铜泰陶瓷工艺制作厂

辽宁新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谢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廊坊永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进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鑫桦达陶瓷厂
潮安县凤塘镇顶峰陶瓷厂
潮州辉扬陶艺制作有限公司
东莞市屹泰水晶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嘉风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国韵祥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华艺彩瓷厂
大连蓝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协威工艺厂
天津赓益商贸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峰业陶瓷制作厂
高要市鸿禧国际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百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仟晟（天雨）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大连尚艺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润昌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中山欧联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煜日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福田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市宏顺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深圳市瀚林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达玺泰陶瓷有限公司
义乌市客莱弗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开发区艺杰陶瓷制作厂
厦门鹭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臻鸿陶瓷制作厂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卓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鼎嘉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无拘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枫瓷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陆韵陶瓷制作厂
饶平龙欣工艺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大宝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鸿瑞陶瓷厂
潮州市枫溪欧雅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区沃雅格永昇陶瓷家饰厂
潮州市澳士通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中丽灯饰加工部
肇庆市鼎湖区美亮商行
潮州市枫溪区古怪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云梯实艺彩瓷厂
广州祥兴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心饰园家居有限公司
嘉玛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盛大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协瑞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昌隆瓷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嘉力斯陶瓷厂
江西省泰和县鑫得雕塑艺品制造厂
东莞市谢岗勤兴工艺品厂
东莞市大朗旺盛家居工艺品厂
深圳市茗人居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大张家居用品厂
东莞市佳洛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玛斯特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宏家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格莱美菲古典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艺享家居饰品商行
香港时来运转钟表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迪高钟表行
青岛枫叶钟表有限公司
青岛宇时工艺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丰古炮钟表
高要市峤丞木制品公司
宏威五金加工厂
广州利宝钟表有限公司
上海迪翎钟表有限公司
湖南中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彦曌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意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欧蒂诺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旻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大时代家居饰品厂
东莞市博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珀睿蒂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智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德蒙特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维那灯饰厂
义乌端幕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籁轩古典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艺兴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维思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联中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烟台世荣钟业有限公司
荣成市盈慧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博艺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迪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钟情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竣奇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悠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致格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印象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古韵电子木艺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市伊斯瑞家居饰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增福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晶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意美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凝铁艺雕塑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人蕉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尔高商贸有限公司
阳春千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格空间艺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声韵祥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如果国际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亚艺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酷星五金工艺品加工厂
上海风邸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顽铁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灯道夫照明门市部
青岛逐梦园家居艺术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加力相框背板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华宜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吾心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欣荣工艺厂
广州市木目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合工坊
惠州市派拉蒙电子有限公司
泉州市中泰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原创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无疆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宁波伊丽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威海艺元工艺品有限公司
集宝轩工艺品
深圳市茂源祥礼品包装厂
江西翔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吉泰精品经营部
佛山市视道环艺设计工程配套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昕毅五金模具加工厂
厦门金色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孔雀标本艺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表情城市工艺厂
宁波市鄞州柯思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艺盟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广州铭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爱家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水口辉宏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荣家饰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铜心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佛山市栋能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丝毯厂

上海锦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诺邦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新越皮革行
深圳蒙古包皮草商行
安徽中安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正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香河县谛安娜家纺制造厂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能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sia Checking Limited

浙江梦卡诺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省桐乡市福恩丝绒制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爱润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越顺经编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田工艺植绒有限公司
桐乡市如兰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步迪龙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嘉名控股有限公司
嘉兴蒂凡尼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卓信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创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一东纺织面料有限公司
海宁金志达布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通元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康宝家纺有限公司
嘉兴市泽霖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富胜达染整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汇丰经编针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润得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鑫宝莱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九江银帆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杭州湾轻纺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双锤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国茂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易辰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俊发喷织有限公司
桐乡沃伦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铭龙经编织物有限公司
嘉兴沃绅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微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雅嘉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恩佐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同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德士家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欧美来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大麻欣轶布艺织造厂
桐乡市大麻华强布艺织造厂
浙江桐星针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宁市伊诺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康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柏高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美尔达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宏锋经纬编有限公司
广州福大电动窗帘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楼祥花边有限公司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县旷达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赤道纺织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锦纺织有限公司
北京圣宜然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恒立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铭基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博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泰运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千百荟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布奇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博卡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伊丝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曼巴迈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黑蚂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世佳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菲摩斯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大浪淘纱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众逸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燕丝绸织造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新胜装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天杭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华颖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一胜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金楼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卡其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然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澳其澳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卡舒顿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杰西亚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金宋织物整理有限公司
杭州帛曼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亘然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圣瓦伦丁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诺誉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雅涛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雷超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康勒富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屹迪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塔塔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乃帛旺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宜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腾川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诚丰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康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念家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漫舞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花睿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双顺家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煌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易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永通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田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昕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雅卉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红罗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耀秀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航安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艾登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风尚美克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丽升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轩凡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馨得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之洋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明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虹纺织厂
海宁喜来屋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圣洁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雅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广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登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茂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皖粤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美佳针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富得豪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奥维特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人居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三隆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双飞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佳宝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天使特种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景皓麻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思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潮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卡乐福家纺有限公司
桐乡市峰悦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曼其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新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捷达纺织装饰有限公司
海宁万得利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帛瑞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艾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爱德纺织品经营部
海宁市许村镇奥雅居纺织厂
海宁市杰科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鑫亚伦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巨龙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迪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博旺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锦帛御轩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顺诺纺织厂
海宁市许村镇英皇布艺经营部
北京锦帛湘奇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翎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奥莎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格蕾特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凯迪雅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经之纬家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屹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志达布业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卡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杰灵美布艺有限公司
广州市宁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华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凯莉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玉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布业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曼诺普家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丰业纤维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汉克玛雅（天津）责任有限公司
北京加鼎地毯有限公司
东莞福华地毯有限公司
河南精工地毯家饰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捷欣地毯有限公司
北京市英泰弘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新艺地毯有限公司
河北瑞家地毯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安凯莱家具有限公司
库恩德（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RAZI EXIM PTE.LTD.
佛山市粤海林亿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舒米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博根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绚丽家居装饰品厂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利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市海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开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柯维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劲广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优派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曼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宜尚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冠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森拉堡家具有限公司
济南大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瑞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汉玛思）
浙江鹏辉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木立信家具有限公司(原:山东佳诚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
浩森家具集团
陕西中瑞时代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光润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龙优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祖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太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伟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名汇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卓林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信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富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客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富美达办公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飞宇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鹤山市海景家具有限公司
美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中泰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沃家具有限公司
俊峰家具厂
广州市美励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利美铝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楠方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卓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悍杰家具厂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致兴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州博生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辉腾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米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迪威司国奥家
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邦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精一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歌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兴盛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沛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达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毅翡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博奥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轩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沃时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尚家具有限公司
奥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迪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泰置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赫来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富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艾比办公设备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非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富和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华展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方名格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昇家具有限公司
国申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玛拉蒂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鑫组合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柯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亚邦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国之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辉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狄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原狄诗家具厂)
佛山市谷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鑫亿鑫家具厂
香河县中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德清麦辰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先生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信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欧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罗沙美嘉家具厂
广州市欧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泰尔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大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叶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唯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丰和办公设备厂
广州市优卓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龙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 Fair & Marketing Corporation
广州市圆方计算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维远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致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Jejak Persona Sdn.Bhd.
元齐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市爱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邦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平湖台丽办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励丰家具型材配套销售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北京科思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龙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优家具有限公司
公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前锋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贺富德家具厂（荣之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君皇办公家具制造厂
中山市中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美斯特家具厂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昌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艾菲尔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马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宏笙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千汇家具厂
广州市世卓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群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闽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菲斯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佰家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卓越家具有限公司
欧意达好椅698办公转椅技术研发中心
广州嚎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公隆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立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钢之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高奕钢木制品厂
建德市鸿源木业有限公司
青岛平制海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华尔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高奕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安吉铭御家具有限公司
创奇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歆恩企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向阳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克莱格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高梵家具有限公司
礼宾国际有限公司
惠州市沃生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发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文迪五金有限公司
绿色座标有限公司
厦门奕辉工贸有限公司
PT.TIMUR JAYA PRESTASI(High-Point 
Group)-INDONESIA
广州天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利登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浩普地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双华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中泰隆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钱门五金
常州市双爱家私有限公司
汕头市广鸿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众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君南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萨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欧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市开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康拓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
为：佛山市巨欧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欧
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米
莱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更名
为：佛山市焊锵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顺德区
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锴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Anyche
江苏鹏程伟业家具有限公司
HANSUNG SCHOOL  FURNITURE CO.,LTD
SEATEK KOREA CO., LTD.
DAEHA
KIEYOUNG FORMAX
Hara Tech Co., Ltd.
常州变形元素升降桌制造有限公司
DIPLOMAT SAFE LTD
Young Jin industry co.,ltd.
KFFIC (Korea Federation of Furniture 
Industry Cooperatives)

美力菲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靖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友椅业
震喜家具有限公司(震旦)
鹤山市博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一家具有限公司
明森达·鹤山市四方家具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富凯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乐宇轩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诺高座椅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高

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翰林（尚客思）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嘉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志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传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彬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致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高斯登家具有限公司
南洋家具（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福志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康特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华美家具厂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
司）
上海富家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铧世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凯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卓椅业有限公司
卡贝隆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协纪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力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首誉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沙头其
城办公家具）
鹤山市鹤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林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区九江马泰家具厂
浙江粤强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高田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飞力中正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乐从飞力家
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莱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泰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泰松家具厂)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亮点家具
佛山市文合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忠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祥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有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及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的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航舰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雄（豪进）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优耐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誉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胜（九龙尊王）家具有限公司
龙江奥源家具厂
佛山市尚德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四海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浩帮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鑫海美克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春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讴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昊国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幼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钢之宝五金家具制造厂
安吉和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福泰日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星河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荣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衡兰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立冠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右办公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高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众班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誉卓家具有限公司
高品家具有限公司
鸿郁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海龙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永丰座具厂
佛山市南海格雄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顺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创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达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五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优越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松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尚方家具厂
佛山市骏誉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好莱运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奥凯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椅众不同家具（香港椅众不同家具
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亿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喜富莱办公家具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联锋家具有限公司
卡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递铺铭雅轩家具厂
安吉斯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恩荣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季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县宇航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雄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坐标家具有限公司
Style Ergono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佛山市优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顺德乐从卓跃家具厂
博牌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立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匡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方政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隆博家具有限公司
DAWON CHAIR`S CO.,LTD
佛山市新典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标家具厂
DBK CO.,LTD
广东佛山市骏航办公家具
佛山市南海区世纪隆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恒昌椅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长久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弘鼎五金塑料制品厂
深圳市百家达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维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至杰五金家具厂
春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大东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旺腾家具有限公司
PATRA CO., LTD.
安吉莱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米朗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艾镁尔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之光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米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阔塑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成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叁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铭爵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兆正家具有限公司 （正丰）
优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哈利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霸家具有限公司
金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磊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晋泰办公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睿爵家具厂
安吉新人杰家具有限公司
ASTER COMFORT DESIGNS PVT.LTD.
佛山市仁协家具有限公司
TORCH CO.,LTD.
安吉星宇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其昌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天顺发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南方家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中兴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新和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沃菲斯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井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安吉美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伊姆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世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帷勋家具有限公司
宣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奥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DSP Co.,Ltd.
佛山市奥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志力家具公司
佛山市毅捷家具有限公司
CHAIR MEISTER CO., LTD
sung yong co.,ltd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浙江省三门县茂盛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佛冈涞嵄办公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尤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美盛五金办公家具厂
广欣
欧森桥国际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丽康健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昌胜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乐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佳及雅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盛晖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欣润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丰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钰强五金厂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欧思迪五金家具厂

广州市丽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鸿盛家具(福建)有限公司
汕头市新世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龙江鸿基座椅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鹰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绅徕仕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欧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恒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康家具有限公司
重庆聚一实业有限公司(原:重庆聚艺影视舞台设备
有限公司)
佛山市网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胜利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名方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美座椅有限公司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唯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颂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人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中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新的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山公共座椅有限公司
佛山市亨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祥聚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澳柏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新隆橡塑五金厂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泰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深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鼎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凯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臻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亚奇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标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众家具有限公司
京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集雅成家具有限公司
育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丽日办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易卓金属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兴添业五金家具配件
江门市科益五金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澜林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夏之洁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特家具厂
杭州巨牛椅业有限公司
浙江利帆家具有限公司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

建德市瑞和曲木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玉枕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润鑫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宜班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科家具厂
浙江腾亚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之丰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骏迪家具有限公司
Bonton Technomake P Ltd
佛山市顺德区晋东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群先座椅厂
高斯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广州顺文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爱德旺五金制品厂
北京大倪体育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先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鸿睿栢悦金属制品厂
广州立铸电子科技有眼公司
广东禾东品牌有限公司

杭州德昌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开平瑞华家俱配件有限公司
杭州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高飞模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帆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松达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继文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冠振五金厂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歌珥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凯吉斯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晟豪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为五金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国玮五金制品厂
杭州杨氏实业有限公司
中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安吉斯诺尔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纯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鹤城镇豪天明品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国鼎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迪先实业有限公司
意华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美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巨威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特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茂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继文/占文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泰丰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海涛利华五金厂
青岛三弘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东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拉美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江苏奥美丽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超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巨市企业有限公司
新星塑料家具厂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昊富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迈洋塑料厂
广东顺德悦强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长宏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丰优品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志顺木器厂
鹤山市准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华宇网布
佛山市云帆金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椅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优瑞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凌工五金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威捷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川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黄建彬塑料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骏五金厂
源信纺织有限公司
常州市南泰气弹簧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RIM HK Limited
Cofemo Industrie srl
佛山泰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鹤山市世铭家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铂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晖丰家具转椅配件
东莞濠文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杰之星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汇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达利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友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百金属制品厂/佛山市顺德区广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宁波依兰布艺有限公司
高美皮革行
佛山市顺德区有晋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晨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双宝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兴胜河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顺德区新益盟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阿的高气弹簧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晟兆家具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兴达五金制品厂
康蓝转椅配件
永康市世科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伟仲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颐兴实业有限公司
威赫办公家具
宏泰塑胶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艾克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洞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联塑塑料五金厂
添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渠成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铸世家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市艾迪尔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大得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海洋皮革（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阿甘皮革
经营部）
佛山市顺德区丰溢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活力家具厂
浙江省建德市华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作办公五金家具
鹤山市国正家具海绵有限公司
实达五金
福隆美迪亚气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SUNDESK VENTURE SDN BHD
信亮五金家具厂
东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芬妮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都佳电器有限公司
福基国际有限公司
顺德凯利达气弹簧制造厂
锦盛五金
慈溪华宇装饰布有限公司
东莞市煌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美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扬升文仪家具厂
佛山南海鑫健威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和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志轩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铉锋五金厂
斯奥尼丹·昌达座椅
肇庆市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高明区杨和
镇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
安吉恩特丝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坚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奋斗家具材料商行
森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凯乐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奥美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锐齐模具（塑胶）制品厂
青岛鼎升文教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保胜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瑞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共盛五金有限公司
容县林丰胶合板厂
中山优美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椅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甘力塑料厂
四会市盈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择泓信家具五金材料商行
广州和力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安得福气弹簧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新会区会城晨洋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溢荣高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观强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主流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王办公家具配件经营部
佛山豪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睿霖五金制品厂
东莞鑫捷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杨气弹簧有限公司
大森超纤皮革
中山市小榄镇宇星五金厂
东莞市万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胜远家具有限公司
北仑塑料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志焯（志溢）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高添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晟晖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利得宝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龙江镇丽江鑫丰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互联可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佛山市顺德区景成家具厂
佛山旺的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潮艺家具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永兴五金家具厂
中山市龙正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诗铭家具有限公司
铭扬皮革
东莞市平稳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茂名市三洲石化有限公司 （广州科智注塑厂）
广州市天帝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竹文视频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经典通达酒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源泰酒店家具厂
惠州市恒泰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格莱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顶尖家具有限公司
東莞市拓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埃利斯家具有限公司
肇庆市碧桂园现代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年年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盛豪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安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思路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必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云付家具商行
广州美杨家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康尼特不锈钢制品厂
霸州市王庄子老万家具厂
上海致尚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一毫密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光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司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星酒店家具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安居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柏域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天足五金配件厂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古劳镇华龙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国海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双剑塑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优智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能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创迪五金经营部
东莞市金达照明商贸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ARBON INDUSTRIES SDN BHD（广州市玛宝贸易
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华堡钢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二轻机械厂有限公司
洛阳莱特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中铤家具厂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富溢德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科飞亚金柜有限公司

洛阳联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麦氏钢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上海星泰实业有限公司
偃师市科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凯宾耐特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宝保密器械有限公司
洛阳鑫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手拉手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宇龙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佰卓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唯拓光纤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合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湖南金正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三威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兴华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誉辉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龙之杰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市鑫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杰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丰力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钢美贸易有限公司
平湖誉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震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科比家具制品有限公司(原永江家具厂)
洛阳东之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键派钢具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信高设备制造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沃玛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福陇华南钢具厂
洛阳格瑞斯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东泰钢实业有限公司
杨凌天工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常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大连天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箭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永发卓越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德隆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ERCURY MANUFACTURING CO LTD.
苏州朗捷特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瑞格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合发工贸有限公司
洛阳福莱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众亿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众御实业有限公司
FALCON SAFE MARKETING SDN BHD
BOOIL SAFES CO., LTD.
泉州盛安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金星钢家具厂
上海圣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SUNSAFES.MFG.CO
东莞市常平汇丰家具厂
佛山市固顺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金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澳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省霸州市聚森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发保险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晟森机械有限公司
滨州虎森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鑫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伟志宏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西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通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泰科尔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鑫威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健驰合顺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玉环圣弘法数控雕刻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泰上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佳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森联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丰汇源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强劲木工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一哥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豪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特机械工业（广州）有限公司
济南恒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原一铭数控）
东莞市野马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台展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先达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同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红丹机械商行
广东威德力机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富宁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永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永强博特木工机械有限
公司
上海跃通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豪伟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铭华木工机械厂(英华)
广东富全来恩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普瑞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城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西城伟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合源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市锋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茂弘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基力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柏斯木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立德五金厂
济南若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厚积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帝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德沃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贝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莱州市金宏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牟平和风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县斯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盟斯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威隆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省青城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硕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华之纪元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锐亚机械有限公司
比雅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马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建诚伟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江佳机械有限公司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展鸿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意利欧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星辉数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强木工机械厂
石家庄灿高高频机械有限公司
金田豪迈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友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赛福徕涂装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欧登多（秦皇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力维物流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诺胜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斯顿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申得美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驰力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明晖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帕罗斯拓工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森盟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锋林机械有限公司
鹤山市朗捷床垫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杜克普缝纫机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扬缝纫机有限公司
广州市盟力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坦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爱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深源家具配件厂
东莞市钰兴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家家具厂
常熟市龙力制线有限公司
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凯美拓展织造有限公司
淄博力彦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华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豪锐木业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海永泰锯业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三禾添佰利五金加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运祥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利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戈刀锯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立信新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扬州沃荷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兆钢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零点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玉威精密木工刀锯有限公司
株洲欧科亿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鑫鼎制刀（深圳）有限公司
春保森拉天时精密钨钢制品（厦门）有限公司
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先锋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鹏标五金制品厂
淄博恒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之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京信钢丝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龙泰织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森特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成都锋克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尧富锯业有限公司
东莞华瑞汉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君浩木工工具有限公司
柏钢五金制造厂
温州市卡美琳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爱德福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俊富实业有限公司
临沂昆宏工具有限公司
中山戈可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蓝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顺德区睿塑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喜登堡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台山市宏盛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崎林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连达机械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耐锢吹膜包装材料厂
礼恩派(上海)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挪宝（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市华剑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业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群力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恒昌机械厂
鹤山泰华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毅楷机械设备厂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普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牧野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力达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晋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望春姚氏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安呈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达机械厂
绍兴市锋锐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斯奎尔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恒涛日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立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柏雅缝纫设备行

上海瑞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顺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进塑胶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宇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天平友得邦封边条批发部
广州市雅乔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顿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力佳蜂窝纸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用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易嘉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格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田之宝塑胶有限公司
临安南洋装饰有限公司
临安银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日邦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展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旗昱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泰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赤山桥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云浮市德龙粘合剂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盛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硕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兄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树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泰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德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一洋塑胶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顾康力化工有限公司
黄山万丽美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元汇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好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立盛封边热熔胶厂
佛山市南海欧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金菱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华彩顺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博思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胜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原广州佰泰）
广州市卡祖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铭黏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同人粘胶有限公司
昆山旌淳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多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弘柏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临沂市绿康胶粘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荣志喷涂有限公司
浙江顶立胶业有限公司
广州原野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民利粘合剂厂
东莞市康菲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弘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鹰热熔胶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昊塑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叁联木业材料经营部
广州市智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之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胜金箔有限公司
杭州锦添装饰纸有限公司
佛山市星派塑胶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钜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松华(广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威迈工贸有限公司
英德鼎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定远县扬子悦活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北贝格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大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绿森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衡之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宝利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卫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华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森诺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向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浙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黄山市东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乐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盛达不锈钢热压模板有限公司
北京中润华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华美板业有限公司
广州佳得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佳饰家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立卓五金有限公司
河北正洋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雄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鲁源浸渍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耀东华家具板材有限公司
杭州伟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上好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临安兴达纸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标家具有限公司
标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爱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晶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兆盈装饰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水藤永茂板饰厂
南海傢达美装饰材料厂
联洋通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佛山市标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宝霖达线业有限公司
烟台盟禾板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雄铝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大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捷丰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朗润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摩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洪利装饰材料加工厂

宜美木业工艺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振江木器厂
广州市骏昊家具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吉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子活力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德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腾展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古森林曲木
常青装饰材料厂
上海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源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色板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大成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耀风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桂江（豪庭）装饰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钜蕾五金厂
佛山市苏溪恒轩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金威龙五金机械厂
浙江凯美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大旺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赛泰鞋材有限公司
汇恒家具五金厂
常州派沃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燊晟家具有限公司
西达克沙发床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东莞市广泰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品诚皮革门市部
杭州萧山丹丹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洳家具间棉有限公司
文安县德益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丹灶源兴五金厂
吉祥(好家邦)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晋江金献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品驰皮革有限公司
扬州金世缘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顺德日锵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迅达（香港）家具五金
佛山市溢之品皮革行
广州市雅宝印花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联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迪机电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百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御辉五金家具厂
佛山荣升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百利威人造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宜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舒意达机械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温州嘉博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泰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易捷力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利鑫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翔升海绵厂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鑫鸿五金厂
佛山市汇峰源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新生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硕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星朗不锈钢制品厂
佛山市铨亿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申晖五金塑料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黄连宏力织带厂
东莞市伟宏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力王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超力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石联达兴宏五金厂
鼎瞻五金(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佑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益晖五金厂
佛山市景骏织带有限公司
东莞市升晖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捷科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腾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九点九家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宝临五金有限公司
谦鼎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禾超纤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佰锐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富织带厂
广州市东亚纺织有限公司
东莞市铨兴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拓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益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泽辉机械有限公司
诺玛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景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狮特龙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方正化纤织造厂
佛山市南海粤精艺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彩神到织带厂
中国山东曹县顺通木业加工厂
鹤山市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丰艺盈不锈钢制管厂
常熟市振泰不织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鮀岛思创钉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尚辉五金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向美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爱进皮革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翘泰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翔豪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添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德基电器厂
佛山市启龙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宏固标准件厂
深圳市卓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鸿力金属制品厂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松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华尔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铖锌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美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上工永艺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诺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礼恩派（嘉兴）有限公司
广东东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灿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商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图特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广润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晟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景源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中侨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正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火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协和锁厂
东莞美嘉美装饰材料厂
中山市海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琚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迅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美捷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星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斯凯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鲍氏家居五金饰材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嘉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家具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东皇五金有限公司
联合之星五金有限公司(江门市欣拓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爱好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金利祥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乐思富五金制品厂
广东安帝斯智能家具组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迪高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格龙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鸿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辉/嘉利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飞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盛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标致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泰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鼎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万事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氏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皓恒国基装饰建材厂
广州市家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众/三龙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钢/昱星金属制品厂
广东拓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锐特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拉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亚当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盈门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云辉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立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美厨仕五金制品厂
玉环三一橡塑制品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顺德区哥尼迪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智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裕仁（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兴五金厂
广州市巨美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拓欧玛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拉德五金配件厂
肇庆市高要区奥斯特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欧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格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清远市康信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海徽五金制品厂
中国春城控股集团
丰林汇五金厂
揭阳市迪迪龙/精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家居五金协会
深圳市美力王家具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大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家居建筑装饰材料商会
广州市家具协会
揭阳市大众家具五金配件
华奕五金制品厂
广东华奕自粘铝箔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利峰家具材料商行
揭阳市揭东区耐格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宏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兴盛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揭阳市享润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柏兴固家具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轩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盛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通达轴承纺机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同益五金厂
顺德高衡五金塑料制品厂
揭阳市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高明区万施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千日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润博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旭盛五金
江门市蓬江区天昊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捷美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福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品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揭阳市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澳德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佳五金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万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宁波汇德隆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亨士达五金厂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钧奥宝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市勤励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天帅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翱利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优迪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升格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华庆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润昇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三星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德仕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嘉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亮之焯金属制品厂
温州恰威斯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区晋延五金家具配件厂
揭阳市奥捷五金厂
东莞市洪兴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曼圣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吉思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明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菲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卡特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达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纬丰弹簧五金有限公司
宁波锐驰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广超塑料五金厂
高要市恒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桦锠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宝联五金装饰制品厂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标泰五金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晨鹰五金厂
上海羽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佰嘉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奇胜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威拓力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威拓力邦五
金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宜仕五金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高朗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精攻五金有限公司
慈溪市嘉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晨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美思乐家具配件厂
武义县林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龙煌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固通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三水伟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丰五金厂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鸿日电器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星越五金厂
东莞市帆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能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威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庭辉塑料五金厂
揭阳市精马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奥钻五金厂
广东省东莞市伟意鑫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高要市金利镇卓创五金厂
佛山市悦宇鸿健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荣兴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帝诗卡堡五金商行
广州市固亨橱饰五金
揭阳市标信五金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辉力仕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向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超峰塑料制品厂
海宁金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斯泰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弘昇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典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圣致（奇宝）餐台滑轨厂
佛山市丽维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令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之洋家具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超力王五金厂
玉环吉铭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德乔五金厂
佛山市莱优琳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迈宝锐家具配件(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市澳拉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南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亮/双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橱邦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亿诚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蒂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凯迪精密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易控迪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聚德泰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汇鑫金属制品厂
揭阳市两兴五金制品厂
广东顺德梅普拉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隆威尔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铂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澳邦金属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国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银河/永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奥德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斯戴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奋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深飞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磐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利川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科帝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达伟业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徽滑轨有限公司
118角码皇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东莞市主峰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良登方盈五金标件厂
揭阳市嘉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万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奇天贸易有限公司
博罗石湾欣鑫五金厂
深圳宏仪五金发展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好图五金厂
玉环聚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铼德美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三井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光大德祥五金配件厂
深圳市万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诠佳橡塑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禾佳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苏溪世业五金
广州市花都区浚荣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九江星星达五金厂
温州市森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东迪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盛浩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首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橱邦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骏杰五金厂
东莞市石碣品高五金塑胶制品厂
温州厚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钛铝制品厂
佛山市金展辉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瑞康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发装饰材料经营部
佛山贝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得力五金厂
霸州市群英冲压制造厂
佛山市顺德区枫喜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胜五金制品厂
大成五金家具制品厂
杭州双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耐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哥爵士五金
东莞市石碣佳源五金厂
东莞市飞镒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联裕金属制品厂
凯特尔五金
高要市漫高五金有限公司
台州市驰球工贸有限公司
广州迈煊鑫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力佳利气弹簧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兆宇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骏威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永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双胜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奥卡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舒艺达机械有限公司
揭阳市晓得利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布罗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陆丰市瀛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赛凯金属制品厂
宁波望通锁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领地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品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驰粤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铨鑫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鸿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华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朗成金属制品厂（金韵）
佛山市聚汇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升铝材贸易部
佛山市顺德区合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金耀辉五金塑料厂
广州市纬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宏建鑫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文得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来亿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鸿胜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同兴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福乐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家具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金铭正标五金
揭阳市顺易家具五金厂
东莞市五丰电子有限公司
强士金属制品厂
玉环精宣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越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冠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涅科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瀛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信发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群发五金厂
揭阳市刘牌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耿发五金厂
揭阳市恒浩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阳工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腾达五金厂
香港永博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弗录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良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久发普递斯五金商行
广东省陆丰甲子淮海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东欧思特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成鸿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永信五金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华宝达五金店
揭阳市千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乔胜五金厂

揭阳市韦德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开兴五金商行
广州市番禺区兴陆日用金属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恒胜五金厂

Aaron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ABC Aluminium Co., Limited
AES ELEKTRONIK MAKINA SAN. Ve TIC. A.S.
Aimu EUROPE
ALFA Klebstoffe AG
ALL-PROM
Altin Buro Office Chairs & Components
Alublu Limited
American Hardwood Export Council
American Softwoods
Amos-Hill Associates, Inc.
Artilat NV
Ateja Tritunggal, PT
ATTIMEC ITALIA S.R.L.
Aydin Tekstil Ticaret ve Pazarlama A.S.
Bai Fu Co., Ltd.
Baillie Lumber Company
BEBMC
Beckhoff Automation (SH) Co., Ltd.
BJ Allright Chemical Co., Ltd.
BJ JS Technology Co., Ltd.
BJ Reggar Trading Co., Ltd.
Bekaert Textiles (Wuxi) Co., Ltd.
Bin Yuann Firstline Ind., Corp
Blue-Vent Pte Ltd
Boyteks Tekstil San. ve Tic. A.S.
CAGBERK CAM AYNA ALUM. MOB. OTO. 
TUR.SAN.VE TIC.LTD.STI
Canada Wood
Cappor Furniture Accessories / Metplas Can 
Metal Plastik Sanayi Ve Ticaret Ltd.Sti.
Century Plyboards (I) Ltd.
CHZ Weideda Laminate-Floor Co., Ltd.
CMA (Wuhu) Robotics Co., Ltd.
Collins
Comfytex
Coolfoam Group
Cozy (Zhongshan) Plastic Manufactory
Cruzeiro Papeis Ind. Ltda.
Decro Hardware & Plastic Development Co., Ltd
Depar Deri
Derock Linear Actuator Technology Co., Ltd.
Desion Hardware Limited
DG Five Stone Machinery Products Trading Co., 
Ltd
DG Ti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DG YueFa Hardware & Plastic Co., Ltd.
Duerkopp Adler AG
ECOID Co., Ltd
ELEKTROTEKS ELEKTRONIK TEKSTIL SAN. VE TIC. 
LTD. STI.
eMoMo Technology Co., Ltd
Entex Textil S.L.
ENYAP Endustri Yapistiricilari ve Kimya Sana A.S.
ES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Eternal Drag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EUMA Machinery Co., Ltd.
European Wood Corporation
FERWOOD SRL
Feton Limited
FGV Asia Limited
Fit Art s.a.s.
FS Chamay Mattress Ticking Manufacture Co., 
Ltd.
FS Leloxe Home Furnishing Co., Ltd
FS Nanhai Dunmei Decorative Material Co., Ltd.
FS Nanhai Hantai Decoration Material Factory
FS Shunde Chilon Hardware Co., Ltd.
FS Xiang Da Packing (Printing) Co., Ltd.
French Timber
Freu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GASAN GAZLIAMORTISOR INSAAT SAN. TIC. 
LTD. STI
Gizir Ahsap Turizm Sanayi Ticaret. A.S.
Global Textile Alliance India Pvt Ltd
Gluecks-Beschlag Co. Ltd
Grandstar Hardware Co., Ltd.
Greatwood Holdings Limited
Green Dragon Wood Products Co., Ltd.
Grupo Alvic Fr. Mobiliario S.L.
Guangdong Tianan New Material Co., Ltd
Guangzhou Deco Deco Decorative Architectural 
Co., Ltd.
H & Z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 B. Fuller (China) Adhesives Ltd.

HN Forever Glory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Jinmao Hardware Co., Ltd.
HN Modern Hardware Co., Ltd
HN Wanxin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Yicheng Hardware Co., Ltd
HN Zhongrui Hardware Co., Ltd.
HZ Advance Hardware M.F.G. Ltd.
HZ Chenyu Textile Co., Ltd
HZ Hengyi Textile Co., Ltd.
HZ Hongda Decorative Cloth Weaving Co., Ltd
HZ Talent Decorative Paper Co., Ltd.
HZ Wudai Textiles Co., Ltd.
HZ Xiaoshan Chenda Bedding Factory
HZ Xiaoshan Meixin Deco Fabric Plant
HZ Xiaoshan Rongli Clothing Co., Ltd
HZ Xinyada Fabric Co., Ltd
HZ Zhuotao Textile Co., Ltd.
Hans Weber Maschinenfabrik GmbH
Hanson Furniture Hardware Co., Ltd.
Hanstar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appy 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Harvey Industries Co., Ltd.
HD Hardware Co., Ltd.
Hong Kong Wah Tung Limited
HSD Mechatronic (SH) Co., Ltd.
HTS Caster Systems
Huizhou H-antech Motion System Co., Ltd.
ICA S.p.A.
IMA (DG) Int'l Trading Co., Ltd.
INOXA S.R.L.
Internet Wood Glue Co., Ltd
Intradin (SH) Hardware Co., Ltd.
Italiana Ferramenta SRL
Jacquard Textile (Asia) Ltd
Jiangmen Haisen Machinery Accessories Co., Ltd.
Jiangsu Dreamerry Mattress Manufactory Ltd
Joy Hardware Ind. Co., Ltd
Kailong Hardware Co., Ltd.
Kakee (HK) International Limited
KALP PLASTIK SAN.VE TIC.LTD.STI
Kastamonu Intergrated Forestry Industry and 
Trade Inc.
Kay Tai Fasteners Industrial Co., Ltd
Keen Hardware Co., Ltd
King Slide Works Co., Ltd.
Kingdecor (ZJ) Co., Ltd
Kisbu Teknik Tekstil
Kleiberit Adhesives (BJ) Co., Ltd
Klöckner Pentaplast GmbH
KMS Furniture Connecting Systems
Kunshan Mingyi Chemical Co., Ltd.
Lalan Eco-Latex (PVT) Ltd.
Latexco NV
Leitz Tooling Systems (Nanjing) Co. Ltd
Lianxun Hydraulic Hardware Co., Ltd.
Lien A Co., Ltd
Lignar Engineering Pte Ltd
Ligo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Limoss SH INC
Linak (SZ) Actuator Systems Ltd
Lion Rock Group Holdings Limited
Lite-On Electronic (GZ) Co., Ltd.
Litong Metal Accessories Trading Co., Ltd.
Matilda Veneer Pty Ltd.
Mega ranotechnology Co.
Mert Yatak ve Tekstil Makinalari Iml. San. Tic. Ltd. 
Sti.
Meva Insaat San. Tic. A.S.
Microvellum Software
Mien Shu Enterprise Co., Ltd.
MILKAY TEKNIK TEKSTIL SAN. A.S
Ming Tat Hong Group Hardware Supplier Co., 
Ltd.
MITSAN MAKINA A.S
Monks International NV
Moteck Electric Corp.
Nantong Healthcare Machinery Co., Ltd.
Nederm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New Great Field Machinery Co., Ltd.
NB Max-Way Imp. & Exp. Co., Ltd
NB Megafeat Bedding Co., Ltd
NB New Haiyan Belt Industry Co., Ltd
NB YouYou International Co. Ltd
OJMAR S.A.
OKIN Refined Eletric Technology Co., Ltd
ONKAR Industry (HK) Co., Limited.
Orchard Decorative Materials (China) Co., Ltd
OYNURDEN KIMYA SAN. TIC. A.S.
Ozersk's Furniture Accessories Company Co., Ltd.
Panel Plus Co., Ltd.
Paolino Bacci S.R.L.

Permo Srl
Pollmeier Massivholz GmbH & Co. KG
Portakal Ahsap Uretim ve Pazarlama A.S
PROCHILE
PUNTEKS TEKSTIL MAK. SAN. VE TIC. A.S.
PYTHA Lab GmbH
Q-Fit Sdn. Bhd.
Qingdao CX Joy Hardwoods Co., Ltd.
Qingdao Richriver Electrics Co., Ltd.
Radium Foam B.V.
Rasonics Development Ltd
REHAU Polymers (Suzhou) Co., Ltd
Repon Industrial (Suzhou) Co., Ltd.
Rich Access International Develop Limited
Richard Pieris Natural Foams Limited
Robatech (China) Co., Ltd.
Rodi Sinks and Ideas, S.A.
Schattdecor (SH) Co., Ltd.
Schmalz (SH) Co., Ltd.
SCM Group China Trading Co Ltd
Sefa Kimya Petrol Urunleri San. Ve Dis. Tic A.S.
Senexpo International Fairs Inc.
SERVETTO SRL
SH Baomo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SH Dimar Precision Tooling Co., Ltd.
SH J.best Materials Co., Ltd.
SH Rocky Adhesives Co., Ltd
SH Setting Decorating Material Co., Ltd.
SH Temax Trade Co., Ltd.
SH Wanqiu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SH Zhengye Hot Melt Adhesive Co.,Ltd.
Shaoxing County Feida Nail Industry Co., Ltd
SZ Goodhealth Motor Manu. Co., Ltd.
SZ Tuoch Smart Household New Materials Co., Ltd.
Siam Inter Lock Tek Co. Ltd (Cyber Lock)
Sige S.p.A.
SIMALFA by ALFA Klebstoffe AG
Sinox Company Ltd.
SITEKS DIS TICARET VE TEKSTIL SAN. A.S.
Sterling Home Innovator Private Limited
Stilteks Dar Dokuma Urunleri
Sulekler Forest Products Trade & Industry Inc.
Sun Chain Trading Co. Ltd
Sun Champion Trading Ltd.
Supreme Caster LTD
Sur Artificial Leather & Fabrics Co., A.S.
T.R.SABIR Makina Ltd. Sti.
Taiwan Tung Tai Handle Industrial Corp.
Taizhou Greenpoint Hardware Co., Ltd.
TAKACHIHO KOHEKI (H.K.) LIMITED
Takallianz Hardware Co., Ltd
Tece Dekor A.S.
Teksplast Artificial Leather Inc.
Terao Co., Ltd
TERMOPAL LTD
Thompson Hardwoods
Tianjin Laminuo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TIDY Locks & Fittings Sdn. Bhd
Titus Furniture Fittings (SZ) Co., Ltd.
Torrini Precise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TTS Tooltechnic Systems (SH) Ltd. / Festool China
U & Z Hardware Co., Ltd.
U.S.A. Pavilion c/o Koelnmesse Inc.
U-C Coatings Corporation
Union Brother (China) Co., Ltd
URUFOR S.A.
Utigo Flex Ducting Ltd.
Verinlegno SPA
Verov Industry Co., Ltd.
Vollmer Taicang Co., Ltd.
Wang Yuen Hardware Factory
Wellcool Cushion Technology Co., Ltd.
WZ M & C Foreign Trade Co., Ltd
WZ Yikang Housing-Health Product Co., Ltd.
Wood-Mizer Asia Pte Ltd
Wright Industrial Limited
Wright of Hong Kong Limited
Yangzhou Enkev Hair Products Co., Ltd
YILMAR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Yongsinyi Co., Ltd.
ZJ Jiecang Linear 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ZJ Xinyi Intelligent Drive Technology Co., Ltd.
Zhongshan Jincheng Glue Co.,Ltd.
Zhuli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Zimmer GmbH Dämpfungssysteme
Riga Veneer
S.C. Ecowood Enterprises Srl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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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届中国（上海）国际家具博览会特别提醒：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霸州市标典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铭顺家具厂
天津美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霸州市立昌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骏诚家具厂
佛山市长鸿居家具有限公司
智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斐欧丽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汉帛家具有限公司
亨润家具有限公司 HR FURNITURE CO.,LTD
佛山市名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班芙五金厂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欧泊尔家具
浙江华夏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金富士家具（鹤山）制造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时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雷欧家具厂
广州柏思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圆朗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杰希智能居家用品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前进家具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奥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丰辉云石家具厂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乔逸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和雅家具有限公司
冠雅国际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霸州市友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微亚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凯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光之鸟有限公司
广州市卓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摩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桥星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维朔丰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典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逸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德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高菲雅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镁家具厂（合美）
天津凯思德家具有限公司
浩盈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汇家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昕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富运傢俬有限公司
佳荣“纳维尔”家具
广州雅美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镇德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梦绮雅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湘辉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耀豪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盛基家具厂
福建圆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达博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丰钢化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康岚家具厂（原名涛）
东莞市黑柏家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腾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嘉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舒帝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业圣玻璃家具厂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
球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彼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宝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民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威尔德家具厂
嘉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点尚家具厂
惠州永晟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丹佛尔家具厂

霸州市鑫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森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柏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雅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焯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智盈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银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晔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康升集团广州康耐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林登家具厂
永铿家具（东莞）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林凯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雅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星光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派生家具厂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星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恋尚家居品有限公司
拉卡萨（北京）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兴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巨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德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派迪朗金塑制品厂
鹤山市万年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霸州永生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珍意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居家具厂
广东名家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轩芝斯家具厂
广州市瑭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百川家具厂
东莞市沙田海得堡家具厂
广州市加意堡傢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曲艺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朗臣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格林家具厂
广州屋企家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霸州市新星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康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艺高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帆家私有限公司
漳州喜盈门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昌伟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中宏家具制造厂
天津子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鑫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品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东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溢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维诺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若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派合五金家具配件厂
霸州市诚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库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领尚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海风情家具厂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市梦迪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灵朗五金厂
东莞市广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金棕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本美家具有限公司
益城尚品（廊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瑞芳德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永兴实业家具厂
霸州市和泰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挪亚家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品致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悦明祺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奥瑞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风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冠億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全方位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盈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福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聚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安吉森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磐安通达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金方圆家具厂
宁波市鑫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日实业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枫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德赛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德民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和丰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扬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扬志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亚庆贸易有限公司
亚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岚宝家具有限公司
韶关市鸿伟家具厂
HOUMES INDUSTRY DEVELOPMENT LIMITED 浩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富居(欧文)家具厂
惠州台盛实业有限公司
保渊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翱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春悦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渠清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铧澳家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莱富佳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大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龙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强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超凡家居有限公司
安吉欧格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博瑞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因特福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艾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鹏辉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华家具厂
圆径衣帽架厂
浙江浩博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火虫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乐怡联源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坎头新中五金制品厂
平湖瑞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康的家家具有限公司
升艺家具有限公司
致拓沃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森宜五金制品厂
寿光市金地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西旺五金制品厂
江门市雅格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仕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依佳壹工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名达威家私有限公司
河北圣鑫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世轩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东泰家具有限公司
曹县金得圣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斯维雅玻璃有限公司
安吉强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宏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富韵家俱厂
浙江升华云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漳州新裕鑫家具有限公司
漳州市昌晖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耳马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圣杰钢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翔骏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东洲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湾金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恒大家具厂)
青岛永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伟杰达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佳晟五金厂
东莞市雅弗莱家具有限公司
高要市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三星（汕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开平精锐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马丁优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凌家具厂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参展商名单 （名单更新于2016年1月28日）

安吉伟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尼奥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名江南家居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雅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凤连冲压件加工厂
霸州市华露琪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胜芳镇振国家具厂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润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舒派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铁兄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齐耀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博瑞格椅业有限公司
安吉艺维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凯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幸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霸州市标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镱五金家具配件厂
廊坊森杰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锦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御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年丰家具厂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廊坊鑫罗曼斯商贸有限公司
香港杰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力锋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镱创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美好衣帽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吉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尚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精益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纬盛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省盛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霖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茜恩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锦家具有限公司Vegas living Co.,Limited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高艺家具加工厂
东莞市山叶家具有限公司
益兴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琦晟股份有限公司
朝进木业有限公司

广州美术学院家具研究院
上海大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紫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依诺维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辉航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布伽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徕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薇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艾德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丹豆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丰贸群家具有限公司
东建钢管家具厂
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翡丽尚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道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竞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隐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迪谱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蔻蒂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生活印相家具有限公司)
风华国际有限公司
优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天健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冠城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WANVOG FURNITURE 
(KUNSHAN) CO., LTD

纳图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嘉 兴 米 兰 映 象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M & D 
MILANO&DESIGN BY CHATEAU D'AX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
敏华品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JONATHAN CHARLES UK LTD.(乔纳森·查尔斯)
来思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ZOLANO DESIGN SDN BHD
ACME FURNITURE
INTRADING PRIVATE LIMITED
UNIFURN DESIGN SDN BHD
Yeu Hong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TIMBER ART DESIGN SDN BHD
DISTINCTIVE FINE FURNITURE SDN BHD
RELIABLE TREND SDN BHD
EVERHOME INTERNATIONAL (M) SDN,BHD
AFA
United Pacific Import& Export Sdn Bhd
Tonics Furniture Sdn Bhd
HIGH VALUE ENTERPRISE SDN BHD
T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FERNEX SDN BHD
Sofa Works Sdn bhd
BM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G-PACIFIC ENTERPRISE SDN BHD
KODA LTD
HIN LIM FURNITURE MANUFACTURER SDN BHD
ALTINZAMBAK LTD. STI. (GALA MOBILYA)
SKY FURNITURE INTERNATIONAL LTD（天津金德
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阳光世纪家具有限公司
KUEK BROTHERS FURNITURE SDN BHD
TAMARIND FURNITURE SDN BHD
ISTANBUL  EXPORTERS' ASSOCIATION
Star Furniture Pte Ltd
INFURNEX RESOURCES SDN BHD/BLH GLOBAL 
MARKETING SDN BHD
DIGITAL FURNITURE SDN BHD
SHARDA EXPORTS
PT. CHAKRA NAGA FURNITURE
蕾丝莱夫家居(佛山)有限公司(Lazylife)
FOXON SDN BHD/KGF RESOURCES (M)SDN 
BHD/KER GLOBAL FURNITURE(M)SDN BHD
Wegsmans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青岛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 Fortoli Furniture co.,Ltd
IDEA STYLE FURNITURE SDN BHD
TOP (HK) FURNITURE CO.,LTD
FURNCREST/ACACIA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FG Sdn. Bhd.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HOME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
SIN LIAN LEE MANUFACTURING SDN BHD
INCEPTION DESIGN AND TRADING SDN BHD
GOLDEN TE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AIK CHE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HABITZ
SIGNIVEST RESOURCES SDN.BHD
Master Sofa Industries Sdn Bhd
RELIABL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BES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SDN 
BHD
IDP SRL
新伟成工业有限公司SIN WEE SENG IND.SDN BHD
U2 Liv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ERN KOU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Sweet Home Concept Sdn.Bhd/ DEESSE 
FURNITURE SDN BHD
White Feathers Ltd.
广州市迈尚家具有限公司
Teong Sheng Industries Sdn.Bhd
TRENT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IMEI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SDN BHD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HTL HOME (JIANG 
SU)CO.,LTD
OMEGA SOFA(M) SDN BHD
INTERGO FURNITURE SDN.BHD
Kim Heng Industries Sdn Bhd
YB WOODWORK INDUSTRY (M) SDN BHD
MOBILIA INTERNATIONAL SDN. BHD.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亚床垫家具有限公司
点对点睡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弗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智联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嘉尼曼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金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吉斯床业有限公司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蕾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四海家具有限公司
Goitalia Limited
佛山市高尔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奥妮帝斯科技睡眠家居用品厂
瑞信全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鹏家具厂
荣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华白兰寝具有限公司
大连金凌床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施丽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诚钢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达希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联誉五金有限公司
雅丽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翔座具厂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傲奇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立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龙恒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佳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金登鼎晟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蒙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韵家具有限公司
元凯皮革制品加工厂（皮匠大师）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富怡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瑞丽爱家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泉州恒昂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凯慕家具厂
英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曼典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舒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庭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朝富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志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喜荣家私海棉（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圣家府家具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居然雅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丽法雷尔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博睿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ZOY HOME FURNISHING 
CO LTD.
深圳市乐其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雅伊华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非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韦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杰盟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凯昇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利源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尔乐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福蔚沙发家具有限公司(原仪霖)
上海酬勤家俱有限公司
东莞市元宗家具有限公司
宝雅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志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林木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喜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凯撒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博士顿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康佳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洋日居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豪莱欧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致威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麦斯得尔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标越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为邦家私有限公司
江苏奥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悦婷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维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威莱诗家具有限公司
海宁欧莎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爱米高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意多傢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欧嘉璐尼工贸有限公司
新华家具集团
强力家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大鹏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庄家万昌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雷铭国际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百事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普弘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禧亚家具有限公司_
东莞海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戎马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品高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唯信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鸣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杨氏兄弟家具有限公司BROTHER  YANG  
FURNITURE  CO.,LTD
深圳市德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米罗家具厂
佳信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信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文通工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翔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腾家具有限公司（原家美）
深圳市宝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亨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天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帷特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众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格林皮斯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淳昌家具有限公司（原 东莞市美邦一诺家
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宝马仕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富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汉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雅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浩谷环球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多迪斯泰保健器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海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伟仕达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笑升家具有限公司
飞腾行有限公司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日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意博铝门制品厂
吉安市天祥木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鑫家具有限公司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威名电器有限公司
博罗县日月星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美屋三六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宇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康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晖腾家具厂（原：佛山市禅城区域
邦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广志达家具厂
深圳市金迪豪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永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展洋家具有限公司
亚洲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团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阳迪泰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金品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聚源家具有限公司
丽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雅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黛博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曹氏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米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惠尔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爱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域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诚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富沃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年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创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纳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创艺家具厂
东莞市东创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鑫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时祥家具厂
东莞市同鑫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堡家俬有限公司
广东葫芦堡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显赫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仓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金喜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轩木器制造有限公司
欣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趣味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璈展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卡莎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童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至简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金爱和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谊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无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致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读书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可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爱学习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BESTEKNIK PLASTIK MOBILYA OTOMOTIV MAKINE 
KALIP SANAYI ITHALAT VE IHRACAT TICARET LTD. STI.
南康自由家木业
宁波百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德贝尔家居有限公司
青岛西卡欧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浙江欧宜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永华家具公司
广州木匠世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源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第一家具厂(玉环国森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顶丰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阿尔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春蕾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扬狮时尚家具有限公司
温岭市富鑫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星茂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佳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卡莱伊诺家居有限公司（玉环县海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球工艺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新格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飞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澳利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鼎泰家具
沈阳市润家家具制造厂
深圳皇家凯萨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蓝竹工艺品有限公司
玉环爱佳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万家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中升家具厂
浙江纪驰家居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风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彤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勇邦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齐家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复兴隆家私有限公司
惠州市和兴美家具有限公司
Jans2en Furniture
江苏鑫欧越然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富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泽洲工艺品有限公司

雅梦娜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湖南乐家巢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好人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亘立豪庭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江区美洲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格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华奥沙发厂
上海西尔维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艾美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市美第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尔玛宅配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奢艺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波尔多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堡玺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博纳氏商贸有限公司
莲池（江西）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大众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依普瑞森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实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艾伯特家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明清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振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朗家具有限公司
长丰家具有限公司
兆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台州豪成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欧梵居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海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新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帝梵家具制造厂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广东雄英集团
有限公司）
东莞市米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封开吴氏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御品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广丰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爱维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豪家具有限公司
天津泓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馨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欧尚家具厂
中山市宜丽舍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御兴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米拉诺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艺朵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昕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之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钰家具有限公司
东伟家具
宁波华裕工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奔盛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方盛框业有限公司
杭州昌顺家私有限公司
宣胜家具厂
上海奇莱空间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宁海景斯华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天悦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朴风堂家具厂
中山市伟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廷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瑞吉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古韵仿古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腾龙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富渥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美芙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赛拉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摩登上品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百纳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恩林工艺木制品厂
绍兴伊司特家具有限公司
象山中亚工艺有限公司
东莞德铨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木龙家具厂
鑫邦家具厂
闽侯县鸿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路石材有限公司
PT.Buana Inter Global
欧伟家具
宁波楚天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精之爵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宇鸿家具厂
广州美殿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华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盛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盛盈美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法图家具厂
北京墨韵尚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金华吉昌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闽养家居有限公司
东阳市锵锵红红木家私厂
福州三民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州佳居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日田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澳美发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亚太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亚帝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乐从镇海岸线家具店
浙江临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英潽仕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帝加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藤缘工艺品有限公司（藤话故事家具有限公
司）
广东美梦思床具有限公司
君富成座垫配套有限公司（佛山市意得隆纺织品有
限公司）
临海市维格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茂联木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美阳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宝程工艺品有限公司
格伦雷文纺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晴晴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瑞好聚合物（苏州）有限公司
佛山市艺骏雄塑胶仿藤有限公司
东莞市骐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焕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ISOTOP CORPORATION SDN BHD
FLAT Technologies Limited
广州派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美佳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凯越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舍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之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纳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联和乐安铸铝厂
佛山市德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华通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雅藤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裕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兰溪市檀宫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龙美达石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拓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卓家具有限公司
奥帝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方德泡绵制品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台州市宝立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阳光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马士通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克拉西客配件（亚洲）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
嘉兴市云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长富宝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丽屋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华美工艺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保税区塞明戈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迈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傲威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东恩奥杰曼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赛德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GATE GROUP LIMITED
佛山市顺德区美雅鑫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迪花欧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达尔文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旭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贝斯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盛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一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宏达五金藤铁家具厂
SAVAS PLASTIC A.S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欧之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Fatih Plastik San Tic Ltd Sti
宁波科恒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格莱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园藤艺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嘉德座椅有限公司
宁波泛太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美伽滕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家庆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高德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圣美休闲家居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百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弘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枫缘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弗瑞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名晨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磐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越贸易有限公司
ROYAL INDUSTRIAL TRADING CO.
江苏宇航家私有限公司
福建东野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PAZ ORMAN URUNLERI TIC. VE PAZ. A.S.
深圳市昌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卓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西恩斯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佰德休闲家具有限公司
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市临杰工艺有限公司
余姚市安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一象中空吹塑有限公司
青岛仲森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奥瑞恩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广茂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青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诺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光大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富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华顺昌金属家具厂
临海市陆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精致铝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康爵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健柏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户外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诚创玮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晋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能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艾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宏桥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泰运通家居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亚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藤帝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瑾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如蕾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洁雅布艺制品有限公司
台山市捷骏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欣鸿成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鑫源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巧纺织品有限公司
ETISILK , S.A.
东莞荣泰塑化材料有限公司
临海市群丰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东翔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通威尔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兴伟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真趣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意创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福特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韦贸纺织织品印花有限公司
慈溪市三源特斯林网布有限公司
从化市广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纤和延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尚洁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台湾特种隆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市万达闸器厂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双诚至力家具有限公司
恒隆家具（佛山兴威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奥巴梦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龙得飞金属制品限公司
苏州港豪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天立金鼎尊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振兴景观设施制造厂
广州兴乐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虹家具厂
唐山阿迪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盈丽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源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家园园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上海舒阳家具有限公司
PT. INDOEXIM INTERNATIONAL
广州市拓曼司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云格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飞卓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百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生活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豪杰金属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拓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迎泰家具有限公司
耀保五金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鹤山市弘历花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美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江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铭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名就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藤隆轩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恩特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奥诗企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日晴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全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金艺林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万利达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怡室怡家复合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艺心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沂绿特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晨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和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志荣(惠州)工艺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文华藤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华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尚榆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振东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泰莱特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临海市永丰旅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彩达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双乐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浙佳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爱迪宝进出口有限公司
临海大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满意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如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暄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阳光太阳伞厂
浙江永佳无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琪尔仕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赛瑞工贸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潮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洽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泓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林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格绿朗遮阳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之彩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远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光华旅游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优阳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长青藤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荣桂家具厂
浙江勤达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圣朗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冈县双赢花园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神就石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典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中元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瑞森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康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京华家具有限公司
安徽省佳艺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海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丰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煜众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奇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新兴体育用品厂

深圳市欧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仑观色装饰材料厂
厦门纸木陶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九艺术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丽天家居饰品工艺厂
南京亚舟画室
杭州云岳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杰而正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镶嵌饰嘉装饰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美艺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生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
佳朗德生活用品（大连）有限公司

公共家具区

办公配件/智能配件区

酒店家具区

软体机械、软体配料、刀具展区

家具辅料展区

钢制家具区

广州市白云区博亿装饰画厂
深圳东国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华翌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鸿儒济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耐博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永利兴画廊
广州雅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名典画廊
深圳市千与寻饰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子靖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奥框艺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艺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致物工艺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利拓一品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强尚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深圳锦尚品名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睿艺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高雅油画
广州尚木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典艺画廊
东阳市福雕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广州斐常画业有限公司
南昌九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宏烽工艺美术品廊
深圳市纯彩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森美吉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太阳姊妹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田钰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思联现代画饰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画博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怡发画框工艺厂
深圳市罗湖区颜料块家居饰品店
广州市平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梵蒂家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稻草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墨问艺术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天下画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工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观艺画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塞尚印象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太工工艺美术厂
杭州美姆林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杭州观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七号墙艺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金葵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无规则古风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米青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杨氏框画工艺

玛莎（苏州）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之源仿真植物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饰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浦江县晶湛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琳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克瑞瑅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意高工艺品厂
东莞市茶山华维工艺品厂
广州市越秀区恒美工艺品商行
广州市白云区海虹仿真植物厂
中山市满庭芳花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珈悦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安柏美（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工艺城宏鑫家具饰品店
深圳市莱菲花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令高家居产业有限公司
富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绿韵工艺品加工厂
东莞丰群家具制品有限公司/东莞丰钰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台州莫克水晶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凯纳利陶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寰亚家具厂
台山市台城永利隆玻璃工艺厂
深圳原石生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欧贝儿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海宁经编园华纬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红磨坊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季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福临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中山市环宇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马斯登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慕罗纳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维利亚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融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幕照明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裕景灯饰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渴望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托斯卡纳灯饰有限公司
杭州世典遮阳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匠灯饰厂
中山市联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胜然灯饰厂
中山市凯文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华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惠州市镁高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耀派灯饰电器厂
广东森亮森阳照明灯饰文化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茂发艺术瓷厂
东莞市卡慕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平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捷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帝琪照明有限公司
晟力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曼仕照明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金锋比迪灯饰工艺厂
永辅企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相灯饰厂
明尚家居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巨昱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高林世家灯饰厂
中山市夏盟科技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卡莉欧碧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瑞帝斯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骏扬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灵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亚玛逊灯饰厂
中山市筑之光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可尼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铭钰灯饰制品厂
东莞市宏大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铜香舍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兄弟高登灯饰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良亚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灯尚汇家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点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艺盟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溢达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友胜玻璃门市部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兴客坊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可顺灯饰电器厂
中山古龙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荟灯饰厂
深圳市迪尔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优比空间灯饰厂
东莞市大岭山多洛灯饰厂
中山市横栏镇琅士灯饰工艺厂
中山市古镇蓝颜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迈尔诺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饰坊灯饰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高点灯饰厂
中山市创丽特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龙汇灯饰制品厂
佛山市雷汉尼灯饰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一创陶瓷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星典灯饰厂
斯巴克有限公司
KINGTEX CO.
唯凯乐责任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丽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香港凯利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邦米斯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点睛灯饰厂
杭州神宇五金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锋灯饰有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县金戈铁马家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莱家居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英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欧宇灯饰电器厂
深圳市节乐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利建灯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福缘灯饰门市部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潮州市富雅家具制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生行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画太师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信智造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雅乐家具有限公司

美和（福建）集团有限公司
台山市中顺木器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密欧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泉州丰泽正月娇工艺有限公司
闽侯县德雅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松承工贸有限公司
景德镇钟家千年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德利亚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捷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城贸易（福建）有限公司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星灯饰有限公司
闽侯闽兴编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蒂高美居家饰有限公司
宁波迪斯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景昌陶瓷灯饰厂
浙江沃莱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矩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布社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一坊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满京华艺展中心梦琪家居饰品店
深圳市美雅嘉琦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杭州独角仙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色空间居家饰品设计有限公司
梵廊朵装饰设计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雅趣家饰
上海帝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自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装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保加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糧器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溪舫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景德镇市尚水一村陶艺坊
深圳市蕖华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拜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珠海大千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异象名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列蒂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丽天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赏饰专业家居饰品配套
潮州市名翔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纳希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南洋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维贝拉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市帷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米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映象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朴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派力斯软装配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风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莎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洛可可经典家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简创系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象形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曼凯迪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卓尔艺术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悠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林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尼亚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尚饰包装工艺厂
泉州丰泽莱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世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莉印象家居
福州市台江区艺品雅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红配绿艺术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衡威饰品商行
木艺轩红木坊
北京格隆博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梵缔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景御陶陶瓷有限公司
尤玛艾家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纳艺术品有限公司
绘生活（厦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多杰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美庐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品居家饰品有限公司
可立特家居生活（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莱利雅家饰有限公司
上海恒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巧匠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加佳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环球视野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顿家居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迪娅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凤凰美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鼎礼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远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米勒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美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佛洛伦克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之辉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弘博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励仁和贸易有限公司
宇冠企业行
大森工艺（深圳）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舍钥陈设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邸色家居饰品店
厦门立方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一米布艺设计店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大为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盛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市贞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陶公馆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雅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朝家具工艺有限公司
厦门市春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逸致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潮州市铜泰陶瓷工艺制作厂

辽宁新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谢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廊坊永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进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鑫桦达陶瓷厂
潮安县凤塘镇顶峰陶瓷厂
潮州辉扬陶艺制作有限公司
东莞市屹泰水晶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嘉风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国韵祥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华艺彩瓷厂
大连蓝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协威工艺厂
天津赓益商贸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峰业陶瓷制作厂
高要市鸿禧国际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百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仟晟（天雨）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大连尚艺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润昌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中山欧联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煜日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福田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市宏顺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深圳市瀚林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达玺泰陶瓷有限公司
义乌市客莱弗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开发区艺杰陶瓷制作厂
厦门鹭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臻鸿陶瓷制作厂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卓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鼎嘉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无拘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枫瓷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陆韵陶瓷制作厂
饶平龙欣工艺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大宝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鸿瑞陶瓷厂
潮州市枫溪欧雅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区沃雅格永昇陶瓷家饰厂
潮州市澳士通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中丽灯饰加工部
肇庆市鼎湖区美亮商行
潮州市枫溪区古怪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云梯实艺彩瓷厂
广州祥兴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心饰园家居有限公司
嘉玛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盛大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协瑞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昌隆瓷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嘉力斯陶瓷厂
江西省泰和县鑫得雕塑艺品制造厂
东莞市谢岗勤兴工艺品厂
东莞市大朗旺盛家居工艺品厂
深圳市茗人居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大张家居用品厂
东莞市佳洛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玛斯特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宏家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格莱美菲古典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艺享家居饰品商行
香港时来运转钟表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迪高钟表行
青岛枫叶钟表有限公司
青岛宇时工艺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丰古炮钟表
高要市峤丞木制品公司
宏威五金加工厂
广州利宝钟表有限公司
上海迪翎钟表有限公司
湖南中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彦曌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意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欧蒂诺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旻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大时代家居饰品厂
东莞市博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珀睿蒂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智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德蒙特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维那灯饰厂
义乌端幕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籁轩古典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艺兴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维思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联中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烟台世荣钟业有限公司
荣成市盈慧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博艺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迪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钟情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竣奇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悠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致格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印象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古韵电子木艺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市伊斯瑞家居饰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增福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晶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意美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凝铁艺雕塑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人蕉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尔高商贸有限公司
阳春千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格空间艺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声韵祥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如果国际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亚艺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酷星五金工艺品加工厂
上海风邸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顽铁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灯道夫照明门市部
青岛逐梦园家居艺术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加力相框背板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华宜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吾心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欣荣工艺厂
广州市木目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合工坊
惠州市派拉蒙电子有限公司
泉州市中泰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原创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无疆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宁波伊丽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威海艺元工艺品有限公司
集宝轩工艺品
深圳市茂源祥礼品包装厂
江西翔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吉泰精品经营部
佛山市视道环艺设计工程配套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昕毅五金模具加工厂
厦门金色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孔雀标本艺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表情城市工艺厂
宁波市鄞州柯思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艺盟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广州铭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爱家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水口辉宏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荣家饰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铜心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佛山市栋能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丝毯厂

上海锦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诺邦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新越皮革行
深圳蒙古包皮草商行
安徽中安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正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香河县谛安娜家纺制造厂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能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sia Checking Limited

浙江梦卡诺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省桐乡市福恩丝绒制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爱润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越顺经编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田工艺植绒有限公司
桐乡市如兰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步迪龙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嘉名控股有限公司
嘉兴蒂凡尼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卓信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创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一东纺织面料有限公司
海宁金志达布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通元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康宝家纺有限公司
嘉兴市泽霖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富胜达染整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汇丰经编针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润得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鑫宝莱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九江银帆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杭州湾轻纺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双锤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国茂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易辰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俊发喷织有限公司
桐乡沃伦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铭龙经编织物有限公司
嘉兴沃绅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微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雅嘉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恩佐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同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德士家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欧美来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大麻欣轶布艺织造厂
桐乡市大麻华强布艺织造厂
浙江桐星针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宁市伊诺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康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柏高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美尔达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宏锋经纬编有限公司
广州福大电动窗帘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楼祥花边有限公司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县旷达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赤道纺织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锦纺织有限公司
北京圣宜然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恒立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铭基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博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泰运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千百荟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布奇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博卡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伊丝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曼巴迈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黑蚂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世佳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菲摩斯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大浪淘纱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众逸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燕丝绸织造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新胜装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天杭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华颖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一胜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金楼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卡其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然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澳其澳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卡舒顿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杰西亚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金宋织物整理有限公司
杭州帛曼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亘然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圣瓦伦丁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诺誉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雅涛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雷超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康勒富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屹迪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塔塔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乃帛旺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宜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腾川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诚丰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康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念家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漫舞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花睿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双顺家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煌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易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永通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田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昕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雅卉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红罗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耀秀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航安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艾登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风尚美克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丽升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轩凡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馨得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之洋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明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虹纺织厂
海宁喜来屋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圣洁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雅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广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登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茂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皖粤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美佳针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富得豪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奥维特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人居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三隆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双飞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佳宝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天使特种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景皓麻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思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潮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卡乐福家纺有限公司
桐乡市峰悦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曼其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新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捷达纺织装饰有限公司
海宁万得利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帛瑞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艾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爱德纺织品经营部
海宁市许村镇奥雅居纺织厂
海宁市杰科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鑫亚伦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巨龙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迪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博旺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锦帛御轩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顺诺纺织厂
海宁市许村镇英皇布艺经营部
北京锦帛湘奇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翎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奥莎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格蕾特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凯迪雅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经之纬家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屹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志达布业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卡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杰灵美布艺有限公司
广州市宁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华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凯莉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玉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布业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曼诺普家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丰业纤维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汉克玛雅（天津）责任有限公司
北京加鼎地毯有限公司
东莞福华地毯有限公司
河南精工地毯家饰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捷欣地毯有限公司
北京市英泰弘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新艺地毯有限公司
河北瑞家地毯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安凯莱家具有限公司
库恩德（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RAZI EXIM PTE.LTD.
佛山市粤海林亿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舒米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博根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绚丽家居装饰品厂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利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市海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开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柯维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劲广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优派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曼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宜尚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冠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森拉堡家具有限公司
济南大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瑞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汉玛思）
浙江鹏辉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木立信家具有限公司(原:山东佳诚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
浩森家具集团
陕西中瑞时代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光润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龙优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祖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太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伟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名汇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卓林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信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富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客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富美达办公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飞宇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鹤山市海景家具有限公司
美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中泰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沃家具有限公司
俊峰家具厂
广州市美励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利美铝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楠方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卓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悍杰家具厂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致兴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州博生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辉腾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米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迪威司国奥家
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邦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精一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歌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兴盛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沛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达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毅翡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博奥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轩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沃时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尚家具有限公司
奥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迪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泰置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赫来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富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艾比办公设备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非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富和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华展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方名格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昇家具有限公司
国申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玛拉蒂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鑫组合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柯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亚邦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国之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辉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狄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原狄诗家具厂)
佛山市谷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鑫亿鑫家具厂
香河县中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德清麦辰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先生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信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欧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罗沙美嘉家具厂
广州市欧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泰尔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大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叶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唯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丰和办公设备厂
广州市优卓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龙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 Fair & Marketing Corporation
广州市圆方计算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维远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致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Jejak Persona Sdn.Bhd.
元齐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市爱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邦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平湖台丽办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励丰家具型材配套销售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北京科思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龙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优家具有限公司
公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前锋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贺富德家具厂（荣之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君皇办公家具制造厂
中山市中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美斯特家具厂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昌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艾菲尔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马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宏笙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千汇家具厂
广州市世卓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群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闽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菲斯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佰家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卓越家具有限公司
欧意达好椅698办公转椅技术研发中心
广州嚎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公隆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立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钢之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高奕钢木制品厂
建德市鸿源木业有限公司
青岛平制海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华尔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高奕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安吉铭御家具有限公司
创奇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歆恩企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向阳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克莱格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高梵家具有限公司
礼宾国际有限公司
惠州市沃生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发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文迪五金有限公司
绿色座标有限公司
厦门奕辉工贸有限公司
PT.TIMUR JAYA PRESTASI(High-Point 
Group)-INDONESIA
广州天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利登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浩普地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双华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中泰隆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钱门五金
常州市双爱家私有限公司
汕头市广鸿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众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君南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萨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欧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市开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康拓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
为：佛山市巨欧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欧
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米
莱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更名
为：佛山市焊锵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顺德区
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锴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Anyche
江苏鹏程伟业家具有限公司
HANSUNG SCHOOL  FURNITURE CO.,LTD
SEATEK KOREA CO., LTD.
DAEHA
KIEYOUNG FORMAX
Hara Tech Co., Ltd.
常州变形元素升降桌制造有限公司
DIPLOMAT SAFE LTD
Young Jin industry co.,ltd.
KFFIC (Korea Federation of Furniture 
Industry Cooperatives)

美力菲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靖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友椅业
震喜家具有限公司(震旦)
鹤山市博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一家具有限公司
明森达·鹤山市四方家具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富凯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乐宇轩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诺高座椅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高

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翰林（尚客思）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嘉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志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传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彬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致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高斯登家具有限公司
南洋家具（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福志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康特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华美家具厂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
司）
上海富家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铧世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凯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卓椅业有限公司
卡贝隆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协纪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力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首誉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沙头其
城办公家具）
鹤山市鹤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林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区九江马泰家具厂
浙江粤强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高田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飞力中正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乐从飞力家
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莱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泰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泰松家具厂)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亮点家具
佛山市文合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忠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祥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有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及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的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航舰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雄（豪进）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优耐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誉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胜（九龙尊王）家具有限公司
龙江奥源家具厂
佛山市尚德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四海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浩帮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鑫海美克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春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讴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昊国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幼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钢之宝五金家具制造厂
安吉和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福泰日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星河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荣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衡兰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立冠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右办公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高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众班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誉卓家具有限公司
高品家具有限公司
鸿郁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海龙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永丰座具厂
佛山市南海格雄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顺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创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达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五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优越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松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尚方家具厂
佛山市骏誉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好莱运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奥凯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椅众不同家具（香港椅众不同家具
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亿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喜富莱办公家具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联锋家具有限公司
卡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递铺铭雅轩家具厂
安吉斯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恩荣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季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县宇航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雄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坐标家具有限公司
Style Ergono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佛山市优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顺德乐从卓跃家具厂
博牌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立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匡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方政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隆博家具有限公司
DAWON CHAIR`S CO.,LTD
佛山市新典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标家具厂
DBK CO.,LTD
广东佛山市骏航办公家具
佛山市南海区世纪隆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恒昌椅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长久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弘鼎五金塑料制品厂
深圳市百家达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维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至杰五金家具厂
春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大东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旺腾家具有限公司
PATRA CO., LTD.
安吉莱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米朗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艾镁尔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之光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米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阔塑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成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叁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铭爵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兆正家具有限公司 （正丰）
优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哈利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霸家具有限公司
金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磊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晋泰办公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睿爵家具厂
安吉新人杰家具有限公司
ASTER COMFORT DESIGNS PVT.LTD.
佛山市仁协家具有限公司
TORCH CO.,LTD.
安吉星宇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其昌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天顺发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南方家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中兴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新和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沃菲斯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井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安吉美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伊姆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世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帷勋家具有限公司
宣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奥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DSP Co.,Ltd.
佛山市奥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志力家具公司
佛山市毅捷家具有限公司
CHAIR MEISTER CO., LTD
sung yong co.,ltd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浙江省三门县茂盛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佛冈涞嵄办公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尤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美盛五金办公家具厂
广欣
欧森桥国际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丽康健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昌胜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乐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佳及雅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盛晖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欣润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丰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钰强五金厂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欧思迪五金家具厂

广州市丽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鸿盛家具(福建)有限公司
汕头市新世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龙江鸿基座椅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鹰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绅徕仕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欧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恒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康家具有限公司
重庆聚一实业有限公司(原:重庆聚艺影视舞台设备
有限公司)
佛山市网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胜利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名方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美座椅有限公司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唯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颂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人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中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新的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山公共座椅有限公司
佛山市亨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祥聚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澳柏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新隆橡塑五金厂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泰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深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鼎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凯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臻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亚奇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标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众家具有限公司
京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集雅成家具有限公司
育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丽日办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易卓金属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兴添业五金家具配件
江门市科益五金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澜林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夏之洁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特家具厂
杭州巨牛椅业有限公司
浙江利帆家具有限公司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

建德市瑞和曲木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玉枕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润鑫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宜班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科家具厂
浙江腾亚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之丰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骏迪家具有限公司
Bonton Technomake P Ltd
佛山市顺德区晋东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群先座椅厂
高斯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广州顺文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爱德旺五金制品厂
北京大倪体育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先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鸿睿栢悦金属制品厂
广州立铸电子科技有眼公司
广东禾东品牌有限公司

杭州德昌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开平瑞华家俱配件有限公司
杭州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高飞模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帆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松达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继文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冠振五金厂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歌珥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凯吉斯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晟豪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为五金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国玮五金制品厂
杭州杨氏实业有限公司
中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安吉斯诺尔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纯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鹤城镇豪天明品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国鼎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迪先实业有限公司
意华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美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巨威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特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茂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继文/占文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泰丰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海涛利华五金厂
青岛三弘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东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拉美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江苏奥美丽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超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巨市企业有限公司
新星塑料家具厂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昊富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迈洋塑料厂
广东顺德悦强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长宏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丰优品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志顺木器厂
鹤山市准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华宇网布
佛山市云帆金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椅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优瑞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凌工五金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威捷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川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黄建彬塑料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骏五金厂
源信纺织有限公司
常州市南泰气弹簧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RIM HK Limited
Cofemo Industrie srl
佛山泰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鹤山市世铭家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铂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晖丰家具转椅配件
东莞濠文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杰之星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汇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达利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友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百金属制品厂/佛山市顺德区广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宁波依兰布艺有限公司
高美皮革行
佛山市顺德区有晋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晨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双宝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兴胜河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顺德区新益盟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阿的高气弹簧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晟兆家具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兴达五金制品厂
康蓝转椅配件
永康市世科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伟仲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颐兴实业有限公司
威赫办公家具
宏泰塑胶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艾克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洞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联塑塑料五金厂
添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渠成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铸世家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市艾迪尔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大得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海洋皮革（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阿甘皮革
经营部）
佛山市顺德区丰溢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活力家具厂
浙江省建德市华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作办公五金家具
鹤山市国正家具海绵有限公司
实达五金
福隆美迪亚气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SUNDESK VENTURE SDN BHD
信亮五金家具厂
东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芬妮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都佳电器有限公司
福基国际有限公司
顺德凯利达气弹簧制造厂
锦盛五金
慈溪华宇装饰布有限公司
东莞市煌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美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扬升文仪家具厂
佛山南海鑫健威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和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志轩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铉锋五金厂
斯奥尼丹·昌达座椅
肇庆市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高明区杨和
镇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
安吉恩特丝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坚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奋斗家具材料商行
森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凯乐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奥美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锐齐模具（塑胶）制品厂
青岛鼎升文教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保胜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瑞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共盛五金有限公司
容县林丰胶合板厂
中山优美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椅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甘力塑料厂
四会市盈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择泓信家具五金材料商行
广州和力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安得福气弹簧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新会区会城晨洋五金家具厂

木工机械展区

家具生产设备

佛山市顺德区溢荣高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观强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主流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王办公家具配件经营部
佛山豪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睿霖五金制品厂
东莞鑫捷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杨气弹簧有限公司
大森超纤皮革
中山市小榄镇宇星五金厂
东莞市万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胜远家具有限公司
北仑塑料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志焯（志溢）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高添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晟晖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利得宝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龙江镇丽江鑫丰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互联可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佛山市顺德区景成家具厂
佛山旺的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潮艺家具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永兴五金家具厂
中山市龙正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诗铭家具有限公司
铭扬皮革
东莞市平稳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茂名市三洲石化有限公司 （广州科智注塑厂）
广州市天帝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竹文视频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经典通达酒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源泰酒店家具厂
惠州市恒泰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格莱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顶尖家具有限公司
東莞市拓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埃利斯家具有限公司
肇庆市碧桂园现代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年年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盛豪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安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思路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必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云付家具商行
广州美杨家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康尼特不锈钢制品厂
霸州市王庄子老万家具厂
上海致尚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一毫密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光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司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星酒店家具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安居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柏域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天足五金配件厂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古劳镇华龙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国海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双剑塑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优智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能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创迪五金经营部
东莞市金达照明商贸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ARBON INDUSTRIES SDN BHD（广州市玛宝贸易
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华堡钢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二轻机械厂有限公司
洛阳莱特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中铤家具厂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富溢德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科飞亚金柜有限公司

洛阳联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麦氏钢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上海星泰实业有限公司
偃师市科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凯宾耐特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宝保密器械有限公司
洛阳鑫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手拉手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宇龙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佰卓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唯拓光纤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合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湖南金正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三威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兴华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誉辉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龙之杰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市鑫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杰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丰力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钢美贸易有限公司
平湖誉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震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科比家具制品有限公司(原永江家具厂)
洛阳东之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键派钢具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信高设备制造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沃玛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福陇华南钢具厂
洛阳格瑞斯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东泰钢实业有限公司
杨凌天工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常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大连天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箭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永发卓越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德隆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ERCURY MANUFACTURING CO LTD.
苏州朗捷特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瑞格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合发工贸有限公司
洛阳福莱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众亿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众御实业有限公司
FALCON SAFE MARKETING SDN BHD
BOOIL SAFES CO., LTD.
泉州盛安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金星钢家具厂
上海圣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SUNSAFES.MFG.CO
东莞市常平汇丰家具厂
佛山市固顺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金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澳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省霸州市聚森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发保险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晟森机械有限公司
滨州虎森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鑫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伟志宏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西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通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泰科尔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鑫威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健驰合顺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玉环圣弘法数控雕刻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泰上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佳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森联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丰汇源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强劲木工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一哥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豪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特机械工业（广州）有限公司
济南恒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原一铭数控）
东莞市野马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台展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先达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同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红丹机械商行
广东威德力机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富宁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永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永强博特木工机械有限
公司
上海跃通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豪伟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铭华木工机械厂(英华)
广东富全来恩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普瑞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城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西城伟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合源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市锋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茂弘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基力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柏斯木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立德五金厂
济南若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厚积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帝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德沃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贝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莱州市金宏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牟平和风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县斯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盟斯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威隆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省青城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硕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华之纪元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锐亚机械有限公司
比雅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马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建诚伟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江佳机械有限公司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展鸿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意利欧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星辉数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强木工机械厂
石家庄灿高高频机械有限公司
金田豪迈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友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赛福徕涂装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欧登多（秦皇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力维物流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诺胜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斯顿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申得美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驰力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明晖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帕罗斯拓工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森盟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锋林机械有限公司
鹤山市朗捷床垫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杜克普缝纫机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扬缝纫机有限公司
广州市盟力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坦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爱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深源家具配件厂
东莞市钰兴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家家具厂
常熟市龙力制线有限公司
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凯美拓展织造有限公司
淄博力彦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华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豪锐木业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海永泰锯业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三禾添佰利五金加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运祥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利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戈刀锯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立信新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扬州沃荷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兆钢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零点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玉威精密木工刀锯有限公司
株洲欧科亿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鑫鼎制刀（深圳）有限公司
春保森拉天时精密钨钢制品（厦门）有限公司
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先锋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鹏标五金制品厂
淄博恒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之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京信钢丝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龙泰织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森特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成都锋克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尧富锯业有限公司
东莞华瑞汉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君浩木工工具有限公司
柏钢五金制造厂
温州市卡美琳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爱德福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俊富实业有限公司
临沂昆宏工具有限公司
中山戈可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蓝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顺德区睿塑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喜登堡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台山市宏盛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崎林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连达机械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耐锢吹膜包装材料厂
礼恩派(上海)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挪宝（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市华剑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业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群力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恒昌机械厂
鹤山泰华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毅楷机械设备厂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普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牧野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力达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晋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望春姚氏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安呈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达机械厂
绍兴市锋锐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斯奎尔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恒涛日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立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柏雅缝纫设备行

上海瑞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顺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进塑胶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宇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天平友得邦封边条批发部
广州市雅乔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顿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力佳蜂窝纸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用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易嘉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格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田之宝塑胶有限公司
临安南洋装饰有限公司
临安银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日邦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展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旗昱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泰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赤山桥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云浮市德龙粘合剂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盛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硕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兄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树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泰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德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一洋塑胶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顾康力化工有限公司
黄山万丽美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元汇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好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立盛封边热熔胶厂
佛山市南海欧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金菱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华彩顺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博思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胜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原广州佰泰）
广州市卡祖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铭黏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同人粘胶有限公司
昆山旌淳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多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弘柏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临沂市绿康胶粘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荣志喷涂有限公司
浙江顶立胶业有限公司
广州原野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民利粘合剂厂
东莞市康菲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弘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鹰热熔胶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昊塑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叁联木业材料经营部
广州市智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之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胜金箔有限公司
杭州锦添装饰纸有限公司
佛山市星派塑胶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钜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松华(广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威迈工贸有限公司
英德鼎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定远县扬子悦活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北贝格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大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绿森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衡之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宝利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卫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华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森诺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向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浙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黄山市东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乐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盛达不锈钢热压模板有限公司
北京中润华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华美板业有限公司
广州佳得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佳饰家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立卓五金有限公司
河北正洋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雄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鲁源浸渍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耀东华家具板材有限公司
杭州伟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上好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临安兴达纸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标家具有限公司
标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爱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晶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兆盈装饰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水藤永茂板饰厂
南海傢达美装饰材料厂
联洋通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佛山市标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宝霖达线业有限公司
烟台盟禾板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雄铝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大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捷丰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朗润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摩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洪利装饰材料加工厂

宜美木业工艺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振江木器厂
广州市骏昊家具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吉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子活力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德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腾展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古森林曲木
常青装饰材料厂
上海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源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色板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大成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耀风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桂江（豪庭）装饰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钜蕾五金厂
佛山市苏溪恒轩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金威龙五金机械厂
浙江凯美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大旺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赛泰鞋材有限公司
汇恒家具五金厂
常州派沃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燊晟家具有限公司
西达克沙发床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东莞市广泰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品诚皮革门市部
杭州萧山丹丹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洳家具间棉有限公司
文安县德益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丹灶源兴五金厂
吉祥(好家邦)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晋江金献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品驰皮革有限公司
扬州金世缘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顺德日锵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迅达（香港）家具五金
佛山市溢之品皮革行
广州市雅宝印花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联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迪机电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百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御辉五金家具厂
佛山荣升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百利威人造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宜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舒意达机械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温州嘉博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泰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易捷力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利鑫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翔升海绵厂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鑫鸿五金厂
佛山市汇峰源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新生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硕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星朗不锈钢制品厂
佛山市铨亿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申晖五金塑料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黄连宏力织带厂
东莞市伟宏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力王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超力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石联达兴宏五金厂
鼎瞻五金(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佑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益晖五金厂
佛山市景骏织带有限公司
东莞市升晖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捷科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腾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九点九家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宝临五金有限公司
谦鼎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禾超纤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佰锐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富织带厂
广州市东亚纺织有限公司
东莞市铨兴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拓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益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泽辉机械有限公司
诺玛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景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狮特龙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方正化纤织造厂
佛山市南海粤精艺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彩神到织带厂
中国山东曹县顺通木业加工厂
鹤山市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丰艺盈不锈钢制管厂
常熟市振泰不织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鮀岛思创钉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尚辉五金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向美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爱进皮革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翘泰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翔豪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添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德基电器厂
佛山市启龙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宏固标准件厂
深圳市卓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鸿力金属制品厂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松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华尔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铖锌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美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上工永艺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诺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礼恩派（嘉兴）有限公司
广东东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灿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商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图特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广润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晟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景源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中侨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正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火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协和锁厂
东莞美嘉美装饰材料厂
中山市海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琚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迅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美捷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星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斯凯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鲍氏家居五金饰材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嘉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家具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东皇五金有限公司
联合之星五金有限公司(江门市欣拓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爱好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金利祥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乐思富五金制品厂
广东安帝斯智能家具组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迪高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格龙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鸿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辉/嘉利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飞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盛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标致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泰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鼎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万事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氏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皓恒国基装饰建材厂
广州市家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众/三龙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钢/昱星金属制品厂
广东拓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锐特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拉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亚当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盈门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云辉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立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美厨仕五金制品厂
玉环三一橡塑制品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顺德区哥尼迪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智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裕仁（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兴五金厂
广州市巨美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拓欧玛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拉德五金配件厂
肇庆市高要区奥斯特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欧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格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清远市康信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海徽五金制品厂
中国春城控股集团
丰林汇五金厂
揭阳市迪迪龙/精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家居五金协会
深圳市美力王家具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大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家居建筑装饰材料商会
广州市家具协会
揭阳市大众家具五金配件
华奕五金制品厂
广东华奕自粘铝箔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利峰家具材料商行
揭阳市揭东区耐格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宏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兴盛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揭阳市享润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柏兴固家具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轩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盛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通达轴承纺机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同益五金厂
顺德高衡五金塑料制品厂
揭阳市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高明区万施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千日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润博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旭盛五金
江门市蓬江区天昊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捷美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福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品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揭阳市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澳德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佳五金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万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宁波汇德隆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亨士达五金厂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钧奥宝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市勤励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天帅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翱利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优迪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升格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华庆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润昇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三星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德仕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嘉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亮之焯金属制品厂
温州恰威斯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区晋延五金家具配件厂
揭阳市奥捷五金厂
东莞市洪兴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曼圣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吉思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明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菲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卡特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达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纬丰弹簧五金有限公司
宁波锐驰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广超塑料五金厂
高要市恒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桦锠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宝联五金装饰制品厂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标泰五金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晨鹰五金厂
上海羽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佰嘉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奇胜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威拓力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威拓力邦五
金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宜仕五金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高朗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精攻五金有限公司
慈溪市嘉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晨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美思乐家具配件厂
武义县林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龙煌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固通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三水伟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丰五金厂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鸿日电器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星越五金厂
东莞市帆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能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威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庭辉塑料五金厂
揭阳市精马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奥钻五金厂
广东省东莞市伟意鑫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高要市金利镇卓创五金厂
佛山市悦宇鸿健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荣兴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帝诗卡堡五金商行
广州市固亨橱饰五金
揭阳市标信五金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辉力仕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向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超峰塑料制品厂
海宁金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斯泰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弘昇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典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圣致（奇宝）餐台滑轨厂
佛山市丽维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令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之洋家具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超力王五金厂
玉环吉铭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德乔五金厂
佛山市莱优琳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迈宝锐家具配件(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市澳拉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南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亮/双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橱邦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亿诚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蒂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凯迪精密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易控迪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聚德泰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汇鑫金属制品厂
揭阳市两兴五金制品厂
广东顺德梅普拉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隆威尔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铂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澳邦金属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国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银河/永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奥德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斯戴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奋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深飞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磐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利川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科帝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达伟业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徽滑轨有限公司
118角码皇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东莞市主峰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良登方盈五金标件厂
揭阳市嘉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万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奇天贸易有限公司
博罗石湾欣鑫五金厂
深圳宏仪五金发展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好图五金厂
玉环聚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铼德美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三井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光大德祥五金配件厂
深圳市万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诠佳橡塑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禾佳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苏溪世业五金
广州市花都区浚荣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九江星星达五金厂
温州市森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东迪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盛浩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首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橱邦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骏杰五金厂
东莞市石碣品高五金塑胶制品厂
温州厚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钛铝制品厂
佛山市金展辉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瑞康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发装饰材料经营部
佛山贝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得力五金厂
霸州市群英冲压制造厂
佛山市顺德区枫喜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胜五金制品厂
大成五金家具制品厂
杭州双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耐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哥爵士五金
东莞市石碣佳源五金厂
东莞市飞镒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联裕金属制品厂
凯特尔五金
高要市漫高五金有限公司
台州市驰球工贸有限公司
广州迈煊鑫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力佳利气弹簧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兆宇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骏威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永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双胜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奥卡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舒艺达机械有限公司
揭阳市晓得利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布罗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陆丰市瀛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赛凯金属制品厂
宁波望通锁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领地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品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驰粤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铨鑫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鸿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华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朗成金属制品厂（金韵）
佛山市聚汇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升铝材贸易部
佛山市顺德区合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金耀辉五金塑料厂
广州市纬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宏建鑫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文得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来亿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鸿胜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同兴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福乐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家具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金铭正标五金
揭阳市顺易家具五金厂
东莞市五丰电子有限公司
强士金属制品厂
玉环精宣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越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冠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涅科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瀛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信发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群发五金厂
揭阳市刘牌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耿发五金厂
揭阳市恒浩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阳工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腾达五金厂
香港永博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弗录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良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久发普递斯五金商行
广东省陆丰甲子淮海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东欧思特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成鸿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永信五金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华宝达五金店
揭阳市千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乔胜五金厂

揭阳市韦德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开兴五金商行
广州市番禺区兴陆日用金属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恒胜五金厂

Aaron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ABC Aluminium Co., Limited
AES ELEKTRONIK MAKINA SAN. Ve TIC. A.S.
Aimu EUROPE
ALFA Klebstoffe AG
ALL-PROM
Altin Buro Office Chairs & Components
Alublu Limited
American Hardwood Export Council
American Softwoods
Amos-Hill Associates, Inc.
Artilat NV
Ateja Tritunggal, PT
ATTIMEC ITALIA S.R.L.
Aydin Tekstil Ticaret ve Pazarlama A.S.
Bai Fu Co., Ltd.
Baillie Lumber Company
BEBMC
Beckhoff Automation (SH) Co., Ltd.
BJ Allright Chemical Co., Ltd.
BJ JS Technology Co., Ltd.
BJ Reggar Trading Co., Ltd.
Bekaert Textiles (Wuxi) Co., Ltd.
Bin Yuann Firstline Ind., Corp
Blue-Vent Pte Ltd
Boyteks Tekstil San. ve Tic. A.S.
CAGBERK CAM AYNA ALUM. MOB. OTO. 
TUR.SAN.VE TIC.LTD.STI
Canada Wood
Cappor Furniture Accessories / Metplas Can 
Metal Plastik Sanayi Ve Ticaret Ltd.Sti.
Century Plyboards (I) Ltd.
CHZ Weideda Laminate-Floor Co., Ltd.
CMA (Wuhu) Robotics Co., Ltd.
Collins
Comfytex
Coolfoam Group
Cozy (Zhongshan) Plastic Manufactory
Cruzeiro Papeis Ind. Ltda.
Decro Hardware & Plastic Development Co., Ltd
Depar Deri
Derock Linear Actuator Technology Co., Ltd.
Desion Hardware Limited
DG Five Stone Machinery Products Trading Co., 
Ltd
DG Ti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DG YueFa Hardware & Plastic Co., Ltd.
Duerkopp Adler AG
ECOID Co., Ltd
ELEKTROTEKS ELEKTRONIK TEKSTIL SAN. VE TIC. 
LTD. STI.
eMoMo Technology Co., Ltd
Entex Textil S.L.
ENYAP Endustri Yapistiricilari ve Kimya Sana A.S.
ES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Eternal Drag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EUMA Machinery Co., Ltd.
European Wood Corporation
FERWOOD SRL
Feton Limited
FGV Asia Limited
Fit Art s.a.s.
FS Chamay Mattress Ticking Manufacture Co., 
Ltd.
FS Leloxe Home Furnishing Co., Ltd
FS Nanhai Dunmei Decorative Material Co., Ltd.
FS Nanhai Hantai Decoration Material Factory
FS Shunde Chilon Hardware Co., Ltd.
FS Xiang Da Packing (Printing) Co., Ltd.
French Timber
Freu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GASAN GAZLIAMORTISOR INSAAT SAN. TIC. 
LTD. STI
Gizir Ahsap Turizm Sanayi Ticaret. A.S.
Global Textile Alliance India Pvt Ltd
Gluecks-Beschlag Co. Ltd
Grandstar Hardware Co., Ltd.
Greatwood Holdings Limited
Green Dragon Wood Products Co., Ltd.
Grupo Alvic Fr. Mobiliario S.L.
Guangdong Tianan New Material Co., Ltd
Guangzhou Deco Deco Decorative Architectural 
Co., Ltd.
H & Z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 B. Fuller (China) Adhesives Ltd.

HN Forever Glory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Jinmao Hardware Co., Ltd.
HN Modern Hardware Co., Ltd
HN Wanxin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Yicheng Hardware Co., Ltd
HN Zhongrui Hardware Co., Ltd.
HZ Advance Hardware M.F.G. Ltd.
HZ Chenyu Textile Co., Ltd
HZ Hengyi Textile Co., Ltd.
HZ Hongda Decorative Cloth Weaving Co., Ltd
HZ Talent Decorative Paper Co., Ltd.
HZ Wudai Textiles Co., Ltd.
HZ Xiaoshan Chenda Bedding Factory
HZ Xiaoshan Meixin Deco Fabric Plant
HZ Xiaoshan Rongli Clothing Co., Ltd
HZ Xinyada Fabric Co., Ltd
HZ Zhuotao Textile Co., Ltd.
Hans Weber Maschinenfabrik GmbH
Hanson Furniture Hardware Co., Ltd.
Hanstar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appy 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Harvey Industries Co., Ltd.
HD Hardware Co., Ltd.
Hong Kong Wah Tung Limited
HSD Mechatronic (SH) Co., Ltd.
HTS Caster Systems
Huizhou H-antech Motion System Co., Ltd.
ICA S.p.A.
IMA (DG) Int'l Trading Co., Ltd.
INOXA S.R.L.
Internet Wood Glue Co., Ltd
Intradin (SH) Hardware Co., Ltd.
Italiana Ferramenta SRL
Jacquard Textile (Asia) Ltd
Jiangmen Haisen Machinery Accessories Co., Ltd.
Jiangsu Dreamerry Mattress Manufactory Ltd
Joy Hardware Ind. Co., Ltd
Kailong Hardware Co., Ltd.
Kakee (HK) International Limited
KALP PLASTIK SAN.VE TIC.LTD.STI
Kastamonu Intergrated Forestry Industry and 
Trade Inc.
Kay Tai Fasteners Industrial Co., Ltd
Keen Hardware Co., Ltd
King Slide Works Co., Ltd.
Kingdecor (ZJ) Co., Ltd
Kisbu Teknik Tekstil
Kleiberit Adhesives (BJ) Co., Ltd
Klöckner Pentaplast GmbH
KMS Furniture Connecting Systems
Kunshan Mingyi Chemical Co., Ltd.
Lalan Eco-Latex (PVT) Ltd.
Latexco NV
Leitz Tooling Systems (Nanjing) Co. Ltd
Lianxun Hydraulic Hardware Co., Ltd.
Lien A Co., Ltd
Lignar Engineering Pte Ltd
Ligo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Limoss SH INC
Linak (SZ) Actuator Systems Ltd
Lion Rock Group Holdings Limited
Lite-On Electronic (GZ) Co., Ltd.
Litong Metal Accessories Trading Co., Ltd.
Matilda Veneer Pty Ltd.
Mega ranotechnology Co.
Mert Yatak ve Tekstil Makinalari Iml. San. Tic. Ltd. 
Sti.
Meva Insaat San. Tic. A.S.
Microvellum Software
Mien Shu Enterprise Co., Ltd.
MILKAY TEKNIK TEKSTIL SAN. A.S
Ming Tat Hong Group Hardware Supplier Co., 
Ltd.
MITSAN MAKINA A.S
Monks International NV
Moteck Electric Corp.
Nantong Healthcare Machinery Co., Ltd.
Nederm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New Great Field Machinery Co., Ltd.
NB Max-Way Imp. & Exp. Co., Ltd
NB Megafeat Bedding Co., Ltd
NB New Haiyan Belt Industry Co., Ltd
NB YouYou International Co. Ltd
OJMAR S.A.
OKIN Refined Eletric Technology Co., Ltd
ONKAR Industry (HK) Co., Limited.
Orchard Decorative Materials (China) Co., Ltd
OYNURDEN KIMYA SAN. TIC. A.S.
Ozersk's Furniture Accessories Company Co., Ltd.
Panel Plus Co., Ltd.
Paolino Bacci S.R.L.

Permo Srl
Pollmeier Massivholz GmbH & Co. KG
Portakal Ahsap Uretim ve Pazarlama A.S
PROCHILE
PUNTEKS TEKSTIL MAK. SAN. VE TIC. A.S.
PYTHA Lab GmbH
Q-Fit Sdn. Bhd.
Qingdao CX Joy Hardwoods Co., Ltd.
Qingdao Richriver Electrics Co., Ltd.
Radium Foam B.V.
Rasonics Development Ltd
REHAU Polymers (Suzhou) Co., Ltd
Repon Industrial (Suzhou) Co., Ltd.
Rich Access International Develop Limited
Richard Pieris Natural Foams Limited
Robatech (China) Co., Ltd.
Rodi Sinks and Ideas, S.A.
Schattdecor (SH) Co., Ltd.
Schmalz (SH) Co., Ltd.
SCM Group China Trading Co Ltd
Sefa Kimya Petrol Urunleri San. Ve Dis. Tic A.S.
Senexpo International Fairs Inc.
SERVETTO SRL
SH Baomo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SH Dimar Precision Tooling Co., Ltd.
SH J.best Materials Co., Ltd.
SH Rocky Adhesives Co., Ltd
SH Setting Decorating Material Co., Ltd.
SH Temax Trade Co., Ltd.
SH Wanqiu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SH Zhengye Hot Melt Adhesive Co.,Ltd.
Shaoxing County Feida Nail Industry Co., Ltd
SZ Goodhealth Motor Manu. Co., Ltd.
SZ Tuoch Smart Household New Materials Co., Ltd.
Siam Inter Lock Tek Co. Ltd (Cyber Lock)
Sige S.p.A.
SIMALFA by ALFA Klebstoffe AG
Sinox Company Ltd.
SITEKS DIS TICARET VE TEKSTIL SAN. A.S.
Sterling Home Innovator Private Limited
Stilteks Dar Dokuma Urunleri
Sulekler Forest Products Trade & Industry Inc.
Sun Chain Trading Co. Ltd
Sun Champion Trading Ltd.
Supreme Caster LTD
Sur Artificial Leather & Fabrics Co., A.S.
T.R.SABIR Makina Ltd. Sti.
Taiwan Tung Tai Handle Industrial Corp.
Taizhou Greenpoint Hardware Co., Ltd.
TAKACHIHO KOHEKI (H.K.) LIMITED
Takallianz Hardware Co., Ltd
Tece Dekor A.S.
Teksplast Artificial Leather Inc.
Terao Co., Ltd
TERMOPAL LTD
Thompson Hardwoods
Tianjin Laminuo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TIDY Locks & Fittings Sdn. Bhd
Titus Furniture Fittings (SZ) Co., Ltd.
Torrini Precise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TTS Tooltechnic Systems (SH) Ltd. / Festool China
U & Z Hardware Co., Ltd.
U.S.A. Pavilion c/o Koelnmesse Inc.
U-C Coatings Corporation
Union Brother (China) Co., Ltd
URUFOR S.A.
Utigo Flex Ducting Ltd.
Verinlegno SPA
Verov Industry Co., Ltd.
Vollmer Taicang Co., Ltd.
Wang Yuen Hardware Factory
Wellcool Cushion Technology Co., Ltd.
WZ M & C Foreign Trade Co., Ltd
WZ Yikang Housing-Health Product Co., Ltd.
Wood-Mizer Asia Pte Ltd
Wright Industrial Limited
Wright of Hong Kong Limited
Yangzhou Enkev Hair Products Co., Ltd
YILMAR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Yongsinyi Co., Ltd.
ZJ Jiecang Linear 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ZJ Xinyi Intelligent Drive Technology Co., Ltd.
Zhongshan Jincheng Glue Co.,Ltd.
Zhuli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Zimmer GmbH Dämpfungssysteme
Riga Veneer
S.C. Ecowood Enterprises Srl

时间：2016年9月7日-10日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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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霸州市标典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铭顺家具厂
天津美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霸州市立昌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骏诚家具厂
佛山市长鸿居家具有限公司
智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斐欧丽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汉帛家具有限公司
亨润家具有限公司 HR FURNITURE CO.,LTD
佛山市名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班芙五金厂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欧泊尔家具
浙江华夏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金富士家具（鹤山）制造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时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雷欧家具厂
广州柏思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圆朗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杰希智能居家用品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前进家具有限公司
星威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奥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丰辉云石家具厂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乔逸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和雅家具有限公司
冠雅国际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霸州市友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微亚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凯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光之鸟有限公司
广州市卓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摩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桥星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维朔丰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典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逸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德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高菲雅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镁家具厂（合美）
天津凯思德家具有限公司
浩盈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汇家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昕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富运傢俬有限公司
佳荣“纳维尔”家具
广州雅美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沙头镇德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梦绮雅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湘辉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耀豪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盛基家具厂
福建圆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佰达博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丰钢化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康岚家具厂（原名涛）
东莞市黑柏家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腾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嘉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舒帝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业圣玻璃家具厂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
球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彼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宝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民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威尔德家具厂
嘉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点尚家具厂
惠州永晟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丹佛尔家具厂

霸州市鑫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森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柏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雅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焯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智盈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亚银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晔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康升集团广州康耐登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林登家具厂
永铿家具（东莞）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林凯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雅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星光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派生家具厂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星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恋尚家居品有限公司
拉卡萨（北京）国际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兴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巨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德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派迪朗金塑制品厂
鹤山市万年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霸州永生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珍意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居家具厂
广东名家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轩芝斯家具厂
广州市瑭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百川家具厂
东莞市沙田海得堡家具厂
广州市加意堡傢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曲艺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朗臣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格林家具厂
广州屋企家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霸州市新星模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康宝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艺高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帆家私有限公司
漳州喜盈门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昌伟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大泽中宏家具制造厂
天津子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鑫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品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东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溢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维诺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若成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派合五金家具配件厂
霸州市诚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库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领尚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海风情家具厂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市梦迪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灵朗五金厂
东莞市广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金棕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本美家具有限公司
益城尚品（廊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瑞芳德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永兴实业家具厂
霸州市和泰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挪亚家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品致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悦明祺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奥瑞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风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冠億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全方位傢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盈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福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建安溪聚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安吉森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磐安通达礼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金方圆家具厂
宁波市鑫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日实业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枫盈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德赛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德民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和丰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扬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扬志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亚庆贸易有限公司
亚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岚宝家具有限公司
韶关市鸿伟家具厂
HOUMES INDUSTRY DEVELOPMENT LIMITED 浩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富居(欧文)家具厂
惠州台盛实业有限公司
保渊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翱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春悦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渠清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铧澳家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莱富佳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大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龙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强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超凡家居有限公司
安吉欧格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博瑞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因特福商贸有限公司
霸州市艾米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鹏辉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康宝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名华家具厂
圆径衣帽架厂
浙江浩博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火虫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乐怡联源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坎头新中五金制品厂
平湖瑞景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康的家家具有限公司
升艺家具有限公司
致拓沃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森宜五金制品厂
寿光市金地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西旺五金制品厂
江门市雅格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仕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依佳壹工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名达威家私有限公司
河北圣鑫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世轩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东泰家具有限公司
曹县金得圣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斯维雅玻璃有限公司
安吉强洪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宏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霸州市伊曼双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于洪区富韵家俱厂
浙江升华云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漳州新裕鑫家具有限公司
漳州市昌晖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小众迷你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耳马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圣杰钢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翔骏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东洲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湾金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恒大家具厂)
青岛永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伟杰达工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佳晟五金厂
东莞市雅弗莱家具有限公司
高要市力高家具有限公司
三星（汕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开平精锐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马丁优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永凌家具厂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参展商名单 （名单更新于2016年1月28日）

安吉伟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尼奥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名江南家居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雅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凤连冲压件加工厂
霸州市华露琪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胜芳镇振国家具厂
霸州市纽莱客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润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舒派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铁兄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迈威克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齐耀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博瑞格椅业有限公司
安吉艺维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凯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幸福星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省外贸开发公司
霸州市标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顺镱五金家具配件厂
廊坊森杰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锦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御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年丰家具厂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廊坊鑫罗曼斯商贸有限公司
香港杰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之源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力锋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镱创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美好衣帽架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吉豪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尚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精益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纬盛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省盛佳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霖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茜恩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锦家具有限公司Vegas living Co.,Limited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高艺家具加工厂
东莞市山叶家具有限公司
益兴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琦晟股份有限公司
朝进木业有限公司

广州美术学院家具研究院
上海大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紫瓯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依诺维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辉航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布伽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徕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薇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艾德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丹豆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丰贸群家具有限公司
东建钢管家具厂
浙江永裕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翡丽尚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道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竞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隐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迪谱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蔻蒂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力家居有限公司(原深圳市生活印相家具有限公司)
风华国际有限公司
优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世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天健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冠城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WANVOG FURNITURE 
(KUNSHAN) CO., LTD

纳图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嘉 兴 米 兰 映 象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M & D 
MILANO&DESIGN BY CHATEAU D'AX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
敏华品牌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JONATHAN CHARLES UK LTD.(乔纳森·查尔斯)
来思达（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ZOLANO DESIGN SDN BHD
ACME FURNITURE
INTRADING PRIVATE LIMITED
UNIFURN DESIGN SDN BHD
Yeu Hong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TIMBER ART DESIGN SDN BHD
DISTINCTIVE FINE FURNITURE SDN BHD
RELIABLE TREND SDN BHD
EVERHOME INTERNATIONAL (M) SDN,BHD
AFA
United Pacific Import& Export Sdn Bhd
Tonics Furniture Sdn Bhd
HIGH VALUE ENTERPRISE SDN BHD
T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FERNEX SDN BHD
Sofa Works Sdn bhd
BM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G-PACIFIC ENTERPRISE SDN BHD
KODA LTD
HIN LIM FURNITURE MANUFACTURER SDN BHD
ALTINZAMBAK LTD. STI. (GALA MOBILYA)
SKY FURNITURE INTERNATIONAL LTD（天津金德
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阳光世纪家具有限公司
KUEK BROTHERS FURNITURE SDN BHD
TAMARIND FURNITURE SDN BHD
ISTANBUL  EXPORTERS' ASSOCIATION
Star Furniture Pte Ltd
INFURNEX RESOURCES SDN BHD/BLH GLOBAL 
MARKETING SDN BHD
DIGITAL FURNITURE SDN BHD
SHARDA EXPORTS
PT. CHAKRA NAGA FURNITURE
蕾丝莱夫家居(佛山)有限公司(Lazylife)
FOXON SDN BHD/KGF RESOURCES (M)SDN 
BHD/KER GLOBAL FURNITURE(M)SDN BHD
Wegsmans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青岛芬特丽家居有限公司 Fortoli Furniture co.,Ltd
IDEA STYLE FURNITURE SDN BHD
TOP (HK) FURNITURE CO.,LTD
FURNCREST/ACACIA
Green River Wood  & Lumber MFG Sdn. Bhd.
万福阁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HOME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
SIN LIAN LEE MANUFACTURING SDN BHD
INCEPTION DESIGN AND TRADING SDN BHD
GOLDEN TECH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AIK CHE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HABITZ
SIGNIVEST RESOURCES SDN.BHD
Master Sofa Industries Sdn Bhd
RELIABLE FURNITURE SDN BHD
HOME BES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SDN 
BHD
IDP SRL
新伟成工业有限公司SIN WEE SENG IND.SDN BHD
U2 Liv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ERN KOU FURNITURE INDUSTRIES SDN BHD
Sweet Home Concept Sdn.Bhd/ DEESSE 
FURNITURE SDN BHD
White Feathers Ltd.
广州市迈尚家具有限公司
Teong Sheng Industries Sdn.Bhd
TRENT UPHOLSTERY INDUSTRIES SDN. 
BHD/IMEI FURNITURE INDUSTRIES SND BHD 
SDN BHD
华达利家具（中国）有限公司HTL HOME (JIANG 
SU)CO.,LTD
OMEGA SOFA(M) SDN BHD
INTERGO FURNITURE SDN.BHD
Kim Heng Industries Sdn Bhd
YB WOODWORK INDUSTRY (M) SDN BHD
MOBILIA INTERNATIONAL SDN. BHD.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亚床垫家具有限公司
点对点睡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弗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智联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嘉尼曼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金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吉斯床业有限公司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蕾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四海家具有限公司
Goitalia Limited
佛山市高尔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奥妮帝斯科技睡眠家居用品厂
瑞信全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鹏家具厂
荣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华白兰寝具有限公司
大连金凌床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施丽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诚钢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达希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联誉五金有限公司
雅丽斯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翔座具厂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傲奇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立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龙恒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佳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金登鼎晟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贝蒙家具有限公司
香港皇朝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韵家具有限公司
元凯皮革制品加工厂（皮匠大师）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富怡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瑞丽爱家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泉州恒昂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凯慕家具厂
英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曼典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舒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庭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朝富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志达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喜荣家私海棉（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圣家府家具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居然雅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丽法雷尔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名博睿创投资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ZOY HOME FURNISHING 
CO LTD.
深圳市乐其家私有限公司
北京雅伊华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非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韦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杰盟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凯昇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利源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尔乐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福蔚沙发家具有限公司(原仪霖)
上海酬勤家俱有限公司
东莞市元宗家具有限公司
宝雅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志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林木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喜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凯撒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博士顿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康佳莱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洋日居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豪莱欧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致威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麦斯得尔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标越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为邦家私有限公司
江苏奥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悦婷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维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威莱诗家具有限公司
海宁欧莎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爱米高家具有限公司
珠海市意多傢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尼斯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欧嘉璐尼工贸有限公司
新华家具集团
强力家私（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大鹏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庄家万昌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雷铭国际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百事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晟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普弘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禧亚家具有限公司_
东莞海悦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戎马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品高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唯信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鸣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杨氏兄弟家具有限公司BROTHER  YANG  
FURNITURE  CO.,LTD
深圳市德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米罗家具厂
佳信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信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文通工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翔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腾家具有限公司（原家美）
深圳市宝盛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亨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天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帷特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众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格林皮斯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鑫志恒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淳昌家具有限公司（原 东莞市美邦一诺家
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兆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宝马仕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深富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汉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雅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浩谷环球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多迪斯泰保健器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海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伟仕达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笑升家具有限公司
飞腾行有限公司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德中飞美家具（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日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意博铝门制品厂
吉安市天祥木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鑫家具有限公司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威名电器有限公司
博罗县日月星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美屋三六五(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宇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康泰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曦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佳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晖腾家具厂（原：佛山市禅城区域
邦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广志达家具厂
深圳市金迪豪盛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永昇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展洋家具有限公司
亚洲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团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阳迪泰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金品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聚源家具有限公司
丽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雅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黛博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曹氏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米德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惠尔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爱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域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诚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富沃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年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霸州市创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奥纳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创艺家具厂
东莞市东创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鑫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时祥家具厂
东莞市同鑫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森堡家俬有限公司
广东葫芦堡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显赫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仓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金喜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轩木器制造有限公司
欣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趣味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牧童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璈展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卡莎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童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至简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金爱和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谊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无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致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读书郎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可贸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爱学习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BESTEKNIK PLASTIK MOBILYA OTOMOTIV MAKINE 
KALIP SANAYI ITHALAT VE IHRACAT TICARET LTD. STI.
南康自由家木业
宁波百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德贝尔家居有限公司
青岛西卡欧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四海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浙江欧宜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永华家具公司
广州木匠世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天源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第一家具厂(玉环国森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国振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顶丰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阿尔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汕头市华莎驰家具家饰有限公司
浙江春蕾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扬狮时尚家具有限公司
温岭市富鑫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市星茂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佳友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卡莱伊诺家居有限公司（玉环县海鹏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环彩工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原东莞市环球工艺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新格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飞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澳利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鼎泰家具
沈阳市润家家具制造厂
深圳皇家凯萨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蓝竹工艺品有限公司
玉环爱佳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万家乐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中升家具厂
浙江纪驰家居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风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彤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勇邦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齐家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复兴隆家私有限公司
惠州市和兴美家具有限公司
Jans2en Furniture
江苏鑫欧越然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艺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富豪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泽洲工艺品有限公司

雅梦娜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湖南乐家巢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好人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亘立豪庭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衢州市衢江区美洲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格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华奥沙发厂
上海西尔维娅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艾美家居有限公司
北京市美第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帕尔玛宅配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玉环奢艺家具有限公司
温州波尔多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堡玺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博纳氏商贸有限公司
莲池（江西）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县大众家具有限公司
沈阳依普瑞森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实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艾伯特家具有限公司
慈溪市明清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振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朗家具有限公司
长丰家具有限公司
兆森家具（深圳）有限公司
台州豪成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欧梵居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海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奇新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帝梵家具制造厂
台州歌珊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广东雄英集团
有限公司）
东莞市米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封开吴氏家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御品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广丰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爱维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豪家具有限公司
天津泓尚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馨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香河欧尚家具厂
中山市宜丽舍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御兴家具有限公司
玉环米拉诺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艺朵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昕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之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钰家具有限公司
东伟家具
宁波华裕工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奔盛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方盛框业有限公司
杭州昌顺家私有限公司
宣胜家具厂
上海奇莱空间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宁海景斯华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天悦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朴风堂家具厂
中山市伟佳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昕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廷轩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瑞吉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古韵仿古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腾龙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富渥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美芙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赛拉唯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摩登上品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百纳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恩林工艺木制品厂
绍兴伊司特家具有限公司
象山中亚工艺有限公司
东莞德铨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木龙家具厂
鑫邦家具厂
闽侯县鸿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路石材有限公司
PT.Buana Inter Global
欧伟家具
宁波楚天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精之爵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宇鸿家具厂
广州美殿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华意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汇盛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盛盈美居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法图家具厂
北京墨韵尚家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金华吉昌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闽养家居有限公司
东阳市锵锵红红木家私厂
福州三民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湖州佳居进出口有限公司
青岛日田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澳美发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亚太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亚帝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区乐从镇海岸线家具店
浙江临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英潽仕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港龙木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帝加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藤缘工艺品有限公司（藤话故事家具有限公
司）
广东美梦思床具有限公司
君富成座垫配套有限公司（佛山市意得隆纺织品有
限公司）
临海市维格工艺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茂联木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美阳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宝程工艺品有限公司
格伦雷文纺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晴晴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瑞好聚合物（苏州）有限公司
佛山市艺骏雄塑胶仿藤有限公司
东莞市骐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焕腾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ISOTOP CORPORATION SDN BHD
FLAT Technologies Limited
广州派风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美佳园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博泽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凯越家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品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舍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之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索纳尔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罗村联和乐安铸铝厂
佛山市德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华通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雅藤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裕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藤煌阁家具有限公司
兰溪市檀宫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龙美达石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拓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卓家具有限公司
奥帝斯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方德泡绵制品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台州市宝立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阳光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马士通实业有限公司
香港克拉西客配件（亚洲）有限公司深圳代表处
嘉兴市云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长富宝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丽屋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华美工艺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保税区塞明戈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迈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傲威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东恩奥杰曼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赛德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GATE GROUP LIMITED
佛山市顺德区美雅鑫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迪花欧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达尔文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旭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贝斯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盛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一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宏达五金藤铁家具厂
SAVAS PLASTIC A.S
佛山市骏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佛山捷达利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欧之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Fatih Plastik San Tic Ltd Sti
宁波科恒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格莱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园藤艺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嘉德座椅有限公司
宁波泛太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美伽滕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家庆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高德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圣美休闲家居用品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百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弘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枫缘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弗瑞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名晨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磐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智越贸易有限公司
ROYAL INDUSTRIAL TRADING CO.
江苏宇航家私有限公司
福建东野家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PAZ ORMAN URUNLERI TIC. VE PAZ. A.S.
深圳市昌鑫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卓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西恩斯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佰德休闲家具有限公司
中化宁波(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市临杰工艺有限公司
余姚市安博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一象中空吹塑有限公司
青岛仲森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奥瑞恩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广茂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青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恒诺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光大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富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华顺昌金属家具厂
临海市陆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精致铝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康爵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陆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健柏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良友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户外元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诚创玮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晋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能福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艾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宏桥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泰运通家居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亚庭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藤帝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瑾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如蕾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洁雅布艺制品有限公司
台山市捷骏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欣鸿成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鑫源美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巧纺织品有限公司
ETISILK , S.A.
东莞荣泰塑化材料有限公司
临海市群丰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东翔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通威尔实业有限公司
临海市兴伟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真趣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意创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福特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韦贸纺织织品印花有限公司
慈溪市三源特斯林网布有限公司
从化市广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纤和延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尚洁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台湾特种隆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建德市万达闸器厂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双诚至力家具有限公司
恒隆家具（佛山兴威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奥巴梦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龙得飞金属制品限公司
苏州港豪花园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天立金鼎尊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振兴景观设施制造厂
广州兴乐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新虹家具厂
唐山阿迪哥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盈丽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丰源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省宜兴市家园园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上海舒阳家具有限公司
PT. INDOEXIM INTERNATIONAL
广州市拓曼司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云格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飞卓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百明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生活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豪杰金属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拓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迎泰家具有限公司
耀保五金制品（东莞）有限公司
鹤山市弘历花园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鹤山市优美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江家具有限公司
嘉兴铭度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珠海名就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藤隆轩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恩特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奥诗企业有限公司
浙江日日晴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全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金艺林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德荣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万利达钢木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怡室怡家复合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艺心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临沂绿特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庭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晨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和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志荣(惠州)工艺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文华藤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俊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永华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富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尚榆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振东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泰莱特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临海市永丰旅艺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彩达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双乐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浙佳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爱迪宝进出口有限公司
临海大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满意家具有限公司
临海市如龙工艺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暄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阳光太阳伞厂
浙江永佳无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琪尔仕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赛瑞工贸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潮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洽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泓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林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格绿朗遮阳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之彩帐篷制品有限公司
吉林华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远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光华旅游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优阳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长青藤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镇荣桂家具厂
浙江勤达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圣朗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佛冈县双赢花园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神就石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菏泽市牡丹区典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中元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瑞森户外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康顿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京华家具有限公司
安徽省佳艺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海发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丰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万怡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霸州市煜众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奇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新兴体育用品厂

深圳市欧文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仑观色装饰材料厂
厦门纸木陶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九艺术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丽天家居饰品工艺厂
南京亚舟画室
杭州云岳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杰而正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镶嵌饰嘉装饰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美艺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生雕塑工艺品有限公司
佳朗德生活用品（大连）有限公司

家具五金展区

海外展区

广州市白云区博亿装饰画厂
深圳东国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华翌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鸿儒济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耐博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永利兴画廊
广州雅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名典画廊
深圳市千与寻饰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子靖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奇奥框艺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艺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致物工艺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利拓一品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强尚工艺装饰有限公司
深圳锦尚品名画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睿艺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高雅油画
广州尚木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典艺画廊
东阳市福雕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广州斐常画业有限公司
南昌九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宏烽工艺美术品廊
深圳市纯彩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森美吉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太阳姊妹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市田钰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思联现代画饰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画博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怡发画框工艺厂
深圳市罗湖区颜料块家居饰品店
广州市平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梵蒂家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稻草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墨问艺术顾问有限公司
浙江天下画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东莞市名工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观艺画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塞尚印象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太工工艺美术厂
杭州美姆林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杭州观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厦门七号墙艺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金葵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无规则古风油画艺术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米青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杨氏框画工艺

玛莎（苏州）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之源仿真植物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饰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明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浦江县晶湛水晶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琳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克瑞瑅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意高工艺品厂
东莞市茶山华维工艺品厂
广州市越秀区恒美工艺品商行
广州市白云区海虹仿真植物厂
中山市满庭芳花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珈悦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安柏美（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工艺城宏鑫家具饰品店
深圳市莱菲花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令高家居产业有限公司
富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绿韵工艺品加工厂
东莞丰群家具制品有限公司/东莞丰钰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台州莫克水晶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凯纳利陶瓷厂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寰亚家具厂
台山市台城永利隆玻璃工艺厂
深圳原石生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欧贝儿礼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海宁经编园华纬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红磨坊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季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厦门福临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中山市环宇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马斯登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慕罗纳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维利亚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融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幕照明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裕景灯饰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渴望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托斯卡纳灯饰有限公司
杭州世典遮阳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匠灯饰厂
中山市联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胜然灯饰厂
中山市凯文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华工艺灯饰有限公司
惠州市镁高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耀派灯饰电器厂
广东森亮森阳照明灯饰文化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茂发艺术瓷厂
东莞市卡慕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平田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捷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帝琪照明有限公司
晟力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曼仕照明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金锋比迪灯饰工艺厂
永辅企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相灯饰厂
明尚家居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巨昱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高林世家灯饰厂
中山市夏盟科技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卡莉欧碧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瑞帝斯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骏扬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灵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亚玛逊灯饰厂
中山市筑之光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可尼尔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铭钰灯饰制品厂
东莞市宏大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铜香舍灯饰有限公司
江门市兄弟高登灯饰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良亚灯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灯尚汇家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点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艺盟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鑫溢达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友胜玻璃门市部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兴客坊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可顺灯饰电器厂
中山古龙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品荟灯饰厂
深圳市迪尔居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优比空间灯饰厂
东莞市大岭山多洛灯饰厂
中山市横栏镇琅士灯饰工艺厂
中山市古镇蓝颜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迈尔诺照明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名饰坊灯饰电器厂
中山市横栏镇高点灯饰厂
中山市创丽特灯饰电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龙汇灯饰制品厂
佛山市雷汉尼灯饰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一创陶瓷灯饰厂
中山市古镇星典灯饰厂
斯巴克有限公司
KINGTEX CO.
唯凯乐责任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海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珀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丽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香港凯利灯饰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邦米斯灯饰门市部
中山市横栏镇点睛灯饰厂
杭州神宇五金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铭锋灯饰有限公司
桂林市临桂县金戈铁马家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莱家居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中山市英视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欧宇灯饰电器厂
深圳市节乐宝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利建灯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福缘灯饰门市部
东莞市神话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潮州市富雅家具制作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生行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画太师家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品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和信智造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雅乐家具有限公司

美和（福建）集团有限公司
台山市中顺木器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密欧环境艺术有限公司
泉州丰泽正月娇工艺有限公司
闽侯县德雅工艺品有限公司
厦门松承工贸有限公司
景德镇钟家千年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德利亚家居有限公司
潮州市捷美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城贸易（福建）有限公司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星灯饰有限公司
闽侯闽兴编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蒂高美居家饰有限公司
宁波迪斯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景昌陶瓷灯饰厂
浙江沃莱菲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矩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布社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一坊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满京华艺展中心梦琪家居饰品店
深圳市美雅嘉琦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杭州独角仙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色空间居家饰品设计有限公司
梵廊朵装饰设计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雅趣家饰
上海帝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自在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装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保加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糧器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省景德镇市瓷溪舫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江西景德镇市尚水一村陶艺坊
深圳市蕖华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拜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珠海大千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异象名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来福家居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列蒂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丽天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赏饰专业家居饰品配套
潮州市名翔陶瓷有限公司
上海纳希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南洋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维贝拉家居有限公司
广州市帷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米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米兰映象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朴皓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派力斯软装配饰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风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莎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洛可可经典家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简创系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象形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曼凯迪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卓尔艺术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悠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林昌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尼亚家具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怡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尚饰包装工艺厂
泉州丰泽莱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世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莉印象家居
福州市台江区艺品雅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红配绿艺术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奇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衡威饰品商行
木艺轩红木坊
北京格隆博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梵缔诺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景御陶陶瓷有限公司
尤玛艾家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纳艺术品有限公司
绘生活（厦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多杰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美庐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品居家饰品有限公司
可立特家居生活（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莱利雅家饰有限公司
上海恒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巧匠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加佳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环球视野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顿家居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迪娅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凤凰美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鼎礼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福远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米勒工艺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美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佛洛伦克家居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之辉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福州弘博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励仁和贸易有限公司
宇冠企业行
大森工艺（深圳）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舍钥陈设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邸色家居饰品店
厦门立方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一米布艺设计店
广东非凡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中特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大为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
景德镇景盛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市贞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陶公馆家居有限公司
上海雅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朝家具工艺有限公司
厦门市春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逸致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潮州市铜泰陶瓷工艺制作厂

辽宁新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谢氏进出口有限公司
廊坊永林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大进百货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鑫桦达陶瓷厂
潮安县凤塘镇顶峰陶瓷厂
潮州辉扬陶艺制作有限公司
东莞市屹泰水晶工艺有限公司
中山市优嘉风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国韵祥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华艺彩瓷厂
大连蓝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协威工艺厂
天津赓益商贸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峰业陶瓷制作厂
高要市鸿禧国际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百纳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仟晟（天雨）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大连尚艺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润昌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中山欧联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市煜日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福田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市宏顺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潮州金典陶瓷有限公司
深圳市瀚林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达玺泰陶瓷有限公司
义乌市客莱弗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开发区艺杰陶瓷制作厂
厦门鹭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臻鸿陶瓷制作厂
香港鸿发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卓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鼎嘉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无拘家居有限公司
广东枫瓷坊工艺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陆韵陶瓷制作厂
饶平龙欣工艺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大宝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鸿瑞陶瓷厂
潮州市枫溪欧雅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区沃雅格永昇陶瓷家饰厂
潮州市澳士通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中丽灯饰加工部
肇庆市鼎湖区美亮商行
潮州市枫溪区古怪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云梯实艺彩瓷厂
广州祥兴工艺品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心饰园家居有限公司
嘉玛装饰设计（上海）有限公司
盛大陶瓷工艺制作厂
潮州市枫溪协瑞陶瓷制作厂
潮州市昌隆瓷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凤塘嘉力斯陶瓷厂
江西省泰和县鑫得雕塑艺品制造厂
东莞市谢岗勤兴工艺品厂
东莞市大朗旺盛家居工艺品厂
深圳市茗人居家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大张家居用品厂
东莞市佳洛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玛斯特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宏家居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远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格莱美菲古典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艺享家居饰品商行
香港时来运转钟表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迪高钟表行
青岛枫叶钟表有限公司
青岛宇时工艺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华丰古炮钟表
高要市峤丞木制品公司
宏威五金加工厂
广州利宝钟表有限公司
上海迪翎钟表有限公司
湖南中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彦曌艺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意坊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欧蒂诺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旻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阳江市大时代家居饰品厂
东莞市博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珀睿蒂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盛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智德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美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德蒙特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维那灯饰厂
义乌端幕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籁轩古典家居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艺兴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维思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联中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烟台世荣钟业有限公司
荣成市盈慧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博艺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迪声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钟情工艺有限公司
深圳竣奇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悠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致格艺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印象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古韵电子木艺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深圳市伊斯瑞家居饰品制造有限公司
潮州市增福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铂晶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意美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铁凝铁艺雕塑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人蕉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尔高商贸有限公司
阳春千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格空间艺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声韵祥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星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如果国际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亚艺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酷星五金工艺品加工厂
上海风邸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顽铁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灯道夫照明门市部
青岛逐梦园家居艺术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加力相框背板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华宜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佳利五金有限公司
厦门市吾心堂艺术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欣荣工艺厂
广州市木目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四合工坊
惠州市派拉蒙电子有限公司
泉州市中泰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原创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雅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无疆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宁波伊丽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威海艺元工艺品有限公司
集宝轩工艺品
深圳市茂源祥礼品包装厂
江西翔麟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吉泰精品经营部
佛山市视道环艺设计工程配套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昕毅五金模具加工厂
厦门金色尚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孔雀标本艺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表情城市工艺厂
宁波市鄞州柯思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艺盟家居文化有限公司
广州铭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爱家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水口辉宏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华荣家饰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铜心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佛山市栋能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丝毯厂

上海锦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诺邦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新越皮革行
深圳蒙古包皮草商行
安徽中安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正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欧西亚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香河县谛安娜家纺制造厂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能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sia Checking Limited

浙江梦卡诺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省桐乡市福恩丝绒制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爱润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越顺经编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田工艺植绒有限公司
桐乡市如兰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步迪龙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嘉名控股有限公司
嘉兴蒂凡尼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卓信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创隆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一东纺织面料有限公司
海宁金志达布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通元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康宝家纺有限公司
嘉兴市泽霖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富胜达染整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方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汇丰经编针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润得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鑫宝莱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无锡赛赫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九江银帆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杭州湾轻纺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桐乡双锤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国茂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易辰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俊发喷织有限公司
桐乡沃伦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铭龙经编织物有限公司
嘉兴沃绅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市微纺纺织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雅嘉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恩佐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同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德士家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欧美来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大麻欣轶布艺织造厂
桐乡市大麻华强布艺织造厂
浙江桐星针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宁市伊诺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康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柏高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美尔达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宏锋经纬编有限公司
广州福大电动窗帘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隆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楼祥花边有限公司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县旷达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县轩隆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赤道纺织品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锦纺织有限公司
北京圣宜然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恒立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铭基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博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泰运虎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千百荟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布奇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博卡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伊丝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曼巴迈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黑蚂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世佳布艺有限公司
浙江菲摩斯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大浪淘纱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众逸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银燕丝绸织造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新胜装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天杭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华颖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一胜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金楼兰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卡其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创然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澳其澳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卡舒顿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杰西亚家居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金宋织物整理有限公司
杭州帛曼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亘然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圣瓦伦丁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诺誉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雅涛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雷超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康勒富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屹迪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塔塔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乃帛旺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宜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腾川家居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诚丰布业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康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念家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漫舞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花睿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双顺家纺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煌锦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易洁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永通丝绸有限公司
杭州田森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昕鸿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雅卉布艺有限公司
杭州红罗家纺有限公司
杭州耀秀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航安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艾登维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风尚美克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丽升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州轩凡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馨得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之洋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华明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虹纺织厂
海宁喜来屋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圣洁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雅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广达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登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茂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皖粤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美佳针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富得豪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奥维特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名人居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三隆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双飞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佳宝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天使特种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景皓麻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思路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市海潮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卡乐福家纺有限公司
桐乡市峰悦布艺有限公司
海宁市曼其沃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新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捷达纺织装饰有限公司
海宁万得利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帛瑞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艾诺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爱德纺织品经营部
海宁市许村镇奥雅居纺织厂
海宁市杰科家纺有限公司
海宁市鑫亚伦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巨龙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市伦迪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博旺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锦帛御轩纺织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许村镇顺诺纺织厂
海宁市许村镇英皇布艺经营部
北京锦帛湘奇布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翎纺织有限公司
桐乡市奥莎莱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格蕾特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凯迪雅布业有限公司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经之纬家纺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屹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志达布业织造有限公司
海宁市摩卡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市杰灵美布艺有限公司
广州市宁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广州华韵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凯莉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玉帛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布业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金太阳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斯得福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曼诺普家纺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丰业纤维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汉克玛雅（天津）责任有限公司
北京加鼎地毯有限公司
东莞福华地毯有限公司
河南精工地毯家饰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捷欣地毯有限公司
北京市英泰弘业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新艺地毯有限公司
河北瑞家地毯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安凯莱家具有限公司
库恩德（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罗蒙迪思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RAZI EXIM PTE.LTD.
佛山市粤海林亿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舒米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博根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绚丽家居装饰品厂

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利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市海太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兆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长江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开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柯维德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劲广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达高梵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优派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至盛冠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曼家具有限公司
武汉宜尚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华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冠臣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森拉堡家具有限公司
济南大森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瑞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汉玛思）
浙江鹏辉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木立信家具有限公司(原:山东佳诚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京泰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
浩森家具集团
陕西中瑞时代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光润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龙优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祖阁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太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伟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名汇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卓林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信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富邦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客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健威国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迪欧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富美达办公家具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飞宇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鹤山市海景家具有限公司
美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卓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中泰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沃家具有限公司
俊峰家具厂
广州市美励思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利美铝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楠方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卓铭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悍杰家具厂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致兴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州博生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辉腾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巨米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市迪威司国奥家
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邦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精一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歌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兴盛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沛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达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毅翡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博奥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轩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沃时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尚家具有限公司
奥诗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意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国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迪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兆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泰置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赫来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富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艾比办公设备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非凡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富和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迎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华展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方名格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昇家具有限公司
国申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玛拉蒂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鑫组合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柯维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亚邦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国之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辉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狄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原狄诗家具厂)
佛山市谷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鑫亿鑫家具厂
香河县中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德清麦辰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燊腾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大先生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信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欧奕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罗沙美嘉家具厂
广州市欧典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斯泰尔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大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叶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唯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丰和办公设备厂
广州市优卓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龙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Global Fair & Marketing Corporation
广州市圆方计算机软件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维远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致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Jejak Persona Sdn.Bhd.
元齐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市爱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国邦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平湖台丽办公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励丰家具型材配套销售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北京科思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山龙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优家具有限公司
公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前锋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贺富德家具厂（荣之富）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君皇办公家具制造厂
中山市中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美斯特家具厂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兰马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智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昌美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艾菲尔公司
熊客智能沙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马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宏笙家具厂
东莞市厚街千汇家具厂
广州市世卓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群家具有限公司
福建闽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奥菲斯家具有限公司
江苏佰家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卓越家具有限公司
欧意达好椅698办公转椅技术研发中心
广州嚎强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公隆贸易有限公司
威海立诚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钢之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谛力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高奕钢木制品厂
建德市鸿源木业有限公司
青岛平制海琴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华尔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高奕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安吉铭御家具有限公司
创奇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歆恩企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向阳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克莱格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高梵家具有限公司
礼宾国际有限公司
惠州市沃生照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发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文迪五金有限公司
绿色座标有限公司
厦门奕辉工贸有限公司
PT.TIMUR JAYA PRESTASI(High-Point 
Group)-INDONESIA
广州天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利登家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浩普地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贝励隆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总钜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双华科技有限公司
泰安中泰隆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钱门五金
常州市双爱家私有限公司
汕头市广鸿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众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君南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萨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余姚市兴欧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绍兴市开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康拓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
为：佛山市巨欧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梵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欧
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艺汇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更名为：广州米
莱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更名
为：佛山市焊锵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顺德区
龙江镇倚山信和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锴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崇雅家具有限公司
Anyche
江苏鹏程伟业家具有限公司
HANSUNG SCHOOL  FURNITURE CO.,LTD
SEATEK KOREA CO., LTD.
DAEHA
KIEYOUNG FORMAX
Hara Tech Co., Ltd.
常州变形元素升降桌制造有限公司
DIPLOMAT SAFE LTD
Young Jin industry co.,ltd.
KFFIC (Korea Federation of Furniture 
Industry Cooperatives)

美力菲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靖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友椅业
震喜家具有限公司(震旦)
鹤山市博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一家具有限公司
明森达·鹤山市四方家具有限公司
富和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富凯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乐宇轩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丽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诺高座椅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高

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翰林（尚客思）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嘉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域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鸿志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传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奥彬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致诚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易高斯登家具有限公司
南洋家具（佛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福志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康特曼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沙边华美家具厂
佛山市希谊敦家具有限公司（高尔富家具有限公
司）
上海富家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铧世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盟盛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凯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迈卓椅业有限公司
卡贝隆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协纪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力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首誉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南海沙头其
城办公家具）
鹤山市鹤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林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区九江马泰家具厂
浙江粤强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高田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飞力中正家具有限公司(原佛山市乐从飞力家
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莱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泰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泰松家具厂)
浙江安吉大名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亮点家具
佛山市文合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域诗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忠民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祥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有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东头豪爵五金家具厂
及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的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航舰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雄（豪进）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优耐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誉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胜（九龙尊王）家具有限公司
龙江奥源家具厂
佛山市尚德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四海家私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浩帮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鑫海美克龙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春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讴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浙江昊国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百之佳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城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博泰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幼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县盛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钢之宝五金家具制造厂
安吉和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久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铁桥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福泰日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星河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荣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绅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星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衡兰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立冠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右办公家具制造厂
佛山市南海高冠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众班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誉卓家具有限公司
高品家具有限公司
鸿郁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海龙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永丰座具厂
佛山市南海格雄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力顺煌家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创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希达斯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五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优越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松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晟势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尚方家具厂
佛山市骏誉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好莱运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奥凯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椅众不同家具（香港椅众不同家具
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亿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喜富莱办公家具
安吉联胜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联锋家具有限公司
卡门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递铺铭雅轩家具厂
安吉斯纳格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恩荣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尔邦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季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县宇航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雄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坐标家具有限公司
Style Ergonomic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佛山市优百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顺德乐从卓跃家具厂
博牌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立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匡麒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为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方政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隆博家具有限公司
DAWON CHAIR`S CO.,LTD
佛山市新典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金标家具厂
DBK CO.,LTD
广东佛山市骏航办公家具
佛山市南海区世纪隆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恒昌椅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长久家具厂
佛山市南海弘鼎五金塑料制品厂
深圳市百家达家具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维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至杰五金家具厂
春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大东方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旺腾家具有限公司
PATRA CO., LTD.
安吉莱卡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米朗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荣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艾镁尔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森之光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米曼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阔塑料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成诺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叁威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铭爵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兆正家具有限公司 （正丰）
优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哈利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万宝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霸家具有限公司
金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磊鑫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胜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晋泰办公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睿爵家具厂
安吉新人杰家具有限公司
ASTER COMFORT DESIGNS PVT.LTD.
佛山市仁协家具有限公司
TORCH CO.,LTD.
安吉星宇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艺隆家具有限公司
其昌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天顺发实业有限公司
安吉南方家私有限公司
东莞市晨丰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中兴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新和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沃菲斯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龙邦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井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安吉美尚家具有限公司

安吉超然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伊姆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世霖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帷勋家具有限公司
宣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吉奥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DSP Co.,Ltd.
佛山市奥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博满家具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志力家具公司
佛山市毅捷家具有限公司
CHAIR MEISTER CO., LTD
sung yong co.,ltd
佛山市禅城区金钡轩家具制造厂
浙江省三门县茂盛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佛冈涞嵄办公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尤氏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美盛五金办公家具厂
广欣
欧森桥国际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丽康健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昌胜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乐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佳及雅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盛晖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巨欧京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欣润家具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安吉丰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钰强五金厂
霸州市胜芳瑞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欧思迪五金家具厂

广州市丽江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鸿盛家具(福建)有限公司
汕头市新世纪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龙江鸿基座椅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鹰王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绅徕仕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欧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
杭州恒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康家具有限公司
重庆聚一实业有限公司(原:重庆聚艺影视舞台设备
有限公司)
佛山市网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友谊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胜利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森川家具有限公司
名方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美座椅有限公司
廊坊八达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中义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唯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颂然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泰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如迪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人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中豪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新的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山公共座椅有限公司
佛山市亨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祥聚座椅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澳柏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骑椅业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新隆橡塑五金厂
广州市友识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泰椅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深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鼎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凯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臻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亚奇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标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铭众家具有限公司
京达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集雅成家具有限公司
育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丽日办公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海基伦文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易卓金属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兴添业五金家具配件
江门市科益五金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市澜林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夏之洁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特家具厂
杭州巨牛椅业有限公司
浙江利帆家具有限公司
湛江碧丽华模压木制品有限公司

建德市瑞和曲木椅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玉枕金属家具有限公司
霸州市宏润鑫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宜班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科家具厂
浙江腾亚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凯之丰家具有限公司
汕头市骏迪家具有限公司
Bonton Technomake P Ltd
佛山市顺德区晋东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群先座椅厂
高斯家具（昆山）有限公司
广州顺文科教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爱德旺五金制品厂
北京大倪体育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先标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鸿睿栢悦金属制品厂
广州立铸电子科技有眼公司
广东禾东品牌有限公司

杭州德昌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开平瑞华家俱配件有限公司
杭州中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高飞模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帆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松达兴业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继文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冠振五金厂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歌珥家具有限公司）
青岛凯吉斯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晟豪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为五金有限公司
江门市东方顺鑫塑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国玮五金制品厂
杭州杨氏实业有限公司
中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安吉斯诺尔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纯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鹤城镇豪天明品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国鼎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上海迪先实业有限公司
意华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山市聚美家具有限公司
常州市巨威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特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茂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继文/占文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泰丰家具有限公司
南京海涛利华五金厂
青岛三弘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东钰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迪拉美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江苏奥美丽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超霸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巨市企业有限公司
新星塑料家具厂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昊富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曼柯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迈洋塑料厂
广东顺德悦强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长宏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盛丰优品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奥得斯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志顺木器厂
鹤山市准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华宇网布
佛山市云帆金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椅域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日宇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优瑞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凌工五金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市黄岩名豪家具有限公司
威捷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川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黄建彬塑料五金经营部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骏五金厂
源信纺织有限公司
常州市南泰气弹簧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璟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RIM HK Limited
Cofemo Industrie srl
佛山泰锋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鹤山市世铭家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天瑜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欧铂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晖丰家具转椅配件
东莞濠文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鹤山市杰之星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汇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达利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友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百金属制品厂/佛山市顺德区广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宁波依兰布艺有限公司
高美皮革行
佛山市顺德区有晋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晨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南洋兄弟钢木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双宝气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兴胜河五金加工厂
佛山市顺德区新益盟气弹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阿的高气弹簧有限公司
霸州市三羊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晟兆家具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兴达五金制品厂
康蓝转椅配件
永康市世科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尚佳办公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伟仲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颐兴实业有限公司
威赫办公家具
宏泰塑胶企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有诚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艾克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洞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联塑塑料五金厂
添淑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渠成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尊铸世家家具有限公司
绍兴市艾迪尔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大得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海洋皮革（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阿甘皮革
经营部）
佛山市顺德区丰溢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活力家具厂
浙江省建德市华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创作办公五金家具
鹤山市国正家具海绵有限公司
实达五金
福隆美迪亚气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SUNDESK VENTURE SDN BHD
信亮五金家具厂
东森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芬妮尔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慈溪市都佳电器有限公司
福基国际有限公司
顺德凯利达气弹簧制造厂
锦盛五金
慈溪华宇装饰布有限公司
东莞市煌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海美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扬升文仪家具厂
佛山南海鑫健威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和鑫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志轩五金塑料厂
佛山市南海区铉锋五金厂
斯奥尼丹·昌达座椅
肇庆市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原佛山市高明区杨和
镇得立信塑料有限公司）
安吉恩特丝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坚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奋斗家具材料商行
森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凯乐威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淇祥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丽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奥美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锐齐模具（塑胶）制品厂
青岛鼎升文教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保胜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协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瑞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共盛五金有限公司
容县林丰胶合板厂
中山优美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椅盛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甘力塑料厂
四会市盈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择泓信家具五金材料商行
广州和力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安得福气弹簧有限公司
江门市鑫义隆家具有限公司
新会区会城晨洋五金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溢荣高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古镇观强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主流纺织有限公司
广州森宇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王办公家具配件经营部
佛山豪纳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顺德区龙江镇睿霖五金制品厂
东莞鑫捷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杨气弹簧有限公司
大森超纤皮革
中山市小榄镇宇星五金厂
东莞市万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胜远家具有限公司
北仑塑料五金厂
佛山市顺德区志焯（志溢）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高添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晟晖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利得宝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龙江镇丽江鑫丰家具
佛山市顺德区互联可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佛山市顺德区景成家具厂
佛山旺的五金有限公司
鹤山潮艺家具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世埠永兴五金家具厂
中山市龙正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诗铭家具有限公司
铭扬皮革
东莞市平稳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信发塑料
茂名市三洲石化有限公司 （广州科智注塑厂）
广州市天帝视听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竹文视频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广东经典通达酒店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美轩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盈家具有限公司（巴里巴特）
源泰酒店家具厂
惠州市恒泰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格莱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顶尖家具有限公司
東莞市拓高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埃利斯家具有限公司
肇庆市碧桂园现代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年年好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盛豪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市旺青家具有限公司
湖北诺信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安吉惠业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广安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新思路酒店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必盛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云付家具商行
广州美杨家具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康尼特不锈钢制品厂
霸州市王庄子老万家具厂
上海致尚办公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一毫密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光彩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嘉司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嘉星酒店家具
佛山市显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安居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柏域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天足五金配件厂
广州杰美家具有限公司
鹤山市古劳镇华龙轩家具厂
佛山市顺德区国海家具有限公司
台州双剑塑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优智自动化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能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丽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创迪五金经营部
东莞市金达照明商贸有限公司
台州德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ARBON INDUSTRIES SDN BHD（广州市玛宝贸易
有限公司）
廊坊市舒迪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华堡钢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二轻机械厂有限公司
洛阳莱特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中铤家具厂有限公司
洛阳思德来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丰龙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富溢德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科飞亚金柜有限公司

洛阳联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麦氏钢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上海星泰实业有限公司
偃师市科达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凯宾耐特钢柜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宝保密器械有限公司
洛阳鑫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手拉手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龙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宇龙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佰卓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唯拓光纤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合丰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华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湖南金正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三威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兴华钢制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河南省誉辉实业有限公司
安徽龙之杰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市鑫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科杰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丰力办公机具有限公司
洛阳钢美贸易有限公司
平湖誉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洛阳震海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科比家具制品有限公司(原永江家具厂)
洛阳东之信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键派钢具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信高设备制造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沃玛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福陇华南钢具厂
洛阳格瑞斯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东泰钢实业有限公司
杨凌天工实业有限公司
洛阳常远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大连天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箭锋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永发卓越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德隆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MERCURY MANUFACTURING CO LTD.
苏州朗捷特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瑞格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合发工贸有限公司
洛阳福莱雅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众亿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众御实业有限公司
FALCON SAFE MARKETING SDN BHD
BOOIL SAFES CO., LTD.
泉州盛安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金星钢家具厂
上海圣港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SUNSAFES.MFG.CO
东莞市常平汇丰家具厂
佛山市固顺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澳玛特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金城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澳柯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省霸州市聚森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发保险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富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晟森机械有限公司
滨州虎森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鑫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伟志宏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西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通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青岛泰科尔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鑫威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健驰合顺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玉环圣弘法数控雕刻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泰上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佳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森联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丰汇源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强劲木工机床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一哥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豪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广特机械工业（广州）有限公司
济南恒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原一铭数控）
东莞市野马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台展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先达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同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红丹机械商行
广东威德力机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佛山富宁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永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青岛永强博特木工机械有限
公司
上海跃通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豪伟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铭华木工机械厂(英华)
广东富全来恩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普瑞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豪城强木工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西城伟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合源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市锋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茂弘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基力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森柏斯木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立德五金厂
济南若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厚积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帝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德沃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森贝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莱州市金宏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烟台市牟平和风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县斯德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盟斯木材加工机械有限公司
安吉威隆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省青城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博硕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华之纪元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锐亚机械有限公司
比雅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马木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建诚伟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江佳机械有限公司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展鸿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意利欧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星辉数控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强木工机械厂
石家庄灿高高频机械有限公司
金田豪迈木业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友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赛福徕涂装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欧登多（秦皇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力维物流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秋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诺胜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海斯顿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申得美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驰力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明晖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帕罗斯拓工具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森盟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锋林机械有限公司
鹤山市朗捷床垫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裕林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杜克普缝纫机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扬缝纫机有限公司
广州市盟力线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坦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爱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深源家具配件厂
东莞市钰兴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家家具厂
常熟市龙力制线有限公司
南通永盛钢丝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凯美拓展织造有限公司
淄博力彦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华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豪锐木业新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海永泰锯业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三禾添佰利五金加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运祥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利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德戈刀锯有限公司
佛山市铨力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立信新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扬州沃荷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兆钢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零点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斯特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玉威精密木工刀锯有限公司
株洲欧科亿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鑫鼎制刀（深圳）有限公司
春保森拉天时精密钨钢制品（厦门）有限公司
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华凯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石家庄先锋工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鹏标五金制品厂
淄博恒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之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京信钢丝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龙泰织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森特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成都锋克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尧富锯业有限公司
东莞华瑞汉普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君浩木工工具有限公司
柏钢五金制造厂
温州市卡美琳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爱德福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俊富实业有限公司
临沂昆宏工具有限公司
中山戈可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蓝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顺德区睿塑五金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喜登堡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台山市宏盛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双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崎林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华连达机械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耐锢吹膜包装材料厂
礼恩派(上海)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挪宝（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市华剑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业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群力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恒昌机械厂
鹤山泰华建业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毅楷机械设备厂
深圳市百川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普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牧野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力达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晋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望春姚氏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安呈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达机械厂
绍兴市锋锐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斯奎尔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恒涛日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立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柏雅缝纫设备行

上海瑞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顺滢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进塑胶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宇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天平友得邦封边条批发部
广州市雅乔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沃顿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力佳蜂窝纸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用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易嘉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格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田之宝塑胶有限公司
临安南洋装饰有限公司
临安银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创一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日邦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展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旗昱进出口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润源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泰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赤山桥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恒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云浮市德龙粘合剂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盛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硕泰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兄奕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方树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康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泰强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欧德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一洋塑胶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顾康力化工有限公司
黄山万丽美油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元汇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好友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立盛封边热熔胶厂
佛山市南海欧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金菱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华彩顺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博思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胜热熔胶制品有限公司（原广州佰泰）
广州市卡祖粘合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铭黏胶有限公司
佛山市同人粘胶有限公司
昆山旌淳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多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弘柏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临沂市绿康胶粘剂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荣志喷涂有限公司
浙江顶立胶业有限公司
广州原野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民利粘合剂厂
东莞市康菲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三喜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弘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鹰热熔胶有限公司
佛山金浩特(标牌)有限公司
东莞市天昊塑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优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叁联木业材料经营部
广州市智木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天之宝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胜金箔有限公司
杭州锦添装饰纸有限公司
佛山市星派塑胶有限公司
江苏标榜装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钜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松华(广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威迈工贸有限公司
英德鼎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定远县扬子悦活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北贝格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大玻璃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绿森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衡之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宝利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卫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华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森诺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和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源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向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浙产进出口有限公司
黄山市东意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乐高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盛达不锈钢热压模板有限公司
北京中润华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无锡华美板业有限公司
广州佳得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佳饰家装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立卓五金有限公司
河北正洋建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雄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市鲁源浸渍纸业有限公司
广东耀东华家具板材有限公司
杭州伟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上好装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临安兴达纸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欣创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欧标家具有限公司
标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爱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晶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盛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兆盈装饰板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水藤永茂板饰厂
南海傢达美装饰材料厂
联洋通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佛山市标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宝霖达线业有限公司
烟台盟禾板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雄铝建材有限公司
杭州大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黄山捷丰塑胶有限公司
杭州朗润纺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鸿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惠州市摩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洪利装饰材料加工厂

宜美木业工艺公司
牡丹江市阳明区振江木器厂
广州市骏昊家具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吉兴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子活力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德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腾展木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古森林曲木
常青装饰材料厂
上海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源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绿色板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大成木业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耀风进出口有限公司
佛山市桂江（豪庭）装饰材料厂
佛山市南海钜蕾五金厂
佛山市苏溪恒轩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头镇金威龙五金机械厂
浙江凯美木业有限公司
宁波大旺能源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懋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赛泰鞋材有限公司
汇恒家具五金厂
常州派沃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邦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燊晟家具有限公司
西达克沙发床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超良海绵厂
东莞市广泰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杰品诚皮革门市部
杭州萧山丹丹布艺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恩洳家具间棉有限公司
文安县德益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丹灶源兴五金厂
吉祥(好家邦)五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晋江金献织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品驰皮革有限公司
扬州金世缘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顺德日锵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迅达（香港）家具五金
佛山市溢之品皮革行
广州市雅宝印花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联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迪机电有限公司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百富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御辉五金家具厂
佛山荣升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百利威人造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宜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舒意达机械有限公司
海宁瑞寅纺织品有限公司
温州嘉博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泰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易捷力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利鑫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翔升海绵厂
杭州田野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鑫鸿五金厂
佛山市汇峰源拓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新生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硕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星朗不锈钢制品厂
佛山市铨亿弹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申晖五金塑料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黄连宏力织带厂
东莞市伟宏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卓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坚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力王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超力织带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石联达兴宏五金厂
鼎瞻五金(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佑源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益晖五金厂
佛山市景骏织带有限公司
东莞市升晖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捷科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腾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九点九家居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宝临五金有限公司
谦鼎皮革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禾超纤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佰锐灯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骏富织带厂
广州市东亚纺织有限公司
东莞市铨兴鞋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名拓家具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益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泽辉机械有限公司
诺玛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景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狮特龙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方正化纤织造厂
佛山市南海粤精艺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彩神到织带厂
中国山东曹县顺通木业加工厂
鹤山市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丰艺盈不锈钢制管厂
常熟市振泰不织布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鮀岛思创钉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尚辉五金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向美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卓杰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爱进皮革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翘泰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翔豪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添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德基电器厂
佛山市启龙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宏固标准件厂
深圳市卓航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鸿力金属制品厂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松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华尔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铖锌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美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吉上工永艺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诺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礼恩派（嘉兴）有限公司
广东东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灿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商启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图特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揭阳市广润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晟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景源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中侨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正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火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协和锁厂
东莞美嘉美装饰材料厂
中山市海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琚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迅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美捷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星鹏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斯凯五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鲍氏家居五金饰材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嘉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家具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东皇五金有限公司
联合之星五金有限公司(江门市欣拓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爱好家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派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金利祥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乐思富五金制品厂
广东安帝斯智能家具组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迪高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揭阳市雅格龙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鸿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辉/嘉利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飞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盛焕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标致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泰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鼎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昊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万事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氏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皓恒国基装饰建材厂
广州市家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众/三龙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东钢/昱星金属制品厂
广东拓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锐特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悍高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业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拉乐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亚当斯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盈门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广东云辉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立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美厨仕五金制品厂
玉环三一橡塑制品厂（普通合伙）
佛山市顺德区哥尼迪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智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裕仁（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揭阳市荣兴五金厂
广州市巨美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拓欧玛五金有限公司
广东拉德五金配件厂
肇庆市高要区奥斯特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欧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帝格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清远市康信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海徽五金制品厂
中国春城控股集团
丰林汇五金厂
揭阳市迪迪龙/精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家居五金协会
深圳市美力王家具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大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省家居建筑装饰材料商会
广州市家具协会
揭阳市大众家具五金配件
华奕五金制品厂
广东华奕自粘铝箔厂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利峰家具材料商行
揭阳市揭东区耐格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宏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思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兴盛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揭阳市享润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柏兴固家具五金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轩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万盛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通达轴承纺机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西樵同益五金厂
顺德高衡五金塑料制品厂
揭阳市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高明区万施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千日铝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润博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旭盛五金
江门市蓬江区天昊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捷美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福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品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联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揭阳市众兴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澳德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拉佳五金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万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安徽莱特气弹簧有限公司
宁波汇德隆五金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亨士达五金厂
中山市爱赛伦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钧奥宝五金有限公司
海宁市勤励金属制品厂
慈溪市天帅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翱利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优迪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升格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华庆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润昇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三星装饰工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利德仕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美嘉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亮之焯金属制品厂
温州恰威斯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区晋延五金家具配件厂
揭阳市奥捷五金厂
东莞市洪兴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曼圣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吉思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东明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格菲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卡特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达俊五金制品厂
广州市纬丰弹簧五金有限公司
宁波锐驰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沙头广超塑料五金厂
高要市恒鼎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永桦锠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宝联五金装饰制品厂
温州市鹿城区仰义标泰五金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晨鹰五金厂
上海羽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佰嘉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奇胜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威拓力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威拓力邦五
金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宜仕五金商行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高朗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威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门市精攻五金有限公司
慈溪市嘉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佳晨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美思乐家具配件厂
武义县林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龙煌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固通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三水伟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市新丰五金厂
佛山顺德区龙江镇鸿日电器厂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星越五金厂
东莞市帆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浩能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恺威家具配件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庭辉塑料五金厂
揭阳市精马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奥钻五金厂
广东省东莞市伟意鑫五金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博新五金经营部
高要市金利镇卓创五金厂
佛山市悦宇鸿健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荣兴家具配件厂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帝诗卡堡五金商行
广州市固亨橱饰五金
揭阳市标信五金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辉力仕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向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超峰塑料制品厂
海宁金贸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斯泰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弘昇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金典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泰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圣致（奇宝）餐台滑轨厂
佛山市丽维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令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海之洋家具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超力王五金厂
玉环吉铭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揭阳市德乔五金厂
佛山市莱优琳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迈宝锐家具配件(香港)有限公司
东莞市澳拉雅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南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鑫亮/双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美橱邦家居制品有限公司
海宁亿诚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海蒂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美凯迪精密金属制品厂
深圳市易控迪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聚德泰精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揭阳市汇鑫金属制品厂
揭阳市两兴五金制品厂
广东顺德梅普拉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百隆威尔精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铂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澳邦金属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县国栋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银河/永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奥德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市斯戴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奋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深飞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磐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利川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科帝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泰达伟业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徽滑轨有限公司
118角码皇五金制品厂
广东省东莞市主峰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良登方盈五金标件厂
揭阳市嘉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万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奇天贸易有限公司
博罗石湾欣鑫五金厂
深圳宏仪五金发展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镇好图五金厂
玉环聚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铼德美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三井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光大德祥五金配件厂
深圳市万山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诠佳橡塑五金有限公司
中山市禾佳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苏溪世业五金
广州市花都区浚荣五金厂
佛山市南海九江星星达五金厂
温州市森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东迪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盛浩五金制品厂
中山市首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橱邦五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骏杰五金厂
东莞市石碣品高五金塑胶制品厂
温州厚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钛铝制品厂
佛山市金展辉五金配件有限公司
温州市吉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瑞康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成发装饰材料经营部
佛山贝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市得力五金厂
霸州市群英冲压制造厂
佛山市顺德区枫喜家具有限公司
揭阳市联胜五金制品厂
大成五金家具制品厂
杭州双星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欧耐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哥爵士五金
东莞市石碣佳源五金厂
东莞市飞镒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金利联裕金属制品厂
凯特尔五金
高要市漫高五金有限公司
台州市驰球工贸有限公司
广州迈煊鑫商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固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力佳利气弹簧厂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兆宇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骏威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市永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双胜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奥卡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泰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舒艺达机械有限公司
揭阳市晓得利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布罗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陆丰市瀛达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赛凯金属制品厂
宁波望通锁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领地家具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品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驰粤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铨鑫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昌鸿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伟华五金厂
高要市金利镇朗成金属制品厂（金韵）
佛山市聚汇恒家具配件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智升铝材贸易部
佛山市顺德区合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金沙金耀辉五金塑料厂
广州市纬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宏建鑫金属制品厂
广州市文得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来亿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鸿胜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同兴金属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好福乐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良教家具五金厂
广东省佛山市金铭正标五金
揭阳市顺易家具五金厂
东莞市五丰电子有限公司
强士金属制品厂
玉环精宣模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东越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帝冠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涅科家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瀛五金有限公司
揭阳市信发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群发五金厂
揭阳市刘牌五金制品厂
揭阳市耿发五金厂
揭阳市恒浩五金有限公司
佛山市德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阳工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高要腾达五金厂
香港永博皮革有限公司
广州市凯弗录五金有限公司
温州良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久发普递斯五金商行
广东省陆丰甲子淮海家具五金配件厂
广东欧思特五金制品厂
佛山市成鸿家具五金有限公司
金利永信五金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华宝达五金店
揭阳市千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揭阳市乔胜五金厂

揭阳市韦德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开兴五金商行
广州市番禺区兴陆日用金属制品厂
高要市金利镇恒胜五金厂

Aaron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ABC Aluminium Co., Limited
AES ELEKTRONIK MAKINA SAN. Ve TIC. A.S.
Aimu EUROPE
ALFA Klebstoffe AG
ALL-PROM
Altin Buro Office Chairs & Components
Alublu Limited
American Hardwood Export Council
American Softwoods
Amos-Hill Associates, Inc.
Artilat NV
Ateja Tritunggal, PT
ATTIMEC ITALIA S.R.L.
Aydin Tekstil Ticaret ve Pazarlama A.S.
Bai Fu Co., Ltd.
Baillie Lumber Company
BEBMC
Beckhoff Automation (SH) Co., Ltd.
BJ Allright Chemical Co., Ltd.
BJ JS Technology Co., Ltd.
BJ Reggar Trading Co., Ltd.
Bekaert Textiles (Wuxi) Co., Ltd.
Bin Yuann Firstline Ind., Corp
Blue-Vent Pte Ltd
Boyteks Tekstil San. ve Tic. A.S.
CAGBERK CAM AYNA ALUM. MOB. OTO. 
TUR.SAN.VE TIC.LTD.STI
Canada Wood
Cappor Furniture Accessories / Metplas Can 
Metal Plastik Sanayi Ve Ticaret Ltd.Sti.
Century Plyboards (I) Ltd.
CHZ Weideda Laminate-Floor Co., Ltd.
CMA (Wuhu) Robotics Co., Ltd.
Collins
Comfytex
Coolfoam Group
Cozy (Zhongshan) Plastic Manufactory
Cruzeiro Papeis Ind. Ltda.
Decro Hardware & Plastic Development Co., Ltd
Depar Deri
Derock Linear Actuator Technology Co., Ltd.
Desion Hardware Limited
DG Five Stone Machinery Products Trading Co., 
Ltd
DG Ti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DG YueFa Hardware & Plastic Co., Ltd.
Duerkopp Adler AG
ECOID Co., Ltd
ELEKTROTEKS ELEKTRONIK TEKSTIL SAN. VE TIC. 
LTD. STI.
eMoMo Technology Co., Ltd
Entex Textil S.L.
ENYAP Endustri Yapistiricilari ve Kimya Sana A.S.
ESO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Eternal Drag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EUMA Machinery Co., Ltd.
European Wood Corporation
FERWOOD SRL
Feton Limited
FGV Asia Limited
Fit Art s.a.s.
FS Chamay Mattress Ticking Manufacture Co., 
Ltd.
FS Leloxe Home Furnishing Co., Ltd
FS Nanhai Dunmei Decorative Material Co., Ltd.
FS Nanhai Hantai Decoration Material Factory
FS Shunde Chilon Hardware Co., Ltd.
FS Xiang Da Packing (Printing) Co., Ltd.
French Timber
Freud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GASAN GAZLIAMORTISOR INSAAT SAN. TIC. 
LTD. STI
Gizir Ahsap Turizm Sanayi Ticaret. A.S.
Global Textile Alliance India Pvt Ltd
Gluecks-Beschlag Co. Ltd
Grandstar Hardware Co., Ltd.
Greatwood Holdings Limited
Green Dragon Wood Products Co., Ltd.
Grupo Alvic Fr. Mobiliario S.L.
Guangdong Tianan New Material Co., Ltd
Guangzhou Deco Deco Decorative Architectural 
Co., Ltd.
H & Z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 B. Fuller (China) Adhesives Ltd.

HN Forever Glory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Jinmao Hardware Co., Ltd.
HN Modern Hardware Co., Ltd
HN Wanxin Metal Products Co., Ltd
HN Yicheng Hardware Co., Ltd
HN Zhongrui Hardware Co., Ltd.
HZ Advance Hardware M.F.G. Ltd.
HZ Chenyu Textile Co., Ltd
HZ Hengyi Textile Co., Ltd.
HZ Hongda Decorative Cloth Weaving Co., Ltd
HZ Talent Decorative Paper Co., Ltd.
HZ Wudai Textiles Co., Ltd.
HZ Xiaoshan Chenda Bedding Factory
HZ Xiaoshan Meixin Deco Fabric Plant
HZ Xiaoshan Rongli Clothing Co., Ltd
HZ Xinyada Fabric Co., Ltd
HZ Zhuotao Textile Co., Ltd.
Hans Weber Maschinenfabrik GmbH
Hanson Furniture Hardware Co., Ltd.
Hanstar Hardware International Co., Ltd.
Happy Sun International Limited
Harvey Industries Co., Ltd.
HD Hardware Co., Ltd.
Hong Kong Wah Tung Limited
HSD Mechatronic (SH) Co., Ltd.
HTS Caster Systems
Huizhou H-antech Motion System Co., Ltd.
ICA S.p.A.
IMA (DG) Int'l Trading Co., Ltd.
INOXA S.R.L.
Internet Wood Glue Co., Ltd
Intradin (SH) Hardware Co., Ltd.
Italiana Ferramenta SRL
Jacquard Textile (Asia) Ltd
Jiangmen Haisen Machinery Accessories Co., Ltd.
Jiangsu Dreamerry Mattress Manufactory Ltd
Joy Hardware Ind. Co., Ltd
Kailong Hardware Co., Ltd.
Kakee (HK) International Limited
KALP PLASTIK SAN.VE TIC.LTD.STI
Kastamonu Intergrated Forestry Industry and 
Trade Inc.
Kay Tai Fasteners Industrial Co., Ltd
Keen Hardware Co., Ltd
King Slide Works Co., Ltd.
Kingdecor (ZJ) Co., Ltd
Kisbu Teknik Tekstil
Kleiberit Adhesives (BJ) Co., Ltd
Klöckner Pentaplast GmbH
KMS Furniture Connecting Systems
Kunshan Mingyi Chemical Co., Ltd.
Lalan Eco-Latex (PVT) Ltd.
Latexco NV
Leitz Tooling Systems (Nanjing) Co. Ltd
Lianxun Hydraulic Hardware Co., Ltd.
Lien A Co., Ltd
Lignar Engineering Pte Ltd
Ligo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Limoss SH INC
Linak (SZ) Actuator Systems Ltd
Lion Rock Group Holdings Limited
Lite-On Electronic (GZ) Co., Ltd.
Litong Metal Accessories Trading Co., Ltd.
Matilda Veneer Pty Ltd.
Mega ranotechnology Co.
Mert Yatak ve Tekstil Makinalari Iml. San. Tic. Ltd. 
Sti.
Meva Insaat San. Tic. A.S.
Microvellum Software
Mien Shu Enterprise Co., Ltd.
MILKAY TEKNIK TEKSTIL SAN. A.S
Ming Tat Hong Group Hardware Supplier Co., 
Ltd.
MITSAN MAKINA A.S
Monks International NV
Moteck Electric Corp.
Nantong Healthcare Machinery Co., Ltd.
Nederm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 Co., Ltd.
New Great Field Machinery Co., Ltd.
NB Max-Way Imp. & Exp. Co., Ltd
NB Megafeat Bedding Co., Ltd
NB New Haiyan Belt Industry Co., Ltd
NB YouYou International Co. Ltd
OJMAR S.A.
OKIN Refined Eletric Technology Co., Ltd
ONKAR Industry (HK) Co., Limited.
Orchard Decorative Materials (China) Co., Ltd
OYNURDEN KIMYA SAN. TIC. A.S.
Ozersk's Furniture Accessories Company Co., Ltd.
Panel Plus Co., Ltd.
Paolino Bacci S.R.L.

Permo Srl
Pollmeier Massivholz GmbH & Co. KG
Portakal Ahsap Uretim ve Pazarlama A.S
PROCHILE
PUNTEKS TEKSTIL MAK. SAN. VE TIC. A.S.
PYTHA Lab GmbH
Q-Fit Sdn. Bhd.
Qingdao CX Joy Hardwoods Co., Ltd.
Qingdao Richriver Electrics Co., Ltd.
Radium Foam B.V.
Rasonics Development Ltd
REHAU Polymers (Suzhou) Co., Ltd
Repon Industrial (Suzhou) Co., Ltd.
Rich Access International Develop Limited
Richard Pieris Natural Foams Limited
Robatech (China) Co., Ltd.
Rodi Sinks and Ideas, S.A.
Schattdecor (SH) Co., Ltd.
Schmalz (SH) Co., Ltd.
SCM Group China Trading Co Ltd
Sefa Kimya Petrol Urunleri San. Ve Dis. Tic A.S.
Senexpo International Fairs Inc.
SERVETTO SRL
SH Baomo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SH Dimar Precision Tooling Co., Ltd.
SH J.best Materials Co., Ltd.
SH Rocky Adhesives Co., Ltd
SH Setting Decorating Material Co., Ltd.
SH Temax Trade Co., Ltd.
SH Wanqiu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SH Zhengye Hot Melt Adhesive Co.,Ltd.
Shaoxing County Feida Nail Industry Co., Ltd
SZ Goodhealth Motor Manu. Co., Ltd.
SZ Tuoch Smart Household New Materials Co., Ltd.
Siam Inter Lock Tek Co. Ltd (Cyber Lock)
Sige S.p.A.
SIMALFA by ALFA Klebstoffe AG
Sinox Company Ltd.
SITEKS DIS TICARET VE TEKSTIL SAN. A.S.
Sterling Home Innovator Private Limited
Stilteks Dar Dokuma Urunleri
Sulekler Forest Products Trade & Industry Inc.
Sun Chain Trading Co. Ltd
Sun Champion Trading Ltd.
Supreme Caster LTD
Sur Artificial Leather & Fabrics Co., A.S.
T.R.SABIR Makina Ltd. Sti.
Taiwan Tung Tai Handle Industrial Corp.
Taizhou Greenpoint Hardware Co., Ltd.
TAKACHIHO KOHEKI (H.K.) LIMITED
Takallianz Hardware Co., Ltd
Tece Dekor A.S.
Teksplast Artificial Leather Inc.
Terao Co., Ltd
TERMOPAL LTD
Thompson Hardwoods
Tianjin Laminuo Woodworking Machinery Co., Ltd.
TIDY Locks & Fittings Sdn. Bhd
Titus Furniture Fittings (SZ) Co., Ltd.
Torrini Precise Industry Limited Company
TTS Tooltechnic Systems (SH) Ltd. / Festool China
U & Z Hardware Co., Ltd.
U.S.A. Pavilion c/o Koelnmesse Inc.
U-C Coatings Corporation
Union Brother (China) Co., Ltd
URUFOR S.A.
Utigo Flex Ducting Ltd.
Verinlegno SPA
Verov Industry Co., Ltd.
Vollmer Taicang Co., Ltd.
Wang Yuen Hardware Factory
Wellcool Cushion Technology Co., Ltd.
WZ M & C Foreign Trade Co., Ltd
WZ Yikang Housing-Health Product Co., Ltd.
Wood-Mizer Asia Pte Ltd
Wright Industrial Limited
Wright of Hong Kong Limited
Yangzhou Enkev Hair Products Co., Ltd
YILMAR International Trade Ltd.
Yongsinyi Co., Ltd.
ZJ Jiecang Linear Motion Technology Co., Ltd.
ZJ Xinyi Intelligent Drive Technology Co., Ltd.
Zhongshan Jincheng Glue Co.,Ltd.
Zhulian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Zimmer GmbH Dämpfungssysteme
Riga Veneer
S.C. Ecowood Enterprises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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