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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展品专区 交易团 企业名称 布展类型
第128届拟安排

展位数

1 宠物用品 杭州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8

2 宠物用品 江苏 江苏中恒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8

3 宠物用品 江苏 无锡豪思纺织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6

4 宠物用品 厦门 厦门吉信德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6

5 宠物用品 浙江 台州华茂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6

6 宠物用品 福建 福建省德化县三峰陶瓷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7 宠物用品 杭州 杭州暖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8 宠物用品 河北 河北义厚成日用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9 宠物用品 江苏 常州市武进亚星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0 宠物用品 江苏 南通远扬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1 宠物用品 江苏 南通宏德顺塑料宠物工艺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2 宠物用品 山东 山东东洋泰工艺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3 宠物用品 山东 郯城县达利工艺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4 宠物用品 山东 临沂亚欧工艺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5 宠物用品 天津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6 宠物用品 浙江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7 宠物用品 浙江 台州市朔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8 宠物用品 浙江 浙江省东阳市圣华贸易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19 宠物用品 浙江 湖州福倍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20 宠物用品 浙江 必然科技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21 宠物用品 杭州 建德市海迪家纺有限公司 标摊 4

22 宠物用品 上海 上海新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3

23 宠物用品 浙江 浦江县丰源家纺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3

24 宠物用品 安徽 安徽爱派特玩具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25 宠物用品 安徽 安徽轻工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26 宠物用品 福建 建阳隆圣工艺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27 宠物用品 福建 福建省旅贸实业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28 宠物用品 广西 北流百达实业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29 宠物用品 杭州 杭州久积控股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0 宠物用品 河北 河北明迈特贸易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1 宠物用品 江苏 宿迁市旺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2 宠物用品 江苏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3 宠物用品 宁波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第128届广交会宠物用品展区企业展位数量安排初步方案

第 1 页，共 3 页

Lenovo-01
下划线

Lenovo-01
高亮

Lenovo-01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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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宠物用品 青岛 青岛华天车辆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5 宠物用品 山东 曹县鲁艺广发工艺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6 宠物用品 浙江 浙江友强实业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7 宠物用品 浙江 浙江鑫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8 宠物用品 浙江 金华市赛利得工具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39 宠物用品 浙江 浙江省土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40 宠物用品 福建 泉州东方手袋厂有限公司 标摊 2

41 宠物用品 福建 武平龙兴科技有限公司 标摊 2

42 宠物用品 福建 连城县丰海竹木业有限公司 标摊 2

43 宠物用品 广东（珠海） 珠海市休普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标摊 2

44 宠物用品 宁波 宁波宏悦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标摊 2

45 宠物用品 青岛 青岛德荣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标摊 2

46 宠物用品 山东 山东凯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标摊 2

47 宠物用品 浙江 苍南县亨利棉纺制品有限公司 标摊 2

48 宠物用品 安徽 芜湖悠派护理用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摊 1

49 宠物用品 大连 大连善德来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标摊 1

50 宠物用品 福建 美佳爽(中国)有限公司 标摊 1

51 宠物用品 杭州 杭州博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标摊 1

52 宠物用品 杭州 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标摊 1

53 宠物用品 江苏 常州市凯尔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标摊 1

54 宠物用品 江苏 盐城开乐纺织工艺有限公司 标摊 1

55 宠物用品 江苏 常州市宏泰纸膜有限公司 标摊 1

56 宠物用品 宁波 宁波新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标摊 1

57 宠物用品 青岛 青岛达安化工有限公司 标摊 1

58 宠物用品 山东 山东辛化硅胶有限公司 标摊 1

59 宠物用品 山东 诸城市松源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标摊 1

60 宠物用品 浙江 临海恒源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标摊 1

61 宠物用品 浙江 汇孚集团有限公司 标摊 1

166

62 宠物食品 山东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4

63 宠物食品 山东 单县永征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标摊 4

64 宠物食品 杭州 杭州意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65 宠物食品 浙江 温州齐平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66 宠物食品 浙江 浙江常山迈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67 宠物食品 浙江 平阳县华兴皮塑有限公司 绿色特装 2

68 宠物食品 青岛 青岛麦健食品有限公司 标摊 2

69 宠物食品 山东 威海和润实业有限公司 标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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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宠物食品 山东 威海博联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标摊 2

71 宠物食品 山东 山东帅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标摊 2

72 宠物食品 浙江 浙江圣伟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标摊 2

73 宠物食品 浙江 浙江鹿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标摊 2

74 宠物食品 重庆 重庆茂源实业有限公司 标摊 2

75 宠物食品 山东 山东柔驰食品有限公司 标摊 1

76 宠物食品 山东 山东外贸集团威海南海有限公司 标摊 1

77 宠物食品 山东 威海益思特贸易有限公司 标摊 1

78 宠物食品 山东 临沂大诚进出口有限公司 标摊 1

79 宠物食品 浙江 温州迪蓬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标摊 1

80 宠物食品 浙江 浙江鼎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标摊 1

81 宠物食品 浙江 长兴华宝宠物玩具有限公司 标摊 1

82 宠物食品 浙江 诸暨市友联进出口有限公司 标摊 1

83 宠物食品 重庆 重庆新世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标摊 1

84 宠物食品 重庆 重庆思味特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标摊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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