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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

广东省贸促会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
广东省演出行业协会
恩平市电声行业协会

欢迎各位莅临2021年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
光产品技术展览会（简称“GETshow”）！
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在中国演艺设备产业基地举办
的专业灯光音响盛会，2021年GETshow广州（国际）演艺
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迎来了近1000家来自国内
外的知名品牌和企业展商，将为观众集中展示业内最顶尖
的技术、最先进的专业音响、灯光及演艺设备等相关产品。
2021年GETshow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
品技术展览会将继续秉承打造中国首个高端无声展览会的
宗旨，智慧办展、绿色办展，为全体观众和展商全力营造
一个高端、舒适的展会环境，轻松看设备、观技术、找商
机、谈合作，2021年GETshow盛会，与您共襄盛举！
最后，祝愿所有观众和展商都能在此次展会上取得丰
硕成果！2022年，我们再相聚！

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
GETshow组委会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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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HOW、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慧聪音响灯光网、演艺科技、依马狮传媒、
寰球精准传媒、亚洲专业视听、国际演艺、电器沙龙、声光视讯、锋镝传媒、分域展
览、中国灯光音响、数字音视工程网、音响网、舞台灯光网、中国视听网、家庭影院
技术、PRO AVL Asia.

WORLDSHOW, CA001, AUDIO.HC360.COM,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IMAS /AUDIOVISUAL WORKS / InfoAV China, Worldwide Focus
Media Co., Ltd., ProAVL Asia, Mega Stage International Media Limited,
Fengdi, Guangzhou sub domain Exhibition Service Co., China Lighting
Audio, Digital Audio Video, Audio160, SL-360, Home Theater Tech magazine, PRO AVL Asia.

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
广东作为最早发展舞台灯光音响行业的地区，涵盖了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聚集了
全国超过80%的演艺设备企业，每年行业总产值占据全国八成。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成立
于2008年3月28日，由多家知名企业自发组织而成，是经由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批准的行业性
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发展至2021年，核心会员400多家，会员企业遍布全省，以专业灯光、
音响、麦克风、功放、会议系统及舞台周边设备为主，覆盖了业界大部分知名企业，其中包
括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企业、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企业等行业翘楚。
商会自成立伊始，不断整合多方资源，致力搭建多样平台，努力为行业提供更好的服
务，推动行业蓬勃发展：
（一）行业交流平台
商会充分发挥行业互动平台的作用，积极组织不同类型的专业培训，行业标准研讨会，
促进行业发展的高峰论坛等，提升会员竞争力，团结各方力量，为不断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做
出积极的努力，充分挖掘产业集群的优势，实现全产业链共赢发展。
（二）服务活动平台
商会自始至终坚持以服务行业、服务会员为出发点，通过展贸活动、学术交流、标准制
定、联谊互动等方式，为行业搭建了宽阔的交流平台；不定期组织会员企业家参观考察、高
尔夫球赛、自行车骑行、野营徒步，丰富广大会员的组织生活；更温暖的是，商会在春节、
中秋、生日等重要日子精心为会员送祝福，促进会员对商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三）引导行业发展平台
商会积极听取政府和会员企业的声音，定期组织参与政府相关活动，向政府部门反映工
作、建议，增加政企相互沟通的机会，整合资源，助力行业产业链融合发展；扩宽视野，帮
助行业企业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培育发展新动力，为行业引路护航。
（四）公益展览平台
商会以“公益办展”为宗旨，自2011年以来每年举办“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
光产品技术展览会”（GETshow），充分结合产业链优势，创新倡导绿色办展理念，为促进
我国演艺设备行业的健康发展，提升我国民族品牌在海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而不懈努
力。

（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微信公众号）
SCE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As the earliest region to develop the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industry, Guangdong
covers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gathering more
than 80% of the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accounting for 80%
of this industry annual total output value of the country.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SCEE), established on March 28, 2008, is a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 officially approv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Affairs of
Guangdong Province. By 2019, there are nearly 500 core members across the province, focusing on professional lighting, sound, microphone, power amplifier, conference system and stage peripheral equipment. SCEE covers most of the industry
well-known enterprises and top leader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industry standard
formulating enterprises, national key cultural export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of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 etc.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CEE has been constantly integrating diversified resources, building multiple platforms, striving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the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1) Platform for Industry Exchange.
SCEE gives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teractive platform. It actively organizes all type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dustry standard workshops, summit forums, etc.,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embers, unite all forces and make positiv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industry service level. Efforts are also made to fully exert the advantag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achieve a win-win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2) Platform for Service and Activity.
SCEE always adheres to its starting point of serving the industry and members. It
has built a broa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industry through exhibition and trade
activities, academic exchanges, standard formul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etc. It enriches the members’ life by organizing member entrepreneurs to site-visit and research,
golf, cycling, camping and hiking irregularly; increases the organization centripetal
force and cohesion by sending best wishes to members on many important days such
as the Spring Festival, Mid-Autumn Festival and birthdays.
(3) Platform for Guiding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SCEE listens to the voic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members actively, organize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related activities regularly, reflects work and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creases opportunities for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communicate, integrates resource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hain. It
also broadens its horizons and helps enterprises grasp the pulse of the age, foster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to escort the industry.
(4) Public Welfare Exhibition Platform.
With the aim of holding “public welfare exhibition”, SCEE has organized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Show (GETshow) annually since 2011 .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dvocates the concept of green exhibition, and makes unremitting effort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popularity and reput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brands at home and abroad.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grew out of GETshow organizing committee attached to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Abb.:SCEE). Since year 2011, GETshow had been held for 10 times and already laid
a solid position in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industry. Thereby GETshow has become a
trading platform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 for sound and light manufacturers.
On August 14, 2015,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nd wholly owned by SCEE. The company upholds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SCEE to serve members and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echnical fields. It’s dedicated to making 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platform for China’s
largest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base, with a purpose to shorten the distance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buyers and reach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sides.
Exhibition Introduction:
GETshow is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light and sound exhibition which was
held by SCEE, and now operated by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The
exhibitors and products includes foreign and domestic audio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Stage equipment/installation/system, Broadcasting, Card Package
KTV, Conference System, Stage Lighting, LED Display, Laser Gear, Microphone,
Amplifier, Stage Peripheral Device, Intelligent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etc.
In the coming event of GETshow 2019, about 1,000 brands and exhibitors will
exhibit their new products. The exhibiting area reaches almost 100,000sq.m, and
around 120,000 professional audiences will be received during the show.
Exhibits Range:
DJ Show, Stage Audio System, Card Package KTV, Public Broadcasting, Conference System, Stage Lighting, LED Display, Laser Gear, Microphone, Amplifier, Stage
Peripheral Device, Intelligent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etc.
Visitor Range:
Manufacturer, Contractor/Agent, Importing Exporting Agent, Integrator, System
Developer, Radio Station/TV Station, Entertainment Team, Art School, Government,
Concert, Media, related other associ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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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how微信公众号）
GETshow WeChat Public Platform

Contact Us:
GETshow Organizing Committee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Add.: Room 802-803, Building B, Shidaichuangyi Park, No. 179 Yingbin Road,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P.R. China.
Tel: +86-20-8479 0060
Fax: +86-20-8479 0162
E-mail: info@getshow.com.cn
Website: www.getshow.com.cn
Wechat: GET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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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艾比欧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iBO Audio&Visual Technology Co.,Ltd

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Guangzhou Wufeng performing arts equipment Engineering Co., Ltd

1A-01B

先锋迪杰(上海）音响有限公司

Pioneer DJ (Shanghai) Co., Ltd

1D-05A

上海独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Dudiao Eectronics And Technology Co.，Ltd.

1A-02

PEAVEY（中国）娱乐运营中心

PEAVEY (China) Entertainment Operations Center

1D-05B

广州市瑞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chen sound equipment Co., Ltd

1A-03

上海台合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Taihe Trading Development Co.LTD

1D-06

广州市天域亮点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URORA COMPANY LTD.,CO

1A-04

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nqi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D-07A

广州市桓润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TDS ACOUSTIC CO., LIMITED

1A-05

浙江德广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JIANG DGX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D-07B

广州声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NOW Electronics Co.,LTD

1A-06

广州声力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li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Co., Ltd.

1D-08

北京天宇方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Beijing Tianyu Fangyu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1A-07A

深圳市亿彩光科技有限公司

Excel Optoelectronics Co., Ltd

1D-09

宁波金三湖科技有限公司

ABCCABLS TECHNOLOGY NINGBO CO.,LTD

1A-07B

广东江有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Guangdong Jiangyou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1F-01

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YAOXING STAGE LIGHTING GUANGZHOU CO.,LTD

1A-08A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1F-04A

WORLD SHOW

WORLD SHOW

1A-08B

擎石（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olding Stone(shanghai)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Ltd

1F-04B

广州同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ngshe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1A-09

佛山纯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uns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F-05A

广州桂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i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B-01

浙江辉珑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HUILONG AUDIOVISUAL TECHNOLOGY CO., LTD.

1F-05B

高巴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aobas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B-02

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SOUND AV TECHNOLOGY CO.,LTD.

1F-06A

恩平市上方音响器材厂

ENPING SHANG FANG(VOTEX)AUDIO EQUIPMENT FACTORY

1B-03

广东德视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 DONG DSD TECHNOLOGY CO., LTD.

1F-06B

恩平市上誉专业音频设备有限公司

1B-03

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sh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s Co.,Ltd

1B-04

广州市汇信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xin Technology Co.,Ltd.

1B-05

广州市鼎泰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1B-06

广州恒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B-07

广州蓝普视屏科技有限公司

1B-08

凱仕（中國）音響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KS(China)Audi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imited

1B-09

广州世轩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xuan Audio Co.,Ltd

1C-01/1D-01

广东科而美光电有限公司

CHARMING CO.,LTD

1C-02/1D-02/1F-02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

1C-03/1D-03/1F-03

中国汇丰音响集团有限公司

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CO.,LIMITED

1C-04

华汇音响顾问有限公司

RIGHTWAY AUDIO CONSULTANTS LTD.

1V-01

佛山市柯博明珠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Kobble Pearl Digital Electronic Co., Ltd.

1C-05

北京太平宝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udee Technology Co.,Ltd.

1V-02

广东省恩平市美镭电子厂

Guangdong Enping MCMYK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1C-07

广州市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fe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Ltd

1V-03

广州市码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C-08A

广州天奥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ao Sound Technology Co., Ltd.

1V-04A

佛山市南海蜚声演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SAE Audio Co., Ltd.

1C-09

广州市新视听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SHI NEW AUDIO-VISUAL TRADING CO.,LTD.

1V-04B

佛山市丹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DN electrinic Technology Co.,Ltd

1V-05

广州欣力高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ligao 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1D-04

广州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i Electronic Co., Ltd

1F-08A

广州市韵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nqiang Electronics Co., Ltd

Guangzhou Dingtaifeng Acoustic Equipment Co., Ltd.

1F-08B

广州市潽音电子有限公司

PROTONE

Guangzhou Hengy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1F-09

1F-07

广州市朗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ABL POWER

1G-03B

广州都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DO POWER Electronics＆Technology Co.,Ltd

1G-05/1G-06

北京元点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Initio Future Technology Co.Ltd

1G-07

东莞市爱高音响有限公司

FDB Audio Manufacture Co.,Ltd

1G-09

广州铭典创视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dian Creative Vision Technology Co.,Ltd.

1G-01-02-03

1H-01/2H-01

广州市锐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V-06A

广州市索扬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UO YANG Audio(GZ)Co.,LTD

2B-02

广州市赫兹音响有限公司

Hertz Audio（GuangZhou）Co.Ltd.

1V-06B

恩平市海尔森电子厂

Enping Haiersen Electronic Factory

2B-03

广州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EGAL ELECTRONIC CO.,LTD

1V-07

恩平市均能音响器材厂

Enping Junne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2B-04

广州爱珈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ga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1V-08

广州松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ngge audio epuipment co,ltd

2B-05

广州市威能士达电业制造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d Forc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o.,Ltd

1V-09

广州市伟杰电器有限公司

NR AUDIO CO.,LTD

2B-06A

广州市迪韵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VON PREFESSIONAL AUDIO CO., LTD.

2B-06B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ME TECHNOLOGIES CO., LTD

2B-07A

广州市嘉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ZOMAX PRO-AUDIO FACTORY(GUANG ZHOU,CHINA)

2B-07B

广州市番禺区声活电子器材厂

Guang Zhou Pan Yu SHUO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2B-08

广州市剧院之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Theater Music Technology Co.,Ltd

2C-01

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ghou Desam Audio CO.,LTD

2A-01A

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2C-02A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SPPA Audio co.,Ltd.

2A-01B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2C-02B

恩平市美笛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MADISTECH CO.,LTD

2A-02A

广州声博士声学技术有限公司

Soundbox Acoustic Tech Co., Ltd

2C-03A

广州市唱匠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PARTY Audio equipment Co.,Ltd

2A-02B

恩平市金丰电子器材厂

Enping Jinf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2C-03B

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City Huadian Electronic Co., Ltd

2A-03B

恩平市奥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C-04

天工（广州）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ky-art Audio

广东省广西商会演艺设备专业委员会

The Entertainment Committee of Guangxi Chamber of Commerce in Guangdong

2C-05

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ncord Sound Industrial Co., Ltd

广州飞腾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eiteng Audio Equipment Co.,Ltd

2C-06A

广州声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VR PRO-AUDIO CO., LTD

广州美之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MeiZhiYin Electronics Co.,Ltd

2C-06B

百威电子有限公司

BWAUDIO SYSTEM CO.,LTD

广州鑫硕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Shuo Electronic.,LTD

2C-07A

恩平市影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ffect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广州汉朝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n Technology Co.,Ltd

2C-07B

广州市奇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QANON AUDIO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LTD

广州雷婷普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eiTing Puhui Technoiogy Co.,Ltd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UIFENG Tech.

2A-03-04

2A-04

2C-08

广州诺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XP音响） Guang Zhou Norm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2D-08

广州市双狼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清远市弘韵音响配件有限公司）

Qingyuan Hongyu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2F-08

2A-05

东莞励声音响有限公司

DONGGUAN LISHENG AUDIO CO.,LTD.

2D-02A

广州分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b domain Exhibition Service Co.,ltd

2A-06

广州万昌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chang sound.co.，LTD.

2D-02B

广州正力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engli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广州国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ofe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2D-03A

广州市艾韵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震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Zhen Equipment Co.,Ltd

2D-03B

广州市科昱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E Audio Equipment,Co.,Ltd

广州声能量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FineSPL Audio Technologies Co.,LTD.,Guangzhou

2D-04

恩平市欧蒙特音响有限公司

ENPING OMT AUDIO CO,.LTD

2B-01A

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FOSHAN LINGJIE PRO AUDIO COMPANY LIMITED

2D-05

广州汇力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li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B-01B

九江慧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MAUDIO（jiuji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市鸿潮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CHAO INDUSTRY CO.,LTD

2A-07
2A-08

2D-01

2D-06A

广州市浪源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Shawan Branch

2G-06

恩平市声辉电子

HUWNSN®

GUANGZHOU AI-MIX AUDIO EQUIPMENT CO.,LTD..

2G-07

美国科利尔通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Clear-Com LLC.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慧聪音响灯光网

www.audio.hc360.com

2W-02

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

CHINA AUDIO THE FIRST NETWORK

广州康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ngsou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肇庆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Regal Technology Co., Ltd

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2E-02

广州帝腾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Deton Professional Sound System Co.,Ltd.

2E-03

广州德莱宝电子(恩平)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laibao Electronics (Enping) Technology Co., Ltd.

2E-04A

恩平市佰利音响器材设备厂

Enping BEL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3A-01A

广州市莱菲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GHTFUL STAGE LIGHTING & SOUND EQUIPMENT CO.,LTD

2E-04B

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

SHEN ZHEN DVAE AUDIO C0.,Ltd

3A-01B

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2E-05A

广州市创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uangtian sound equipment Co., Ltd

3A-02A

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uyi Electronics Co., Ltd.

2E-05B

广州博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roadcom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3A-02B

丰名装配式建筑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Fengming Prefabricated Building Technology (Guangzhou) Co., Ltd

2E-06A

恩平市三鹰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CITY SANYING ELECTRONIC CO.,LTD

3A-03A

广州特洛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Taurus Light Co.,Limited

2E-06B

恩平市朗声电声器材厂

Enping Langsh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3A-03B

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程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achen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project Co., Ltd

2E-07

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DS ELECTRONICS CO. (TAIWAN)

3A-04A

江苏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F-01A

恩平市铭格电子器材制造厂

MingGe Electronics Factory GuangDong Province

3A-04B

广州市创笙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DRAGON STAGE EQUIPMENT CO.,LTD

2F-01B

捷仕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GISCH Lifting Equipment (Shanghai)Co.,Ltd

3A-05

江苏金银杏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gold gingko stage equipment Co., Ltd

2F-02A

广州谷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cci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3A-06A

广州精创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F-02B

恩平市咪诗特电子器材厂

EnPingCity Mesite Electronic

3A-06B

广州市彩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Caizhi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2F-03A

恩平市力创电声器材厂

Enping City Lichua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3A-07

广州市煜彩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ENITH AURORA LIGHTING CO.,LTD

2F-03B

凯思电声器材厂

KAI SI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3A-08

2F-04A

EnPing HengY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3B-08

广州市金之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恩平市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OPPEST LIGHTING

2F-04B

恩平市宇声音响器材设备厂

YUSOUND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3B-01

广东夜太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Guangdong Nighsu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2F-05

恩平市冠星电子

Guanxing Electronics Factory

3B-02A

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ung Light&Electronics Tech.Co.Ltd.

2F-06

恩平市鑫泓电子厂

Stabcl Electronics Factory

3B-02B

广州市南视灯具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ANSHI Light Equipment CO.,LTD

2F-07A

恩平市奥讯电子音响器材厂

Enping AoXun Electronic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3B-03

广州雅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VELLO LIGHT CO.,LTD

2F-07B

恩平市劲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JINYIN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3B-04

广州华之艺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OMEGA TRUSS

2F-08A

宁波立腾音频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Roxtone Audio Technology Co.,Ltd.

3B-05

2F-09A

恩平市宝丰电子器材厂

ENPING CITY BAOFE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3B-06A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圣锋舞台灯光设备厂

Sinfe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2F-09B

深圳市雅威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aweige Technology Co., Ltd.

3B-07B

江苏领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L Lighting Technology Ltd.

2D-06B

深圳市铃声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2D-07A

广州水嘀音频设备有限公司

2D-07B
2E-01A
2E-01B

广州市中祺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qi lighting Co., Ltd.

3C-01
3C-02
3D-02

广州高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i-ltte Electronics Technology.Co.,Ltd

广州佰艺精工有限公司

Bright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广州和森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HK KAYSEN TECHNOLOGY INDUSTRIAL LTD

3E-06

广州夜猫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 owl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3F-01

广东极声行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Polar Audio Co.,Ltd.

广州市宝玛仕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OMASHI LIGHTING & AUDIO CO .,LTD

广州市华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DLIT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江苏中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Zhongba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3E-05B

3C-03

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PR LIGHTING LTD.

3F-02A

3C-04A

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yafe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3W-01

3C-04B

河北万里舞台幕布有限公司

HE BEIWAN LI STAGE CURTAIN CO.,LTD

3F-02B

3C-05A

广州市博歌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KLit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3C-05B

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 Huang Industrial Co.,Ltd.

3F-04A

镇江博瑞达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Zhenjiang Boruida Stage Technology Co.，Ltd.

3C-06A

佛山市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Kez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3F-04B

广州悦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OPULAR STAGE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3C-06B

上骏环球工业有限公司

GLOBAL TRUSS CORP.

3F-05A

广州合盛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Hesheng

3F-05B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dong ASGD Lights Group Co., Ltd.

3F-06

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SHUANGNIAO MACHINERY CO.,LTD,

3F-07

深圳市铭炜达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MWdisplay ELECTRONICS CO.,LTD

3C-07
3D-07A

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

Trinity Technology Ltd.

3D-07B

3F-03

广东镭幻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Ltd

3F-08

上海固田实业有限公司

KUPO SHANGHAI CO.,LTD.

3D-03A

佛山市炬丰光电有限公司

Polar lights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3G-01

广州晟光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guang Stage LIGHTING&AUDIO Equipment Co., Ltd.

3D-03B

广东万镁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wanmei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佛山市中恒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Honorary Truss Equipment Co., Ltd

3D-04A

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Mode China

北京华盛宏源科贸有限公司

Plunda Stage Lighting Cable & Wire

3D-04B

广州北岛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B&D Lighting Ind. Co.,Ltd

3G-04A

深圳市宏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oto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ED

成都炎兴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Chengdu Yanxing Automation Co.,Ltd

3G-04B

明光驰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MINGGUANG CHICHENG ELECTRIC TECHNOLOGYCOLTD

广州杰傲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OL Stage Equipment Company

3H-01

广州上品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EMPIRE LIGHTING CO.,LTD.

3D-06

江苏星海舞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JIANGSU XINGHAI STAGE EQUIPMENTENGINEERING CO.,LTD.

3W-03

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Intelligent Scene Gd Technology Co., Ltd.

3E-01A

广州正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E-01B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3E-02A

广州格丽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LM stage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3E-02B

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nka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3E-03A

佛山市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Yiton Lighting&Audio Co.,Ltd

3E-03B

广州力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mi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4A-01A

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4A-01B

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LIMITED

3D-01

3D-05
3D-06A

3E—04A

广州市白云区明扬舞台灯光设备厂

3G-01B
3G-02

3E-04B

青岛青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Qingan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4A-02A

广州市安贝电子有限公司

ABLELITE INTERNATIONAL CO.,LTD

3E-05A

广州杰城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Cheng Entertainment LTC

4A-02B

成都世纪成美科技有限公司

Chengdu Shiji Chengmei Technology Co., Ltd.

4A-03A

广州秋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Show Pro Lighting Co.,Limited

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hong Stage Light LIMITED

4A-03B

广州未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Future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市舒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yang 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4A-04A

广州市弘裕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u Electronic Co., Ltd

4C-07

4A-04B

广州市马兰宝电子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malanbao electronic lighting equipments co.,Limted

4D-07

广州市明道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GTD Culture &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4A-05

佛山市南海万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WANXI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M2-A

4A-06

广东科励宝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Coreat stage technology CO.,LTD.

4D-01

广州依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V LIGHT(GUANGZHOU)CO.,LTD.

4A-07A

佛山市煜艺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City,Yu Yi Performances Equipment Co.,Ltd

4D-02

广州博锐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RAY ELECTRON CO.,LTD

4A-07B

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K Lighting CO.,LTD

4D-03A

诺玛灯光有限公司

NuoMa Lighting Limited

4B-01

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LIMITED

4D-03B

广州市白云区国达灯光音响设备厂

4B-02A

深圳市大美光电有限公司

Damei Optoelectronics Co.Ltd

4D-05A

深圳市全德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entech Visual Technology CO,.Ltd

4B-02B

广州市格睿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iGrant

4D-05B

深圳市雷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s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4B-03A

广州市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RGB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D-06A

广州市奥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me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4B-03B

深圳市大美光电有限公司

Damei Optoelectronics Co.Ltd

4D-06B

深圳市铂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OLANG OPTOELECTRONIG TECHNOLOGY CO.,LTD

4B-03C

广州浩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oyu optoelectronic co,LTD

4F-01

科美（杭州）机械有限公司

COLUMBUS McKINNON CORPORATION CHINA BRANCH

4B-04A

广州黑豹演艺科技有限公司

Panther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Ltd.

4F-02A

广州科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KONElite Stage Lighting Manufactory

4B-04B

深圳市思奥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4F-02B

广州华尔电气有限公司

4B-05A

佛山市飞达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Phida Stage Equipment CO.,LTD.

4B-05B

广州驰鼎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yu Stage Lighting Installing Factory

4B-06A

广州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ant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4B-06B

深圳市皓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4B-07A
4B-07B

4C-06A
4C-06B/4H-01

广州高义（艺）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Gao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4F-06A

中山市胜洋电机有限公司

ZHONGSHAN SHENGYANG MOTOR CO.,LTD

4F-06B

红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Butterfly Technology（Shenzhen）Limited

SHEN ZHEN KOLO LASER EQUIPMENT CO., LTD.

4F-07

固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KUPO SHANGHAI CO.,LTD.

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dong Electronic Co., Ltd.

4F-08

广东南光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GUANGDONG NANGUANG PHOTO&VIDEO SYSTEMS CO.,LTD

佛山市百特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Brightness Stage Equipments Co.,Ltd

4F-09

广州同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TONTRON PHOTOELECTRIC CO.,LIMITED

广州市锐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Eagle Stage Equipment Co., LTD

4F-10

佛山市彩翔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Caixiang Lighting EquipmentCo;Ltd

4C-02A

北京榜首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Viasho Co., Ltd

4F-10

广东省森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IAN LED LIGHTING CO.,LIMITED

4C-02B

广州安明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nmingli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Co.,Ltd

4F-11

广州市弘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C-03A

广东艺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EASTSUN TECHNOLOGY CO.,LIMITED

宁波海曙区西尚电子有限公司

SEETRONIC NINGBO CO.,LTD

4C-03B

广州市辉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UNFROM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G-02

广东艺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GuangDong YiRu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eam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4G-03

广州市思路雅电气有限公司

Guangzhou SLY ELECTRIC CO.,LTD

4G-04

广州市白云区力盛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Lis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4G-05

广州万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g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4C-01

4C-04
4D-04
4C-05

上海仁添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Rentian Light & Sound Co.,Ltd

4F-04-05

4G-01A

4V-01

广州斯全德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zhou Siquande Lighting Co.,Ltd.

4V-02

广州敦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undi Stage Equipment Co.Ltd

4V-03A

深圳市东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V-03B

广州市安驰灯光有限公司

Gleelite Co.,Ltd

5B-03

广州彩熠灯光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IYI LIGHT CO.,LTD

Shenzhen Dongl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5B-04A

广州灯王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UPLIGHT STAGE EQUIPMENT(GUANGZHOU)CO.,LTD.

盛仕光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Sensatio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5B-04B

深圳市佳韵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YUNFE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4V-04

上海星迅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Xingxun Electric Co.,Ltd

5B-05

广州影烽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Yingfeng Electronics Co., Ltd.

4V-05

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B-06A

广州飞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LK LIGHIT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4V-06A

广州雅斯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shiq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5B-06B

广州顶极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P Stage Light Manufacturer

4V-06B

广州市艾肯照明器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ICON illumination Technology Co., Ltd

5B-07

恒沅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uan stage light & Audio Equipnent Co.,Ltd

4V-07

台湾杰恩宝光源

Taiwan JENBO lighting

5B-08

广州睿迪照明有限公司

4V-08

江苏泓博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ongbo Stage Equip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5C-01

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td

4V-09

上海畅翔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Chang Xia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5C-02

广州鸿彩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cai stage equipment Co.,Ltd

4W-01

MA Lighting International GmbH

MA Lighting International GmbH

5C-03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5C-04A

广州星雨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ISY GROUP CO.,LTD

5C-04B

广州南艺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Nan Yi Audi&Lighting Enterprise co.,ltd

5C-05A

广州励时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ees Electronics Co.,Ltd.

5C-05B

深圳市林辉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lin li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C-06A

广州市荔湾区隆达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Liwan District Longda Lighting Acoustics Equipment Factory

5B-02B

5A-01

广州迪杰帕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J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5C-06B

宁波优曲克贸易有限公司

NINGBO NEUTRIK TRADING CO., LTD

5A-02

广州市耀纳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estage Technology Co., Ltd.

5C-07A

影通光电（广州）有限公司

INTELLA SYSTEM(GUANGZHOU)LIMITED

5A-03A

浙江澳特美文体设备有限公司

Zhejiang aotemei sports equipment Co.,Ltd.

5C-07B

香港光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A-03B

河北伊特舞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EVO-TECH STAGE MACHINERY CO.,LTD

5D-01

广州火盛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tion Technology Co., Ltd

5A-04A

广州艺高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COLORNITE CO.,LIMITED

5D-02

佛山市弘孜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TECHTEAM INDUSTRIAL LIMITED.

5A-04B

广州爱宇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ATON LIGHT CO.,LTD

5D-03

广州市寰视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nshi Lighting Equipment Co.,Limited.

5A-05A

广州镭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 Laserspace 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5D-04A

徐州海云天祥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Xuzhou Haiyun Tianxiang Stage Technology Co., Ltd.

5A-05B

广州时光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gwon Electronics CO.,LTD

5D-04B

广州博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5A-06

广州市哈雅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HAYA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5D-05A

广州瑞艺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Art-tech Lighting Co., LTD

5A-07

广东本睿科技有限公司

5D-05B

广州市博一照明器具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thlite Fixtures co., ltd

5A-08

霸州市星拓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美视晶莹银幕有限公司

Grandveiw Crystal Screen Co.Ltd

5B-01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Foshan YiFeng Electric Industrial Co.,Ltd.

5D-07A

深圳市高宇专业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ao Yu Stage Lighting(ShenZhen)CO.,LTD

广州市德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she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Inc.

5D-07B

广州炫扬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炫扬特效）

Guangzhou Xuanyou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B-02A

5D-06

5E-01A

广州玛利莱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AGA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6A-01A

广州市华崴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GUAGNZHOU INFINITY CASE AND TRUSS CO.,LTD

5E-01B

北京金东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Jindong High-tech Co., Ltd.

6A-01B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ADJ CHINA

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ma Equipment Co.,Ltd

6A-02A

广州市威之发桁架有限公司

Weifa Trussing Co., Ltd.

5E-03A

广州市斯特锐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TERUI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Co.,Ltd

6A-02B

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

OSRAM CHINA LIGHTING LTD.

5E-03B

广州裕兴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Yuxing apparatus Co.Ltd per forming art of Guangzhou

6A-03A

广州市和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twoo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5E-04A

广州华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liao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6A-03B

深圳市力洋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Liyang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Ltd

5E-04B

杭州东星影视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Hangzhou Dongxing Film & TV Equipment Engineering Co. Ltd.

6A-04A

深圳市烁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olif Technology Co.,Ltd

5E-05A

佛山市梭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olo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6A-04B

广州市信威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nway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CO.,LTD

5E-05B

广州市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R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6A-05

广州市明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hi Ming Dian Zhao Ming Ke Ji You Xian Gong Si

5E-06

广州熠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ECK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6A-06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5E-07

湖南泊湾科技有限公司

Hunan Bowan Technology Co., Ltd.

6A-07

广州铭亮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OLORFUL LIGHT CO., LTD.

5F-O1

深圳市鑫巨彩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jucai electronics Co.,Ltd

6A-08

广州星迪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indy Professional Lighting Co., Ltd

5F-02A

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ngbird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6B-01

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Omarte Lighting Co., LTD

5F-02B

广州市伯曼尔商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maner Trading Co.,Ltd

6B-02A

广东雅格莱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Ya Ge Lai Lighting & Audio CO.， Ltd

广州市白云区三杰电子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sanjie electronic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6B-02B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ignify

5F-04A

广州华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YAO ELECTRONICS CO., LTD

6B-03A

广州市汉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nb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5F-04B

广州市越秀区宇航舞台设备商行

YU YOUNG STAGE EQUIPMENT CO., LIMITED

6B-03B

台达丽讯

Vivitek

5F-05A

维奇丽
（北京/上海）激光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Laser Witchery Production Co.,Ltd

6B-04

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5F-05B

广东文广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UANGDONG WENGUANGX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6B-05

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ANGMING LIGHT LIMITED

5F-06

广州市佳明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JiamingLightingEquipmentCO,Lid

6B-06

广州市东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ngm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F-07

广州市多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opLite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6C-01/6D-01

广州市升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ly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F-08A

广州市铂泽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FRESH VISION ELECTRONICS LIMITED

6C-02/6D-02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OYANG ELECTRONIC CO.,LTD.

5F-08B

广州市弘凯电子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KAI ELECTRONCIS.,LTD

6C-02/6D-02

广州市智构桁架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igou Truss Co., Ltd

5G-01

广州阿皮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ppia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6C-03A

广州德利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LIYA OPTO-ELECTRONIC TECH CO.,LTD

Ningbo Haoguan 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6C-03B

广州市番禺怡陇光学厂

YILONG OPTICS，Panyu Guangzhou

6C-03C

广州九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U&T Lighting Co., Ltd.

广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lor Imagination LED Lighting Limited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CKC LIGHTING CO..LTD

惠州市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huizhou mounteck technology co.,ltd

5E-02

5F-03

5G-02/8W-01 宁波浩冠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5G-03A

深圳市吉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HDFAN Technology Co., Ltd

5G-03B

广州市光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anghui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6C-04

5H-01

广东八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Lightspace Co.,LTD.

6C-05

5H-02

广州市华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JI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6D-05

5H-03

深圳市乐的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5W-01

宁波皓声长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6F-07

BEST SOURCE ELECTRONICS CO.,LTD

6C-06A

广州市皓腾灯光有限公司

Idealight Industrial Co., Limited

6F-05

广州市华腾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Hten

6C-07

广州流星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ainSta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6F-06

深圳市风扇屏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FAN DISPLAY TECHNOLOGY CO., LTD.

6D-03A

佛山市炫道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City Xuandao Optoelectronics Equipment Co., Ltd

6F-08A

广州视宝亮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SPLLA LIGHTING & AUDIO CO.,LTD.

6D-03B

凯威演出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PLUSTRUSS INDUSTRIAL LIMITED

6F-08B

广州尼可洛笛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NICOLAUDIE GROUP

6D-04A

广州市澳普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pu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6F-09

佛山市焱垚灯光设备厂

Foshan XPRO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广州泛基亚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Film Gear(International)Ltd.

6F-10

东莞亚奇光电有限公司

Yaqi Lighting Co.,Ltd.

北京隆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LONGHUA Era Culture Development Co.,Pty Lt

广东邑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L STAGE LIGHTING CO.,LIMITED

6D-06A

江苏世展集团有限公司

JIANGSU SHIZHAN GROUP CO.,LTD

6G-02

广州市秋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QiuXio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 Ltd

6D-06B

广州市高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INYU Electronics Co.,Ltd

6G-03

广州市金雨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yu stage equipment Co., Ltd

6D-07A

广州先飞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SUB PRO. LIGHT. co.,Ltd.

6G-04

广州市白云区虹诚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oushi baiyunqu hongcheng stagelighting factory

6D-07B

广州市黄埔区舞美艺术工作室

GUANGZHOU CITY WHAMPOA ZONE STAGE FINE ARTS & ART STUDIO

6H-01

宁波日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SUN RISE EXACT INDUSTRIAL CO.,LTD

6D-07C

石家庄首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Shjiazhuang Alphascope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Ltd.

6W-01

广州三晞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anci Lighting CO.,LTD

6E-01B

广东智成一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ARRI） cine supply zc

6E-01C

广州炫跃科技有限公司

6E-02A

广州市百明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i Ming Hui Lighting Co.,Ltd

6E-02B

鹤山市嘉米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eshan Jiamiji Optoctronics and Technology Co.,Ltd

6E-03A

佛山市竞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TOPSTRIVING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LIMITED

6E-03B

广州百熠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BY LIGHTING LIMITED

6E-04A

广州市华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GUAZHOU HUASHAO CABLE LIMITED

6E-04B

广州市苏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He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6E-05A

广州市申熠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yi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 Co., Ltd

6E-05B

广州市庆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6E-06

6C-06B

6D-04B

6E-01A/6G-01

深圳舜发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offa Technology Co., Ltd.

7A-02-03

广州亿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UDIOLIGHT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7A-04

广州睿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Y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7A-05-06

佛山市曼希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ity ManXi Elec Technology Co,Ltd

Guangzhou Qingy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 Ltd.

7A-07-08

广州维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eng Photoelectric Co.,Ltd

东莞市粤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Yuehu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7A-09-10

深圳金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jinyun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

6E-07

广州丽华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hua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co. LTD

7A-11-12

佛山格蕾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Grac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6F-01A

广州天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Laserviva LTD

广州维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anGaa Lighting Tech., Co., Ltd

6F-01B

广州市晟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ru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7A-16

广州福来专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Forelite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

6F-02A

威浦电器

Weipu Electrical Appliance CO.,LTD

7A-17

东莞市高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COB TEK

6F-02B

富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FUF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7A-18

广州卓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uota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6F-03A

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Nanjing Kangni Technology Industry Co.,Ltd.

7A-19

广州迅飞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unfei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6F-03B

广州夜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TIGER STAGE LIGHTING CO.LTD

7A-20

广州市安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lshin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广州市台电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aidia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7A-21

6F-04

7A-01

7A-13-14-15

点图科技有限公司

Dot Tu Led Technology Fty

7A-22

广州德纳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DANASTAGELIGHTS

7C-18

东莞市杰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A-23

广州市远哒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ANDA AUDIO EQUIPMENT CO.,LTD

7C-19

佛山市南海明添光电有限公司

7A-24

广州信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we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7C-20

佛山市猛进科技有限公司

7A-25

江苏优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youchuangdianqikejiyouxiangongsi

7C-21-22

广州万视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VG Light Equipment CO. LTD.

7A-26

深圳市昊一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ollyland Technology Co., Ltd

7D-01

广州诺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Nochuan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Ltd.

7A-27

北京蓝米水秀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Lanmi Shuixiuhudongkeji Youxiangongsi

7D-02-03

广州市思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cheng Lighting Electronic Company Ltd.

中山新泰立灯光有限公司

THEATRELIGHT ASIA

7D-04

广州市洛克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ok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北京秀域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Showworks Technology & Art Co.,Ltd

7D-05

深圳市宝利鸿电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Baolihong Electric Co., Ltd.

广州得石电器有限公司

DALS Electric Co.,Ltd.

7B-01-02
7B-03-04-05
7C-03-04-05
7B-06-07
7B-08
7B-09-10
7C-09-10

7D-06-07

Dongguan Jieyi Electr0nic Technology Co.,Ltd.

广州明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Yu Lighting Co., Ltd

7D-08

广州市谷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CK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Dongguan RUNDA Cooling Fan Co.,Ltd.

7D-09

深圳市隆鑫舞美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longxin wumei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 co. LTD

上海贝傅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eft Rubber products Co.Ltd

7D-10

广州艾网金属丝网有限公司

GUANGZHOU AEOMESH WIRE MESH CO., LTD.

7D-11

广州多乐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Dole Guangzhou Lighting Co., Ltd.

7B-11

深圳市澳锦明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o Kam Ming Technology Co. Ltd..

7D-12-13

广州市美博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Meibo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7B-12

广州万马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m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7D-14-15

广州市耀彩泓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Union Bright Lighting Co.,Ltd

广州市格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che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7D-16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SAIS CO., LTD.

广州龙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PING ELECTRONIC LIMITED

7D-17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天牌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district baiyun lake street tianpa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江苏美事科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SFC MOTOR

7D-18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fire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7B-18

苏州瑞博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SuZhou Rainbow Confetti Co.,ltd

7D-19

东莞市真致热传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ZZCOOLER Thermal Technology Co.,Ltd

7B-19

广州三禾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anHe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7D-20-21

广州市泓亿铝箱制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ecase Co.,Ltd

7B-20

深圳市远视科技有限公司

WIDMX TECHNOLOGY CO.,LIMITED

7D-22-23

广州杰宸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CHEN LIGHT CO.,LTD.

广州康歌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Kangge Lighting Co. , Ltd.

7D-24

广州致晟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is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7C-01

上海赛尼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SAINI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7E-01-02

广州同歌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ngge Stage Lighting Co., Ltd

7C-02

上海丹马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DANMA EIECTRIC MOTOR.LTD

7E-03-04

佛山市南海区佳富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JIA FU DA MET ALS

无锡力霸电气有限公司

Wuxi Liba Electric Co., Ltd.

7E-05

深圳市金品牌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jin pin pai Lighting CO.,Ltd

7C-08

海宁晶宇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Haining jingy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7W-02

诺创视听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heatrixx Technologies (sz) Branch

7C-11

佛山市迈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CHOYS IMP&EXP TRADING CO., LTD

7C-12

上曼（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Shangman(Shanghai)Electric Co.,Ltd.

广州市尚程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angcheng Stage Light Co., Ltd.

7C-16

广州悦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ummitlite International Ltd。

7C-17

大鹏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apeng eagle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7B-13-14
7B-15/7C-15
7B-16-17

7B-21-22

7C-06-07

7C-13-14

GUANGZHOU BAIYUN DISTRICT JIANGGAO JUYING ELECTRONICS FACTORY

8A-01

广州市白云区雅博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District YABO Stage light&Audio Equipwent Factory

8B-14-15

广州歌斯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sida Light Equipment Co.lte

8A-02

广州市夜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sky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8B-16-17

广州慧鸿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huihongwutaidengguangshebeiyouxiangongsi

8A-03

广州嘉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asen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 Ltd.

8B-18

广州市智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star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8A-04

上海龙珠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SHANGHAI LONGZHU OPTICAL COATING CO,LTD

广州市明瑞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Merry Lite co,ltd

8A-05-06

东莞市同裕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Tongyu electronics Co., Ltd

8B-21

广州市德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f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8A-07

河南豫之星灯具有限公司

Henan yuzhixing lamp Co., Ltd

8B-22

常州市强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Changzhou Qiangyu Metal Products Co.,Ltd

8A-08

广州市铂江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jiang photoelectric co.LTD

台湾恒日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Lighten Corp

8A-09

广州佳思灯光有限公司

昆山恒稳光电贸易有限公司

Kunshan Lightan Trading Co.,LTD

广州巨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y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8B-19-20

8C-01-02

8A-10-11

广州宏王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WANG PRO-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8A-12-13

广州凯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aiyua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8C-04-05

广州市金锐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Jrlighting

8A-14

广州星天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TD Stage Equipment Co.,Ltd

8C-06-07

广州嘉特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ate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s Co.,Ltd.

8A-15

大连海天祥云科技有限公司

DJMIX

8C-08-09

佛山长晶电源有限公司

FOSHAN CHANGJING POWER CO.,LED

8A-16

广州中天电机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tian Motor Co., Ltd

广州友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h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8A-17

广州市白云区极光电子厂

Polarlight Electronics Co. LED, Guangzhou

8C-11-12

烟台大明气模营造有限责任公司

Yantai Waha Inflatable Co., Ltd

8A-18

广州市五阳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Wuyang Photoelectric Co.,ltd

8C-13-14

深圳市昌建顺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CJS Technology Co.,Ltd.

8A-19

广州高鼎五金有限公司

Guangzhou golden hardware Co.,Ltd

8C-15

广州市超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ChaojinMetalProductsCoLtd

8A-20-21

广州市玛天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GUANG ZHOU CK LIGHT CO; LTD

8C-16

广州市民彬传动皮带有限公司

Guangzhou citizen bin drive belt Co., Ltd

8A-22

佛山巨源电源有限公司

FO SHAN JU YUAN ELECTRONICS CO.,LTD.

8C-17

广州舞夜（红巨星）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nce Night(Redstar)Stage Lighting Co., Ltd

深圳市蓝凌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anling Technology Co., Ltd

8C-18

广州市金佰利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BAILI STAGE EQUIPMENT CO.LTD

广州精诚电器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GCHENG ELECTRICAL APPLIANCE CO., LTD

8C-19-20

真视美视听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高羽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gaoyu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8C-21-22

广州广九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仁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ceda Lighting

8D-01-02

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B-02-03

广州迈卓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aizhuo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8D-03

8B-04-05

佛山市创煊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uangxuan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8D-04-05

深圳市晨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len Optoelectronics Co., Ltd

佛山雨亭照明有限公司

FOSHAN YUTING LIGHTING LTD

8D-06

东莞市博锋光学科学有限公司

DONGGUAN BOFENG OPTICAL TECHNOLOGYCO.LTD

惠州市鑫一易科技有限公司

Huizhou XinYiyi Technology Co,Ltd

杭州摇头龙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Dancing Dragon Technology Co.,Ltd.

8B-08

佛山市束影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SHUY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8D-11

广州市超然计算机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ORAN COMPUTER CO.,LTD

8B-09

广州美芯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XL Stagelight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8D-12

深圳市未林森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leilinsen technology co., LTD.

8B-10

杭州颖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Yingchu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8D-13-14

广州艺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xing Culture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鼎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ing lighting Co.,Limted

8D-15

长三角国际文化科技装备展览会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Culture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

深圳市国瑞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UORUI LIGHT SOURCE TECHNOLOGYCO.,LTD

8D-16

广州长流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 flow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8A-23-24
8A-25
8A-26-27
8B-01

8E-04
8B-06-07

8B-11-12
8B-13

8C-03

8C-10

8D-07-08-09-10

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LTD.

广州市辉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8D-17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ly Plastic Products Co.Ltd.

8D-18

佛山市诚之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engzhix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8D-19

广州艾浦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pu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8D-20-21

广州市巨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D-22-23

香港永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HK ALWAYSFAITH INTERNATIONAL CO.,Ltd.

恩平市加百利电声器材厂

Gabriel Electronic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9A-42-44

河南森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enan Senge Materials Technology Co.,Ltd.

Guangzhou Ju Wei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9A-46

广州锐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y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宇杨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SHIJING YU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9A-48

东莞市锦泉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JMYO Electronics Co.,Ltd

广州市超毅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OYI ELECTRONICS LIMITED

9A-50

《中国灯光音响》杂志

广州市雳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F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Ltd

9A-52

DAV数字音视工程网

DAV01

8E-03

红合塑料包装(广州)有限公司

Honghe Plastic Packaging Guangzhou Co., Ltd.

9A-54

锋镝传媒（广州）有限公司

Fengdi media（Guangzhou）Co.,Ltd.

8E-04

佛山雨亭照明有限公司

FOSHAN YUTING LIGHTING LTD

9A-56

国际演艺传媒有限公司

MEGA STAGE INTERNATIONAL MEDIA

8E-05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fire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9B-01-03

广州雄田（台湾）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ong Tian (Taiwan) Electronics Co., Ltd.

8W-02

广州海威科技有限公司

CHROMATEQ SARL

9B-02-04

恩平市恒利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henli electronics co., LTD

9B-05

广州俊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sheng audio Co,Ltd

9B-06-08

恩平市咏盛电子器材厂

Enping wingsing electronic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9B-09

广州庚海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nghai Audio Equi Pment.,Co Ltd.

9B-10

广州市易拓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ETO AUDIO EQUIPMENT CO.,LTD

广州威莱电声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like Electroacoustic Co.,Ltd

广州市蜀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yin Electronic Co., Ltd

广东益友箱包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Yiyou Case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市宏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j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8D-24
8E-01-02

9A-36-38
9A-40

9B-11-13
9A-01-03
9A-02-04-06-08

恩平市迈威仕电子厂

Enping mawesi Electronic Co.,Ltd

9B-12/9C-11
9B-14-16

广州千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A-05-07

恩平市雷赫迪电子器材厂

Enping REHED ELECRONIC EQUIPMENT FACTORY

9A-09-11

宁波市海曙区迪比音响有限公司

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9B-17-19

广州名扬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yang Audio Co., Ltd.

9A-10-12

东莞市常友实业有限公司

DONGGUAN A FRIEND INDUSTRIAL CO., LTD

9B-18-20

恩平市飞迪奥音响器材厂

Enping Fedyco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镭声威影K.影院.私家影院音响公司

Guangdong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9B-21

清远市博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Qingyuan Bore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A-14-16

恩平市舒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Su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9B-22-24

东莞雅那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 Guan Anaccor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A-15-17

广东杨航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Guangdong Yanghang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 Ltd

9B-23

广州舒帕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rpass Audio Co., Ltd.

恩平市凯斯特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KEST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B-25-27

深圳帛佳音科技有限公司

9A-19-21

佛山市擎抡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KINGLUN ELECTRONICS Ltd

9B-26-28

广东爱德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Ideasi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A-23-25

广州市尚声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SING AUDIO MANUFACTURING CO.,LTD

9B-29

东莞市乾方音响制造有限公司

PXD ACOUSTIC WORKS CO., LIMITED

9A-24-26

恩平市智博音响科技厂

Z-BOK AUDIO TECHNOLOGY

9B-30

广州吉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A-28

广州市白云区亿禾音响器材厂

Guangzhou YiHe Electro-Acoustical Fittings Factory

9B-31

广州市名谱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UO MIPO ELECTRONICS CO.,LTD

9A-30

广州醇美电子有限公司

CMS-audio Electronics Ltd

9B-32

广州比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itia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东莞市奥普新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AOPUXIN AUDIO TECHNOLOGY CO.LTD.

9B-33

深圳市音频网通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udiocom Technology Co., Ltd

9A-13

9A-18-20-22

9A-32-34

9B-15

深圳金佳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JIAR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C-33

清远市顺俐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Qingyuan shunli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9B-35-37

广州市欧迪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ODi Audio Technology Co.,Limited

9C-34

广州市科纳威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enawei sound equipment co., Itd

9B-36-38

苏州酷麦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CUEMERA SMART GEAR CO.,LTD

9C-35

广州市敏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minkaiEIectronicTechnoIogyCo.Ltd

9B-39

广州市尚科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HANG KE AUDIO EQUIPMENT CO.,LTD

中山市奔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ZHONGSHAN CASCOO METAL MACHINERY CO.,LTD

9B-40

佛山市南海区迪朗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China)Performing Instrument Co.,Ltd.,located in Foshan,Guangdong of China

乔牌（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Jopad (Guangzhou)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9B-41

海盐虎溪线缆有限公司

HAIYAN HUXI WIRE & CABLE CO.,LTD.

恩平市雅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Yaxin Eletronlc Technology Co,.Ltd

9B-42

广州市花都区广尔中电子厂

Guangzhou Huadu Guang Er Zhong Electronic Factory

广州众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lian Culture Tech Co.,LTD

9B-43-45

万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D lighting

9C-43-45

广西冠鹏科技有限公司

Guangxi Guanpeng Technology Co., Ltd

9B-44-46

广东省锋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Fengd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9D-01-03

广州市锐兆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zhao Electronid Co.,Ltd

9B-47-49

宁波市骐妙电子有限公司

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家庭影院技术》杂志社

Home Theater Tech magazine

9C-01-03

恩平市民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ENPINGSHI MINYU ELECTRONICS CO.,LTD

影音中国网

www.hdavchina.com

9C-02

广州市州锐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LC AUDIO

9C-04

拓林电声

TMRE

9C-05

佛山市南海区精业光华电子有限公司

GH ELECTRONIC CO.,LTD

9C-06

广州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 crow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9C-07

佛山市南海区宏韵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Nanhai Hongyun Performing Equipment Co.,LTD

M2-A

广州翼维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Eway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9C-09

广州市双合科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M2-B

上海雷舞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LOVDMX Lighting Technologies Co., Ltd

恩平市声程电子厂

soundprese

M2-C

广州可莱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aisi Stage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珠海瑞通方线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Rectangle Wire Co., Ltd.

M2-D

广州百伦舞台灯具有限公司

LITEFOCU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9C-14-16

广东省湖南商会演艺设备专委会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Guangdong Hunan Chamber of Commerce

M2-E

深圳市美尔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ega Technology Co.,Ltd

9C-15-17

余姚市奔龙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YU YAO BENLONG ELECTRIC & SOUND COMPONENTS CO., LTD

M2-F

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 Young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9C-18-20

恩平市佰禾音响器材厂

EnPing BaiH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深圳大道半导体有限公司

SHENZHEN DADAO SEMICONDUCTOR CO.,LTD.

9C-19

佛山市荣强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wer Electronics Co.LtdTD

9C-21

广州市华科智音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ke Zhiyin sound apparatus Co., Ltd

广州众鑫音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Fedaxy Audio Electronic Co.,Ltd.

9C-23

佛山市泰乐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TAILE STAGE EQUIPMENT CO.LTD

9C-25

钜钻电子有限公司

Juzuan Electronics Co., Ltd.

9B-34

9C-10-12
9C-13

9C-22-24

9C-36-38
9C-37
9C-39-41
9C-40-42-44-46

9D-02

M2-J/M2-K

户外中心广场

EK

无锡昌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户外8号

广州菩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ushe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9C-27

恩平市乐威音响厂

户外15号

广州市山迪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andi Audio Equipment Co., Ltd.

9C-29

佛山市鑫汇盛科技有限公司

TAIZHAN GROUP-XINHUISHENG TECHNOLOGY CO. ,LTD

户外20号

广州市鑫王音响科技有公司

Guangzhou Xinwang sound technology co,.LTD

浙江百润轴承有限公司

ZheJiang Baron Bearing Co.,Ltd

户外东广场

广东熠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Yiri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9C-26-28

9C-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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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01B

深圳市艾比欧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iBO Audio&Visual Technology Co.,Ltd

1A-03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五联社区瓦窑西2号iBO科技园
电话：0755-89982229
电邮：info@ibo-pro.com
传真：
网址：info@ibo-pro.com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连富路７６３号Ｂ幢１０１室
电话：021-67815905
电邮：
传真：
网址：www.taihemanyi.com

参展产品：特殊材料扬声器、线性阵列系统、剧院系统
公司简介：公司成立于2003年，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集科研、制造、加工
、工程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其中具有二十余年研究工作经验的材料学、
结构学、数字音频电路高级工程师18人，产业技术工人100余人。建立健全完整的管理体系、开发生
产控制体系、质量测试体系，通过了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质量体系的认证。
LA-210：使用了全新的蓝钛高音振膜，蓝钛和传统钛相比较，蓝钛在没有增加振膜重量的同时，
大大提升了振膜的刚性，使其能够不损失瞬态的前提下降低了大功率的失真；
TH系列：以统一的音色，重新诠释剧院扩声；
F系列：是iBO结合多年的使用经验，以实际运用出发，强调性能与安装的平衡，从5寸到15寸同
轴；3寸至6.5寸音柱；12和15寸的低频扬声器构成的完整系统；一个系列，玩转各类型扩声现场。

参展产品：Fulcrum Acoustic
Portman Lights
公司简介：上海台合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成立，目前负责多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的产品代理，并提供优质高效的配套服务。
公司代理的产品广泛的应用于：主题公园、演播厅、剧场剧院、互动影院、会议厅、体育场馆、星
级酒店、娱乐场所等。
目前主要代理的品牌：美国Flucrum音响，波兰Portman灯光。
美国Fulcrum:以全部采用同轴单元技术为特色的高端产品，其采用的TQTM（时域均衡技术），为音
箱提供大功率高保真的声音还原能力提供了保证，因此，主要应用于对音质有苛刻要求的场所。
波兰Portman:专注于独特，专业舞台灯光设计制造,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标志性设计。
Shanghai Taihe Trade Development Co., Ltd. Since 1998.
At present, the main agent of the brand: Fulcrum Acoustic, Portman lighting.
Fulcrum is a high-end product featuring coaxial unit technology. TQTM (time domain
equalization technology) is adopted to guarantee the sound reduction ability of
high-power and high-fidelity speakers. Therefore, it is mainly used in places with
strict requirements on sound quality.
Portman focus on unique,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creating
world-famous iconic design.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me parks, studios, theaters, interactive cinemas,
conference halls, stadiums, star-rated hotels, entertainment venues, etc.

先锋迪杰(上海）音响有限公司
Pioneer DJ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523号金虹桥国际中心6楼01单元（200051）
电话：021-52750255
电邮：inquiry.cn@pioneerdj.com.cn
传真：
网址：https://www.pioneerdj.com/zh-cn/
参展产品：专业DJ产品及专业音箱
公司简介：自 1994 年起，Pioneer DJ 一直从事 DJ 业前沿的 DJ 设备的开发、制造和销售。20 多
年来，我们的箴言一直是给予客户“惊喜和鼓舞”，我们也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 DJ、艺术家和俱乐
部的大力支持，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打碟，不管他们是怀揣着从
事打碟职业的梦想，还是只是享受和朋友一起接歌混音，我们制造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有助于将他
们带入音乐创作的世界。我们致力于通过我们的产品开发和设计不断创新，以满足专业和业余客户
的需求，并保持 Pioneer DJ 设备作为行业标准的声誉。

1A-02

上海台合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Taihe Trading Development Co.LTD

1A-04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南浦碧桂大道恒达工业园A2栋3楼
电话：17872303218
电邮：1102567329@qq.com
传真：0755-88309111
网址：www.ane-audio.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音视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现经营产品包括有智慧云广播、无纸化会议、全数字会议、远程视频会议录播、舞台灯光
等系统产品并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成功案例超过26万个。
产品介绍：ANE音桥全数字会议系统可以轻松应对上千人的会议系统，纯网线组网减轻施工难度，
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可维护性。独创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通信及数字传输处理技术，满足
会议发言讨论、签到表决、摄像跟踪、同声传译、进程控制等应用需求。ANE音桥无纸化会议系统
兼容微软Windows7、Windows10、Android操作系统，实现会议前、中、后的一体功能管控与应用，
使复杂的会议过程变得非常轻松、高效、环保。

PEAVEY（中国）娱乐运营中心
PEAVEY (China) Entertainment Operations Center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83号
电话：020-39218883
电邮：peavey_ck@163.com
传真：020-39218353
网址：www.peaveyktv.com
参展产品：PEAVEY娱乐新品CC8酒吧系列，PARTY系列
公司简介：美国PEAVEY音响源自1959年，成立于1965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和专业音响制造
商之一。也是中国解放初期最早引进中国的进口音响设备品牌。
美国PEAVEY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很快在大中小城市得到广泛运用，并深受消费者所喜爱。大到
体育馆、政府会议室 、小到路边演出，处处都能见到PEAVEY的身影。时光飞逝，PEAVEY产品已在
中国销售了50多年了，期间得到行业及许多专家的认可，并获得无数的奖项及专利技术。
2016年注定是一个传承发展的不平凡的一年，2016年11月1日PEAVEY（中国）娱乐运营中心经美国
PEAVEY集团授权并成立，开展了全面进军中国KTV娱乐市场的各项重大举措，取得了步步为营的突
出成绩！美国PEAVEY娱乐CK系列一经面市便得到了娱乐行业和专家同行的高度认可，在中国各大城
市建立了不少标杆性量贩式、商务式KTV场所。这是一款以Chinese Karaoke(中国卡拉OK)为命名的
美国PEAVEY娱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娱乐专用产品，有 CK-3系列；CK-7系列；在CK系列基础上美国
PEAVEY娱乐强势加推JAZZ（爵士）系列及CK-6卡包系列配套中国娱乐场所；以Chinese Club(中国
俱乐部)为命名，针对酒吧市场将推出CC8系列酒吧产品，2018年GET SHOW广州展将隆重面世。
美国PEAVEY娱乐一直在推陈出新，打破常规然而PEAVEY娱乐并未满足于现状，在创新的路上从
未停止前进的脚步。在2020年9月再推新品——Party系列。另外还有酒吧、餐吧、派对KTV矩阵系
列：partyK52、C52、C55；酒吧、餐吧、派对KTV超低频系列：B18、B28，以满足时下流行的派对
包厢潮流。而这一理念，也正与PEVAEY“想要出类拔萃，必须与众不同”的精神追求相同。
相信在美国PEAVEY集团的最先进技术支持下，中国娱乐市场的需求将越发完美融合，PEAVEY（中国）
娱乐运营中心一直在创新与突破，未来，我们将引领新一轮的娱乐风潮，再次缔造传奇！

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nqi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A-05

浙江德广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JIANG DGX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姚江镇敬贤路一号德广信工业园
电话：13396855120
电邮：fqq@szdgx2016.com
传真：0575-87688116
网址：www.szdgx.com
参展产品：透明屏/RS视频条
公司简介：浙江德广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DGX）总部位于美丽的西施故里-浙江省诸暨市
，距离杭州萧山机场60公里，依托长三角经济区便利的交通网络，以及强大的工业基础资源，致力
于打造服务全球的定制化LED显示屏产业基地。历时多年的技术积累与项目沉淀，DGX拥有户内LED
显示屏，户外LED显示屏，租赁式结构LED屏，小间距LED显示屏，地砖LED显示屏，透明LED显示屏
以及异型定制LED显示屏等几个大类，数十种规格的LED显示屏产品解决方案，DGX积累了大量的，
不同行业对显示屏使用需求的丰富专业经验，为更好地服务各种领域的用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DGX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作为公司产品的核心思路，不断为客户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推动行业发
展，DGX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发展战略，以优越的创业环境吸纳更多优异的高新技术人才，坚

定德广信人用专业和行动来回报客户的决心。
德广信LED透明屏：DGX透明屏超85%的通透率，高透高清，不影响建筑或室内外外观形象，超宽视
觉设计，箱体外形美观，重量轻，散热性好，耐候性强，占用空间小，节能省电设计，屏体运行无
噪声，运行成本低，安装方便快捷。
德广信LED视频条：DGX-RS视频条系列无边框的设计，能够实现无缝拼接，可以完整的显示整个画
面，压铸铝控制盒，可快速拆卸安装，全户外防水设计，满足租赁和固定安装，配合机械结构设计，
拼装灵活百变。

1A-06

1A-07B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敏航路73号商铺（4座商业楼73号商铺）101房
电话：020-39181938
电邮：516738556@qq.com
传真：
网址：www.ittown.ltd
参展产品：音响设备
公司简介：广东江有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坐落于交通便利、环境优雅的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敏航路
73号商铺（敏捷上品商务中心内）。是一家集代理进口音响器材销售以及舞台灯光、音视频工程承
接、安装调试、技术咨询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公司。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高素质
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技术支持团队，骨干技术人员均有超过15年以上的专业舞台设备调试经验。
公司正处于发展期，通过对行业资源的整合以及自身分销和服务体系架构的不断充实，得到越来越
多行业同仁的关注和支持。公司旗下的“丹麦MACH美刚品牌”“LineAudio品牌”通过近几年的宣
传推广与广大客户的共同努力，已建成全国性的服务网点，分销网络基本覆盖全国大中城市；产品
线基本覆盖了音频系统大多数应用领域，可以满足众多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体育场馆、娱乐空
间、酒店、剧场厅堂及流动演出等专业应用的需求。

广州声力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li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高沙工业区力丰工业园
电话：020-31000138
电邮：511495
传真：
网址：www.soneg.com
参展产品：演出与会议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声力电声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研发、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高
新企业。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和技术创新，公司在美丽的花城广州拥有一占地叁万平方米花园式的工
业园区，并根据不同市场和应用创立了声艺、声朗、尼富、维尔斯四个品牌，实现产品多元化需求
。主要产品有调音台、功率放大器、专业音响、数字和模拟音频信号处理器、卡拉OK设备、公共广
播、话筒、会议系统，形成一条完整音响产品链，能满足音响工程不同使用层次标准及各种需求。
公司的产品，被成功应用于第十六届大连国际服装节开幕式、韩国歌星安在旭沈阳演唱会、沈阳五
里河体育馆群星演唱会、石家庄国际禁毒日演唱会、辽宁本溪第五届国际枫叶节开幕式、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长征组歌》大型公益巡演、《井岗山》红色太行.大型实景演出、南昌军乐节
、太原电视台2011感谢有你、2018云南文山中国普者黑花脸节等大型文艺演出活动。二十年来,公
司一直致力于员工整体素质的培养、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管理思想的探索，
今天的企业已拥有独特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设备，雄厚的设计实力，强大的营销团体和专业的
技术服务力量，公司生产及管理严格按照IS0—9000 认证体系的规定流程，执行美国UL，欧盟CE认
证体系标准,并建有声学实验室模拟用户实验室，气候模拟中心、元件测试中心、成品检测中心，
保证了产品高质量及一致性。其产品销往全球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经销商遍布全国各大专业
市场。进入新世纪，声力人将秉承专业、认真、科学、敬业奉献的态度，向广大用户提供尽善尽美
的售前、售后服务，并与有志人士一道携手未来。

1A-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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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工程系列音箱；常规音箱；数字处理器；专业功放
公司简介：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专业音响器材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具有
雄厚的研发实力，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已独立开发、研制出多系列具有专利技术的ZSOUND、SY品
牌专业扩声音箱。
公司自成立以来，推行“以质为本，技术先行”的企业理念，并从客户的角度出发，以全方位
减少客户的运营成本为己任，并以此指导产品研发方向，开发出多系列可靠、耐用并且便于操作和
使用的最高性价的产品。目前，ZSOUND品牌产品涵盖了流动演出、剧院、会议中心、多功能厅、酒
吧、俱乐部、电视台和体育场馆等不同应用场合。
经过多年的沉淀及发展，ZSOUND声扬一拥有了完善的团队及生产力：我们拥有强大的执行力，
团队成熟，各个部门相互分工配合，第一时间响应；我们有及时快速的售后，急客户之所急，客户
产品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对发，保障客户活动顺利进行；我们拥有成熟的技术团队，重大演出可提
供技术支持、定期技术巡访、工程方案有专门的技术负责作图配单；此外在国内外演出市场，我们
还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ZSOUND产品在国内外流动演出和固定安装工程占有大量的市场份额，得到
国内调音师的普遍认可。

深圳市亿彩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鲤鱼河工业区振兴路41号第1栋3楼
电话：17722610239
电邮：sam@excel-led.com
传真：
网址：www.excel-led.com/www.excelledscreen.com

In recent years, the LED screen market has expanded rapidly, with any number of opportunistic companies offering screens at sometimes unbelievable prices.Excel LED are not one
of these companies. Our screens are not "off the shelf" products; we pride ourselves
that all ar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Excel LED to the highest industry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finest engineering is coupled with the very latest and efficient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and maximizing value to our customers.
This approach is borne of Excel's long experience in the LED market; having installed
full colour LED screens nearly 9 years ago we have worked with LED screen technology
ever since, making Excel LED one of the most experienced names in the industry. This
knowledge translates into our product design, with a host of features designed to maximize picture quality, durability and reliability. With full control of our production
lines, our products are made to order with the flexibility to incorporate custom designs
like curved screens. Continual investment in R&D allows us to continue to develop market
leading innovative and advanced products to the very highest standard.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滘新路33号（声扬音响）
电话：020-34833101
电邮：zsmarket@prozs.com
传真：020-34833010
网址：www.prozsound.com

Excel Optoelectronics Co., Ltd

参展产品：LED显示屏
公司简介：Excel LED has over 9 years experience in providing LED Screen solutions worldwide . Many companies now offer LED screens, but few can match Excel’s pedigree.

广东江有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Guangdong Jiangyou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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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石（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olding Stone(shanghai)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Ltd
地址：上海市金沙江西路1555弄慧创国际377号4楼
电话：13764713636
电邮：qinglin.yu@topav.net
传真：
网址：www.topav.net
参展产品：英国TPI音箱/德国HEDD监听/日本SONY录音话筒
公司简介：擎石文化是一家有着深厚行业背景，充满激情的录音、扩声、乐器销售公司。和多家音
视频集成商有着紧密合作的分销体系，具备承接大型场馆及不同需求的声学设计等专业性的综合公
司，英国TPI 由Gilles Smith领导，拥有世界一流的团队，设计和制造高性能的音箱系统，英国本
土制造，达到军用规格和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和耐用性，是极具个性的音响产品。HEDD由物理学家
Klaus Heinz 和母带工程师、音乐学家Frederik Knop博士创立，公司打造应用全面且如手术刀般精
准的工作室监听音箱，产地在柏林，让音乐制作人和声音工程师都能将这些音箱应用到自己的声音
监听工作中。90年代 Sony 推出了针对 CD 录制的话筒 C-800G，获得了一致好评。而今 Sony 继承
上一款的优秀品质，新推出了“专业高解析度录音”的话筒，以配合 Hi-Res Audio 产品线。具体
革新就是开发了能在 50kHz 下进行录音的电容式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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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纯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uns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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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 DONG DS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泌冲后海村东约大街二十三巷1号
电话：0757-81026268
电邮：642161190@qq.com
传真：0757-81026267
网址：www.csamp.com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36号黄埔实验室A栋901
电话：020-31609631
电邮：marketing@dsd-gd.com
传真：
网址：www.dsd-gd.com

参展产品：专业功放，舞台音响设备及配件
公司简介：纯声音响(CS Audio)创建于2008年,主要为市场提供专业扩声行业中品质一流、高科技
且行走在时尚尖端的高端产品。
自2008年建厂以来,纯声凭着富于创造力的管理理念,诚恳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诚
实守信的企业信誉,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
CS Audio was build up in 2008, mainly for provide industry of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products, high technology and lead the way of fash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8, CS Audio has won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e ingenuity of creative management, sincere and enthusiastic service attitude,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honest and trustworthy of business reputation.

参展产品：DSD激光投影机
公司简介：广东德视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广东省大湾区建设核心区域的黄埔实验室，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高端激光投影机、激光光源、激光照明灯具及工程应用相关产品为一体的创新型高科技
企业。
德视达公司核心团队拥有16年以上工程项目实施经验，积累了庞大的行业客户群，致力于以现代
化的运营管理模式和良好的关系网络平台为基础，更好的为户外投影秀、舞美演艺、展览展示、文旅
互动等市场客户提供高端激光投影机及其配套设备，为项目定制视频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大型沉浸
式互动地面投影秀、古城墙3D灯光投影秀、溶洞景观灯光投影秀、实景演出大型舞台剧全息投影秀、
山体/塔式户外建筑投影秀、大型环江河堤灯光投影秀、公路隧道投影秀、地下长廊投影秀等。
德视达公司在全国多个省市建立服务网点，以区域化销售服务网络，高可靠、高品质、高效率和
具竞争力的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行业客户的信任和赞誉。展望未来，德视达公司将继
续以“德以显质、视及所达”的战略方针，全力塑造强竞争力民族品牌，展现清晰的发展蓝图！

浙江辉珑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HUILONG AUDIOVISU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38号105室
电话：13958037922
电邮：1178560617@qq.com
传真：0571-85873600
网址：http://www.halo-av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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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WINSOUND AV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星中路骏盈大楼1栋401房之三
电话：020-39186688
电邮：max@win-sound.com
传真：020-31060123
网址：www.win-sound.com
参展产品：MIDAS、KLARK TEKNIK、TURBOSOUND、TANNOY、LAB.GRUPPEN、LAKE、
TC ELECTRONIC
公司简介：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历经七年的沉淀与发展，继被德国
“Music Tribe”集团认可为扩大中国市场战略计划合作伙伴后，先后取得MIDAS、KLARK TEKNIK、
TURBOSOUND、TANNOY、LAB.GRUPPEN、LAKE、TC ELECTRONIC七大音响品牌的产品总代理权，誉声视
听已从一家全新起航的中国专业音响行业新军蜕变成业界不容忽视的精英。
由此，誉声视听给客户打造一流的从售前咨询、参观试听、方案设计、产品出货、安装调试乃
至售后承诺等全方位综合服务。过硬的产品质量是誉声视听建立长久发展方向目标的基石，这也促
使誉声不懈努力追求更高层次的行业地位。从英国MIDAS调音台、KLARK
TEKNIK数字处理器、
TURBOSOUND扬声系统、TANNOY商业扩声、LAB.GRUPPEN·LAKE顶级功放以至TC ELECTRONIC专业音频
产品，誉声视听均以无微不至的态势照顾客户的各种需求，绝对是客户信心保证。

Guangzhou Ruish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s Co.,Ltd

参展产品：SAL、JBL、Soundcraft、DBX、CELEON / RAMaduio
公司简介：广州锐声专门从事国际知名灯光音响产品营销，引进国际领先设计理念和系统解决方案，
为世界专业品质而坚持不懈。锐声是行业出色的集产品推广、设计、销售及专业咨询、工程安装、调
试等一站式服务的系统方案解决专家。
Guangzhou Ruisheng is specialized in professional light and audio adopting standard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cepts &system solution , and dedicated to development of worl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 It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one-stop lighting and sound system
supplier that provides sevices of consulting design, equipment supply and system integration, debu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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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37号番山创业中心1区1号楼5楼
电话：020-84881200
电邮：info@china-rs.com
传真：020-84821881
网址：http://www.china-rs.com

参展产品：Denon Professional品牌的专业音箱及音视频播放器
公司简介：浙江辉珑视听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8年，是一家拥有众多专业的音响器材及周边设备
品牌授权的的中国区代理商，我们拥有广泛的经销商网络。
我们为各级电视广播电台，剧场剧院，体育场馆，酒店及公共设施，会议多功能厅，演出娱乐
市场等音视频弱电工程项目提供系统咨询，系统设计，系统集成，以及培训服务。
我司以优秀的产品，专业的技术，全面的服务，以及丰富的渠道管理经验，通过整合行业优质
资源与各方开展业务合作，共同分享成果的同时，也努力成为行业中最优秀的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
成方案服务商。
我司于2019年起正式代理Denon Professional品牌旗下音源系列产品及专业音频类产品，作为
Denon Professional品牌的中国运营中心，同时成立上海分公司和广州分公司，共同负责品牌在国
内市场的推广运营，技术支持，销售及售后服务。在2020年我司又接连代理SHURE商用系列产品，
ATEN品牌商用产品，LA AUDIO专业音频产品，大洋非编系统等，逐步成为一家为行业工程商提供一
体化设计和支持服务的企业。

1B-02

广东德视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信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xi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集贤庄路集安街3号凯云商务中心806室
电话：020-86187780/86187783
电邮：510440
传真：020-86187978
网址：www.hxaudio.com
参展产品：Audio Performance、McCauley美嘉声、CORNEREDAUDIO丹麦三角音箱、Clockaudio英国
科洛话筒、CHEVIN奥地利战神功放
公司简介：广州市汇信音频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以集高级音频设备代理、销售、专业设计
、技术支援、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音频产品和系统销售公司，经营的音响产品以国际名品为主，
是广东省录音师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舞台美术协会副会长和理事企业单位。公司总部设在广州，
上海和北京设有办事处。多年以来坚持以诚信经营并赢得了大量客户支持与厚爱，“品质，专业，
服务，创新”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宗旨。
汇信公司是瑞士Audio Performance音箱、美国McCauley音箱、丹麦Cornered Audio三角音箱、英
国Clockaudio话筒、奥地利Chevin功放的中国（含港澳台）总代理商，也是日本YAMAHA广东省总代理
商。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为各种会议、演出、剧场剧院、体育场馆、演播厅、影院、多功能厅等提供
专业的系统设计、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公司设有专业维修服务站为各种专业产品提供细致周到的
售后服务，公司目前为YAMAHA的A级维修站。公司技术团队包括会议解决方案技术支持团队、剧场剧
院及流动演出技术支持团队及售后维修技术团队，为公司的各个项目做技术支持，保证每个项目按标
按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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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软件批发;软件零售;软件开
发;软件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
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广州市鼎泰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ingtaifeng Acoustic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小龙GAEPRO工业园
电话：139 2233 4999
电邮：DTF-PRO@163.com
传真：020 - 31008999
网址：http://www.gae-pro.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专业功放
公司简介：广州市鼎泰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
穗港澳“小三角”的番禺区，为一家集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音响厂家，一直以来本
厂坚持以“让世界舞动”为已任，在“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树立受人尊敬企业”的目标指导下，大
力高举质量和服务旗帜，开拓创新。
公司专注于音响行业达十余年之久，已在全国形成了辐射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
湾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销售服务网络；我们在极力开拓国内市场，健全国内销售渠道的
同时，更着力于开拓国外市场，现已成功地与多家国外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我
们在欧洲，美国，东南亚等，都有合作伙伴，以产品优良，享誉海内外，业务蒸蒸日上。
进入21世纪，公司已全面导入ISO质量管理运作体系，“客户满意”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展
望未来，鼎泰丰人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全体员工都时刻牢记“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企
业宗旨，同时不断钻研以创新、以更优质的产品回报社会。
2015年3月20号GAEpro音响以专业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国外的品牌-----意大利RCF扬声器
制造商的信赖，双方携手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不仅将GAEpro的音响发展带入一个新的纪元，同时也
开启了专业音响行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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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仕（中國）音響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KS(China)Audi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imited
地址：中國香港銅鑼灣謝斐道482號兆安廣場十八樓
电话：13632313244
电邮：13632313244@163.com
传真：
网址：https://www.ks-audio.de
参展产品：KS Audio
公司简介：超过40年追求声音的艺术，KS Audio是拥有纯正德国血统的高端音响品牌，以工程师文化
为主导，以技术创新为指向，成立以来不断刷新业界技术标准，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KS Audio一
直坚持以一流的设备还原最真实的声音，立足行业前沿。
在创始人Dieter Klein的带领下，KS Audio在音响前沿技术领域的开发势如破竹：率先推出全球第
一套紧凑型流动有源扩声系统、第一个完整的无源扬声器系列、全球第一台四通道功放……
与此同时，与客户紧密沟通，不断优化产品，保持先进水平等，这些都是KS Audio始终对批评意
见和建议持开放态度的原因。基于数十年的经验，精心选择不同的组件和专有技术以确保获得出色的
产品表现。在世界各地安装的产品，记录着KS Audio不断进步的技术。

广州恒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38号金发科技社区3栋2层
电话：020-87096690
电邮：entan@126.com
传真：020-87096690
网址：http://www.hengyigroups.com
参展产品：演艺建筑室内设计与工程、演艺设备系统设计及集成、建筑声学顾问设计与工程、演艺
景观秀创制作、智慧文创项目总包、演艺建设顾问咨询等全产业链EPC总承包服务
公司简介：“把握趋势，做到源头”，广州恒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率先提出“演艺装修”、“演艺
智能化”和“演艺景观秀”等创新概念，公司下设演艺建筑室内设计院、智慧文创工作室及应用研
发中心，拥有装修设计和施工一级、多媒体工程系统集成一级资质，以及声学、机电、智能化和舞
台灯光、音响、音视频、机械等相关专业的资质资格和体系认证。
公司现为北京大学文创旅游研究中心理事单位，是国内唯一设置建筑声学本科专业的安徽建筑
大学的实训基地，并被评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做中国最好的文化演艺建设全产业链
服务商”为目标，在北京、大连、西安、成都、上海及新疆设立了区域中心，经过多年的打造和提
升，已经成为该领域内的全国性一流专业服务平台。
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包括：演艺建筑室内设计与工程、演艺设备系统设计及集成、建筑声学顾问
设计与工程、演艺景观秀创制作、智慧文创项目总包、演艺建设顾问咨询等，能为文旅小镇、主题
乐园、剧院剧场、文化设施、公共空间、高端定制等演艺建设领域的客户提供从创编策划、顾问咨
询、工程设计到制作实施的文化演艺建设全产业链EPC总承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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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蓝普视屏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329号海伦堡创意园16座1-3单元
电话：13242875596
电邮：1282526015@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LED屏
公司简介：广州蓝普视屏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06月14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
品零售;电子产品设计服务;LED显示屏制造;TFT-LCD、PDP、OLED等平板显示屏、显示屏材料制造(6
代及6代以下TFT-LCD玻璃基板除外);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电子元器件
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检测;电子工程设计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照明灯具制造;灯具、
装饰物品批发;日用灯具零售;灯具零售;高速公路照明系统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照明系
统安装;照明工程设计服务;高速公路照明系统设计、安装、维护;照明灯光设计服务;灯用电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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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轩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xuan Audio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珠岗路第二工业区13号B栋
电话：020-36774273
电邮：2711894884@qq.com
传真：020-36774241
网址：www.wax-pro.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箱，线阵音箱，功放等
公司简介：广州世轩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生产企
业，以生产电声领域的语言和音乐扩声的专业高品质音响产品为主。 公司建立了强有力的高科技
团队以及完善的售后跟踪体系，让企业不仅提供的是高品质产品,更致力于完美的系统解决方案。
随着技术的发展，系统的综合一体化，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标准的不断提高，万星音响追求系统的
完整性，包括设计，产品的研发，生产，完善的技术支持及网络服务等多方面元素构成了万星音响
全新概念：WAX系统理念：建立在全公司员工都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追求完美演绎。绩效，融合，
团结，责任，承诺，信誉使我们彼此间像客户，同事，供应商，老板，正如社会和生态环境一样。
Guangzhou Shix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production enterprise which integrates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t mainly produces high-quality audio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and music amplification in the field of electro-acoustic.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strong high-tech team and a perfect
after-sales tracking system, so that the company not only provides high-quality products, but also devotes itself to perfect system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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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developed a respectable professionalism, eager to serve projects of any
scale and size.
In GETshow2019,visitors could find JBL professional loudspeaker,soundcraft digital
console,Crown,Shure,Clay Paky,Spotlight,Ayrton and MA etc,Welcome to our booth and hope you
enjoy!

广东科而美光电有限公司
charming co.ltd
地址：广东佛山南海区东部工业园区创美产业园
电话：400-6969-909
电邮：charming55@charmingled.nett
传真：0757-66830288
网址：www.charmingled.cn
参展产品：P3.91透明屏/ MADRIX龟背像素屏 / P3.91互动视频地砖 /P31.25视频地砖/P2.97镁合金
箱体/P5户外屏
公司简介：科而美 (CharmingLED) 一直至力于全球娱乐亮化 LED 的技术创新与服务 ! 于 2003
年全球首家将 LED 显示带入娱乐领域，已发展成为中国娱乐亮化 LED 客户满意度第一品牌，先后
取得近百项专利,十八年来已为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客户提供了优质产品及服务!
MADRIX龟背像素屏：专利新品、首次亮相；拥有轻便、像素化风格、色彩细腻均匀等优点。
P3.91互动视频地砖： 重力感应、互动精准无延迟、防水耐磨、画质清晰适应绝大多数应用场景。
P5户外屏：全新设计升级，无空调方案，节省客户无限综合成本。
P3.91透明屏：市场热销产品，多种型号规格，多种工艺，满足娱乐、酒店、租赁、商显，演出等
不同场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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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而美·成就美·真善美
公众号搜索“科而美LED”了解更多资讯！
咨询热线：400-6969-909
官方网址：www.charmingle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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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

Since its formation in Hong Kong, ACE has since then expanded its coverage to most major cities
in China, with branches set up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yang, Xi’an and Chengdu,
each with its own technical support team and service department, as well as localized sales and
marketing teams ready to serve the whole China market.
Our customers came from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ranging from TV
stations and recording studios, to cinemas and convention centers. In addition to equipment
distribution, ACE also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ch as consultation, system design and
integration,on-site support for live events as well as training and services. Having been part of
many projects and events of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our technical team has garnere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繁华路45号汇丰大厦
电话：020-84810368
电邮：ivy@hui-feng.com.cn
传真：020-84827618
网址：www.hui-feng.com.cn
参展产品：英国MARTIN AUDIO；美国TSG;
公司简介：中国汇丰音响集团，始创于九十年代初，是一家典型的技术和顾问型的音响企业，专注
于国际品牌音响的代理、销售及推广，演出设备租赁、各类演出项目承揽以及专业技术咨询服务。
汇丰音响集团为英国玛田品牌音响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娱乐产业）总代理，美国TSG音响总
代理，集团旗下钰丰音响为英国WA品牌音响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总代理。汇丰将一如既往地秉承
诚信、专业、质量至上、客户为尊的经营理念，成为最受信赖和尊敬的科技型一流音响企业！

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is the authorized dealer of Martin Audio (UK) in China also Hong
Kong and Macau region, and is also the authorized dealer of TSG(USA). Its subsidiary corporation
Yufeng Audio is the authorized dealer of WA Audio (UK) in China also Hong Kong and Macau
region. Sino Huifeng Audio will uphold the customer-centric business principle and serve the
customers with our integrity, professional and qualitative services, and we will become the most
trusted and respected technology-oriented audio enterprise.

地址：香港九龙新界荃湾海盛路11号ONE MIDTOWN 21楼16-18室
电话：852-29422100
电邮：info@acebj.com
传真：852-24240788
网址：www.acehk.com

ACE was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back in 1982 as an engineering company to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professional audio, video and lighting industr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over 35 years
ago, ACE has gained a reputable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having been partners with many industry
leaders, such as the Harman Professional, Shure, Dolby Laboratories, Christie Digital, Clay Paky
and MA Lighting, to supply equipment and provide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CO.,LIMITED

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early 1990s, which is a typical technology and
consultative audio enterprise. We specialize in distributing, selling and promoting top international
audio brands, touring equipments rental services, performance activities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nsulting services.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

参展产品：JBL扬声器，CROWN功放，SOUNDCRAFT数字调音台，SHURE话筒，CLAYPAKY，SPOTLIGHT，
EPICA，EBULLET，AYRTON等电脑灯具，以及W-DMX控制系统和MA灯光控制台
公司简介：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是香港一家提供专业音频，视频和舞台灯光服
务的工程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地区的专业设备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
近39年的专业经验使安恒利在此行业有着重要的位置。
安恒利长期的合作伙伴有HARMAN集团（JBL，Crown ,dbx,BSS,Lexicon,HiQnet,Soundcraft&Studer）,Shure,Dolby,Christie,ClayPaky,MA lighting等，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领导品牌。安恒
利的服务对象分布非常广泛，包括世界知名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棚，剧院，电影院，体育场
馆和会议中心。此外，安恒利还提供系统咨询，系统设计，系统集成以及培训服务。
此次展会，我们将展示：JBL专业扬声器，CROWN功放，SOUNDCRAFT数字调音台，SHURE话筒，
CLAYPAKY，SPOTLIGHT，AYRTON等电脑灯具，以及MA控制台。

中国汇丰音响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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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汇音响顾问有限公司
RIGHTWAY AUDIO CONSULTANTS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VR小镇龙星街22号
电话：020-84666123
电邮：info@racpro.net
传真：020-84661633
网址：www.racpro.net
参展产品：国外专业音频设备
公司简介：华汇音响顾问有限公司，集专业音频设备销售、音频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技术培训、
专业音频技术咨询于一体，为里约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索契奥运会、青年奥运会、国家大剧院、国
家大剧院合成剧场、江苏大剧院、陕西大剧院、广西文化艺术中心等众多实力案例所支持。
2021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华汇将携旗下代理的如：法国线声源阵列
音箱鼻祖L-Acoustics、英国现场数字调音台引领者DiGiCo、英国广播级调音台Calrec、加拿大舞台
追踪系统BlackTrax等国际知名品牌华丽亮相。
相信此次华汇全线产品非凡的表现力将让您真切感受到技术的革新，并切身体验一次完美的声音
科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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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平宝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udee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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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乙56号北京云谷电子产业园2号楼6层
电话：010-87555353
电邮：yuhang.xing@budee.cn
传真：010-87555715
网址：www.budee.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汪波三街南3号2栋415房
电话：（8620）3235 4850
电邮：yjcompany@yeah.net
传真：（8620）3235 4850-888 网址：WWW.YJ-AUDIO.COM

参展产品：AVIoT、Extron、PreSonus、Point Source Audio、Lectrosonics
公司简介：北京太平宝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服务文化产业、发展音乐教育、助力智慧
城市的集团公司。业务涵盖AVIoT 业务生态链、消费电子、专业用户、文旅娱乐、教育培训等五大
方向。一直以来宝迪集团都致力于科技、艺术与音乐的融合，坚持“全栈服务，诚信共赢”的企业
理念，努力成为讲诚信、重实力、优服务的骨干文化企业，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
博之力。
办公物联已成为一种趋势，它可以为员工提供高效、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为企业降低运营
成本，同时为企业带来更强有力的竞争优势。AVIoT业务产业链可以通过一整套智慧生态系统，将
办公所需的软硬件设备通过物联网的形式管理并连接在一起，对其进行智慧的管理与控制，从而打
造高效舒适的办公环境。

参展产品：意大利 LSS
公司简介：广州市新视听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成立，代理意大利原装进口LSS品牌高端音响系统，
集专业音频设备销售、音频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技术培训、专业音频技术咨询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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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马田灯光系列：MAC-AXIOM、ERA-400 PERFORMANCE CLD、ATOMIC 3000 LED、
RUSH MH-11、MAC AURA XB
公司简介：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一间以设
计、产品、施工、调试、售后一体化的工程公司，以娱乐灯光为起点，经过十数年奋力拼搏，雾峰
战下国内外无数项目的认可和荣誉，不仅在国内长沙、等城市设立分公司，更以“客户第一，服务
至上”的理念在国内数十个城市设立售后服务点，只为客户对项目更省心，对产品用得更放心。在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雾峰业务范围已经含括到娱乐工程、政企工程、剧场剧院等等板块，将“始于
娱乐，不止于娱乐”贯彻至终，专业设计团队多年的舞美、灯光设计经验为亮点，在市场部、工程
部、售后部层层相协、环环相扣的组合下让雾峰完成一项又一项的经典案例。

广州市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fe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AMOS&AMOS sub,NOVI mini & NOVI S
公司简介：广州市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秉承“智能创新”的发展理念，锐丰智能致力于 “RF”
高端专业音响品牌产品智能化的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AMOS"阿莫斯”是RF品牌又一创新设
计，箱体棱角分明的硬朗线条与毫不妥协的品质追求融合为一，打造一款极简修身的微型线阵列音
箱，“纯粹、自然、科技感”是整个设计的核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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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奥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a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南沙大道1301号
电话：020-39004096
电邮：dpszhu@126.com
传真：020-39004096
网址：www.to-audio.com
参展产品：FULL XLA V2;EXP8;TRS12;S318A;SKY;EARTH;SILENBEAT;KEMP-151;KEMP155X;TW218
公司简介：Triple Onda 一个来自于西班牙的著名音响品牌，有源音箱的开创者，广州天奥音响科
技有限公司是西班牙著名专业音响品牌TRlPLE ONDA公司驻亚洲地区的营销推广中心。“TRIPLE
ONDA”以字母TO做为标志，象征着精湛工艺和技术、是建立全球音频领域最高标准的象征。成立
逾40年，一直是音频领域最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先锋，从1986年直到今天，TRIPLE ONDA在全世界
专业音响市场得到了更多专业人士的好评，制造了一个个美丽的神话，奏响了专业音响行业美妙的
乐章。
Triple Onda was born in the 80s as an audio systems rental company, an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was known as one of the first European businesses offering both sound and lighting
solutions for events. Now, Triple Onda focuses o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innovative and
non-conventional audio systems.
Unlike other manufacturers, Triple Onda designs and builds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and problems of the real-world that we have faced during all of our years in the show business This
has brought new systems to life, previously non-existent in the market, that are unconventional and
meet specifications that other manufacturers simply cannot provide.

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Guangzhou Wufeng performing arts equipment Engineer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汪波三街南3号2栋125铺
电话：020-83760403
电邮：wflighting@vip.163.com
传真：
网址：www.wflighting.com.cn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石楼路段10号
电话：020-3928 0043
电邮：info@rfintell.com
传真：020-39280123-8014
网址：www.rfint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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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新视听贸易有限公司
GUANGZHOUSHI NEW AUDIO-VISUAL TRADING CO.,LTD.

上海独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Dudiao Eectronics An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双柏路1239号9号库
电话：15021356055
电邮：touying@vip.126.com
传真：021-34201871
网址：http://www.dootio.com
参展产品：投影亮化
公司简介：上海独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高亮度、高功率、高清晰度投影成套设备及亮化工
程领域特种效果灯具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租赁工程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所研发与生产的天弓系列大功率投影灯，LOOG灯，水纹灯，火焰灯均采用自主开发的高亮度
光源，专业的光学镜头组件，结合客户现场实际情况，为提供优质的专业产品；我们通过严格要求、
精细管理、精益求精，不断创新，提供完整产品线以及整体亮化解决方案，用高质量高可靠性高性价
比的产品和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最优化达到客户投资目标以及方案述求；以诚信为立业之本，与合
作伙伴及社会整体共存、共进、共赢和达成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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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瑞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chen sound equipment Co., Ltd

广州声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NOW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东莞村6队华兴北路91号
电话：020-86070129
电邮：283173085@qq.com
传真：020-86320353
网址：http://www.senwong.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里仁洞隔岗新村七街13号首层
电话：39217080
电邮：soundnowpro@163.com
传真：39219155
网址：www.soundnow.cn

参展产品：专用音箱、专业功放、电子周边
公司简介：广州市瑞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咨询设计、产品研发、制造、设备
供应、系统集成、及工程设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音频系统供应企业，公司立足于战略品牌发展之
路，致力于品牌、品质、专业、服务四个环节的精益求精，以质量第一的经营理念、独具匠心的产
品设计、精益求精的品质要求、严格而完善的检测手段，精心打造SENWONG品牌专业音响系列产品。
产品涵盖语言会议系统、多功能厅、高级酒店会所、体育馆、夜总会、迪厅、KTV、影剧院、户外广
场及大型演艺场所等。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的用人理念，汇聚了国内技术及管理的顶尖人才。现我司凭着先
进的产品技术，新颖的外观设计、严格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周到的售后服务得到国内外广大客户
的认同，赢得广阔的市场，使产品不仅遍布全国各地，且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四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目前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800职业健康管
理体系认证，以及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等，是国家3A级质量保证企业之一。

参展产品：无线话筒，智能数字会议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声诺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专业无线音频系统设计、开发、销售的高科技公
司，成立于2010年。公司继承了无线射频领域的经验，融入当今先进的无线高频数字技术，在无线
音频传输系统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为在该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公司。
广州声诺电子有限公司下设技术部、工程部、生产部、业务部，有较强的设计、研发和生产能
力，可为用户提供专业无线会议系统产品设计、开发、系统集成、智能化工程实施等服务。随着公
司的发展，目前已有SOUNDNOW(声诺)品牌的四大系列（专业舞台演出系列、娱乐系列、教学系列和
智能会议系统）近20款产品投入批量生产。我们的宗旨：专业是基础、服务是保证、质量是信誉。
凭借可靠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认可，产品应用涵盖政府、企业、酒
店、学校、会堂、KTV娱乐等等行业，并连续多年成为各大企业，酒店以及连锁KTV指定供应商。
声诺使命：点亮灵魂的声音
声诺宗旨：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音频设备和服务
声诺精神：自强不息，精益求精
经营理念：创团队精神，造品牌企业；一流设备，专业的服务；以诚信为本，以质量共赢；
核心价值观：专业、专注、创新、分享

广州市天域亮点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URORA COMPANY LTD.,CO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西路842号5F
电话：(020)62266006
电邮：info@auroracompany.cn
传真：(020)62266006
网址：http://www.auroracompany.cn
参展产品：德国DUS audio品牌音响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市天域亮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代理、销售、设计、安装、调试、维修及技术咨
询服务为一体的专业音响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设备的服务商。专注于音响、无线会议糸统工程集成领
域，具有业内难得的专业技术人才，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和36年的经验累积与行业磨练。我们与全
球科技发展自觉保持同步，实力响应国家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向， 将线上资源共享与线下服务相融
合，实现将高品质、创新型、智能化、数字化产品与线上大众共享，努力构建设备互联的智能化集
成系统及平台。

1D-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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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桓润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TDS ACOUSTIC CO., LIMI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大为工业区12号
电话：020-61107936
电邮：tds@tdsaudio.com.cn
传真：020-61107638
网址：www.tdsaudio.com.cn
参展产品：专业舞台音箱
公司简介：广州桓润（TDS）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高端专业电声产品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技术服务支持的高科技企业。2010年广州桓润TDS音响正式成立，工厂坐落于中国专业
音响的生产基地广州，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先进的生产设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是一家最具
规模的高端电声器材设备制造商和工程方案解决提供商之一。作为专业音响领域的生产厂商，桓润
音响旗下的TDS专业音响品牌以声夺人、以质取胜，成为业界享有盛誉的品牌。秉乘TDS品牌理念：
技术引领声音！（Technology Director Sound 即TDS）。公司产品更是以“超前的设计、卓越的品
质”赢得国内外广大客商的青睐，产品远销美洲、西欧、亚洲等国家和地区。优良的品质、可靠的
信誉，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并赢得了国际多家知名专业音响品牌的信赖，成功的成为他们指
定的OEM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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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宇方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Beijing Tianyu Fangyu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昊天北大街48号208号楼15层C座1501
电话：010-67585162
电邮：2511436034@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伺服智能电动葫芦（型号Smartmotion3000/5000/1000/2000）
公司简介：北京天宇方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1年09月05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演出除外）；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从事文化经纪业务；文艺创作；舞蹈培训；声乐培训；工艺
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租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多媒体设计服务；销
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安装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
产品介绍：伺服智能电动葫芦
英文名：Smart motion
型号：5000/3000/2000/1000
吊重/1000Kg/500Kg/200kg/100kg
速度：0.5米/秒
自重：90Kg
带刹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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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SHOW media is a Chinese press, aims to build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light&sound industry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a
media, it WORLD SHOW magazine, the Chinese monthly issue. HIGH QUALITY SUPPLIERS
(Formerly known Purchase Yearbook) , worldshow1 WeChat public platform, APP, Chinese
website. In the past 14 years, WORLD SHOW has always been adhering to the "independent view,
objective analys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ustr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brands, witness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宁波金三湖科技有限公司
ABCCABLS TECHNOLOGY NINGBO CO.,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谢家堍村
电话：0574-88658456
电邮：sales@abccabls.com
传真：0574-88657334
网址：www.jinsanhu.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宁波金三湖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浙江宁波。宁波是座有千年文明历史的地方，城市中有
日湖（宁波城区最大的湖），月湖（宁波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东钱湖（浙江最大的淡水
湖），在这三湖周边，孕育了一代代宁波人，借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公司冠名为宁波金三湖科技有
限公司。
金三湖是一家生产音频、视频、信号电源连接器及线缆的厂家。公司于2005年成立，经过15年
的茁壮成长，在产品设计开发生产等各方面拥有一个一流的团队，生产出一系列高品质产品，为众
多的世界一流品牌提供安全、稳定的连接解决方案。
金三湖产品通过欧洲的检测，一系列型号全部取得欧洲的CE安全认证，产品配件通过SGS检
测，全部符合欧盟环保要求，在设计上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众多的外观专利，深受广大客户
好评。
ABCCABLS TECHNOLOGY NINGBO CO.,LTD mainly produce audio, video, signal connectors
and cables.It was founded in 2005, after 16 years growing up in this industry, it owns a team with
excellent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y etc. High quality products to be supplied
in the market and provide with safe and stable connecting solution to wordwide with top bran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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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YAOXING STAGE LIGHTING GUANGZHOU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龙兴西路7号1栋4楼
电话：13798113457
电邮：634711731@qq.com
传真：
网址：www.yxlamp.com
参展产品：户外光束灯，户外探照灯，户外文旅灯，防水摇头图案灯，防水摇头光束灯，防水激光
灯，户外地标灯
公司简介：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
户外文旅，景观照明，夜游广场灯具，研发、生产、销售与工程安装调试为一体的科技企业。公司
以“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信誉第一、顾客第一”位服务宗旨，以产品创新为筹码，我们将是您最
值得信赖的文旅灯光设备供应商。
产品介绍：
防水摇头图案灯：专利新品，户外防水，高亮度，低能耗，适合远距离文旅景观项目防水
摇头光束灯：专利产品，户外防水，高亮度，粗光束，功能多效果突出
专利新品防水激光灯：专利新品，首次亮相，适用各种夜景户外广场项目
专注品质 匠心制造
咨询热线：13798113457
官方网址：www.yxla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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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SHOW
WORLD SHOW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大涌路172号豪汇创意园B栋101
电话：020-87611179
电邮：worldshoweditor@163.com
传真：020-39184518
网址：www.worldshow.com.cn
参展产品：WROLD SHOW杂志、演艺风商城产品
公司简介：WORLD SHOW作为中国灯光音响行业的主流媒体，旨在搭建一个促进行业发展、搭建
国内外灯光音响行业之间互通的重要平台。旗下拥有WORLD SHOW中文月刊、HIGH QUALITY
SUPPLIERS OF CHINA(Formerly known Purchase Yearbook)英年年刊，WORLD SHOW微信公众
平台、APP、中文网及今日头条、网易等大众号。十四年里，WORLD SHOW始终秉承“独立的观
点、客观的分析、行业的责任”理念，关注企业和品牌的发展，见证着企业的转型和发展。

1F-04B

广州同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ngshe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汇美居委汇美新村荔新路A5区11号五楼
电话：020-22612040/13312897759
电邮：33568013@qq.com
传真：020-22612040
网址：www.gztsaudio.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设备+会议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
公司简介：公司性质：广州同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音频系统及音视频集成
工程于一体的音频系统多元化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品质：中国3.15优质诚信品牌名录企业，中国诚信、服务、质量AAA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数字网络公共广播系统（模拟广播、ip公共广播、无线4G广播）数字
会议系统（无纸化oa系统，会议预约、有线无线会议发言表决系统、同声传译系统、话筒）
多媒体商业扩声系统（专业功放、专业音箱/线阵列音箱/dante有源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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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桂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i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沙屏八巷2号301
电话：18922722991
电邮：210895568@qq.com
传真：
网址：WWW.tonsgood.com
参展产品：话筒吊装器、投影仪电动吊架、定制产品
智能化控制展箱、供电监控系统、用电安全数据管理平台
公司简介：广州桂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舞台音视频及其他演艺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产品应用于大剧院、演播厅、音乐厅、多功能厅、学院学校等场合。主要产品有：话筒吊装器有多路
单路；多路分为高配和迷你多路；单路又分为高配、迷你、简化版三种。投影仪电动吊架也分为迷
你、中型、大型工程机三种，还为客户定制各种各样的产品。
专注于智能电气控制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与集成于一体的高薪科技企业。产品适用于建筑照
明、舞台演艺用电管理、户外亮化照明监控等领域，管理平台监测控制各个电气回路的信息，生成电
气曲线图。主要产品有：供电管理系统、智能化控制系统、灯光控制模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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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巴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aobas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南昌新区A区132号
电话：13828092084
电邮：barsom@yeah.net
传真：0750-7776005
网址：www.barsom.com.cn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
公司简介：恩平市高巴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恩平市，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和经营专业
演出，KTV，会议麦克风的企业。公司拥有全面麦克风制作技术级设备，产品从机械加工，工艺处
理，整机性能检测，成品组装的生产管理及品质控制方面均采用国际质量认证体系。
公司投资建设现代化的新厂房，历经努力，公司现已成为一家拥有较大规模，具备较强实力。
享有较高声望的无线音频设备制造商。
质量至上，服务第一是高巴斯一直坚持的宗旨。热烈欢迎国内外客户携手共商，共创商机。

Guangzhou Weishi Electronic Co., Ltd is the authorized distributor for Canare, Neutrik, Tektronix, Digital Forecast, Clear-com and Black magic Design in China. We also provide products from
well-known manufacturers such as RUIGE, GV, Axon, Ross, Kings, Belden, ADC, Lemo.
Our constant excellent services to customers have made us to be chosen as the “GUANGDONG PROVINCE ENTERPRISE OF OBSERVING CONTRACT AND VALUING CREDIT” for 12
years. Our company consists of a sales department and an import & export division. Moreover, we
have Hong Kong branch responsible for local and overseas sales as well as freight-forwarding.

Gaobas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is located in Enping, Guangdong province. It specializes in
designing, producing and opperating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KTV, conference microphones.For
years, we have set up a very strong team, and now Gaobasi Electronic Technology has successfully made great achievement.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from home and abroad. Welcome to cooperate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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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上方音响器材厂
ENPING SHANG FANG(VOTEX)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平石供电右侧二、三楼
电话：0750-7122137
电邮：mickey@votexpro.com
传真：0750-7128937
网址：www.votexpro.com

1F-08A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社区石岑路437-439号
电话：020-36602981
电邮：020-62118573
传真：020-62118573
网址：www.eng-qsn.com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有线麦克风，功放，调音台
公司简介：上方音響器材廠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无线话筒的厂家，成立于2009年, 是我司在德国注
册的品牌，现己有10多个国外公司以VOTEX牌子代理我司的产品，我们始终信守“品质至优服务至
上，平等互利，信誉为本”的原则，精益求精不断完善产品。
VOTEX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 Our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manufacturer of wire/wireless microphone, meeting system, mixer ,ampl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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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线阵及政企娱乐类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韵强电子有限公司座落在美丽的羊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工业区，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生产厂家。主要产品有：专业功放、专业音箱、专
业卡拉OK设备、专业周边系列产品以及会议系统、话筒及调音台等。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产品专利近
28项，音箱/功放/调音台/处理器/反馈抑制器等产品检测报告近40份，获得中国3.15诚信企业证
书、音视频智能系统集成工程资质 壹级、高新技术企业、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广东省守
合同重信用、IEC27001、ISO18001、ISO14001、ISO9001、
项目技术管理人员资格证书等近28项
资质证书......公司建有酒吧、KTV、智能影院、户外线阵等试音展厅。

恩平市上誉专业音频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nqiang Electronics Co., Ltd.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Yangcheng City, Guangzhou City, Baiyun District, Shijing Town, Longhu Industrial Zone, is a collection of R & D, production,
sales, technical services in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audio manufacturers. The main products are: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professional speakers, professional karaoke equipment, professional
peripheral products and conference system, microphone and mixer, etc. Won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duct patent nearly 28, speaker/pa/mixer/processor/feedback suppressor product
detects report nearly 40, China 3.15 credit enterprise certificate, audio and video intelligent system
integration engineering qualification level,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 guang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little giant enterprise, excellent credit,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IEC27001, ISO18001, ISO14001 and ISO9001, technical project management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and so on nearly 28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The company has a bar, KTV, smart cinema,
household outside array and other audition exhibition hall.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恩城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V12号二、三楼
电话：0750-7112372
电邮：
传真：0750-7811159
网址：
参展产品：麦克风
公司简介：恩平市上誉专业音频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话筒企业，产品主要
应用于演艺、会议室、鼓乐、ktv领域。本公司是中国演艺协会会员单位，广东演艺设备协会会员，
恩平电声协会理事单位，恩平电商协会理事单位。公司旗下 易声evltesand 品牌获：建设工程推
荐产品，中国3.15消费者放心品牌，中国名优产品称号。
Enping Shangyu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Ltd is a microphone enterprise that can develop and research,produce,sale and service.
These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such vocal music fields as stage performance,conference,drum music,presiding program and KTV rooms. The company is a member of China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Guangdong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Enping
electro-acoustic profession association director unit,Enping E-Commerce Association director
unit.The brand "EVLTESAND" of company is Project Recommended Products,China 3.15 brand
consumer confidence,China Famou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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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i Electronic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22号中环广场B栋1102室
电话：020-83862803
电邮：sales@weishie.com
传真：020-83850131
网址：www.weishie.com
参展产品：Canare线缆、Clear-com内部通话系统、Neutrik接插件、Digital
Forecast转换器、
Tektronix测试仪器等其他代理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威视电子有限公司是Canare, Neutrik, Tektronix, Digital Forecast, Clear-com, Blackmagic design等广电行业知名进口品牌的中国授权代理商，兼营销售RUIGE, GV, Axon, Ross,
Kings, Belden, ADC, Lemo等品牌的设备及材料。
我司连续12年被评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司下设产品销售部, 进出口部，并在香
港设立销售分公司。

广州市韵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nqiang Electronic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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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潽音电子有限公司
PROTONE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农科所南街8号展晴工业园2号楼4楼
电话：020-34550756
电邮：protone@yeah.net
传真：020-34550577
网址：www.protone.cc
参展产品：音圈、VIV系列音响线
公司简介：广州市潽音电子有限公司从事音响材料制造多年，公司在广州番禺和佛山都有工厂，是
ISO9001:2015认证的工厂，在行业拥有良好的品质和口碑。我们的愿景是通过提供真材实料的产
品助力客户产品的性能和品质可持续提升。我们以高保真为目标，着重于开发对音质有要求的音频
电缆线。以优质原材料为基础（所有材料都是经过SGS检测和ROSH认证）推出PROTONE专业音
箱线、过机信号线、麦克风线、机内接线等产品。同时也为客户ODM民用HiFi喇叭线、信号线、电
源线等成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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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到元器件检测、半成品检测、成品检测，每一步都在用心完成，确保每一个客户选择的都宝
产品都是优质产品。都宝发展至今，公司与北美、日本、香港、台湾等数十家和全国数百家代理分
销商拥有良好合作关系。公司通过OEM、ODE方式与国际国内知名音响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
系。
2017年公司将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形象面向市场，通过强强联合，推出智能效果器911，在广州
展期间获得好评如潮。
2018~2019年公司推出更新更智能的效果器912。
2020年公司将推出几款极具性价比产品，敬请期待，莅临鉴赏！
都宝音响，与中国音响产业共同进步。

广州市朗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潭山村金湖工业区金阳一路106号
电话：020-22884488
电邮：1376815757@163.COM
传真：020-39945733
网址：seeraudio.com
参展产品：PRO DG
公司简介：Seer Audio广州市朗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由MR"Musikhaus Reschke Sound & Light
Production 发展而来，该公司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由著名音响技术师Mr.Miroslaw Reschke 负
责设计开发音响产品。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们公司已经由一个小工厂发展成为一个知名的音响公司，从公司成立之
初，我们就致力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和扩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108个国家注册销售，在国内拥
有健全的销售网络，旗下还拥有3家海外分公司。
Seer Audio朗声音响是著名国际品牌，我们公司专业生产音响设备，我们的产品以其良好的质
量，新颖的外观设计和具有竞争里的价格而闻名。在服务大众的同时,我们的产品也得到了广大用
户的认可。赢得较高的荣誉。我们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获得了欧共体质量和安全的
CE认证以。2000年，根据市场的行情，我们的生产基地落户于中国音响之乡番禺。对公司的未来
我们信心十足,我们相信在这里能和各位同行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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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点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Initio Futur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海福林大厦418室
电话：010-62121811
电邮：zhang.ye@initio.com.cn
传真：010-62121811
网址：www.initio.com.cn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北京元点未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元点”）成立于2012年，是EPSON工程投
影机（5K流明以上）中国大陆地区总代理，并且在2020年成为EPSON工程投影机15K流明以上的全国
独家总代。公司一直定位为“创意显示方案的提供商”，经过多年的深耕，秉持“专注显示，稳健
经营”的理念，已成长为一家“提供新媒体显示方案”的高科技公司，可承接文旅亮化、景点演出
的视觉方案设计、内容制作、项目实施等工作。
北京元点2019年销售额3亿元，公司员工80人，在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郑州、济南、西
安、太原、成都、重庆、贵州、昆明、广州、深圳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公司具有完善的销售代
理体系和服务网络，以及丰富的产品供应链体系，为全国各类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北京元点和EPSON紧密合作，联合多家创意设计、播控系统、体感互动、动作追踪等专业的技术
团队，共同研究视频显示领域的最新技术、提供视频行业的优质解决方案。同时，携手业内的合作
伙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与壮大，寻找行业发展的新方向，并持续引入新技术、新产品，服务于客
户，应对整个行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挑战。

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ABL POWER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东村南阳南街8号3楼
电话：020-31137282
电邮：2355426819@qq.com
传真：
网址：WWW.ABL-POWER.COM
参展产品：电源时序器、电源直通箱、KTV专业充电池、电力布线工程、声学电源系统
公司简介：以上商标持有者是：广东省安保利电声设备厂，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国
家商标局已审批的商标，冒用必追究相关其法律责任。
我们的愿景：ABL,始终是你工程安装中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我们的本质：安全，稳定，耐用！
我们的目标：做优质的产品服务社会，回馈社会！
我们的口碑：因为信任难得，所以可贵！
我们公司以音响电源时序器，电源直通箱，电源滤波器的生产，销售，工程安装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公司。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因为这是我们赢得市场的特种部队，敏锐的思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
迹。
The above trademark holders are: Guangdong security electronic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Guangzhou maijunbao sound equipment Co., Ltd. It is a trademark that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State Trademark Office. If it is used illegally, it will be investigated for legal responsibility.
Our vision: ABL, is always the most trusted partner in your project installation!
Our essence: safety, 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Our goal: to serve the society with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give back to the society!
Our reputation: because trust is rare, so valuable!
Our company is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company integrating production, sales and engineering
installation of audio power sequencer, power through box and power filter. Our team is very young,
because this is the special forces that we win the market, and our sharp thinking has created
miracles one after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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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爱高音响有限公司
FDB Audio Manufacture Co.,Ltd
地址：东莞市万江区莫屋社区工业区
电话：0769-22024166
电邮：wangyw@fdbaudio.com
传真：0769-22781297
网址：http://www.fdbaudio.com
参展产品：音箱 功放系统 音响配件及周边
公司简介：东莞市爱高音响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服务为一体的专业音响公司。建
设有一支高素质、稳定的专业团队，采用当今世界最新的辅助设计软件及先进技术，拥有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检测仪器，与多家世界级专业材料和配件厂商建立了合作开发机制，关键零部件从国外进
口。主要产品有专业扬声器单元、专业音箱及配套的电子产品。公司建立并严格执行符合ISO9001:
2015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依据明确、流程健全、严格执行、顾客满意”是我们的质量方针。企
业宗旨：“追求更好，共同分享”，旨在研发、制造更好的产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获得合理的
利润，与顾客、员工、供应商共同分享，最终服务于社会。“认真、快、坚守承诺”是我们的工作
作风，“客户是我们生存和成长之源”是我们的客户观，我们愿凭借着雄厚的电声学研究技术和孜
孜不倦的追求，为顾客提供质量稳定可靠、技术含量领先并持续提高的专业音响产品与服务。

广州都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DO POWER Electronics＆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金龙路201号都宝音响园
电话：020-31062057
电邮：21773074@qq.com
传真：020-31062057
网址：www.dodopower.com
参展产品：功放，DSP音频处理器等音频产品
公司简介：都宝音响——是一家专门从事专业音响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广东省声像灯光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广东省江西商会演艺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都宝从创立之初就一直不断地为客户带来创新性的技术和产品。主要生产前级效果、专业功
放，广泛运用于KTV、酒吧、演出、会议、多功能厅等需要扩声的领域。公司已建立起了一套严格
的品质管理制度，对研制的每一件产品，都会进行全面细致的考量，从电路设计、零件选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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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铭典创视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dian Creative Vis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448号财智大厦2701室
电话：020-84133761
电邮：official@gz-mdcs.com
传真：
网址：http://www.gz-mdcs.com
参展产品：Barco G60-W7/W8/W10;G100-W16/W19/W22;iQ7系列
公司简介：铭典创视，为Barco投影机G60系列/G100系列/iQ7系列南区总代理、G100系列/iQ7系
列北区总代理。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多媒体显示系统专业服务商，提供设计、安装、售后一
站式服务。公司开展的业务领域包括展览展示、文化旅游、主题公园、舞台演绎、高端会议等。

巴可G60系列单芯片DLP激光投影机亮度分布在7000-10000流明之间，采用的激光光源在确保
高画质的同时，还能极大的降低维护和使用成本。得益于巴可的Projector Toolset软件，在投影机
安装和维护过程中都可以在各自的电脑上进行操作，提升便利性和易用性。
巴可G100系列单芯片DLP激光投影机亮度分布在17200-22000流明之间，支持所有最新的输
入源，包括HDMI2.0，以确保更高质量的图像传输和定性投影。借助机身出色的散热功能，G100
可以承受50℃的工作环境温度，更利于适应户外项目的安装环境。通过其激光磷光光源和先进的
冷却设计，G100无需更换灯泡即可提供长达20000小时的工作时间，从而节省了可观的维护和耗
材成本。
巴可iQ7系列3CLD激光投影机亮度分布在8000-10000流明之间，以出色的流明功率带来出色
的图像质量，可在室内外进行明亮的投影。采用最新的、面向未来的设计，旨在满足您在图像质量、
可靠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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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MCMYK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large-scale enterprise 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 its subsidiary specializing in the Hong KongInternational Brand MCMYK America People's Republic of radium has been a registered trademark ,
and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n the country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integrated modern factory(
Guangdong Province MCMYK electronics factory ) . The spirit of " people- orien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Vote on a series of high-tech 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 wireless voting system, IC
card attendance systems, video tracking system,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nference system at
one go to the market. Configuring sound management software , both devices can simplify the
venue ,and can be flexibly expanded upgrade feature is a set -in-one conferencing equipment
;whether small meeting or thousands of people, many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andy
language to control freely.

广州市锐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汀根村大板工业区一街22号（3号楼）四楼A区
电话：020-84638817
电邮：
传真：020-84638817
网址：
参展产品：夜光森林
公司简介：广州锐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灯光、音响、LE D屏、互动全息、 多媒体系统
项目集销售、安装、调试、售后于一体的系统集成公司。十年发 展生涯，呈现锐新对集成系统的专
注、专业。
展望未来，我们将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 以服务求信誉”的宗旨，不
断聚合精英力量，积极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 更大发展，继续领跑数字视听领域，谱写更绚丽的
篇章！
广州锐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期待成为您的朋友，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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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软件，既可以简化会场设备，又可以随意扩充升级功能，是一套集多功能于一体的会议设备；
无论是中小型会议还是数千人的多语言大型的国际会议得心应手，控制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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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5号龙晖大厦1302房
电话：13288801343/02087584255
电邮：1079966317@qq.com
传真：020-87501797
网址：www.020money.com
参展产品：索尼投影机
公司简介：广州市码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隶属于广州慧森，成立于2003年），是一
家致力于各著品牌的投影显示产品的分销渠道和零售市场，提供智能家居影院定制产品与方案的全
新服务平台，是一家集供应商展示、经销商推广和用户体验于一体的服务机构。作为高清大屏显示
领域重要的资源提供商，码尼电子坚持“锐意进取，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一如既往的为各位合
作伙伴服务、为广大用户服务，努力整合厂家资源和代理商、零售商定制安装用户的渠道开发。
目前码尼电子代理的品牌有：SONY家用投影机全国总代理，SONY专业商用电视机全国总代理，
SONY商务机、教育机、工程机华南区代理，独角兽银幕代理，美视家庭高清投影幕布代理，优视加
播放器代理，璟睿智能代理，愿意成为各著名品牌厂商和各位代理商及其他伙伴的沟通枢纽和桥
梁。
我们的宗旨是以诚为本，以信为纲，合作共赢！

佛山市柯博明珠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Kobble Pearl Digital Electronic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云路7号
电话：86 757 83603300/83603311
电邮：janet@appaudio.cn
传真：86 757 83603303
网址：www.appaudio.cn
参展产品：智能空间，娱乐系统，功放机，音箱
公司简介：佛山市柯博明珠数码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高科技智慧
型音频产品。公司凭借功率放大器、DSP模块、专业音箱、数字一体机以及电视机、大屏幕、投影
机等视频设备全方位联动发展的经营模式，为区域市场及行业市场客户提供一体式解决方案。公司
持续推进的“互联网+”发展战略，不断加快内生增长及外延扩张步伐，积极开拓市场，斥资技术
研发，从而形成和巩固了“柯博明珠—智慧音频行业领导者”的市场地位。
Kobble Pearl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and is a modern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d in
research&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in elector-acoustic,viedo products.Kobble
produce karaoke system, theater system,karacke and theater combined systems,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DSP module,active speaker module,professional speaker,speaker controller,karaoke,TV,LCD advisement player,LCD teaching machine,projection screen and laser 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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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恩平市美镭电子厂
Guangdong Enping MCMYK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民资外资工业区F区2号
电话：0750-7371838
电邮：475119381@qq.com
传真：0750-7371839
网址：WWW.MCMYK.COM
参展产品：会议系统、会议话筒以及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香港美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数字会议系统大型企业，其下属专营香
港国际品牌MCMYK美镭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商标，并成功在国内建立生产销售一体的现代化
工厂（广东省美镭电子厂）。本着“以人为本，科技创新”。一系列高科技的数字表决会议系统、
无线表决系统、IC卡签到系统、视像跟踪系统、同声传译会议系统一气呵成推出市场。配置完善的

广州市码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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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蜚声演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SAECHINA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文教路东段39号。
电话：18929911634
电邮：sales@saechina.com
传真：
网址：www.saeaudio.com
参展产品：SOUNDSTANDARD品牌: CA, CA+, KV, PANDORA, 1018B SOUNDARD品牌: E, EX, CQ, X
公司简介：佛山市南海蜚声演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SAE Audio）成立于1998年，是高品质专业音
响领先的设计者和制造商。SAE专注功率放大器的发展超过了21年，在早期阶段，SAE就因为其卓越
的功放品质在行业内取得了高度的认可。得到了在行业内地位的巩固，SAE产品范围不断快速发展
扩大。如今，公司的产品目录涵盖了扬声器，功放周边配件，功率调节系统以及其他周边配件。
时至今日，SAE Audio的使命依然如一：
在专业音响行业内成为全球标杆，提供最高质量产品。
SAE Audio is a leading designer and manufacturer of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audio systems in
China. SAE product range covers power amplifiers, accoustic system and accessories which have
earned deserved recognition for his outstanding quality products. SAE Audio mission: To become
a worldwide reference on the professional audio industry providing solutions with the highest
quality standards.

1V-04B

1V-05

佛山市丹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D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V-06B

地址：佛山市南海黄岐泌冲凤秀岗工业区38号E栋
电话：13922462004
电邮：2052311563@qq.com
传真：
网址：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风南路F区5号四楼
电话：86-13703095366
电邮：kebit@163.com
传真：0750-7118281
网址：www.k-mic.cn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功放
公司简介：佛山丹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从事专业功放，专业音响，以及广播系统的研发、
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高科技现代化企业。公司始创于1993年，总部设在珠江三角洲美丽的广东佛
山。公司产品涵盖了专业功放领域的不同类型的产品，包括D类数字功放，D/TD/H型模拟功放，具
有高效率和可控性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功率密度，适应全球范围的宽电压运行，同时设计完善的保护
系统，和完美的电路设计，使得低音浑厚有力，中高频通透清晰，广泛用于大中型酒吧、宴会厅、
户外演出。
Foshan Dan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engaged in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professional audio, as well as broadcasting syste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marketing
as one of the high-tech modern enterprises. Founded in 1993, the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in
Fosha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is beautiful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companyundefineds developed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s, including class D digital amplifiers, D/TD/ H analog amplifiers, high efficiency and controllability, but
also extremely high power density, adapt to the global wide voltage operation, while designing a
perfect protection system, and perfect circuit design, so that bass thick and powerful, medium
and high frequency penetration clear, widely used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bars, banquet
halls, An outdoor performance.

参展产品：无线话筒，有线会议话筒，无线会议系统话筒，手拉手会议系统话筒，鹅颈话筒，周边
设备等。
公司简介：海尔森电子是一家专业音频产品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的高科企业。主要生产产品有：
数字音视频会议系统、讨论会议系统、会议传声系统、无线话筒及智能混音系统。欢迎前来咨询！
Enping Haiersen Electronic Factory ,is a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high-tech enterprise.Our brand is <KEBIT>.We are committed to digital audio conference systems,conference
systems,conference audio microphone,wireless microphone and intelligent mixing system.
We have a mature OEM,ODM experience,and improve after-sales service,gives you satisfaction
and powerful technical support.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1V-07

参展产品：数字功放，功率放大器，有源音箱功放模块，有源音箱。
公司简介：均能专业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批发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多年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
的质量保证体系，产品深得国内外客户及用户好评和信赖。
多年来，公司一贯秉承“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技术创新，生
产出高清晰度和精密的专业产品，保证产品的质量，另外，我们非常注重将一套完善的服务体系提
供给我们的商业伙伴和客户，从产品咨询、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系统升级等贴心服务，力求让客
户满意。同时，我们还非常虚心的听取用户对我公司的产品的
建议，使我们做出更好的、更专业的产品。
我们将不断努力，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您的需求，达到共赢目的。

广州欣力高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ligao 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参展产品：中控会议设备，无纸化会议系统，多媒体会议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欣力高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专注于无纸化系统、会议发言系统、扩音
系统、信号控制处理系统、显示系统、升降隐藏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设计施工于一体的现代
化创新型科技企业。产品及方案被广泛应用于会议室、指挥中心、报告厅、功能厅、酒店宾馆、学
校、军政企事业单位等。
主要产品有：无纸化交互设备、会议矩阵、会议中控、数字话筒、会议音响、超薄液晶升降
屏、液晶屏翻转器、话筒升降器、投影机电动吊架、摄像头竹节升降器、电子铭牌、电视推车、电
视天花翻转器、多媒体信息盒插座、幕布二次升降器、各类电动升降隐藏设备等会议设备周边配套
产品。
公司成立至今13年，严格执行ISO9001质量标准体系，使自主品牌“LEEGAO”在市场上有很高知
名度，并一致赢得客户的信赖和赞誉。我们坚持“专业服务,品质保证,利益共享”三大原则, 自主
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与大家携手共创辉煌!

1V-08

广州松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ngge audio ep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西环路1500号CITY 234
电话：020-23889983
电邮：ys6.35@163.com
传真：020-23889983
网址：www.m-audio.cn
参展产品：PE塑料航空箱，高端话筒支架音箱手摇架，便携支架包
公司简介：非木质航空箱倡导者，致力于研发PE塑料航空箱以及配套航空箱器材，涉及众多领域：
话筒防护箱，调音台箱，功放航空箱，具有8项专利，其中一项发明专利；填补国内外多项空白，
成为业界佼佼者。在话筒支架和手摇音箱支架领域，也有众多技术升级和专利；配套的各种支架包
具有户外用品的品质，所有产品具有极其完善的售后服务。

广州市索扬科技有限公司
SUO YANG Technology(GZ)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市场一巷1号1座303
电话：020-39964230
电邮：info@suoyang-audio.com
传真：020-34887086
网址：www.suoyang-audio.com
参展产品：英国 PD 喇叭
公司简介：广州市索扬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国专业音响之都的广州市番禺区，是英国PD喇叭“传
统经典”系列中国独家经销商。
索扬科技公司的全体员工将秉持“诚信、专注、专业”的经营信念，勤奋工作、锐意进取，与
广大的用户一起，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SUO YANG Technology (GZ)Co.,LTD. is located i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the capital
of professional audio in China. It is the exclusive Chinese distributor of the British PD speaker
"heritage" series.
SUO YANG Technology (GZ)Co.,LTD of all employees will uphold the "integrity, focus, professional" business belief, hard work, forge ahead, with the vast number of users together, commo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gress, provides the first-class service for the general customers.

恩平市均能音响器材厂
Enping Junne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工业四路南昌段A区3号
电话：18933191129
电邮：893629048@QQ.COM
传真：0750-7121312
网址：http://www.soundpu.com/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永丰路6号B栋三楼
电话：020-82316100
电邮：
传真：
网址：www.leegao.cn

1V-06A

恩平市海尔森电子厂
Enping Haiersen Electronic Factory

1V-09

广州市伟杰电器有限公司
NR AUDIO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10队
电话：020-86776829
电邮：weijie97@vip.163.com
传真：020-86776668
网址：www.nr-audio.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伟杰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生产专业喇叭的公司。集研发，生产和
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NR Audio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97.It manufactures professional loudspeaker.We have the
great reputation with high price/quality ratio with more than 16 years experiences in this filed.

2A-01A

2A-01B

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2A-02A

广州声博士声学技术有限公司
Soundbox Acoustic Tech Co., Ltd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滘新路117号
电话：020-34831860
电邮：pla@plapro.net
传真：020-34831861
网址：www.plapro.net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12号
电话：020-34699061
电邮：acoustic@soundbox.hk
传真：020-34699061
网址：www.soundbox.hk

参展产品：音箱、功放、DI盒、无源话筒分配器、主备系统切换器、信号分配器、多功能电柜、周
边设备系列、美国UE耳机等；
公司简介：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由1998年的广东仲恺工程学院的无线电协会发展而来，
是集专业舞台灯光音频设备生产、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文化策划、设备租赁、技术培训、专
业音频技术咨询及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公司。
公司早年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舞台、灯光、音响国际认证，是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和国际
舞美组织中国中心理事单位，更具有专业舞台、音响、灯光及视频的设计、安装及调试甲级（一
级）资质，公司在拓展国内外市场的同时，积极外引内育，大力培养产品设计、研发人才，公司
拥有多位经验丰富的专业工程师和一支高水准、技术精湛的工程安装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
的服务。
主要承接电视台、剧场、多功能厅、礼堂、录音棚等扩声、灯光、舞台机械、建筑声学及多媒
体智能化自动控制系统集成，为各类大型演出活动提供服务，拥有多种国际知名品牌的专业音响、
灯光、视频设备及会议设备。以优良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深受用户的赞誉。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Audio Equipment Co.,Ltd,evolved from the radio association of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which is known as the hometown of Sinn Sing Hoi. It’s a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integrating the equipment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ngineering design, installation,
debugging, cultural planning, equipment leasing, technical training, professional audio
technology consulting and product sales.
In the recent year, company obtained the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about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It’s a member of China Institute of Stage
Design and th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OISTAT, has the class A qualification about professional stage, sound, lighting, the video’s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the debugging.
There were many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engineers and a high standard、exquisite
technique installation team of providing superior services.
We are mainly responsible to the amplification, lighting&sound, stage machinery, building
acoustics and the multimedia intelligent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for the TV station, theatre,
multifunction hall, church, recording studio and provide service for all kinds of big shows.
Owning all kinds of international famous brand’s professional stereo、lighting、video equipment and conference equipment and PLA have won the praise from the users because of the
superior quality、stable performance and the thoughtful after-service.

参展产品：SOUNDBOX
公司简介：声博士（Soundbox）是全球领先的声学应用服务提供商，我们致力于满足人们对舒
适、安全、环保声环境的追求。我们为客户提供从噪声测试、声环境分析、声空间优化方案设
计的全流程隔声降噪解决方案，帮助人们大大降低噪声带来的声污染
声博士成立于2008年，是国内首批将隔声降噪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到声空间优化的公司之一。通
过不断挖掘和分析各种场景的声空间，声博士已构建出全球最全的超一百种不同场景的声空间解决
方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透明吸声膜、透明吸声涂层、电子噪声消除仪等领先技术，打造出医疗、
教育、军工、工业、建筑、住宅等领域的隔声降噪产品矩阵和解决方案，帮助人们大大降低噪声污
染，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环保的声空间。
声博士作为中国声学应用领域的领导者，目前在全球已有数千家家企业客户及数千项工程案
例，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华为、中国铁路、万达集团、苹果、谷歌、星巴克、香格里拉酒店、雅马
哈等行业巨头。
未来，声博士将继续深耕声学领域，在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前沿的大数据
和声学技术，帮助人们打造更加舒适、安全、环保的声环境。

2A-02B

恩平市金丰电子器材厂
Enping Jinf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工业4路C6-2 A幢 金丰工业大楼
电话：13822328771
电邮：1010388521@qq.com
传真：86-0750-8532796
网址：www.bekrl.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设备，会议视频跟踪系统，无线话筒
公司简介：恩平市金丰电子器材厂是一家集销售批发、工程设计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公司，以技
术服务为基准的专业音响系统.会议系统.无线会议系统.视像跟踪会议系统.广播系统等设备推广
的专业团队。公司坚持“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贯彻“重设计、重服务、高质量、
低价格”的营销战略。多年来在灯光音视频系统工程的娇人业绩，以及精湛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
工程经验，为各类场所提供全方位的专业会议系统服务而尽心尽力。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滘新路33号（声扬音响）
电话：020-34833101
电邮：zsmarket@prozs.com
传真：020-34833010
网址：www.prozsound.com
参展产品：LA、VC、LC系列线阵列音箱；CM、M系列返送音箱；超低音箱；数字处理器；专业功放
公司简介：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专业音响器材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具
有雄厚的研发实力，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已独立开发、研制出多系列具有专利技术的ZSOUND、
SY品牌专业扩声音箱。
公司自成立以来，推行“以质为本，技术先行”的企业理念，并从客户的角度出发，以全方位
减少客户的运营成本为己任，并以此指导产品研发方向，开发出多系列可靠、耐用并且便于操作
和使用的最高性价的产品。目前，ZSOUND品牌产品涵盖了流动演出、剧院、会议中心、多功能厅、
酒吧、俱乐部、电视台和体育场馆等不同应用场合。
经过多年的沉淀及发展，ZSOUND声扬一拥有了完善的团队及生产力：我们拥有强大的执行力，
团队成熟，各个部门相互分工配合，第一时间响应；我们有及时快速的售后，急客户之所急，客
户产品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对发，保障客户活动顺利进行；我们拥有成熟的技术团队，重大演出
可提供技术支持、定期技术巡访、工程方案有专门的技术负责作图配单；此外在国内外演出市场，
我们还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ZSOUND产品在国内外流动演出和固定安装工程占有大量的市场份额，
得到国内调音师的普遍认可。

2A-03A
2A-04

广东省广西商会演艺设备专业委员会
The Entertainment Committee of Guangxi Chamber of Commerce in Guangdong
地址：广州番禺南村镇新路北段1922号
电话：13724829420
电邮：254239348.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 舞台灯光及配套器材设备
公司简介：广东省广西商会演艺设备专业委员会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驻广州办事处-广东省广西
商会。本演艺设备专委会的宗旨是加强联系，增进交流，信息资源共享，推动抱团发展，发挥桥梁
作用；不断推进广东省内广西藉企业家之间、政企之间及与其他商会之间的交流合作，努力营造健
康向上、和谐互助的协作氛围；充分发挥优势，加强与其它省演艺设备专业委员会的友好合作，提
高广西演艺设备行业的知名度，增进同乡企业互惠互助关系。

2A-03B

恩平市奥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A-04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雅昌南路2号D栋3楼
电话：13751839495
电邮：366139495@163.com
传真：020-36355217
网址：

地址：恩平市平石工业区飞鹅东路16号
电话：0750-7122773
电邮：AODA@AODAPRO.COM;AODA28@AODAPRO.COM
传真：0750-7122202
网址：WWW.AODAPRO.COM
参展产品：功率放大器，数字音箱处理器，分频器，均衡器，时序器，激励器，压限器
公司简介：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stablished in 1993. It’s one of the
pioneer manufactory who produced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We have our own production building, audio laboratory, SMD workshop and perfectly production line. Our brand always
been one of the ten competition brands in China, we have high credit standing in our industry.
We have good design ability and profuse production experience. We mainly deal with the
developing,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Main products are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Equalizer, Analyzer,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Crossover, Limiter
and Mixer etc.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ccept the custom-made by OEM and ODM. Aoda
products are now selling to the whole country and lots of countries in Europe, American, Asia,
middle East, Africa cause we have good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ice.
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specific
solutions for the professional audio user. Welcome the clien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oping
to have long time relationship with them.
恩平市奥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从事专业音响器材生产较早的公司之一，
拥有自己的工业大厦、音频室、实验室、SMD车间和完善的生产线，一直是中国十大最具竞争力的
品牌之一，在中国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对专业音响器材有很强的设计能力和丰富的生产经
验，主要从事专业音响器材的开发、研究及生产。主要产品是专业功率放大器、数字信号处理器、
均衡器、压缩限幅器、分频器、激励器、调音台等。同时以OEM或ODM的形式为客户度身订做多种专
业音响产品，因为品质好，价格合理，奥达产品已畅游全国及欧洲、美洲、亚洲、中东及非洲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
奥达公司一直以诚实创新的精神，继续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音响产品，欢迎各界新老朋友莅临
惠顾，达成长远友好的商业合作，共创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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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音响器材，效果器、功放机、电源时序器等
公司简介：广州美之音电子有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生产专业音响器材和周边产品，
年产量过10万套，国内品牌ODM/OEM优质服务商；出口远销全球各地，凭着过硬的产品赢得广
大客户和消费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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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鑫硕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Shuo Electronic.,LTD
地址：广州白云区鸦崗西岐工业区C2栋3楼
电话：13570153018
电邮：147778689@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音响开关电源，适配器，充电器
公司简介：广州鑫硕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开关电源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集一体的电源制
造商，主要产品有舞台灯光电源，音响电源，充电器，适配器，LED驱动电源等，有2个产品获得
3C认证，全部产品可过ROHS认证，产品广泛用于LED照明，舞台灯光，音响，网络通讯，安防
监控，医疗机械等多方面领域，我们公司有自己的独立SMT贴片车间，各电源高端测试仪。超声
焊接机，电子负载。老化机房。我们坚持电子产品性能，材料采用中高端市场，给予客户品质信赖，
服务为先，重管理的原则，以质量为生存，以技术为发展，鑫硕电源相信在您的指导，支持帮助下，
努力致力与您提供值得拥有，放心，性价比，稳定的电源供应商，将与您同行，成为一个长期的战
略合作伙伴，鑫硕电子有限公司一直努力在路上。

广州飞腾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eiteng Audio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东升路5号卡丹路工业园
电话：13922406989
电邮：1373952549@qq.com
传真：020-28135872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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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汉朝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长坦村长沙路8号之一
电话：13924093780
电邮：8668915@qq.com
传真：020-34566096
网址：www.han-technology.cn
参展产品：专业音箱、功放、效果器、麦克风等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汉朝技术有限公司座落于“岭南古邑，粤韵番禺”之广州番禺石基镇，是一家技术型
专业音响系统生产商。
独特的核心音质“高音清澈飘逸、中音圆润饱满、低音下潜浑厚”始终贯穿于每个产品系列，所研
发产品已涵盖专业扩声系统、电影还音系统、专业DJ系列、卡拉OK系列、电教、会议扩声、公共
广播和数字影院等多个领域。
专业为酒吧KTV、高档会所、数字影院、车载音响、便携户外音响、声乐教学、大型演出等场
景提供设计、安装、施工、检测一体化服务。
汉朝技术以两汉地图为底，篆隶为型的设计理念，将“漢朝”品牌全面推向神州大地，“倾听东方
音，传递汉文化”响彻华夏每一个角落！

清远市弘韵音响配件有限公司
Qingyuan Hongyu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安丰村委会元丰村民小组集体自建房自编号为H2区
电话：18826099548
电邮：185384908@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专业音箱、功放、效果器、麦克风等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飞腾音响设备有限有限公司致力专注国内广播影视、文化、教育行业、党政、公检
法机关、娱乐行业等单位提供专业的整体声、光工程项目与设备集成的设计、安装、施工、检测一
体化服务。同时为国内行业提供品牌ODM/OEM优质服务。凭着过硬优质的产品赢得广大客户和消费者
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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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之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MeiZhiYin Electronics Co.,Ltd

参展产品：户外防水号角音箱
公司简介：清远市弘韵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大功率远程防水音箱号角，草坪音
箱以及音响配件厂家。产品广泛应用于：部队练兵场，体育馆，学校，车站，公园广场，海边沙滩，
化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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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雷婷普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eiTing Puhui Technoi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星东路202号
电话：18922379148
电邮：83236138@qq.com
传真：020-39992080
网址：www.lei-ting.com.cn
参展产品：音响线材、音响配件
公司简介：广州雷婷普辉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2016年5月，但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
雄厚的技术与一流的服务。是一家有着十五年的专业研发，生产，销售：专业音箱工程线缆,工程电
线电缆，音箱分频器连接线，音频信号线，视频AV线，以及音响接插配件，公司创立品牌（雷婷ｌ
ｅｉｔｉｎｇ）得到很多家音响公司的认同，并在全国各地都可见到雷婷线材成功的工程项目，公
司并且与多家音响公司签定合作OEM线材，公司将继续创新，完善，以更优质，更专业，更优惠的
价格去服务大众，并与大家一起携手去圆中国梦。

Guangzhou Lei Ting Puhui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May 2016, but the
company has advanced production and testing equipment, abundant technology and
first-class service. It is a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with 15 years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professional speaker engineering cables, engineering wires and cables,
speaker divider connecting wires, audio signal wires, video AVL wires, and audio plug-in
accessories. The brand established by the company (Lei Ting Leiting) has been recognized by
many sound companies, and the successful engineering projects of Lei Ting Wire can be seen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company has also signed cooperation OEM Wire with many
sound companies.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improve, serve the public with
higher quality, more professional and more favorable prices, and join hands with everyone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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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万昌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chang sound.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邦盛二路10号
电话：400-877-1288
电邮：1667119053@qq.com
传真：020-66821777
网址：www.pajsl.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箱，功放，电子周边
公司简介：万昌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程项目于一体的现代化音响企业。公司秉
承十六年行业经验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连续13年荣获中国十大音响民族品牌称号
，被广东省科技厅授予高新技术企业单位及市级技术研发中心。产品业务涉及专业音响、灯光舞美
、教育装备、智能广播等领域。公司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在海外已与30多个国家达成业务合作，
国内市场公司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项目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深耕二、三线城市文化娱乐市场。连
续几年成为文化部、中宣部公共文化基础建设的合作单位。

广州诺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XP音响）
Guang Zhou Norm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东乡村民乐园一街10号
电话：020-31005171
电邮：E-mail:gznorman@126.com
传真：
网址：www.gznorman.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诺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8年，公司专注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高品质音
响产品，产品主要包括电子管功放(胆机)，解码器（DAC），电子管纯前级，电子管耳放，电子管唱
放,纯后级功放，胆前后石功放，3寸-15寸HIFI音箱，有源及无源低音炮等多系列的Hi-Fi产品。
公司秉持着“诚信、和谐、创新”的经营理念，以“客户满意” 为服务准则，努力推动音响文
化传播和满足广大消费者的价值需求。产品从设计加工生产都经专业电子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全程严
格把关，产品质量工艺好才能让公司更好的发展。
广州诺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以生产音响效果出众、外形时尚优美的音响产品赢得同行及
各界人士的青睐。经过十年的创业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音响行业中的知名厂家，“WXP”(五线谱)品
牌也成为了国内著名音响品牌。产品已销往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澳洲、英国、
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欢迎各界各国Hi-Fi商家前来投资合作，我们可提供顶级的OEM设计。
（部分地区诚征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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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励声音响有限公司
DONGGUAN LISHENG AUDIO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长路东城段100号301室
电话：
电邮：lishengaudio@ls-acoustics.com
传真：0769-23178564
网址：www.ls-acoustics.com
参展产品：音箱
公司简介：LOGICSTAGE品牌由东莞励声音响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品牌的创立初衷，是源于一个资深
研发团队对舞台标准声音的更高追求。
励声音响十多年来致力于专业音频领域研发制造，发展至今现已有近10000平方米的研发生产基
地，15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拥有精英云集的研发团队，稳定成熟的制造能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
验，产品得到了世界各地用户的青睐和喜爱。
工厂现已通过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ISO18001等，产品已通过CE，FCC, CCC, IP66, ROHS, REACH等认证。
励声产品已畅销全国以及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遍布各大洲。励声音响将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
品质领先，服务用心来赢得市场，我们将不断突破自我，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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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ofe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水口村广源路162号之二
电话：13430367016
电邮：826294174@qq.com
传真：020-36461335
网址：www.gftruss.cn
参展产品：铝合金桁架、铝合金舞台、酒吧灯架、铝合金日字架、铝合金配件
公司简介：广州国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演出器材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配备各类先进数据加工机械及专业焊机等设备，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
专业技术团队。
公司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目前拥有8000多平方米的专业生产车间，多条切
割、点焊、加焊、抛光、清洗、包装等一些列完整生产流程工艺线。
公司主营铝合金旋转灯架、液压升降舞台、高质量铝合金灯光螺丝架、TRUSS架、插销架、展
架、龙门架、音响架、H架、酒吧灯架、显示屏日字架、铁舞台、标准航空箱、各种流动舞台演出
航空箱及相关产品等。
长期以来，国丰舞台以其质量和诚信第一的原则，赢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同。坚持以质量求生
存，以信誉求发展，以创品牌为宗旨的质量方针，取得了良好社会荣誉和经济效益。今后，国丰舞
台将一如既往的不断谋求工艺技术的进步和新产品全方位开拓。
Guangzhou Guofe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is a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specialized in the R&D, design, saleand after-sale service of aluminum alloy truss and portable
stage. It has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eam withspecialized equipment, CNC bending, CNC cutting
equipment, welding equipmentand advanced machining.
Guofeng company was formed in 2013,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It has
developed toa medium-size enterprise with 8000㎡ plant and more than 50 employees. Guofeng
hasseveral production lines including cutting, welding, polishing, cleaning andpacking.
The main products of Guofeng company are rotating truss,lifting stage, high quality aluminum
alloy bolt truss/ spigot truss, exhibitiontruss, sound truss, portable stage and so on.
We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 Integrity First”, and has won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approval. “Quality ofsurvival”is our conviction that “the credibility of development”is
ourcommitment to customer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if you are interestedin any of our
products. We sincerely hope to cooperate with clients from all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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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震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Zhen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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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722号
电话：020-39994716
电邮：237428271@qq.com
传真：020-39994716
网址：http://www.nawaudio.com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兴业路六号
电话：0792-8588889
电邮：yuhongying@hmaudio
传真：0792-8588810
网址：www.hm-koer.com

参展产品：音响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天震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全球最大的舞台音响基地——广州番禺，是一家集
研发、设计、生产、代理、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电声企业。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一直以生产和代
理 品质卓越、音质优美的专业音响器材为主！凭借电脑技术与电声技术的集成优势，以及强大的
专业开发队伍的不懈 努力，不断地为整个音响市场提供高性价比的专业音响产品。公司在OEM、
ODM的形式下，产品畅销海内外，并得到 国外众多知名商家的肯定，自2003年起原美国NAW品牌公
司授权于我司开发生产主产品的重任。
Guangzhou Tianzhen Audio Equipment Co. , Ltd. is located in the world's largest stage
audio base in Panyu County, Guangzhou, i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gency, sales of professional electroacoustic enterpris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we have been to produce and agent, excellent quality, excellent sound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base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electroacoustic technology, as well as a strong team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fforts to constantly provide the entire audio market with high cost-effective professional audio products. In the
form of OEM, ODM, products sell well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y, many well-known foreign
merchants, since 2003 the original Naw brand companies authorized our company to develop
and produce the main products.

参展产品：无纸化会议、智能中控系统 、智能会议系统、教学系统、音视频矩阵 、数字调音台、
专业扩声系统等
公司简介：九江慧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慧明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拥有一支高精尖的研发团队，
无尘车间先进的全自动生产装配线（高速自动贴片机、无铅热风回流焊、自动插件机、光学检测仪、
无铅波峰焊、高效可靠的美国AP在线电脑测试分析系统）。严谨的品质管控流程，及完善的ERP资
源管理系统，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不仅给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保障，更致力于打造高端
完美的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支持。
KOER，慧明集团旗下专注于智能会议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的品牌，专注在智能会议、无纸化会
议，教学扩声等集成音视频系统，为广大工程服务商提供优质的产品、专业的技术指导、完善的售
后服务。产品涵盖智能中控系统、手拉手会议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音视频处理设备、数字调音
台、专业数字功放、专业扩声等全系列会议系统产品线。
展望未来，KOER坚持推动传统音视频领域向智能化，数字化变革，通过云技术实现各设备系统
间的互联互通，打造高端智能会议室，力求把最优质的会议产品带给广大会议工程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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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声能量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FineSPL Audio Technologies Co.,LTD.,Guangzhou

参展产品：音响
公司简介：广州市赫兹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工程设计施工、演出器材租赁和产品批发
零售于一体的多元化高端专业音响系统的综合性大型企业。旗下音响品牌有世界顶级音响法国力素
（NEXO）、西班牙妙声（MUSICSON）、比利时APEX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的英国蓝点（LANDOR）。
品质，只因经久历练！赫兹人对音乐的态度是认真的，一个好的项目，除了顶尖的音响硬件设
施，极其专业的声场设计，更少不了一个优秀的音响团队。而赫兹音响不仅拥有世界顶级音响品
牌，更有一支专业优秀的团队：音乐酒馆、Livehouse、现场音乐派对EDM等无不精通，凭借声光电
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实力，赫兹已经与国内一线娱乐投资集团合作多年，与胡桃里音乐酒馆、CLUB
DIAMOND、广州THE ONE、北京拿铁、Monkey Museum、MONSTER PARK、光音现场、春风十里、桃花
洛、花儿胡同、芭缇曼、瓦的、花田巷、青炉里等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参展产品：点声源系列，线阵列系列，会议音箱系列，音柱系列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集设计、生产、系统推广的专业音响制造商，“FineSPL”品牌、“点声源”
品牌是公司的注册商标。产品主要以大型体育场馆扩声、演出、政府商企、娱乐演艺等功能用途为
核心。
公司与国外专业电声设计师合作电声开发（聘请专职的国外技术顾问），注重深度的市场、技
术研究，不断地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推出适合市场高性价比产品：号角式点声源系列、矩
阵系列、线阵系列音响是公司技术优势代表，其中号角式点声源音箱荣获国家多项技术实用新型专
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国内销售的同时也远销海外。

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FOSHAN LINGJIE PRO AUDIO COMPANY LIMITED

广州市赫兹音响有限公司
Hertz Audio（GuangZhou）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沙凤商业大厦1068室
电话：020-81990009/81990010
电邮：2355808315@qq.com
传真：020-81990009
网址：http://www.hertz-group.com

地址：广州是番禺区桥南街陈涌工业区
电话：0086－20－34878737
电邮：sales@finespl.com
传真：0086－20－34737392
网址：www.finespl.com

2B-01A

九江慧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MAUDIO(jiuji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B-03

广州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EGAL ELECTRONIC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洲村联丰工业园利泰大厦7楼
电话：020-81428138
电邮：2850123950@qq.com
传真：020-81428011
网址：www.linxaudio.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前锋北路光启大道3号
电话：020-377577362
电邮：dmx@dmxaudio.cn
传真：020-84534148
网址：www.dmxaudio.cn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线性阵列系统、KTV音响，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集研发、生产专业舞台、会议室、KTV音响
于一体的现代企业，致力于提供精益求精的品牌、品质、专业服务，目前已与多家国内外企业开展
技术合作。
菱杰音响以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独具匠心的产品设计、精益求精的品质要求、严格完善的检
测手段，精心打造KULEDY、TRS、LINX三大知名品牌的专业音响系列产品。凭借专业、专注、诚信、
创新的经营宗旨、高性价比的产品、严格规范的市场策略、全面周到的售后服务，得到国内外用户
的广泛认同。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覆盖私人影院、卡拉OK音响设备、专业音响设备、调音台及周
边设备等领域，销售及服务网点已涵盖了国内大部分省市、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快速、优质的服务。

参展产品：音箱、功放、处理器、前级效果器
公司简介：广州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工程于一体的服务型专业音响
企业，是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及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连续十三
年荣获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我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大型生产制造基地及高效国际化自动生产设备，能提供整体音频“系统”
解决方案，“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是DMX对自我的要求，确保我们的任何一件音频产品都拥有
非凡的音色。我司始终以严谨的态度，以前瞻高度思维探寻，把控国际前沿的音频电子科技，DMX
的产品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称赞，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2B-04

2B-05

2B-06A

广州爱珈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ga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2B-06B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ME TECHNOLOGIES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600号大夫山文体创意产业园B栋首层1号
电话：020-39026200
电邮：info@agasound.com
传真：020-39026299
网址：www.agasound.com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道福愉西路815号
电话：86 20 34838008
电邮：info@YMESYSTEMS.com
传真：86 20 34831010
网址：www.YMESYSTEMS.com

参展产品：音箱+功放+影院设备+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爱珈音响科技有限公司——一个全新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于一体
的高端专业音响企业，公司办公地址位于广州番禺禺山西路600号大夫山文体创意园，公司拥有自
己的生产工厂，具备行业顶尖的研发团队和完善的研发、测试、检测仪器，拥有高机械化自动生
产设备作为保证品质的坚实基础，采用欧洲顶级知名厂家定做单元和世界著名品牌电子原器件来
保证产品的一致性及高端品质，严格把控品质关，打造行业顶端水平之专业音响产品。
Guangzhou Aga Audio Technology Co., Ltd.is a professional audio enterprise with its headquater in Guangzhou China. Agasound focuses on high end professional users. Thank to our
creative R&D team, we keep up with the challenge of professional audio market and earn a great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and high quality standard, agasound built modern production lines equiped with advanced machines and testing intruments.

参展产品：音响系统、演出系统、固定安装系统、便携式系统、商用系统等
公司简介：YMESYSTEMS推出的第一款有源及无源线阵系统YOGA，其专利级的运输设计及极
简的使用方式获得了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继后推出的GT系列，更是创造了世界首款双9/11/13寸
线性阵列音箱.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在国内乃至美国、墨西哥、俄罗斯、韩国、越南、印
度、印尼、加纳、西班牙、瑞典、马来西亚、肯尼亚等国家的演出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同时，我们在国内外拥有众多成功案例，如：2019中国北京园艺博览会、2019年国际篮联篮
球世界杯、2019全国农业大会、2018湖南省运动会开幕式、2018广西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
2018广州马拉松、2017北京电视台水立方春晚、2017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2017 深圳EMP电音
节、2016-2017南宁熊猫音乐节；韩国大田GIJISI教堂、加拿大温哥华方亭剧院、加拿大萨德伯里
社区竞技场、马来西亚沙捞越国会喷泉、美国亚特兰大The Dream Center教堂等国家级盛事及项目。

广州市威能士达电业制造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d Forc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o.,Ltd

2B-07A

广州市嘉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ZOMAX PRO-AUDIO FACTORY(GUANG ZHOU,CHINA)

地址：中国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钟盛路力丰工业园1栋2楼
电话：020-66606020
电邮：windforce@biema.com
传真：020-66618678
网址：http://biema.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杨山村石南路1号
电话：18620635855
电邮：215517622@qq.com
传真：020-36410792
网址：WWW.SOUNDTOP-AUDIO.COM

参展产品：音箱、功放调音台、话筒、各类效果器、会议音响系统
公司简介：时代精品新坐标——拜玛音响将在本次展会全新亮相X全系列、LIVE系列中小型有源
流动演出组合系统；黑科技网络音响系统；全生态商用音响系统；多媒体会议音响系统以及第
三代全民K歌神器等系统化、集成化之专业精品。届时我司产品、系统、应用工程师们将在现场
做演示和讲解。欢迎新老客户莅临我司展位指导并提出宝贵意见。
室内展位：2号馆2B-05
户外线阵演示：11号
Fine works of the times and new coordinates, Biema will exhibit its X active touring speakers
family and LIVE series active speaker system for medium and small-sized sound reinforcement. The systematic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fine works of the times also be exhibited, such
as the black tech network active speakers, eco-chain commercial speakers, multimedia
household speakers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rtable Karaoke speaker. Biema engineers
will give demonstrations for those speakers during the show. Welcome to visit us at indoor
Booth 2B-05, Hall 2 and outdoor line array demo NO.11.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设备
公司简介：嘉声音响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专业音响制造服务商，
公司于1990年在香港铜锣湾成立，公司依托香港优越商业平台，立足中国，面向全球，致力于建设
饮誉海内外的专业音响航母。经过十余载的发展，构建了专业音箱和电子生产基地、全国10家营销
公司、42家代理及售后服务商、4家海外销售公司以及55家海外代理商，成为生产、销售和服务一
条龙的专业音响企业，产品及销售网络遍布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于2004年在广州市白云区注
册并成立大型生产基地。
我司SOUNDTOP(声霸)是一个拥有30年发展历史的专业音响品牌；是国内最早独立从事喇叭单元
的生产和设计，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打造的民族自主音响品牌。
我司MENS（猛士）品牌为2003年创立的专业音响品牌，产品内容涵盖专业音箱、功放、电子周
边等。不断引入各项新型电子电声技术和材料，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先进的专业音箱产品和解决方
案。
我司产品涉及的领域广阔，专业有：线阵系列、舞美演艺系列、工程系列、高端政府工程系
列、商用扩声系列、激情唱响系列、塑胶无源全频系列、会议系列、量贩娱乐KTV系列。

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DVON PREFESSIONAL AUDIO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蔡边一村广珠东线北侧A厂房
电话：020-39991902/39991903
电邮：dvon@dvon.com.cn
传真：020-39991738
网址：www.dvon.com.cn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系统、会议麦克风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出口生产企业。本公
司已有十九年的研发生产经验，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专业的电声、电子、软件、结构工程师10多
人，专业技术人员几十人。
迪韵公司主要引进德国技术研发、生产迪华澳（DVON）品牌的专业无线麦克风，会议麦克风，
音响器材，专业舞台周边设备等系列产品。产品大多出口欧美、东南亚等90多个国家与地区，赢得
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深受客户欢迎。产品获得多项国家专利，通过多项CE、FCC、RoHS等国
际认证。
迪韵公司不断进取、吸收世界先进的技术，努力塑造迪华澳（DVON）特色文化。秉承“重质
量、讲信誉”理念，与国内外商户携手合作，共同开创国内外市场。以优质的产品，完善的售后服
务，来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

2B-07B

广州市番禺区声活电子器材厂

Guang Zhou Pan Yu SHUO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石基段181号永和工业园
电话：020-81984969
电邮：Soundlives@126.com
传真：020-81798487
网址：//www.shuomic.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番禺区声活电子器材厂是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无线麦克风、会议系统、电教扩
声领域的高频、音视频产品的音新技术企业。获各型专利101项。
首创KTV专用抗震防摔麦克风、首创新型多层壳体3D麦克风、首创DSP数字云麦克风、首创语音
提示抗震防摔AI智能播报功能麦克风、首创电池电力不够语音提醒更换电池功能麦克风......
连续获得CC十佳麦克风民族品牌

2B-08

2C-01

广州市剧院之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Theater Music Technology Co.,Ltd

2C-02B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第六工业区A1栋
电话：020-36132580
电邮：
传真：
网址：www.vaudio.hk

地址：广东省 江门市 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区恩平园区二区V13号
电话：0750-7370233/13929099363
电邮：info@madistech.cn
传真：0750-7370239
网址：www.madistech.cn

参展产品：V10三分频线阵列音箱
公司简介：V10采用三分频设计，2个10"低频钕磁驱动器，4个5"中频钕磁驱动单元和2个1.75"高频
压缩钕磁驱动单元及波导管，精密的箱体设计和多项专利及驱动技术的应用，如高频波导技术、多
驱动相位优化控制、低频采用双极对偶布置配合先进的低音反射式出气口技术、相位塞专利技术
等，融合了DSP控制器及软件的控制管理，V10®以紧凑的箱体获得线性平滑高能量的输出。机械
部件和声学设计使V10成垂直柱型吊挂，吊挂数量达到24只之多，音箱垂直耦合角度0°到12°之间
可调，步长2°。柱面波在垂直平面上形成一致性很好的耦合。V10音箱使用了俄罗斯多层全桦木、
聚脲增强抗撞以及露天防护漆。扬声器前面板采用刚硬的金属全格栅声学网罩全面保护，并防止中
频段由于梳状滤波产生的干涉，优化了指向。

参展产品：数字调音台、多功能控制台、DUGAN自动混音系统、DANTE系统、音频隔离器、音频切换
器、ASIO声卡、话放、耳放、直播设备
公司简介：美笛声是国内多名技术精英与美国硅谷机电公司联合组成的高科技公司，致力于高端数
字音频产品研发和应用。拥有一支在音视频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全球精英研发团队，专注于数字音
视频、DSP微电子控制、数模转换、音频矩阵、远程数字传输、自动控制等学科研发。美笛声起步
即与世界同步。
美笛声自主研发的【数字媒体集控中心】为目前世界首创的能够集音频、视频和灯光控制于一
体的数字控制系统，并已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它采用VST插件技术，把广电级的技
术运用到了专业现场实时制作领域，在稳定性、实用性、操控性和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良，
为数字“融媒体”领域的“一匹黑马”，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全行业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美笛声将以智慧和不懈努力打造集产品研发、制造和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致
力于为中国数字音频专业市场从“外国制造”向“中国创新”的转变。精湛的设计，一丝不苟的制
造工艺，卓越的性能，为中国数字音频产业全球化发出我们的声音。一心中国梦，四海美笛声！

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ghou Desam Audio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16号楼2002房
电话：020-8582 0729
电邮：511493
传真：
网址：www.db-mark.com

2C-03B

参展产品：数字调音台，数字功放，数字周边，无线话筒
公司简介：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企业，集专业音响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拥有现代化生产线及先进的检测设备，建立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的音频制造
商。产品方向：致力于娱乐演出、商业、教学、会议及多功能厅等场所广泛应用。
Enping huadia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guided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pecializing in sou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Has a
modern production lines and advanced testing equipment, set up perfect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f audio manufacturers. Product direction: devoted to entertainment, business performance, teaching, meeting and multi-function hall and other places are widely used.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SPPA Audio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荷路1号
电话：020-28346168
传真：

电邮：572143123@qq.com
网址：www.dsppa.com

参展产品：应急指挥控制中心解决方案、智慧城市网络化广播系统
公司简介：迪士普始创于1988年，属实力雄厚的大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共广播国家标准主编单
位。深耕音视频技术领域30余载，拥有高科技研发基地、数百项各类国家专利。如今以AI技术为核
心，将迪士普产品向人工智能进行战略升级，并将自主研发的公共广播、会议和录播等系统产品全
面带入AI时代。
迪士普营销网络覆盖全球，先后成为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亚欧首脑会议、G20峰会等国
内外重大工程项目音视频设备集成供应商。世界瞬息万变，无论在何处，迪士普为您提供百分百贴
心服务。
“收藏过去，开启未来”！迪士普依托公司的核心技术，修建了音响博物馆和影像历史博物馆，
完美演绎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智慧生活。

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City Huadian Electronic Co., 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99号(99 Xingping Road North Enping City Guangdong China)
电话：0750-7123853
电邮：772147509@QQ.COM
传真：0750-7121891
网址：www.hualedi-audio.com

参展产品：数字家庭影院、DSP音频处理器、功率放大器、调音台、音频矩阵、反馈抑制器
公司简介：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GUANGZHOU DESAM AUDIO CO.,LTD.）是一家致力于专业音响
领域的研发、生产、销售、集成的专业音响公司。
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刻苦专研，已在音响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并靠良好的产品质量及售
后服务得到国内外同行的美誉。
软件方面，我们有多个DSP及单片机开发平台，并积累了多年的DSP算法、软件及硬件研发经
验，有完全的DSP研发能力。
“精益求精，做到极致”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提供一流的产品级服务。

2C-02A

恩平市美笛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MADISTECH CO.,LTD

2C-04

天工（广州）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ky-art Audio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启捷一路31号B栋4楼
电话：020-61955888
电邮： stvdiodue@vip.163.com
传真：020-61989890
网址：www.stvdiodue.com.cn
参展产品：数字功放、开关电源功放、专业功放、娱乐功放、四通道功放、电教数字功放
公司简介：天工（广州）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功率放大器的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企业。其产品覆盖KTV、酒吧、模拟及数字功放、户外扩声数字功放、
多功能会议数字智能功放、电教专业数字智能功放、家居配套数字智能功放。公司旗下自主品牌
天工（StvdioDue）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深受用户的认可和推崇。天工音响拥有强大的
研发创意团队。天工坚持“追求质量与服务为目标”的理念。产品覆盖中国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为提高演艺设备行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做出努力的企业。天工音响在资质、配套、物流、服
务、专利、认证（CCC、CE、ISO9001、ROHS）等方面为用户提供配套服务。
Sky-art (Guangzhou)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R&D,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power amplifier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echnology. Its
products cover KTV, bar, analog and digital power amplifier, outdoor sound amplifier digital
power amplifier, multi-functional conference digital intelligent power amplifier, audio-visual
professional digital intelligent power amplifier, home supporting digital intelligent power amplifier. The company's own brand (StvdioDue) has become a well-known brand in the world. It is

well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by users. Sky-art Audio has a strong R&D team. Sky-art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pursuing quality and service as the goal". Our products cover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Enterprises that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fluence of the performing equipment industry. Sky-art
Audio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users in qualification, matching, logistics, service, patent and
certification (CCC, CE, ISO 9001, ROHS).

2C-05

百威电子有限公司
BWAUDIO SYSTEM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顺祥路百威电子大楼
电话：020-86755766
电邮：1084422943@qq.com
传真：020-86755582
网址：www.bw-speaker.com
参展产品：喇叭单元
公司简介：百威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三十多年来我们不断奋发图强，壮大成长，今天的我
们广州基地拥有占地50亩的现代化音响工业城，清远生产基地拥有24亩自动化生产工厂，拥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音响业界精英，在技术研发、制造工艺、生产管理、声学结构、售后服务有着丰富深厚
的经验和基础。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专业音响喇叭单元研发生产企业。公司产品作为重要音响配件已
镶嵌到各大世界音响品牌。

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ncord Sound l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大平村工业路36号
电话：020-34833483
传真：

电邮：
网址：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VA品牌，创立于2017年，隶属于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创始团队是一群热爱专
业音响，拥有行业经验超过10年的工程师。
VA品牌一直以来以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市场，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国内
外客户的一致称赞,建立了极好的用户口碑。目前，VA已成为国内流动演出领域线阵列系统一线品
牌,并形成了独特的声音风格。
VA线阵列不是卖单一个音箱，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产品；把还原最自然的声音作为终极目标。VA
线阵列系统不仅仅是音箱、功放、处理器，它是整合每个产品，发挥它的最佳性能，达到让用户满
意的为目的，以用户体验为导向，让用户高效安装使用，节约产品运输空间，为用户和投资者的切
身利益考虑。我们不止卖产品，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为用户创造价值；提供实战扩声技术交流会
聆听用户需求，同时培养音响技术人员的应用水平，达到共享共赢。
VA 线阵列系统使命：让每个人享受愉悦的声音
VA 线阵列系统目标：成为一流的民族品牌，进入国际市场
VA 线阵列系统理念：简单 稳定 耐用
经营理念：合作共赢，利他共享
竞争理念：敌人帮助成长
团队作风：诚信正直，团结奋斗，学习分享，敬业

2C-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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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影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ffect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恩平市恩城镇茶坑管区新联工业区
电话：13631815395
电邮：cpl_corporal_1@126.com
传真：0750-7710589
网址：www.cpl-audio.com
参展产品：LD1,LD-LOW ,LD-SUB
公司简介：CPL“君子龙”品牌的定位：“致力制造世界一流的中国好音箱”
影响电子承诺：音箱外形和内部结构全部由自己设计。
音箱的喇叭多数由国外大厂定做。也有部分自己制作，均采用顶级配件调制。
音箱的板材全部使用芬兰WISA birch多层桦木板。
音箱的配件我们尽最大可能符合一流好音箱的标准。
同轴同向的点声源系统：整套系统由同轴同向的的三分频全频音箱（使用2只10寸的低频喇叭，1
只3寸的高音喇叭和2只1.75寸的超高音喇叭），和采用圆型相位塞加载的中低频音箱（使用2只
10寸的低频喇叭）超低使用了两只大功率18寸喇叭。
这个系统申请到了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同轴、同向的双喇叭音箱，音箱壳体内前后喇叭固定在音
箱壳体内，在其同向、同轴的前方设有前喇叭，所述前喇叭与号角连接并置于圆形相位塞中，所
述圆形相位塞固定在后喇叭前段的中轴线位置，本实用新型的音箱能够保证各音频的声学加载，
避免相位冲突，保证音频质量。

广州声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VR PRO-AUDIO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兴业大道西九巷4号
电话：020- 34833283, 020-34833282
电邮：info@cvr-audio.com
传真：020-34833281
网址：www.cvr-audio.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设备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s
公司简介：广州市声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间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要经
营高品质的“CVR”品牌专业音响。产品包括适用于各种户外/室内演出的线阵音箱、远射程音箱、
各规格的全频及超低音箱及数字后级功放等。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并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本厂自设大型现代化的工业厂房，占地5千多平方米。拥有技术先进的加工生产线及完善的在
线检测系统。厂内设有产品研发部门、销售部门、产品展示厅等设施。依托先进的设计软件和超前
技术、专业优秀的设计团队，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并提供优质完善的售后服务。
Guangzhou CVR Pro-Audio Co., Ltd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with an own brand “CVR” since 2005. Our 5,000 square meters plant has R&D,
sales and demonstration departments. Fully equipped demonstration facilities are available with
knowledgeable staffs.
CVR PRO AUDIO can easily provide you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sound from the smallest
conference room to the largest stadium. Like: PA speaker, indoor and outdoor line array speaker,
subwoofer, floor monitor, power amplifier and speaker management system.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far sales to over 96 countries and some well-established branches in the world,CVR
products are enjoying high reputations and popularities. Our goal has always been to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services to all our customers.

2C-07B

广州市奇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QANON AUDIO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官湖开发区石新路171-1
电话：020-82707301
电邮：qanonaudio@163.com
传真：020-82601726
网址：www.qanon-audio.com
参展产品：V15、V12、VS28
公司简介：奇能音响，英文名:QANON AUDIO，QANON “奇能”品牌创立于2001年，是研发和生产
具有创新技术的扬声器系统专业制造厂商，主要针对大型巡回演出和固定安装市场，从设计构思
到最后生产出精确技术规格产品。这些细致的工艺和对细节的关注表现出对理念严格的坚持，对
卓越的音质不断的追求。

2C-08
2D-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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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UIFENG Tech.

2D-02A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石楼路段10号
电话：020-39280111
电邮：lax@lax-pro.com
传真：020-39280123
网址：www.lax-pro.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天安节能科技园发展大厦218
电话：13068821701
电邮：245311424@qq.com
传真：020-39122240
网址：www.fenyu168.com

参展产品：LAX
公司简介：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 20 多年以来一直以“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
音”为企业愿景，秉承“用声音响遍中国，以创新发展世界，为中国品牌事业发展而努力”的公
司发展理念，逐渐形成集研发、制造、销售、工程、创意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集团化企业。其创
立的民族品牌LAX，20多年来,致力于全球客户提供优质的声光电综合解决方案,通过加强技术研究
和产品开发,不断巩固和完善市场营销网络,提高整体解决方案服务水平,向各个业务领域进行深度
拓展。产品广泛运用于体育场馆、办公大楼、剧院礼堂、演艺活动、公共广播等大型项目场所。
LAX凭借优质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丰富的大型项目运作经验，曾先后参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4 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2014 年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文艺晚会、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阅兵、
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和群
众大联欢、广州国际灯光节、西部音乐节、鼎湖山音乐节、等多项大型项目，奠定其在行业的领
军地位，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灯光、功放、话筒、控台
公司简介：广州分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音响灯光行业品牌产品推广的广告公司，公司
现有服务有《演艺装备》杂志，微信公众平台：《演艺装备》官方微信。每年分域展览还举办音响
行业新产品交流会巡展，为音响灯光行业广大企业推广产品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平台。
Guangzhou sub domain Exhibition Service Co.,ltd is an advertising agency which professionally
dedicates to the promotion of brands and products in the industry of the light and sound. At the
present, the available services of this company including that publishes the magazine called
Performing Arts Equipment and manages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named Performing Arts
Equipment i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Not only that, the company hosts the itinerant exhibitions of
Performing arts equipment annually for providing an excellent platform to those corporations of the
light and sound that intend to generalize their products.

2D-02B
2D-01

广州分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b domain Exhibition Service Co.,ltd

广州市浪源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榕荫路1号
电话：020－39165331
传真：020－39165331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Shawan Branch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福涌福龙路民营工业区一街横三街15号
电话：020-34832239
电邮：wch@yinfengaudio.cn
传真：020-34835131
网址：WWW.SEEBURG-AUDIO.COM
参展产品：线阵音箱 户外防水音箱 高端智能影K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市浪源音响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为锐丰集团旗下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专业音箱、
功放各周边器材为主，集开发、生产、销售及工程安装为一体的音响企业。我们一贯致力于开发优
秀的电声产品，SEEBURG(狮堡)和HLA是我们的两个自主品牌， 产品线全，质量控制严格，在国内
外内有着不错的口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正加速国际化的步伐，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电
声生产商。我们诚挚期望在日渐紧密的合作中，与您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欢迎各界人士莅临指导洽谈！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Ltd Shawan Branch, which is a subsidiary corporation
of Ruifeng Group, specializing in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loudspeakers, amplifiers, and peripheral equipments. We constantly devote ourself to the R&D of acoustic products, SEEBURG and
HLA are our two independent brands, with complete product lines and strictly quality control, and
share a good reputation in domestic and oversea market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we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ry our best to be the first-calss producers of
acoustics. Welcome to visit our company, and hope to establish the longterm business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广州正力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engli Audio Technology Co.,Ltd
电邮：804606149@qq.com
网址：www.ibex-sys.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正力音响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扩声系统和设备供应商，专注于专业音响设备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旗下IBEX品牌产品广泛运用于体育馆、剧场、多功能厅、演出、酒吧、
派对房、KTV等多种高要求扩声场所。
Guangzhou Zhengli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is a leading supplier of sound reinforcement systems
and equipment,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The company's IBEX brand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stadiums, multi-function
theatres, performances, bars, party rooms, KTV and other high-demand sound reinforcement
venues.

2D-03A

广州市艾韵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石东路48号威士邦工业园3栋3楼
电话：13316181666
电邮：961230278@qq.com
传真：020-36796695
网址：www.adspeakeraudio.com
参展产品：音响设备
公司简介：（艾韵声学企业）Adspeaker Audio
产品源自欧洲高品质音响系统生产企业,业务范围包括音频、视频、灯光、教育音视频系统集成，智
能会议音视频系统集成，广播系统集成等领域。公司产品适用于各种演出、体育场馆、剧院、教堂、
Disco舞厅及娱乐场所。
Adspeaker Audio是一家走在行业前沿的专业音响系统化企业。由音频、视频、软件、电子设备
集成、DSP设计研究、开发、生产等业务。
设计师们开发出每一款高品质音响系统按严格要求设计出合理的驱动单元开始，得益于独特的
欧洲专业驱动单元设计技术及服务支持。
Adspeaker Audio扬声器系统具有极致的清晰度和出色的动态表现，企业本着技术创新永不止步
的精神，以现代数字化革新为前提.设计.开发.生产纯数字有源扬声器系统，获得了全球客户的青睐
Adspeaker Audio产品通过国际的销售网络在全球销售，相信我们专业团队的力量和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让好声音传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D-03B

Guangzhou Huiying Electronic Co., Ltd.（Huiying Elec) is a company with over twenty years of
Sou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history. Over the years our company uphold the "To Expand the
Market with Quality,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with Quality” as our principle. We have made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products for many Chinese local customers and European, American customer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all parties.
Our compan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und high-tech technology as own duty, many years ago
we has already developed high-power (DSP) active amplifier module. This is a leading technology,
stable performance, reliable and practical products, with the latest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the
design, manufactur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backward traditio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mode,
completely solved the active speaker manufacturers had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met all their
requirements.Our company research,develop and manufacture all kinds of built-in audio processor
(DSP) active speakers, And have the busine ss of debugging and processing for customers（OEM）.
Let's join hands to manufacture high quality products that make users more satisfied.

广州市科昱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E Audio Equipment,Co.,Ltd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上邵工业一路8号/NO.8,1st Industrial Road,Shangshao village,Xintang Town,Guangzhou City,China.
电话：020-86312801
电邮：info@keaudio.com
传真：020-82696832
网址：www.keaudio.com
参展产品：功放
公司简介：科昱竭力践行“科技、艺术、文化”为发展理念。因为音乐是人类的最高艺术，它超越
了语言、种族和时空。所以音响设备不仅仅是科技产品，它更是艺术品，文化的载体，让人们享受
到更美好的文艺生活。
科昱一贯以“中国创造”为己任，热衷研制富有东方美学的艺术化音响设备，向世人展示灿烂
的中华文明。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奋斗目标，自强不息、刻苦攻关，赶超西方科技，研制出
一代又一代的创新精品。
2012年科昱历经八年、耗资千万、孜孜以求再研制出领先世界的“网络智能化功放”，精品问
世，享誉海内外。能为民族品牌争光，为保护地球、节省资源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一份绵
薄之力，而深感荣幸。
KE AUDIO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s business of high-end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Since the self-created and manufactured “KE network intelligent power amplifier”. Came into
the market, the amplifiers have won the recognition,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the high-e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KE AUDIO feel highly honored to service counterpa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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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大巷涌路153号
电话：020-34834088
电邮：hc99hk@163.com
传真：020-34833778
网址：www.hchkx.com
参展产品：航空箱、电源箱
公司简介：鸿图华构，引领潮流。广州市鸿潮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由前身广州市番禺区沙
湾鸿潮音响设备厂（成立于2011年秋）升级而来，是一家集设计、制作、销售于一体的厂家。公司
秉承“服务·诚信·用心·创新”的服务理念，凭借优秀的设计师研发团队、专业的生产制作队伍
以及现代化的生产加工设备，深受各地客户以及业内人士的好评。自2011年成立以来，鸿潮实业有
限公司多次参与广州各大灯光音响展会，在鸿潮人坚韧不拔，努力奋进的精神坚持下，在过去的九
年间内实现超速发展，为数以千计的经销商提供优质航空箱等产品。从原来几百平方十几个工人月
产量不到三百的小作坊模式成长为现在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拥有四十多名员工，月产量过千的
中小型生产企业。鸿潮实业有限公司定将在各界的关爱中不断进步，提供优质的产品，打造国内外
知名品牌！

恩平市欧蒙特音响有限公司

ENPING OMT AUDIO CO,.LTD

地址：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C2-2号
电话：13808889631
电邮：776319863@qq.com
传真：
网址：www.omtdj.com
参展产品：功放、DJ器材、KTV器材、家庭影院、HIFI音响
公司简介：恩平市欧蒙特音响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研发、生产、销售UHF/VHF多频道无线麦
克风、有线麦克风、数字调音台、DJ器材、数字功放及其配件等，自营进出口业务。公司拥有现代
化厂房，先进的生产设备、高精准度的检测仪器和高素质且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以及训练有素的
员工队伍。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我们的产品主要广
泛应用于舞台演出、家庭影院、KTV包厢、教学、主持、会议演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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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汇力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li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汽配大街10号
电话：020-66378838
电邮：sales@poshing.com.cn
传真：020-66378834
网址：www.poshing.com.cn
参展产品：DSP功放模块、有源音箱功放、有源音箱等
公司简介：广州汇力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汇盈电子）是一家有着二十多年音响产品制造历史的公
司。多年以来本公司秉持“以品质开拓市场，以品质确定地位”的理念，给中国国内广大以及欧美
众多国外客户制造了大量品质优良的产品，并得到各方的认可及好评。
本公司多年前已率先研发了大功率（DSP）有源音箱功放模块，是一款技术领先、性能稳定、可
靠实用的产品，以最新最先进的理念设计、制造，从根本上改变了落后的传统设计制造模式，彻底
解决了有源音箱制造商从前没能解决的问题并满足了他们所有需求。本公司同时研发和生产各种含
内置音频处理器（DSP）有源音箱，并有代客调试加工（OEM）等业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制造出
高品质，令用户更满意的产品。

广州市鸿潮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CHAO INDUSTR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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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铃声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坑同富裕工业区26号2栋2楼
电话：13316987509
电邮：490599535@qq.com
传真： 0755-23766554
网址：www.dioosi.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线阵音响，专业功放及周边设
公司简介：深圳市铃声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程设
计施工于一体的专业化音响器材生产厂家。拥有“DIOOSI帝欧斯”战略性自主品牌。经过多年的不
懈努力和奋斗，已成长成为行业内知名企事业单位。
铃声音响系统将世界最顶级的电声科技结合国际化中国本土生产，是产品拥有世界一流的设
计，要求最完美的音乐表现和声音效果，在音质的设计方面投入非常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研发，引
进国际先进生产技术和检测设备，设计最佳的扩声风格。
铃声音响系统是有多重不同的系列产品，专业提供对大型剧场、酒吧、KTV、大型演艺场所、体
育场馆、国际娱乐会所、电影院、音乐广播、会议厅、学校、会展中心等各类公共扩声领域产品的
解决方案。
铃声音响系统在多个地区拥有成熟的销售及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赢得国内外客
户的青睐。我们一直致力于走高端产品质量的路线，以振兴民族音响为己任；以中国创造的世界名
牌为目标；以优质的产品人性化的销售模式及心贴心便捷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从而建立与世
界音响质量接轨的国际化生产基地，与您共同塑造一个全新的国际级品牌。
铃声音响在长期的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共创双赢的服务理念，积累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塑
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拥有追求卓越的事业精神；认真诚信的从业态度；学习创新的工作方法；共
同成长的团队理念。竭力打造“专业发展，职业团队，服务制胜”的竞争优势，靠专业服务帮助客
户成功，实现企业最大价值，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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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水嘀音频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MIX AUDIO EQUIPMENT CO.,LTD..

2E-01B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963号天虹科技园1栋413A
电话：13719279966
电邮：
传真：020-87507568
网址：http://www.ai-mix.com

地址：广东省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三区B3
B3, 3 Zone, Enping Park,Industrial Transfer Park of jiangmen,Guangdong,China
电话：0750-7371977
电邮：973824458@qq.com
传真：0750-7774231
网址：www.enbao.com

参展产品：数字调音台MD-18、数字调音台TQ-22、数字调音台TQ-18、数字调音台TQ-32、数字
调音台MU-22
公司简介：广州水嘀音频，是立足于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技术创新与商业产品方案开发的专业技术公
司。
公司主要为数字音频领域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公司自2014年成立伊始，就拥有了一支技术过
硬，经验丰富的专业研发团队，具有深厚的技术功底与行业经验积累。团队在过去几年基于ADI系
列DSP处理器、Linux、Windows操作系统，完成了众多产品方案设计。
我们立足于行业前沿技术，致力于与产业链上下游厂商共同建立一个健康的、拥有巨大发展空
间的产业环境。
为企业提供硬件设计（HW）、软件设计（SW）、工业设计（ID）、结构设计（MD），生产制造
（Manufacturing），测试（TE）、品质保障（QA）的全套产品解决方案服务。
水嘀以专业的技术、卓越的品质为基础，秉承务实、诚信、共赢的宗旨，真诚为每一位客户服
务。未来，我们在探索技术创新，提供行业视听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将展开更多商业运营模式，与
客户进行更为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战略合作。
主营业务
数字音频类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应用方案打包，OEM/ODM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
公司简介：恩平市恩宝电子，成立于1997年，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省恩平市，是一家
自行研发、生产和销售麦克风、调音台及其它音响器材并拥有产品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自成
立之日起，公司坚持以“重质量，树品牌”为经营理念，赢得国内外客户的信赖和好评。二十年的
风雨，公司累积丰富的经验，不断建立和完善品质体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员工和顶尖的专业技术
人才，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和检测设备，达到有线麦克风300多万支，无线麦克风20多万套，
会议专用麦克风30万台，调音台2万台，音箱等10万套的生产能力。公司拥有“enbao”自主品牌注
册商标及多40多个产品专利，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8年6月被授予“省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称号，并且在多年来，连续被评为恩平市文明诚信企业及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产品一直
畅销全国21个省，40多个大中城市，以及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
年来均以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和优良的销售服务素质在业界中享有甚佳的声誉，成功地塑造“恩宝
创造”的品牌形象。欢迎广大海内外客户到我司考察，期待与您的长期合作。
En ping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founded in 1997, which located in the Chinese microphone industrial base – En p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have
the right of import and expor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 and sales own microphone, mixer and other audio equi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ny, we focus on
the business ideal "high-quality, famous- brand" and won trust and praise from the customer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 .Enbao has established for seventeen years , we got lots of
rich experience, and continu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system, training a
number of high-quality staff and top professional technologists, which has the world's
advanced level of production and testing equipment. We have achieved good production
capacity for over 3000,000 sets wired microphone, about 200,000 sets wireless microphone ,300,000 sets of meeting microphone, 20000 sets mixer and loudspeaker
100,000sets . Our company has registered trademarks “ENBAO”and have more than 40
patents, pass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es. We
awarded the "Provinc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vantage enterprise" title in June 2008 .
Moreover, Enbao was continue named “Enping city civilization integrity enterprise and
strictly abide by contract and trustworthy enterprises for several years. Products have been
hot-sold covered 21 provinces, more than 40 large and medium city, including Mid-East
,Southeast Asia, Europe ,USA , Africa and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Over 10
years stable and reliable product quality and excellent sales service quality enjoying the
good reputation of electronic industry and creating "Enbao-made" brand image successfully.Welcome customers from domestic and abroad for on-site investigation, we sincerely
hope can have a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you in the future .

慧聪音响灯光网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45号紫园国际大厦19楼
电话：020-22377910
电邮：liujin01@hc360.com
传真：020-22374888
网址：www.audio.hc360.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慧聪音响灯光网，成立2003年，以专业、客观的姿态，以敏锐、全面的视角，卓有成效
地实现信息沟通并传递价值，提供厂商和客户上下游之间的有效沟通平台。涵盖音频、视频、专业
灯光、会议系统、公共广播等领域的市场、技术、产品、展会、政策、成功案例、解决方案等资讯
内容以及线上交易平台；十佳评选、品牌巡展、千人买团、厂商牵手等线下活动深受行业认可。致
力成为服务声、光、视、械专业领域第一全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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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肇庆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康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Regal Technology Co., Ltd
Guangzhou Kingsou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世纪大道2号
电话：0758-8919997
电邮：christine@regal.com.cn
传真：0758-8919992
网址：www.regal.com.cn
参展产品：DANTE协议音箱、DSP功放、会议音频矩阵、主题乐园户外定制音频系统
公司简介：肇庆锐高电子推出全新大功率各种配置有源会议音箱、有源音柱会议套装、带DSP会议
功放和会议音频矩阵处理器，带各种DSP功能，带DANTE传输协议，可远程检测和控制，满足各种多
功能会议厅。还有一体式KTV套装，套装由集欢腾点歌电脑、BBS无线话筒、DSP前级混响器、三通
道大功率功放于一身的DK6超能合并主机和各个配置的品牌音箱组成，系统超简单易用，通电后一
键即可欢唱，适合家庭、多功能会议厅、小型KTV等。
我们专注生产音频产品二十多年，除以上参展产品还有各种有源功放模块、音箱、功放和周边
设备，欢迎广大客户OEM！

广州帝腾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Deton Professional Sound System Co.,Ltd.
地址：广州市增城荔城街湘江北路145号
电话：020-82718099
电邮：deton_audio@deton.com
传真：020-82718033
网址：www.deton.com
参展产品：专业功放
公司简介：DETON是一家行业领先的音响产品生产厂家。自创立以,始终致力于专业功放等音响产
品的设计开发和生产,拥有自主研发设计专利多项,DETON的产品被广泛应用在政府会议、部队学校、
宾馆酒店、演播大厅、体育场馆、剧场影院、舞厅酒吧等场所。经过多年的发展，DETON已经在产
品性能稳定、音色突出和耐用紧凑设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90%产品远销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和地
区。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大的专业音响生产企业之一。
DETON公司为满足当下业内对最强竞争力产品的需求，针对性研发、制造满足客户需求的高性
价比(等同于同行成本价，品质经多方测评认可)产品，欢迎各位朋友莅临参观、指导、洽谈业务。
Located in ZengCheng town, the satellite city of Guangzhou - Chinese origin PA products manufacturing base, 60km from the Train Station and 85km from the new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here
we are – OEM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Economy Globalization makes China becoming the World Factory, we know well that the Quality,
Cost Control, Service are the requisite factors for 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could be survived from
the har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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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德莱宝电子(恩平)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laibao Electronics (Enping)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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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
SHEN ZHEN DVAE AUDIO C0.,Ltd

地址：恩平市东安工业区金慧工业园D栋
电话：(0750)7819822
电邮：DELEIBAO@126.com
传真：(0750)7819855
网址：Https://wwwdeleibao.com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平路与五和大道交界锦绣科学园11栋南312
电话：15323446988
电邮：davawang@dvae.com.cncn
传真：
网址：www.dvae.com.cn

参展产品：专业功放,调音台.音箱等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德莱宝电子(恩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音响企
业。我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合理整合资源不断创新的精神，把产品的质量做好，让国内外
客户同样享受到世界优质产品的魅力。我们公司只要生产专业功放，调音台,音箱等等。
本公司拥有雄厚的开发技术力量及专业生产的管理团队，我们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
至上，平等互利”为经营宗旨。欢迎各界朋友精诚合作，开创美好的明天。欢迎OEM及ODM业务。
Guangzhou Delaibao Electronics (Enping) Technology Co., Ltd. is an audio company
integrating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we rationally integrate resources with the spirit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so that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can also enjoy the charm of the world's high-quality products. Our company only needs to
produce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s, mixers, speakers and so on.
The company has a strong development technical force and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am. We take "quality first, reputation first, service firs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s our business tenet.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welcome to cooperate sincerely and create a better tomorrow. Welcome OEM and ODM business

参展产品：数字调音台、数字音频处理器
公司简介：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是立足于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技术创新与商业产品方案开发的专
业技术公司。公司主要研发、生产数字调音台、数字音频处理器矩阵及为数字音频领域提供完善的
解决方案；公司自2014年成立伊始，就拥有了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专业研发团队，团队中核
心成员均在同行业从业12年以上，平均年龄33岁的资深工程师组成，具有深厚的技术功底与行业经
验积累。团队在过去几年基于ADI系列DSP处理器、Linux、Windows操作系统，完成了众多产品方案
设计。

恩平市佰利音响器材设备厂
Enping BEL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恩君东路3号
电话：13822322992
电邮：121806840@qq.com
传真：0750-7371827
网址：www.astro-mic.com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有线麦克风、会议系统、专业音频设备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企业。公司技术力量
雄厚，拥有一批行业资深技术人员、先进的生产设备、一流的生产流程、完善的检测系统，具有可
靠的质量保证体系。把产品要求做到了极致，保证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品质深得国内外客户用
户的高度认可和信赖。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佰利始终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公司有着从事音
响行业多年的丰富经验、良好的市场信誉，我们更着重将技术支持、维修保养、系统升级等一系列
完整的服务体系提供给我们的用户，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贴心服务。多年来我们一直以“自主创
新、创中国音响行业一流品牌”的企业使命，打造音响知名生产企业！
The company is a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in one of
th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has strong technical strength, has a group of experienced
technicians,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first-clas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perfect detection
system, and has reliabl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he product requirements are achiev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to the customers. The quality is highly recognized and trusted by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ace of rapidly changing market environment, Kimberly always
maintain a uniq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mpany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good
market reputation in the audio industry. We are more focused on providing a series of complete
service systems such as technology support, maintenance and system upgrading to our users,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more intimate service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ee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reate a first-class brand of Chinese sound industry" enterprise mission, to create a
well-known sound production enterprise!

2E-05A

广州市创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uangtian sound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环路138号大厦二层
电话：（020）34819869
电邮：lhz165@163.COM
传真：（020）34819869
网址：www.ct-audio.com
参展产品：音箱、功放、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创田音响，是一家致力于专业功放、音箱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
厂家。本着“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精益求精、共赢共进”的经营理念，大力推行全员品质管理；
在顺利取得CCC、QCQ、质检、国际标准等认证证书同时，有效整合资源、严把质量关。
本公司在推广自主品牌CT AUDIO，同时还提供音响设备OEM、ODM服务。还可配合设计娱乐、会议、
户外演出等音响系统设计方案，为客户提供一套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的专业服务模式。本公司
本着卓越的品质，超高的性价比”赢得广大国内外客商的青睐，产品甚至远销东南亚国家，优良的
品质、可靠的信誉，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在科技发展时间我们努力进取，锐意创新，期待
与您共创辉煌。
Chuangtian audio, is a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speaker product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in one of the manufacturers. In line with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quality first,
customer first, continuous improvement, win-win progress", we vigorously promot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all staff; while successfully obtaining CCC, qcq, quality inspec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other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es, we effectively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strictly control
quality.
The company promotes its own brand CT audio, and also provides OEM and ODM services
for audio equipment. It can also cooperate with the design of entertainment, conference, outdoor
performance and other sound system design schemes, and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complete set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mod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sales. The company in line with the excellent
quality, super high cost performance "to win the favor of the major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erchants, products and even exported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xcellent quality, reliable
reputation, for the enterprise to establish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tim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e strive to be enterprising, determined to innovate, and look forward to creating
brillianc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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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博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roadcom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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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 广东 恩平市 恩平园区2区B3号5楼
电话：13427430152
电邮：236175387@qq.com
传真：
网址：https://shop905p4876k8988.1688.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大观公园路10号502房(部位:3E22)(公司）
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二区V12二楼（工厂）
电话：0750-7780207
电邮：Baldon.163.com
传真：0750-7780207
网址：www.baldon-hk.com.com
参展产品：专业数字功放，数字音频矩阵处理器，数字音频处理器，数字反馈抑制处理器，专业调
音台，无线话筒，数字无线会议话筒
公司简介：广州博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企业，Baldon贝莱顿品牌创立于
2007年，集专业音响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销售中心及工程技术服务；拥有现代化生产线及先进
的检测设备，建立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的音频制造商。我们一直秉承“不断创新，毋宁死”的信
条，为广大用户提供高性价比、高机动性、高标准化的优质增值服务。
Baldon贝莱顿品牌一直坚信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多年来，Baldon贝
莱顿品牌坚持走引进吸收与自主开发并重的技术道路，在数字会议系统、智能无线系统、会议扩声
系统等多个领域中，已经享誉盛名。
Baldon贝莱顿品牌始终密切关注和跟踪国际音响界的发展动态，不断地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凭
借多年积累的开发设计及生产经验，已成为全球多家企业的OEM、ODM战略合作伙伴。
产品方向：致力于娱乐演出、商业、教学、会议及多功能厅等场所广泛应用。
研发：高素质硬件、软件、电声工程师、平面设计师，使我们拥有强大的新产品研发实力，核
心技术完全自有。
性能：高品质原材料，充分利用了全球各地的优势资源。严格的品检程序，保证了卓越的性能，
使产品有更高的性价比和竞争优势。
工艺：精工制造、品质至上。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继承一贯的严格要求，特殊的表面处理工艺
完全区别于传统方式设计，尽显高档雅致专业之魅力。
服务：愿我们的忠实、我们的诚信、我们的专业，完善的售后服务全程跟踪，想您所想，急您
所需。客户的认同和接受才符合我们企业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细节制胜的时代，细节竞争已成为品
牌竞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贝莱顿产品卓越的细节设计足以使其掌控先机，脱颖而出。
博通理念：创新、渠道、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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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恩平朗声电声器材厂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和加工为为一体的专业电声器材厂，产品包
括有线麦克风、无线麦克风、调音台、功放和音箱系列电声器材产品。本厂有着高效的生产和研发
团队,工程师有十多年的研发经验及其技术, 我们竭诚和您共建友好、亲密的业务关系, 根据客户
和市场的需求，我们积极提升公司研发实力，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本厂的宗旨是：“以创新求发
展，以质量求生存”。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都受到了广大客户的好评。公司现有专门的研发小
组和技术人员。产品的样式新颖，设计人性化，备受广大用户的喜爱。我们一如既往为您提供快
捷，优质，满意的服务，欢迎广大客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Enping Langsh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is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in sound
equipment over 7 years and our products including wireless microphone,computer loudspeaker,sound card with condenser microphone, audio mixer and power amplifier.
High quality is our obligation!Great serviceis our mission! Mutual benefit and development is
our target! Our product is good quality with competitive price have earned our customer’s
confidence and good reputation from different market. We believe that no business is too small,no
business is too big. We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on with you for a brigh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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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数字音视频机架式设备、有源大功率音箱
公司简介：BDS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台湾台北
目前规划出以下产品方向 ：
机架式打碟调速CD USB播放机
机架式多功能DVD USB播放机
PDM有源线阵列.音柱与有源全频音箱
高清导播监视视频切换。转换显示器等
机架式专业数字音视频周边设备
高清无线WIFI。蓝牙与硬盘播放机录像机
机架式DC直流/AC交流分配供电
高强度轻量化碳纤航空箱系列
演出用相关配件与优质3C产品

恩平市三鹰电子有限公司
电邮：sale801@epsy.com.cn
网址：www.epsy.com.cn

参展产品：会议麦克风，无线讲解系统，教学设备
公司简介：恩平市三鹰电子有限公司长期专驻于电容拾音器的研究，根据不同拾音环境特点，自主
研制生产出一系列高品质的有线电容麦克风和无线电容麦克风。
◆VHF/UHF无线系列：无线导览（讲解）系统；无线同声传译系统；无线会议系统；多信道无
线麦克风；教学扩音、教学录音、操场集会用的无线麦克风。
◆有线系列：有线手拉手会议系统；专业背极电容麦克风；远距离拾音、舞台大合唱麦克风；
带音乐前奏的公共广播麦克风；USB语音识别麦克风。
◆周边产品：单路、四路、八路麦克风幻相电源和麦克风音频集线器；单声道/立体声智能音
频混音器；会议功放和会议音箱。
公司技术团队长期专注于电容麦克风技术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产品研发经验和生产工艺。根
据客户的特殊需求，能快速完成委托项目的整体开发设计，承接产品的ODM和OEM业务，欢迎垂询！
Enping city sanying electronic co., ltd have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to produced VHF/UHF
wireless guide system; wireless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ystem; wireless microphone; Wired
conference system; gooseneck microphone; long distance voice pickup; stage chorus microphone;
public broadcasting microphone with music prelude; USB microphone; teaching PA; phantom
power microphone hub; mono/stereo audio mixer.
Welcome to inquire, OEM and ODM will both be greatly welcomed.

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DS ELECTRONICS CO.(TAIWAN)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东平横岗东路18号
电话：020-22073446
电邮：bds@bds.com.tw
传真：020-22073446
网址：www.bds.com.tw

ENPING CITY SANYING 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侨园路66号
电话：0750-7777855
传真：0750-7786611

恩平市朗声电声器材厂
Enping Langsh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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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铭格电子器材制造厂
MingGe Electronics Factory GuangDong Province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园路42号
电话：13828099068
传真：0750-7073751

电邮：wacita@163.com
网址：http://www.wacita.com

参展产品：无线话筒，无线会议麦克风
公司简介：恩平市铭格电子器材制造厂创立于2002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制、开发、销售于一体的实
业公司。拥有一班过硬实力的设计队伍，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基础，以质量求生存理念，
综合同行产品先进技术，将专业生产经验与现代营销沟通理论相结合；以高品质的策划设计和制作
生产，长期致力于无线会议、麦克风领域研究开发，不断创新，不断开发优质新产品，为客户提供
优越的商务平台。
本厂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机构的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多媒体教室等大中小场合，得到广大
用户的一致好评。
铭格公司 “信誉第一，服务至上”竭诚为客户争取最大的市场利益，同客户建立一种诚实守信
的合作伙伴关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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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仕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GISCH Lifting Equipment(shanghai)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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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1158号
电话：1381667349
电邮：1046007852@QQ.COM
传真：021-51686610
网址：www.gis-ag.cn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37号
No.37, Xinping North Road, Enping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电话：0750-8530553
电邮：eeleuni@126.com
传真：0750-7073229
网址：www.eeleuni.com

参展产品：GIS电动提升机
公司简介：捷仕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是GIS公司2009年设立的中国下属公司，是一家专门从
事舞台电动葫芦的企业，产品优势：体积小，自重轻，防水等级高，噪音小。自设立以来受到业界
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在这短短的十年时间打开了中国的庞大市场，与业内权威公司相互合作完成
众多国家级项目。项目案例：厦门金砖会议，青岛上合峰会，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迪士尼乐园，上
海儿童艺术中心，上海体育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杭州大剧院，余杭大剧院等。
GISCH Lifting Equipment(shanghai)Co.,Ltd.is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GIS established in
2009. It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stage electric hoist. Its advantages are: small size, light
weight, high waterproof level and low nois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t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customers in the industry. In this short period of ten years, it has opened up a huge market
in China and cooperated with authoritative companies in the industry to complete many national projects. Project case: Xiamen BRIC Conference, Qingdao Shanghe Summit,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Shanghai Disneyland, Shanghai Children's Art Center, Shanghai Gymnasium, Beijing Tianqiao Art Center, Hangzhou Grand Theatre, Yuhang Grand Theatre, etc.

2F-02A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功放 Wireless Microphone&Amplifier
公司简介：恩平市力创电声器材厂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省恩平市，公司创始于2006
年，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无线麦克风等音响设备的高新技
术企业。
我司专业的开发技术在行内处于领先的地位，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司自主研发的产品已多
达50余种，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产品畅销国内外，产品质量得到广大客户的肯定。
科学的管理模式，雄厚的管理团队，先进的生产设备。
过硬的专业技术，领先的设计概念，强大的开发后盾。
健全的销售体系，专业的销售人员，完善的售后服务。
本厂具有成熟的OEM、ODM经验，并秉承“精益求精、勇于探索、品质第一、用户至上”为原
则，为客户提供至诚服务。欢迎广大客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Enping City Lichua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is founded in 2006.We are a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 service .Our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wireless microphone and other sound equipment etc. Through several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our company had developed more than 50 products, and gained
national patents. Our products are hot-selling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has
got the affirmation from customers.
We has a mature experience of OEM and ODM.We sincerely welcome the worldwide clients to
consult the cooperation and create mutually beneficial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广州谷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cci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茶东村东兴路一号
电话：4006648818
电邮：1151692308@qq.com
传真：020-28170626
网址：www.micgrain.com
参展产品：麦克风，多功能会议系统，音响，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谷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旗下品牌MICGRAIN(麦谷)致力于KTV有
线麦克风、无线麦克风、演出麦克风！多功能会议系列产品以及周边设备的研发与销售；凭借优质
的产品！高效的服务体系，严谨的市场保护，MICGRAIN(麦谷)产品深得广大客户的青睐与好评，并
吸引了多家公司前来OEM，ODM。 MICGRAIN(麦谷))精选材料，美化外观注重稳定与音质。成品出
厂都需经过三道检验关口，让产品的返修率与故障率降至最低。MICGRAIN(麦谷)将不断努力，勇攀
高峰。让每一位使用产品的客户满意。
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客户至上， 竭诚服务，以质为根，勇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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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电源时序器
公司简介：凯思电声器材厂是-家专注于周边产品,电源时序器设计、生产于一体厂家。我厂拥有高
端的技术人才,拥有高质量的工作团队,可以及时地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研发团队能力强,能
根据客人的要求研发出.新的产品项目,产品主要销往世界各地,如欧洲、南美、东南亚、中东、非洲
等等海外国家。凯思电声器材厂凭着良好的信用、优良的服务与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热
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指导工作。

EnPingCity Mesite Electronic

参展产品：真分集无线麦克风
公司简介：恩平市咪诗特电子器材厂于2007年开始专业研发生产真分集远离麦克风，会议系统、我
们本着“质量第一、稳定至上、精益求精、共赢共进”的生产理念，大力推行品质管理系统。经过
多年不懈的努力敢于创新，已取得丰硕成果，在真分集远距离麦克风领域有口皆碑。

凯思电声器材厂
KAI SI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园恩平园区2区远图科技V5栋3楼
电话：0750-7821480
电邮：1990990750@QQ.com
传真：0750-7821480
网址：WWW.POWER-CAVGI.COM

恩平市咪诗特电子器材厂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鸿达工业园五楼
电话：18998154889
电邮：xrmst3331@126.com
传真：0750-7273356-818
网址：http://www.epxrmst.com

恩平市力创电声器材厂
Enping City Lichua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2F-04A

恩平市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HengY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江门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F区F46号2号楼五楼
电话：0750-7782838
电邮：cpq-324@163.com
传真：0750-7782939
网址：www.ephengyu.com
参展产品：麦克风，调音台，音响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恩平市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
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麦克风、音响生产企业。本厂凭借强大的技术力量，精湛的制造工艺和严格
的品质管理，为各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无线、有线、会议、教学麦克风等音响器材，以及完善的售
后服务。公司拥有先进的产品调试设备，精湛的生产工艺，保证了产品参数的稳定可靠性和整体美
观。并畅销中国国内市场，远销欧洲、东南亚、美洲及中东等地区。多年来我们的技术不断革新，
不断开发出优质的新产品来满足市场和顾客的需求，这是我们追求的永恒目标。
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至上，平等互利”为经营宗旨。欢迎与
国内外的朋友精诚合作，开发创新，共谋发展，开创更加辉煌的明天。

2F-04B

恩平市宇声音响器材设备厂

2F-06

YUSOUND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E区5-1
电话：0750-7816884
电邮：710673583@qq.com
传真：
网址：www.yusound.com.cn

地址：广东省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二区B3号厂房一
电话：0750-7779797
电邮：835789539@qq.com
传真：0750-7773937
网址：www.stabcl.com

参展产品：专业功放 专业音响
公司简介：恩平市宇声音响器材设备厂是集研发和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电子器材设备商。企业成立以
来，凭着富于创造力创新力的企业理念、诚恳热枕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吸引着无数优秀的
新老客户，并建立长期合作共赢的关系，竭诚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以及质量，欢迎广大客
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产品相关介绍：
1、专业功放核心技术主要采用了全对称浮地设计，这个设计的优点是失真小效率大声音更精
准，精选进口电子元器件、使用寿命更长；
2、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开机延时缓冲、内置压限器、过电流电压保护等等；
3、专业音箱采用先进的声学设计结构，资深的分频处理器设计，以及相关的进口优质配件；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直播设备、会议系统
公司简介：恩平市鑫泓电子厂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
主营：无线麦克风、无线会议麦克风、多功能数字会议系统、手拉手讨论会议系统、周边设备等系
列产品。
Enping Stabcl electronics factory is a modern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s.
Main: wireless microphone, wireless conference microphone, multi-functional 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hand-holding discussion conference system, peripheral equipment and other products.

2F-07A
2F-05

恩平市鑫泓电子厂
Stabcl Electronics Factory

恩平市冠星电子厂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威特电子厂内二幢三楼
电话：0750-7822271
电邮：157306910@qq.com
传真：0750-7822271
网址：www.aoxunser.com

Guanxing Electronics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侨兴街9号
电话：0750-7781218
传真：0750-7780768

恩平市奥讯电子音响器材厂
Enping AoXun Electronic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参展产品：有线会议系统,无线会议系统,会议周边设备,无线话筒等
公司简介：恩平市奥讯电子音响器材厂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中国会议麦克风产业基地)。致力
于专业会议生产及销售,系统设备研发、的专业音响器材生产厂家。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专业会议系统:自动摄像跟踪功能和纯讨论功能会议系统.无线会议话筒,
专业型会议话筒,智能混音器等.以其成熟及稳定的技术.使产品广泛应用在全国各地政府机构、企事
业单位、酒店会议室,多媒体功能会议厅,教学单位,及论坛,并OEM到世界各地,深受各界人士的一至
好评！
公司拥有资深的专业团队，技术力量雄厚，从原材料到成品出厂，都要经过严格、谨密的监管
管理层，由于设备齐全，制度严格，保证产品质量的最好优质。新颖的设计、快速的交货,以及优质
的服务,是我们公司一直永远不变的发展方向。
热诚欢迎国内外客商来人、来电洽谈经销，欢迎OEM及ODM生产

电邮：sales@cha-promic.com
网址：www.cha-promic.com

参展产品：有线麦克风，无线麦克风，会议麦克风，KTV专业麦克风
公司简介：创建于2001年，冠星电子已成为电声系统的主要生产商。不管是自娱自乐的演唱者还是
老练的表演者，使用冠星电声系统，都可以像一个专业的艺术家。凭着多年的经验累积，冠星电子
在质量、可靠性及价值价值方面都有着卓著的国际声誉。这除了归功于持续的飞速成长外，还因为
冠星电子的创办人一直坚持非常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无止境的创新精神。从一开始向迪斯科娱乐部及
歌厅推出可靠的动圈麦克风，到现今进入无线系统领域，冠星电子都是电声技术的倡导者，而且由
始至终都把用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冠星电子向专业人仕和业余爱好者提供的产品包括无线麦克风
系统、有线麦克风系统、会议麦克风系统及电声配件，从单一产品到成套的专业产品，冠星电子都
可以提供！
Founded in 2001,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become a major producer of electroacoustic systems.
Whether it is a self-entertaining singer or a sophisticated performer, using the Guanxing electroacoustic system can be like a professional artist.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an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value. This is in addition to the
continued rapid growth, but also because the founder of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always adhered
to very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and endless innov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disco entertainment department and karaoke room to launch a reliable dynamic microphone, to enter the field of
wireless systems today, Guanxing Electronics is an advocate of electro-acoustic technology, an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put the user's needs in the first place . With a long-term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better service to users,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been able
to grow rapidly in the world market.Products provided by Guanxing Electronics to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include wireless microphone systems, wired microphone systems, conference microphone systems and electro-acoustic accessories. From single products to complete sets of professional products, Guanxing Electronics can provide!

2F-07B

恩平市劲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JINYIN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B区1号2楼
电话：0750-7818728
电邮：may@jinyinaudio.com
传真：0750-7810812
网址：www.jinyinaudio.com
参展产品：音箱
公司简介：劲音电子（JINYIN AUDIO），是一家集自主研发、批量生产、精准销售、优质服务于一
体的专业音响设备制造企业，旗下商标“MOQY”，产品大量应用于流动演出和固定安装音响系统，
畅销国内外，产品涵盖了流动演出、剧院、会议中心、多功能厅、俱乐部、电视台和体育场馆等不
同应用场合。
劲音电子（JINYIN AUDIO）秉承“以人为本”的信念，坚持吸纳人才、培养人才、重视人才的
发展策略，采取人性化的管理，为员工提供舒适工作环境和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目前，劲音电子
（JINYIN AUDIO）已打造出一支精干的管理队伍以及高素质的专业技术团队。
国产专业音响品牌发展之路，道阻且长。在前进的道路上，劲音电子（JINYIN AUDIO）从未停
止脚步，在遵循技术先行、以质为本、顾客至上的前提下，立志为专业音响使用者提供更好的专业
音响系统和服务，继续以品质为责任，以创新为灵魂，以价值为信念；坚持走专业化、规模化、差
异化、国际化的企业发展道路。携手同行，合作共赢，共创无限辉煌！

JINYIN AUDIO is a high-end electronic enterprise integrat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ss production, precise sales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Company's own brand is
“MOQY”.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ouring performance and installation, hot sale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which covers different applications, including touring performance, theater, conference room, multi-function halls, clubs, TV station and stadium.
JINYIN AUDIO adher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faith, adhere to absorb talents, training talent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al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take the humanized management,
provide staff with comfortabl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provide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current JINYIN AUDIO has created a lean management team and highly qualified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eam.
Meanwhile, JINYIN AUDIO’s desire is to provide the best professional audio system and
technology service for user. Adhere to the specialization, scale, differenti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path. Hand in hand, win-win cooperation, create unlimited brilliant!
LET THE SOUND TOUCH YOUR HEART !

2F-08A

宁波立腾音频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BaoFe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and located in microphone town -Enp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e are a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assembling of
designing,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selling and after-sale serving as a whole domestic and
oversea. Our products mainly include digital 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 digital wired conference
system, wireless microphone, audio equipment etc.
Through our efforts, our R&D group had already developed more than 30 products and gained
several national patents. Our products sell well in domestic and oversea. Moreover our company
has got mature experience of OEM and ODM.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has got much affirmation
from our customers.
We take “Technique Advanced, Investigate Bravely, Quality First and Customers Superior” as
our principle to provide the best products and service to customers.
We sincerely welcome worldwide clients to cooperation with us and create mutually beneficial
business relation in the future.

2F-09B

Ningbo Roxtone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金方华电商产业园2栋01
电话：13798499109
电邮：405568130@qq.com
传真：07855-83206640
网址：http://www.sz-badun.com/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鱼山头村
电话：0574-87154705
电邮：sales@roxtone.com
传真：0574-82819795
网址：www.roxtone.com
参展产品：音频线、网线、接插件、预制线、塑料线盘、舞台盒等音视频配件
公司简介：ROXTONE成立于2002，致力于创造创新音频产品。如今已成为专业音视频附件领域集
设计、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优质供应商。产品范围包括卷线、连接器、预制线、绕线盘、多路系统
和支架。目前已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可靠的合作伙伴。ROXTONE引进了ISO9001-2015、先
进的ERP系统， 并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确保了卓越的产品质
量。随着环保的发展，ROXTONE承诺所生产的产品均符合ROHS的标准。我们非常重视创新和知识产
权保护，在大多数国家已取得专利并先后注册了商标。我们致力于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建立平等的
合作伙伴关系和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
ROXTONE was founded in 2002 with the idea to creating innovative audio products. Today we are
the leading supplier in design,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professional audio and video accessories. Our products range includes bulk cables, connectors, pre-made cables, drum systems,
multiple systems and stands. We have dozens of reliable partners in over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ROXTONE has introduced ISO 9001:2015, advanced ERP system, highly trained employees, state-of-the-art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d standardized workflows to ensure superior qualit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development, we promise that products compliant to ROHS and
Reach standards.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any patents granted and successively registered trademark in most countries.

2F-09A

恩平市宝丰电子器材厂
ENPING CITY BAOFE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河南新平南路1号之一
电话：0750-7813373
电邮：bf-sales@bf-cn.com
传真：0750-781242
网址：www.bkraudio.com
参展产品：会议麦克风，会议麦克风系统
公司简介：恩平市宝丰电子器材厂创始于2006年，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省恩平市，是
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数字无线会议系统、无线会议麦克风、无
线麦克风等音响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厂研发团队一自主研发多达30余种产品，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产品
畅销国内、外，产品质量得到广大客户的肯定。
本厂具有成熟的OEM、ODM经验，并秉承“精益求精、勇于探索、品质第一、用户至上”为原
则，为客户提供至诚服务。欢迎广大客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深圳市雅威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aweige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麦克风及音响
公司简介：深圳市雅威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00六年，从事全数字会议产品、全数字导游和数
字教学、智能可编程中央控制系统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继恩平生产
基地，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依靠强大的团队，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基础，以质量求生存理念，竭诚为各界服务，
建立一种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携手迈向美好的明天!
我们生产的系列品牌专业会议麦克风设备，具有独特、美观、新颖的外型和优秀卓越的内在性
能。多年来，产品不但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世界各国，深受用户的好评。
为用户提供最优秀、实惠的产品”是我们的宗旨。我厂将继续秉承一贯的出色水准，为客户提
供至善至美的服务。欢迎各位买家洽谈!

2G-02
2G-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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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恩平市帝凡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DIFAN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A区A7、A8号
电话：0750-7822332
电邮：difan2011@163.com
传真：0750-7822332
网址：www.difan.tv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 本次展会展出的产品有：MX1.MX2.MX45.MX55.DF-326 DF-327 DF-811
DF-812 DF-2012 DF-4200 MX-4800 MX-4000 MX5 MX-8 MX-9 DF-8160 MX-1000 MX-2000等
公司简介：我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主要生产经营：专业无线麦克风
系列产品。一贯秉承“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技术力量雄
厚，经验丰富优势，具有强大的研制、开发、生产能力，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
的质量保证体系，奠定扎实的生产基础
Enping Difa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n professional microphone manufacturer& exporter. We
assembling of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after-sale serving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eet the market & customer need, we have professional engineers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line of
best quality items for your dem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 customer foremost", we
thrive on our entrepreneurial spirit, fully utilize our technical and experience advantage, strong
develop,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bility. We have advanced equipments and complete testing
system as well as credible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eady production foundation.
Our strong development capability, stable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ensure our products can
meet your need & lead the market. Welcome all clients to discuss and cooperate with us to build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

2G-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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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声辉电子
HUWNSN®
地址：江门恩平市园丁街16号
电话：13630479001
传真：7116696

电邮：3377027287@qq.com
网址：www.huwnsn.com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
公司简介：恩平声辉电子是专业研发生产锂电池麦克风，各种音响设备制造商公司成立以来，凭
着富于创造力的管理理念、诚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吸引着无数的新的优秀客户，并
且建立长期合作共赢的关。因为我们在做的不是普通产品，我们做的是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为用户提供最好的产品。
Enping Shenghui Electronics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lithiumbattery mimicrophones
and various audio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Sinceits establishment, with full creative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e serviceattitude of sincere enthusiasm and positive spirit attracts
numerousoutstanding new customers, and establish long-term win-win cooperation
Because we are doing is not an ordinary product, we do it is to createmaximum value for
customers,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best productsand services.

2G-07

美国科利尔通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Clear-Com LLC.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SOHO尚都北塔B座810
电话：010-59000198
电邮：josephine.zhai@clearcom.com
传真：
网址：www.clearcom.com
参展产品：有线、无线内部通话产品
公司简介：Clear-Com 创建于1968年，是 HME 的子公司，提供专业的实时通讯解决方案和服务，
是值得信赖的全球供应商。我们创立了经过市场验证的技术，通过有线和无线系统将人们连接在一
起。
Clear-Com率先在市场上推出第一款用于现场演出的便携式有线和无线内部通讯系统。从那时
起，我们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历程，显著改善了人们专业领域（实时通讯影响重大）的合作方式。
对于我们所服务的市场――广播、现场演出、现场活动、体育、军事、航空航天以及政府――
我们的通讯产品在解决不同规模和复杂性通讯需求的同时，始终满足高质量音频、可靠性、可伸缩
性和低延时的要求。
我们在业内享有盛誉，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成就卓著，而且还因为我们在为专业应用提供
正确的解决方案，通过专业技能让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保持始终如一的客户参与和奉献精神。在
全球范围内和整个市场，Clear-Com 的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因其独创性和对客户的影响已经赢得
了众多奖项和赞誉。
Clear-Com, an HME company, is a trusted global provider of professional real-time communications solutions and services since 1968. We innovate market proven technologies that link
people together through wired andwireless systems.
Clear-Com was first to market portable wired and wireless intercom systems for live performances. Since then, our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innovations has deliver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to the way people collaborat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where real-time
communication matters.
For the markets we serve – broadcast, live performance, live events, sports,military, aerospace
and government – our communications products have consistently met the demands for high
quality audio, reliability, scalability and low latency, while addressing communications requirements
of varying size and complexity.
Our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is not only based on our product achievements, but also on our
consistent level of customer engagement and dedication to delivering the right solutions for specialized applications, with the expertise to make it work. Around the globe and across markets,
Clear-Com’s innovations and solutions have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and recognitions for
ingenuity and impact to customers.

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
CHINA AUDIO THE FIRST NETWORK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四路海大大厦1座1124
电话：13710879940
电邮：542959071@qq.com
传真：
网址：www.ca001.com
参展产品：CA001杂志
公司简介：CA001.COM中国音响第一网，创始于2001年。拥有18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已经突破
68万名注册会员，几乎涵盖了国内该行业绝大部分技术从业人员。CA001日平均在线会员大于5万
人，网站排名远远领先国内同行业其他网站，成为国内音视频行业从业人员的技术交流的首选集聚
地和人才、业务交流的专业社区；CA001作为国内音视频行业中当之无愧的第一网络媒体，其人
气旺、专业性、覆盖广、形象权威的特点，使CA001无论是形象上、还是规模上均已经成为该行
业的一个最高点，CA001将不断拓宽其专业技术领域，发展传媒、行业杂志、培训、测评等多维
推广业务，致力于打造一个音视频行业的权威推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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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莱菲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GHTFUL STAGE LIGHTING & SOUND EQUIPMENT CO.,LTD

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uyi 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小塘南路88号1栋
电话：18027192943
电邮：info@laserlightful.com
传真：020-36540926
网址：www.laserlightful.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南园大道一巷31号
电话：020-39996050
电邮：940552030@qq.com
传真：020-39996050
网址：www.6yi.net.cn

参展产品：激光灯、户外激光灯、摇头激光灯、摇摆激光帘（镭射箭）
公司简介：广州市莱菲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
小塘南路88号，生产厂房面积5000余平方米，是一家从事生产舞台、舞美灯光设备的高技术企业
（以高新技术与品牌打造企业)，公司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开发人员，自主研发了多项专利产
品，丰富的经验能够应对各种灯光应用难题，多次在各种大型活动中表现出色。
莱菲灯光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合作共赢、诚信高效、服务一流”为服务理念，产品严格按照
质量标准检验体系执行生产，大部分产品都有获得CE、RoHS，SGS等证书。公司内部采用ERP
管理系统来对物料，生产，财务实行规范化有效合理的管理。

参展产品：摇头灯、聚光灯、染色灯、特效灯等舞台灯
公司简介：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技术力量雄厚的，集专业舞台灯光产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音响代理以及工程承接、安装调试、技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自主品牌<SwwPoo>专业舞台灯光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六艺拥有一流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团队。凭借先进的技术系统和专业经验，
已经为客户提供了包括灯光方案设计、设备供应、安装调试、维护维修、业务培训在内的一系列服
务。产品服务于广州电视台、佛山地铁集团、方特乐园、融创集团、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巨邦
国际传媒、广东工业大学、暨南大学、华峰化工集团等众多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和单位。
面向未来，六艺将继续坚持“以质带量，质为先”的经营方略，突出质量、效率。“以质量求生
存、以诚信求发展、以服务为后盾”作为企业经营宗旨，服务于广大客户。

Guangzhou Lightful Stage Lighting & Sound Equipment Co., Ltd, founded in 2012, is located in 88 Xiaotang South Road, Jianggao Tow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China. We
are a high tech compan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with more than
50 employees and production area of 5,000 m2.
We hav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 number of patented products which showed great
performance in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Our high quality personnelcan cope with various application problems of the lighting equipment with their full experience.
We insist in the managing metho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n-win cooperation, honesty and efficiency, first-class service".
The products are all manufactured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standard test system
and most of the products have acquired CE, RoHS, SGS and other certifications. And the ERP
system is utilized to meet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materials and supplies, manufacturing, finance of the company.

3A-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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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官涌村海涌路129号
电话：020-84654949
电邮：270654086@qq.com
传真：
网址：www.gzfmtruss.com
参展产品：铝合金桁架、灯光架、展览架、truss架、活动舞台、玻璃舞台、简易舞台、铝合金篷
房、舞台机械、防暴栏、雷亚架、看台、铝合金脚手架、景观膜结构、欧式篷房、展览庆典篷房、
遮阳膜结构、酒店帐篷
公司简介：丰名装配式建筑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花城－广州市番禺区，是拥有
20000平方米的现代花园式厂房。丰名于2010年在广州注册成立，主营舞台桁架、活动舞台、舞台
机械、铝合金篷房、膜结构产品。产品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区的演出展览活动、节
日庆典中均可看到丰名的产品。自成立以来，丰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立业的经营原则，始终
致力于以更优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佳的信誉获得客户认可。丰名经过10年的努力与发展，已具
备行业领先的规模和实力。2016年丰名获得了产品专利，注册了商标，并入选中国名牌产品培育委
员会授予的《中国自主创新品牌》、《中国著名品牌》和《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2017年丰名通
过德国TUV产品安全承重测试，加入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并成为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理事单
位。

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沙开发区紫荆道81号E座2楼
电话：020-81491728
电邮：fdl@fdlchina.com
传真：020-81491178
网址：www.fdlchina.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舞台灯光系统调光控制产品，文旅远程控制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是专业从事LED应用、专业舞台灯光控制和建
筑智能照明控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正弦波调光领跑
者，中国LED线性调光领跑者，中国【剧场建筑设计规范】灯光标准参编单位。总部设在广州，在北
京、上海、山东、辽宁、四川、陕西、浙江等地设有驻外机构。
方达企业秉承【诚信、务实、创新、卓越】的管理理念，坚持【自主创新】的研发理念，已研
发出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的LED灯具及灯光控制系列产品，并拥有时代意义的国际领先高科
技产品一正弦波调光器，凭借稳定可靠的质量，完善的售后服务，方达产品服务于中国国家大剧
院、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家博物馆、中南海会议室、首都图书馆、亚信峰会、上海世博会、北京奥
运会、广州亚运会、古巴哈瓦那歌剧院、日本国立大剧院、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家体育馆等众多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和单位。
方达企业以实现【科技创造品质】为企业愿景，不断研发多元化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技术，
建立完善的专业服务体系，逐渐发展为灯光领域专业化、国际化的高科技企业。

丰名装配式建筑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Fengming Prefabricated Building Technology (Guangzhou) Co., Ltd

3A-03A

广州特洛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Taurus Light Co.,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东铁山河路
电话：13431355250
传真：+86 20 29838986

电邮：export@tauruslight.com
网址：www.tauruslight.com

参展产品：摇头灯，LED效果灯， LED灯具， 电源箱
公司简介：特洛斯灯光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提供以质量为中心的产品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经
过多年的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专业舞台灯光制造企业，不断为市场注入新的设计理念，推出
品质一流的高端产品，主要包含电脑摇头灯、LED演艺灯光、LED娱乐灯光、和相关控制系统，深
受世界各国专业用户的欢迎和推崇。
Taurus Light Co.,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in China,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nd wholesal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s for domestic and abroad markets,we are commited to supply reliable products at the most competitive prices,help the customers to achieve their
successes at a very low cost.

3A-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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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程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achen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project Co., Ltd

3A-04B

佛山市创笙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DRAGON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23号名高城10层02单元
电话：020-82327816
电邮：Huachen-vip@gdhuachen.com.cn
传真：
网址：http://www.gdhuachen.com.cn/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和顺夏西工业区横三路3号
电话：020-36461329
电邮：1007691185@QQ.COM
传真：020-36461212
网址：www.dragontruss.com

参展产品：“天弓”系列产品、精细布光系统、演播室吊挂系统、Desisti系列灯具产品
公司简介：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长期致力于影视舞台的专业灯光工
程和声学装修工程行业，是目前国内领先的集成商及生产商。
18年来，公司的稳健发展，带动了舞台机械、专业灯光、扩声系统、工艺空调、控制机房等专
业工程的配套建设，完善了“工程集成”的产业链。同时华晨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完善的服务体
系，在影视舞台灯具核心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打造出 LED聚光灯系列、LED平
板灯系列、LED 灯控台系列和机械吊挂等“天弓”四大品牌产品系列，同时代理了意大利进口品牌
Desisti灯具系列产品，完成了影视舞台产品家族的成龙配套。
华晨历年来屡创佳绩，承建了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广东
电视台、甘肃电视台、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等众多单位的广播电视工程项目，在设计理念、建
设工艺、产品性能上均得到使用方的认可和好评，获得多个工程奖项。
华晨始终秉承“诚信为本、服务第一”的经营理念，以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卓
越的精英团队为依托，真诚的服务于每一位客户，做好每一项工程。
Guangdong Huachen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Projec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It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industries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engineering and acoustic decoration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market for many years. It is currently a leading
integrator and manufacturer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8 years, the company's steady development has driven the complete-set establishments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s such as stage machinery, professional lighting, sound
systems, process air-conditioning, and control rooms, which have perfected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engineering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Huachen has made a series of breakthrough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core technolog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lightings by virtue of its technical
strength and perfect service system. It has created the four major "Tiangong" branded product
series which are LED spotlight series, LED panel light series, LED light console series and mechanical hois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distributor of the Italian brand Desisti lighting products, forming
a complete-set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product family.
Huachen has repeatedly achieved good results over the years. It has undertaken the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engineering projects of CCTV, China Educational Television, Hunan Television,
Jiangsu Television, Guangdong Television, Gansu Television, Guangzhou Television, Shenzhen
Television, etc. The design concep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performance have all
been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users, and have won many engineering awards.

参展产品：铝合金舞台、桁架、脚手架
公司简介：佛山市创笙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专业设计生产铝合金灯架、铝合金脚手架、
活动舞台、网架、航空箱等舞台演出设备的专业厂家，专业定制对接匹配异形铝合金焊接产品。
本公司实力宏厚，设备完善，拥有从事行业12年的专业生产团队，丰富的设计经验，纯熟的生
产工艺。严格按照德国 TUV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生产管理，起货快捷，质量稳定可靠。本公司自
成立以来，产品已销往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创笙秉承“以质为根、以诚为本，以德为先，以信为生”的经营理念，借助这个充满人性化的
服务理念，最大化满足不同客户对TRUSS桁架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司与客户双赢。
Foshan Dragon stage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dedicated to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stage performance equipment such as aluminum truss, aluminum
scaffolds, mobile stages,layer truss,Flight case. It specializes in customized aluminum alloy
welding products.
Dragon Stage has great strength, complete equipment, ha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team
engaged in the industry for 12 years, rich design experience, and sophisticat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German TUV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roduction
management, fast delivery, stable and reliable quali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the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t home and abroad. Has been consistently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our customers.
Dragonstage adheres to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Quality as the root, Honesty as the foundation, Virtue as the first, and Trust as a living”. With this humanized service concept, we can fully
meet the various needs of different customers for trus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customers

江苏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锦林大厦3号楼
电话：15152618083
传真：0523-86210872

电邮：2088848346@qq.com
网址：http://www.jsyfwt.com/

参展产品：舞台机械设备、装置、系统及技术
公司简介：江苏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体的行业
领先的专业舞台机械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家专注于舞台机械的制造商，源丰公司致力于为广大
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领先，品质卓越的舞台机械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公司的产
品包括舞台台上、舞台台下机械和舞台幕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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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银杏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gold gingko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胡庄镇泰胡路70号
电话：13814472000
电邮：1011682543@qq.com
传真：0523-89551509
网址：www.yinxingwutai.net
参展产品：舞台升降吊杆机、舞台升降台
公司简介：江苏金银杏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始建于1996年，坐落于美丽的祥瑞福地泰州，专业从事舞
台机械、舞台阻燃幕布、舞台机械控制系统的研发及生产销售。本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 团队，雄
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检测设备，精湛的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成功推出高品质、
系统化、多功能的新型先进舞台设备。企业坚持以“用户的满意、银杏的追求”为宗旨，我们将持
续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及最优质的服务。
Jiangsu gold gingko stage equipment Co., Ltd, founded in 1996,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auspicious and blessed Taizhou. It specializes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tage machinery, stage flame retardant curtain and stage machinery control system.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eam, strong technical force and advanced testing equipment, exquisite production technology,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stantly successfully
launched high-quality, systematic, multi-functional new advanced stage equipment. Enterprises
adhere to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ginkgo pursuit" for the purpose,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user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3A-06A

广州精创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泉溪村泉溪路57号
电话：15013226887
电邮：1067379934@qq.com
传真：
网址：

3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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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舞台特效烟雾机
公司简介：广州精创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精创科技）创建于2018年，研发团队具有15年研
发、制造烟雾机及品质控制经验。精创科技掌握烟雾机核心技术。烟雾机用到的核心部件（发热器、
电路板、程序）均由本公司自主研发制造。
“雾影”是精创科技公司在舞台烟雾机特效领域所创立的品牌，品牌的理念是“创新、安全、服
务”。
我们通过不停创新，给热爱演艺娱乐的人们带来惊喜，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认为创新不仅是
客户的需求，也是公司内部的需求，精创科技的员工在创新中释放潜能，享受工作的乐趣，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在创新的同时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产品设置多重安全保护，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我们相信技术能改变世界，但更认为技术应该服务于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不断优化公司管
理，应用智能制造技术，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产品价格，让利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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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彩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电脑摇头灯，光束灯，LED帕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彩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从事舞台
灯光企业。成立于2008年，主要生产电脑摇头灯，光束灯，LED灯，电脑灯。产品广泛用于各型舞台
演出、舞台场馆、专业剧场、娱乐中心、酒吧、俱乐部及各企事业单位多功能会议厅等场所，以质
量稳定、效果突出、款式新颖并与国际接轨，从而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信赖. 我们严格按照质量管
理体系ISO9001：2000生产要求执行， 所销售产品已经获得众多海内外客户的 高度评价。公司拥有
一批高素质，高技术，敬业求精的高级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可客户提供上门勘查、灯具设备平
面灯，模拟视频设计，方案提供和产品销售与售后。
本届我司会展出最新产品有以下：
1. 311摇头光束灯（带附光）
2. LED摇头染色灯
3. 会议柔光灯
Guangzhou Caizhi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is one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lighting in Guangzhou city china. we have a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in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We mainly developed moving head light, color wash light, outdoor architecture light, TV studio light. During the show we will show our new product as bellow:
1. Moving head beam light with led ring effect.
2. LED color wash light
3. LED meeting light(soft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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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煜彩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ENITH AURORA LIGHT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村苏元庄金元工业园煜彩公司二楼
电话：13694282565
电邮：poring.ou@aurora-prolighting.com
传真：020-36556282
网址：www.3yeah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 灯具、摇头灯、频闪灯、光束灯
公司简介：GUANGZHOU ZENITH AURORA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于2000年在中国广州成立，是舞台灯光和
城市照明工程专业制造商;拥有超过10年的照明制造和产品开发经验，我们的团队拥有广泛的舞台
灯光和城市照明设计和生产技术知识。成熟程序和质量控制，强大的销售团队，最优质的服务。
主要产品：防水频闪灯，3000频闪灯、光束灯，LED PAR灯，LED摇头灯，LED洗墙灯，BEE蜂眼灯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汇景大道863号之三
电话：13922249789
电邮：1746348604@qq.com
传真：020-62936235
网址：www.toppest.cn
参展产品：TOP 1400 LED 黄金眼
公司简介：输入电源：AC100V-240V，50/60HZ
额定功率：450W
光源：1颗暖光色灯珠+8颗／琥珀色
灯珠寿命：50000小时
通道模式：2/3/4/5四种模式
光束角度：33度
泛光角度：57度
亮度：5米距离1000LUX
混色：AMBER+WHTIE
频率：600Hz 1200Hz 2000Hz 4000Hz 25000Hz
四种可选调光曲线
尺寸:316X285X360MM
防水等级：IP65
重量：10.5KG

Guangzhou Caizhi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鸦岗沙场路86号联鸣科技二栋
电话：020-86416796
电邮：sale01@caizhilight.com
传真：020-37151958
网址：www.caizhilight.com

广州市金之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OPPEST LIGHTING

3B-01

Input power: AC100V-240V, 50/60HZ
Rated power: 450W
Light source: 1 warm light lamp + 8 / amber
Lamp life: 50,000 hours
Channel mode: 2/3/4/5 four modes
Beam angle: 33 degrees
Flood angle: 57 degrees
Brightness: 5 meters distance 1000LUX
Color mixing: AMBER+WHTIE
Frequency: 600Hz 1200Hz 2000Hz 4000Hz 25000Hz
Four optional dimming curves
Size: 316X285X360MM
Waterproof rating: IP65
Weight: 10.5KG

广东夜太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Guangdong Nighsu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港口工业区大明街1号
Add: Nightsun Industral Park ,No.1 Daming Street,Huagang Road,Huadu District,Guang
Zhou City,China.
电话：17302077774 020-66847000
电邮：517115313@qq.com
传真：
网址：www.nightsun.com.cn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东夜太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于1995年，整合了舞台灯光、娱乐灯光、文旅灯光
的研发、制造、销售、设计、工程等一体化声光水影科技集团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十
大灯光品牌。
【集团产业】光(舞台灯光、微舞台灯光、文旅灯光）、水(喷泉、水幕电影、雾森）、影(互动
投影、3Dmaping、户外影像秀）、声(嵌入式专业音响、户外音响）、舞台(各类舞台、舞台机械、
桁架）、研究院(声光水影产品与应用研究）。
【集团业务】
1、文旅声光水影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旅游景区、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主题公园、城市广场、溶洞窟穴、商业地产……等场所）灯光秀、光影秀、水秀的整套方案提供。
2、舞台灯光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学校政企酒店的剧院、礼堂、会议厅、报告厅、多功能
厅、演播室、宴会厅……等场所）舞台灯光的整套方案提供。
3、微舞台灯光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酒吧、清吧、演艺吧、KTV……等场所)娱乐灯光的整套
方案提供。
Guangdong Nightsun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founded in 1995, integrates the R &D, manufacturing, sales, 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ment lighting and cultural
tourism lighting. It is a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and one of the top ten lighting brands in China.
[Group Industry] Light (Stage lighting, Micro stage lighting, Cultural and Tourism lighting), Water
(Fountain, Water screen film, Mist forest), Shadow (Interactive Projection, 3Dmapping, Outdoor
Image Show), Sound (Embedded Professional Audio, Outdoor Audio), Stage (Various stages,
Stage Machinery, Truss), Research Institute (Acousto-optic water shadow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
[Group Business]
1. Cultural tourism sound, light, water and shadow solution provider: (Tourist attractions, Rural
complexes, Characteristic towns, Beautiful countryside, Theme parks, City square, Karst caves,
Commercial real estate..., etc.) 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solutions for Light Show, Light and
Shadow Show, and Water Show.

2. Stage lighting solutions provider: (The Theater Of The School Government-Enterprise
Hotel,Auditorium, Conference Hall, Lecture Hall, Multi-function Hall, Studio, Banquet Hall, etc.)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stage lighting scheme
3. Micro stage lighting overall solution provider: (Bar, Fox Bar, Performance Bar, KTV ,etc.)
Provide a complete set of entertainment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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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西岐十社工业区D1栋
电话：020-86441610
电邮：vellolight@163.com
传真：020-86441910
网址：www.velloligth.com
参展产品：LED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雅俊电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企业，主营电脑灯、大功率
LED灯及灯光控台等。
完美工艺铸就精典品质，热忱服务笑迎八方雅客。携手2021，我们将让您的舞台无限精彩！
Vello light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ory with own R&D in China. Mainly make high power
LED lighting. With the persistent efforts for long time, Our products are favored at home and
aboard. If you’d like to know more informations from vello, Please visit our webpage : www.vellolight.com. Thanks so much!

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ung Light&Electronics Tech.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节能科技园总部中心23号楼1903
电话：020-39141070
电邮：
传真：020-39141054
网址：http://hongfeng.s63.uweb.com.cn/
参展产品：Avolites 灯光控制台、Ai 视频服务器、Luminex 网络传输系统、LumenRadio无线传输
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舞台灯光控制系统、视频控制系统、多媒体音
响设备、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专业系统集成商，我司为全球知名高端品牌英国Avolites全系列灯光控
制系统、Ai视频控制系统、Luminex 网络传输系统、LumenRadio无线传输系统中、港、澳总代理
商。
2017年4月3日晚，在法兰克福展览会（Avolites经销商大会上）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
一年就荣获Avolites厂家颁发的《全球最佳销售杰出奖》殊荣。在此感谢全国所有支持Avolites的
用户，此份荣誉是属于我们全中国Avolites用户者的。在此我司会继续努力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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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之艺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OMEGA TRUSS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潮田工业区南环路
电话：020-34691968
电邮：huayea@126.com
传真：
网址：www.omegatruss.com
参展产品：舞台 灯光架 大型舞台TRUSS 电动葫芦 舞台结构定制 舞台配件
公司简介：OMEGA TRUSS桁架专家---舞台安全领导者。原装瑞士GIS舞台电动葫芦代理商。公
司主要从事舞台 灯光架 舞台结构 舞台配件等的设计 制造 销售及提供大型舞台结构的租赁服务，
一直倡导以专业守护舞台安全的匠心精神。
OMEGA TRUSS truss expert - stage safety leader.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age
lighting frame, stage structure, design of stage accessories, etc. Manufacturing and providing
rental services for large stage structures, and always advocating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guarding
the stage safety.

广州市南视灯具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anshi Light Equipment CO.,LT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市南路778号之一号二楼（广州市南视灯具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20-89230351
电邮：info@nsgz.com
传真：020-89890683
网址：www.nsgz.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影视灯，电脑灯、电光源、灯光配
公司简介：广州市南视灯具设备有限公司（1989年至今），从事灯光行业近30年，是一家自主专业
设计、研发、生产、ODM、OEM、销售、工程和服务一体化的科技型生产灯光企业。公司业务领域包
括专业舞台照明灯光、智能化演艺灯光和景观建筑照明灯光，全面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和先进技
术，产品先后通过国家出口认证、CE（EMC，LVD，EMI，EMF）、REACH、RoHS，TUV认证（盐雾测
试，拉力测试等），满足各行业专业照明要求，满足各行业专业照明要求，满足国际参数指标。赢
得客户信赖，远销海外，并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南视灯光实现
无数演播室、剧场、多功能会议厅等专业场所的一次性验收。放眼未来，南视以“质量为本、客户
至上、科技为基、循序创新”的质量方针为企业宗旨，以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把南视打造成为世界级
专业制造舞台照明企业。
Guangzhou NANSHI Light Equipment CO.,LTD is in the field of the lighting business over 30
years since 1989, which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combined with self-design, R&D, production, ODM, OEM,sale, project and service altogether. Our products include stage, entertainment,advertising,architecture and conference lighting. With advance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we keep going to upgrade our products with latest CE(EMC, LVD,EMI,
EMF),Reach, RoHS and TUV certificate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ll trades and
standards. As well, we also have got some invention patent in China for our own-designed
products. Our Nanshi will go on with our professional career, sticking on Quality-Oriented, Customers First, under the strateg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e will provide top-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 to achieve our goal, to be the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lighting business.

广州雅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VELLO LIGH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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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祺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qi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镜湖大道8号国光工业园C4
电话：13825136615
电邮：67106617@qq.com
传真：020-37738168
网址：www.zqarttide.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中祺光电有限公司创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演艺器材研发、制造、销售、设计、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获得多项专利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荣誉，秉承：“专注品
质，服务为先”的经营理念，在灯具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实现最大垂直化，从而缩短
生产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让合作的客户享受到最佳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中祺产品近几年广泛运用于各类大型演出及大型工程，其中中芬运动年、CCTV3中秋晚会、甘
肃张掖非物质文化遗产九曲黄河灯阵等项目都编写出了中祺每一款产品的优越性能。公司每一款产
品的设计、研发都汇集了业内专业人士的智慧，从而使产品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都达到了国内
一流的水准！
中祺光电将会用高品质的产品，人性化的服务，最实惠的价格始终如一的服务于每一位客户！
中祺将是您永远的朋友！
Guangzhou Zhongqi Lighting Co.,Ltd is the first lighting manufacturer in China which focus on
three in one lights.Our company adpot internet+business model,we take the Originality&Innovation
management idea and in the lighting research an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sale will
achieve maximum vertically,short the production cycle, reduce the operation cost.Let the customer
feel the best value products and services!Our company's each product design, R&D is the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level, All over the country customers to provide us with the market demand and
latest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Zhongqi will be use high-quality products, humanized service,resonable price service every
customer,we will be your forever fi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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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江高圣锋舞台灯光设备厂
Sinfe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新贝路一号
电话：13250589999
电邮：sales@51sinfen.com
传真：86-020-35924576
网址：www.51sinfen.com
参展产品：烟雾机、水雾机、泡泡机、雪花机、彩纸机、喷花机
公司简介：广州圣峰舞台灯光特效厂，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舞台设备为一体的生产型企业；
拥有多项国家技术专利，现已成为全球专业舞台特效师设备最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之一。目前，我公
司专注于生产雾屏、数字水帘、水雾机（低雾机）、LED烟炮机、LED泡泡机、彩纸机、LED气柱烟
机、薄雾机、雪花机、喷花机、雪花机，喷火机；喷火油，雪花油，薄雾油，烟油，泡泡油等10多
个系列的产品。
本公司产品已取得CE&RoHS等相关出口安全认证；我司致力于提供给客户最好的服务和最优的
品质。秉承“创新与服务”的经营方针，圣锋期待与您的合作，共享双赢！
Sinfen which devotes itself to the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selling of a full
range of stage equipment is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high-tech supplier in the professional global
stage effects area with a number of patents on bot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 designs.
Currently, our company mainly focus on manufacturing Fog screen, Water curtain, Water low
fog machine, LED Smoke bubble machine & led bubble machine, Confetti machine, Haze machine,
Sparkle machine, flame machine, LED Vertical fog machine, Snow machine; Fire liquid, Snow
liquid, Haze liquid, Fog liquid, Bubble liquid etc. More than 10 series of stage equipment products.
With CE& RoHS Certificates, we are offering the best service as well as top quality to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We adhere to th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policy all the time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operation with you and let’s wi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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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领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L Lighting Technology Ltd.
地址：上海市元江路525号金领谷科技产业园1号楼
电话：021-34121858
电邮：toby@yelighting.com
传真：021-34121860
网址：www.yelighting.com
参展产品：HyperFusion智能吊挂系统、YEL舞台灯光控制系统
公司简介：领焰科技是专注于智能控制系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企业，公司拥有100多项专
利和软件著作权，掌握核心技术，拥有成熟的产品生产体系.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包
括：舞台灯光解决方案、智能吊挂控制系统、夜游解决方案、亮化控制解决方案。知名客户包括：
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上海中心大厦、杭州G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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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i-ltte Electronics Technology.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东铁山河路美东工业园36栋
电话：020-37700858
电邮：Hi-lttel@Hi-ltte.com
传真：020-36633377
网址：www.Hi-ltte.com
参展产品：防水灯
公司简介：广州高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智能舞台演绎灯光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广州, 厂区面积8000多平方米。
高浪灯光是广东省AAA诚信企业连续四年评为广东省重合同守信企业，飞利浦/欧司朗光源的OEM原
厂配套商。
作为智能舞台演绎灯光制造商，我司于2017年全球首创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大功率防水摇头
灯，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填补了国内外灯光领域的多处空白；同时推出IP66防水级别的摇头光束灯
/三合一图案灯/切割图案灯等产品，是仅有的全系列防水演绎灯光的生产厂家之一。
发展至今，高浪灯光在防水领域跻身国内前列，荣获阿拉丁神灯奖以及中国十大文旅演绎设备
制造商等专业领域的多项大奖与荣誉。
高浪灯光，精彩源于品质。我们将坚持品质至上的宗旨，以自主研发为核心，优化服务体系，
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专业化、国际化的全球知名灯光制造企业。

3C-02
3D-02

广州佰艺精工有限公司
Bright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夏茅一社工业区20号佰艺精工大厦
电话：020-86482228
电邮：374534898@qq.com
传真：020-86482228-811
网址：www.monon.com.cn
参展产品：LED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佰艺精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致力于专业照明领域有意义的创新与实践，把灯
光应用从单一的照明模式向多层次专业领域延伸。凭借不断创新的精神与严格的品质控制，公司多
项创新技术已获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多项产品被评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并荣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州市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广东省制造业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成
员”、“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演艺设备名优品牌”等资质。实力承载着荣耀，这也标志
着科技主管部门对佰艺研发技术能力、产品核心竞争力、市场转化能力及管理能力的认可。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与沉淀，佰艺在专业舞台、流动演出、商业照明以及节能照明解决方案等均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产品涉及舞台照明设备、电视演播照明设备、剧场剧院照明设备、LED商业照
明设备、LED景观照明设备等。产品用于山西定襄六馆一院、郑州大剧院、崇阳电视台及宜宾国际
会议中心剧院、东京国际车展等国内外专业场所与重要项目。如今佰艺已拥有行业内完善的光学实
验室，配备了先进的研发、测试设备；为适应产能的需要，佰艺打造出一万多平方的生产基地，给
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保障；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佰艺执行严格的品质控制，遵照IQC-IPQC-FQC-OQC等国际标准检验流程，让“不良品止于生产线”。

3C-03

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PR LIGHTING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1582号珠江灯光高新科技园
电话：020-39952888
电邮：pr@pr-lighting.com
传真：020-39952386
网址：www.pr-lighting.com.cn
参展产品：尊能、智能摇头电脑灯系列、LED电脑灯系列、防水灯系列等等
公司简介：珠江灯光是一家专业致力于智能化演艺灯光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连
续9年荣获“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称号，拥有演艺灯光行业唯一一家博士后工作站，承担广东
省演艺灯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多次承担国家科技部、文化部科研项目。目前为止已拥
有100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4项。还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目前已完成1项国标4项
行标的制修订工作。
产品多次运用于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及中国国家馆、广州亚运会开闭幕
式、中国中央电视台、欢庆祖国70华诞、G20峰会、厦门金砖会议、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巴黎法国
节的埃菲尔铁塔、鼎盛王朝康熙大典、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
会灯光焰火晚会等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中。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的演艺灯光产品、创新的灯
光设计方案、完善的售后服务。
2000年，珠江灯光开始以自主品牌-PR进军国际市场，全面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理念，聘请国际
顶尖灯光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目前，珠江灯光50%以上的产品出口至欧、美、亚等六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销售网络和服务中心遍布世界各地。
放眼未来，珠江灯光以“做世界的灯光企业”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通过不断提升企业的国际
化经营能力，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优化售前、售中和售后专业服务体系，
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专业化、国际化的全球知名灯光企业。

3C-04A

3C-04B

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yafe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3C-05B

GuangZhou Xin Huang Industrial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横沥北街36号雅锋光电
电话：020-31523303
电邮：020-31523303
传真：020-36414325
网址：www.yafenglight.cn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民生路二街五号
电话：020-34667305
传真：020-34667304

参展产品：LED新品染色灯、新品摇头灯
公司简介：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生产、安装、销
售、咨询及售后服务，并承接舞台灯光照明工程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凭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时
俱进的时代潮流设计理念，融合优质的生产材料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树立了优良的品牌口碑。
自2005年成立以来，引进了国内优秀的舞台灯光生产技术与科技人才，至今拥有一支专业的高
素质队伍，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管理，引进ISO 9001:2000品牌管理体系， ERP电脑网络管理系
统，按国际标准化管理。产品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检测及欧共体CE认证、RoHS认证.产品检测认证。
产品设备广泛应用于专业剧场、娱乐场所、酒吧、宴会厅、婚庆婚宴 及企事业单位多功能厅、会议
厅、城市亮化工程等等。

参展产品：LED 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舞台灯光设备和机械设备以及展览照明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的企业。本公司以研制“创新、高效、优质”的舞台灯具为企业长远发展的目标，拥有
一批具备深厚理论基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凭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时俱
进的设计理念，融合科学管理模式，设计生产全系列新颖，控制性能优越的LED 舞台灯具。本公司
的LED灯具采用16bit 65530级精准调光、启光在0.3％以内，调光范围0-100%连续可调，并且调光
时色温保持不变。

3C-06A

电邮：2509946137@qq.com
网址：http://www.sunlighting.com.cn

佛山市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Kez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草场海南洲工业区自编26号
电话：4008-377-008
电邮：1879573808@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kezunint.com/

河北万里舞台幕布有限公司
HE BEIWAN LI STAGE CURTAIN CO.,LTD
地址：河北省肃宁县万里镇
电话：0317-5080409
传真：0317-5080695

参展产品：光束灯、摇头灯、激光灯
公司简介：佛山市科尊舞台灯光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涵盖光束灯、摇头灯、激光灯、追光灯、LED产
品、舞台特效设备等灯光设备。
科尊灯光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优化售前、售中和售后专业服务体
系，发展成为具创新能力的专业化、国际化的全球领先灯光企业。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
得业界认可，现已远销海内外东南亚等地区。公司旗下"科尊"品牌在行内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公司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大中型活动演出，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国内外，在国内施工上百个
国家影响力的成功工程案例！
公司具有多项壹级施工安装资质，我们有一支可到现场解决工程方案的强大团队，给您提供整
套全程项目施工，全力解决舞台灯光整体方案！
Founded in 2003, Kez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light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sales, audio and video, integrate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design, dance beauty training and qualification training services.
Moving headlights,Laser equipment, follow-up lights, LED products, stage special effects
equipment, etc.
Branch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ith the general taxpayer qualification, has
passed the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enterprise standard certification system requirements and the industry adopted the GB / T29490 certification of corpo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of customs certification. Product access to a
number of technical patents and international quality certification.

电邮：WLmubu@sina.com
网址：www.wtmubu.com

参展产品：舞台幕布
公司简介：河北万里舞台幕布有限公司，始建于1991年，总投资5600万元，占地面积11880平方
米，建筑面积6858平方米，年生产各种阻燃幕布面料100余万平方米；是全国规模最大、最专业的
舞台幕布生产企业，集科研开发、生产织造、染色阻燃、加工制作、安装售服于一体。
我公司“万里牌”幕布，已被河北省授予名牌产品称号，省级重合同守信誉企业，中国演艺设
备技术协会理事单位，通过GB/T19001-2008idtl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阻燃幕布经国家
固定灭火系统质检中心检验，阻燃防火质量达国家强制性GB8624-2012B1级标准；
近年来，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会议中心、国家大剧院、公安部礼堂、中国京剧大剧院、中
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大剧院等众多单位提供了高档、高质量的阻燃幕布及面料，并且出口
到美国、俄罗斯、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受到了用户的普遍好评。

3C-05A

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歌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KLit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红棉大道北30号A座
Block A,No.30, North Hongmian Avenue, Xinhua Tow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China
电话：020-61719652
电邮：info@bklite.com
传真：020-61719652
网址：www.bklite.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博歌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是一家专业从
事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LED摇头灯，LED摇头光束
灯，LED防水帕灯，摇头光束灯等各种高品质舞台灯光设备。
产品适用于专业舞台演出，高档酒吧，俱乐部，KTV等娱乐场所。
Guangzhou BKLit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As a creative
lighting manufacture focus on moving head and static effect for entertainment and professional
use.We will adhere to the “quality first, service first, customer upmost” service tenet and keep
innovation to create a satisfactory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every frie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3C-06B

上骏环球工业有限公司
GLOBAL TRUSS CORP.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芙蓉工业区赛尔康大道2号
电话：0755-29894161/2
电邮：globaltruss@963.net /kathy@globaltruss.cn
传真：0755-29894163
网址：www.globaltruss.cn
参展产品：铝合金桁架，舞台桌，灯钩 TRUSS, STAGE, CLAMP(COUPLER)
公司简介：About u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we produce high quality and reliable products made of aluminum
which are being certified by various independent testing institutes.
Our deep product range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extended throughout the years and
includes besides regular truss, crowd barriers, clamps and hooks also complex stages and
heavy duty truss systems. Also when it comes to innovation, our R&D department sets new
standards and is able to pick up and realize ideas from our customers promptly. Global Truss
products are being sold in more than 70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our customers appreciate the
excellent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Quality, reliability, innovation and availability are the key
words which we implement globally into our ruling principles.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and look positive into the future.
SAFETY FIRST
Always and at all times. For this reason, Global Truss products are type of construction
tested by TÜV Nord and do not only fulfill the norm values but outperform them.

3C-07
3D-07A
3D-07B

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
Trinity Technology Ltd.

3D-03A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夏茅一社新工业区21号
电话：020-86086558
电邮：hktrinity@163.com
传真：020-86086827
网址：www.hktrinity.cn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五一村东部工业园中金路12号创美产业园炬丰光电
电话：(86)0757-85638952 /85638953
电邮：168@polarlights.com.cn
传真：(86)0757/85638957
网址：www.polarlights.com.cn

参展产品：铝合金桁架（TRI-Power Truss）、Intechcom专业内部通讯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香港总部为成立于1978年的三一科技有限公
司，从事演艺设备行业40多年，致力于为本行业提供专业的舞台器材租赁、技术支持及销售服务。
服务涵盖桁架、地面支撑系统、灯光、音响、舞台机械、Kinesys数控葫芦、电动葫芦及各种特
效；同时，也承接各类文旅活动。
公司内部服务设计生产TRI-Power Truss(铝合金桁架制品)和Intechcom专业内部通讯系统。迄
今我司已主办、协办或义办过上千场次的演唱会、筹款晚会、电视台节目、时装节、文化节、运动
会开/闭幕式等节目。40多年的行业经验，三域科技深获业界的肯定与支持，产品和技术服务遍布
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东南亚、欧美、澳洲等海外市场。
Trinity Technology (Guangzhou) Ltd. was founded in 2001, as a subsidiary of Trinity Technology
(Hong Kong) Ltd. established in 1978. Over forty years of history and experience, Trinity has been devoted to providing full sets of professional equipment rental installation and sales service for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cludes truss, ground support system, lighting, audio system,stage machinery, Kinesys
Elevation System, chain hoists and special effects etc. We also undertake various performing arts
events.
In-house service includes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RI-Power Truss, INTECHTOM intercom
system. So far TRINITY has serviced for thousands of concerts, fund-raising soirees, TV programs,
fashion festivals, culture festivals, and opening/closing ceremonies of sports games. Product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are extended over mainland China, HongKong, Macau and Taiwan and overseas
market in Southeast Asia, USA, Australia and Europe.

3D-01

广东镭幻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金山村华创动漫产业园华腾路22号31栋2楼
电话：020-31134308
电邮：149330156@qq.com
传真：020-31134408
网址：http://www.magicallaser.com
参展产品：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东镭幻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多媒体激光表演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租借、
服务为一体，为客户提供个性激光表演解决方案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公司凭借行业内资深人才
和技术精英的优势，并结合自身求实、进取、创新、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以及对产品的严谨态
度，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激光表演及系统供应商。
长期以来，广州镭幻科技团队凭借强大的产品设计力，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服务支持，
赢得广大客户赞誉。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工程，市政亮化工程，大型庆典及演出，标
志性建筑，娱乐场所，主题公园，展览展示及广告宣传等领域。广州镭幻科技有限公司将秉承“
至真至诚”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客户，切实为您精心打造属于您的个性化多媒体激光秀。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professional multimedia laser performance system manufacturer
which has R&D,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leasing, service ability, and we provide unique laser performance solution to our customer. Depends on professional elites and technology support, also combine
with Pragmatic, progressive, innovative, our company has become well-known laser performance
system supplier i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
Guangzhou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set R&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to satisfy
lots of customer demands. For a long time, Guangzhou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won a lot of
customers praise by excellent design, high quality products, first class service.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stage lighting engineering, city lighting projects, large-scale celebration and performance,
landmark buildings, entertainment places, theme parks, exhibitions and advertising areas etc. We are
insist on “true-hearted management ” to our customers and provide unique multimedia laser lighting
show.

佛山市炬丰光电有限公司
Polar lights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佛山市炬丰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工程、设计、服
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生产厂家。
炬丰光电历经10余载的积淀，创建有自主研发中心，每年都有多项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获得了
国家专利。拥有高素质的技术开发人员，专业的市场营销服务团队。以及具有丰富的工程方案服务
设计经验，历年来我司承接了众多大小工程，如：2021年央视春晚，2021年呼伦贝尔春晚，四川龙
潭秘境，四川自贡电视塔，新疆印象喀什，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潮州大剧院，上海携程年会，济
南欧乐宝马戏团和各类酒吧等。
我司产品目前已形成摇头灯、LED 摇头灯，帕灯，洗墙灯，舞台效果灯，烟机，控台等，产品
大部分销往亚、欧、美、非洲等海外市场，在国内市场也设有二十几个经销网点及售后服务中心,同
时承接国内外OEM,ODM,OBM制造。 全部产品均获得欧共体CE ROHS认证以及国际国内权威认证，且部
分产品采用的私模设计。产品以其创新、稳定、耐用而畅销全球，得到国内外广大用户的青睐。
Polar lights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Dedicated to R&D and manufacture of stage lighting , earned solid reputation for it's own brand
all over the world .
We could not only provide products , but aslo offer the whole project solutions for our clients .
The professional maintenance and technical questions also can be supplied .
The wide range of product lines of Polarlights varies from Moving heads, LED par light , Bar
light ,Effect light, , Follow spot, and so on .
All the products were passed CE & RoHs certificates. Some products were used our private
mod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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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镁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wanmei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官路69号
电话：18664640908
传真：020-28132102

电邮：774175421@qq.com
网址：www.gzwanmei.com

参展产品：380W光束，270W光束灯，12颗40W摇染，360W摇染，400W摇头面光灯
公司简介：万镁灯光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专业舞台灯光企业 ,公
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投资额达伍百万元人民币。公司在广州市白云区拥有八千多平方米的
现代化制造基地，其研发实验室、装配车间和电子车间的规模和先进性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公
司聚集了大批的研发、制造和营销精英，服务网络遍布中国的每一个省级城市。作为一家专注于舞
台灯光产品的大型制造商，万镁公司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领先、品质卓
越的灯光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产品性能优越，国内一流灯光品质。作为灯光行业的一束聚光，
我们始终与客户一道，做更好的产品，为世界演出事业提供一流的服务。展望未来，万镁灯光将以
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寻求和接受客户的反馈，持续地改进和提高！
Wanmei lighting is a large-scale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design and service.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10 million yuan, with an investment of 5 million yuan. The company has a modern manufacturing
base of more than 8000 square meters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The company has gathere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elite, service
network throughout China's every provincial city. As a large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wanmei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lighting products and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uperior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first-class lighting quality in China. As a beam
of light in the lighting industry, we always work with our customers to make better products and
provide first-class services for the world's performan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anmei
lighting will actively seek and accept customer feedback with a more open mind,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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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Mod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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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JIEOL Stage Equipment Company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汉威国际广场4区7号楼8层
电话：010-86781888
电邮：
传真：
网址：www.mode.top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汉碁大道9号
电话：020-38039613
传真：020-38039613

参展产品：数控吊机、电动吊机、手拉吊机，空降器
公司简介：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市场营销，售后服务，销售轻小型提升
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舞台领域电动葫芦的制造商，公司有雄厚的的技术力量、多项自主创
新专利、先进的生产设备、一流的检测手段、科学的质保体系、完善的服务团队，已成功为国内外
5000多家客户提供专业吊装解决方案。创新驱动科技是产品升级的核心，2018年，牧德重点发力于
安全领域，基于十年起重行业品牌积淀，定位企业社会价值于民用市场，致力于将空降器从专业领
域推向民用领域。
Mode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is the first manufacturer in stage electric hoist field in China with
great technical strength, Mode company have got many award of patent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pecialized in the provision of lifting solutions. Our products cover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stage, industry and energy etc. Mode company has provid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more than
2500 custome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used in various world-class concerts, Beijing Olympic
Games, Belt and Road, wind power etc. which are national energy projects and major projects.

参展产品：桁架舞台，篷房
公司简介：广州杰傲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出口，服务于一体的多元
化企业。产品主要包括铝合金户外移动篷房，度假村篷房，膜结构建筑，舞台铝合金灯光架，展览
架，广告架，音响架，网架，以及移动舞台，折叠舞台等，产品出口遍及全球五大洲，近108个国
家。
杰傲舞台拥有近10,000平方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和一系列先进的五金加工设备，精挑细选的优质
原材料(高抗压性能国际标准航空铝材)，一流的设计团队，专业的生产制造工程师，以及严格的质
量监控体系都为杰傲高品质的产品保驾护航。同时杰傲以企业之名，承诺为产品提供长达5年的质
保期。
杰傲舞台为客户提供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服务，根据客户不同需求，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从用
户体验的角度出发，以最专业和严谨的设计理念，为客户定制其专属的产品，并且委派专属工程师
到当地指导安装。
杰傲舞台始终坚持诚信为本，携手共赢的企业经营理念，以优质的产品和周到细致的服务赢得
了来自世界各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JIEOL featured in design, R&D, Production, as well as export.Its product lines include Aluminum Mobile Tent, Resort Tent,Membrane Strucuture, Aluminum Lighting Truss, Exhibition Truss,
Audio Truss and Portable Folding Stage and So on. All of the products are sold well all over the
world, almost 108 countries.
Jieol has a modern production base covering nearly 10,000 square meters and advanced
hardware processing equipment ,In Jieol company, the selected high grade raw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Aviation Aluminum），the first-class design team,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engineer along
with high standard and strict monitoring system are the proof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product
quality. In the name of Jieol, we promise to offer 5 years' warranty.
Jieol offer one-to-one personalization customer service, we customized their own product
according to customer varies of requirement , based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 from a user-experience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most professional and serious design concept, and we nominate
the exclusive engineer to guide the installation.

广州北岛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B&D Lighting Ind.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长沙路东横三街1号二栋
电话：020-84783051
电邮：Alan@bd-lighting.com
传真：020-84783051
网址：www.bd-lighting.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Stage Lighting
公司简介：广州北岛光电实业有限公司在专业从事舞台灯光、娱乐灯具、户外照明灯具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安装调试及服务于一体的实体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研发、生产、销售LED高效舞
台影视系列灯具、电脑摇头智能灯具、户外实景演出及亮化灯具，设计策划、安装调试、技术培训
及咨询服务。
公司秉承“安全、稳定、标准、真诚、高效、恒定”的企业理念，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快捷高
效的服务，公司得以迅速发展并保持年增长率40%以上，运用在数以百计的项目中并得到合作伙伴和
用户的认可。北岛光电已成为国内专业剧场剧院礼堂文化系统、中高高校教育系统、户外实景文旅
系统及企事业单位会议系统等项目的首选竞争力品牌。
Guangzhou B&D Lighting Ind. Co.,Ltd devotes in the professional lighting depend on
technology and creation, based in Guangzhou China and serving the global customers in high
quality products, integrity cooperation and attentive service.
Products: stage, entertainment, architectural led lighting
Technology: special needs in the mechanical and software for customers, the professional
lighting project designing and using training.
Warm welcome to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OEM/ODM, all the products in CE/ROHS
comliant.

3D-05

广州杰傲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炎兴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Chengdu Yanxing Automation Co.,Ltd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龙港路339号附1号附39号
电话：1579203280
电邮：1579203280@qq.com
传真：028-66761699
网址：www.yanxingtech.com
参展产品：三维威亚、轴控制器、智能控制台
公司简介：成都炎兴自动化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演艺行业控制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炎兴自动化以多年的舞台工程自动化解决方案实践为基础，通过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以及对工程
现场的长期实践和经验沉淀，不断满足客户对产品技术的领先性和高品质的追求。力争为客户提供
多品种、安全、稳定、技术领先、高性价比的舞台机械控制产品和舞台工程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公
司已申请多项相关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公司参与多项国内大型重点项目和部分国外项目，国内项目如上海迪斯尼乐园宝藏湾剧场和城堡
剧场、万达剧场(万达西双版纳、万达南昌、万达合肥、万达昆明、万达都江堰)、青岛上合峰会、
归来三峡项目、江阴大剧院改造项目、敦煌大剧院、甘肃大剧院、庆阳大剧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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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info@jieol.com
网址：www.jieol.com

江苏星海舞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JIANGSU XINGHAI STAGE EQUIPMENTENGINEERING CO.,LTD.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华润国际花园10幢2916室
电话：13912195666
电邮：1594079943@qq.com
传真：0514-86643366
网址：https://www.xhwtsb.com/
参展产品：T-K-S-R-D-X吊杆机；升降舞台；L-K-S-R-D-X吊杆机
公司简介：“科技领先,以诚为本,以质量为基础”是星海舞台的企业宗旨，“以客为先，服务为
本，解客户之忧为已任”这是公司对消费者服务理念。
公司占地面积6000平米，拥有多条专业生产线，公司研发部门、设计部门、生产部门、工程技
术部门均引进行业内专业技术人才，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现有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26人，公司
有工程师以上资格书的9人，星海舞台多年来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在舞台工程领域拥有专业专业舞
台机械工程综合技术能力贰级资质、灯光工程综合技术能力叁级资质、专业音响工程综合技术能力
叁级资质，率先通过ISO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中国音响行业协会颁发“2012年优秀工程
商”等多项荣誉公司。
产品介绍：
T-K-S-R-D-X吊杆机：自动排绳多功能单层缠绕单杆机适用于各种非标剧场，该设备对安装空
间要求极低。当设备层设计空间高度受限不能选用常规产品时，可选用以上产品。本设备设置于主
舞台上部，用于提升布景、各种幕布及灯光设备等，是舞台台上机械设备的主要组成部分。可实现
行程检测、冲顶保护、松叠绳保护、超载保护等功能。可配置变频调速方式，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
多台编组运行。
L-K-S-R-D-X吊杆机：立式自动排绳单层缠绕吊杆机平面尺寸较小，该设备适用于天桥位置较
窄或设备数量多的剧场，可节省安装空间。本设备设置于主舞台上部，用于提升布景、各种幕布及
灯光设备等，是舞台台上机械设备的主要组成部分。可实现形成检测、冲顶保护、松叠绳保护、超
载保护等功能。可配置变频调速方式，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多台编组运行。

升降舞台：升降舞台置于主舞台中部的主升降台为单层或双层升降台。参与变换舞台形式，形
成不同高度的平面，使整个舞台在平面、台阶之间变化；主升降台最高可升至高出舞台面10CM。还
可以跟其他升降台配合，形成台阶，增加表演模式及会议需求。升降台由钢结构架、木地板及周围
的装饰板、驱动装置、传动机构、周边（包括升降台板和固定台板）防剪切保护装置、入口门信号
装置、电气设备和控制系统组成。升降台可以单独升降，也可以同步升降。升降台的运动应与进出
门或入口联锁，当进出的门或入口尚未关闭时，升降台不能动作。驱动机构采用钢性链、丝杆或链
条传动。升降台也可以根据需求定制圆形或其他特定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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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鸦岗村孔桥街锦文工业大楼2楼
电话：18666022726
电邮：sales@winroolighitng.com
传真：020-36385069
网址：www.glm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GLM Stagelight Light&Sound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was launched in 2008.
We are an high-technology enterprise that combi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as one. Our products includes stagelight as LED Moving-head, LED Beam Light,
LED Scanning Light. They are widely applied to many occasions like stage, bar, party and has
been exported to many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America.
Our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develop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 team.
Our spirits are: Professional, concentrated, high-effective, quality first and customer
foremos.

广州正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亭石南路12号
电话：020-86086773
电邮：916441522@qq.com
传真：020-86086773
网址：www.zhlel.com.cn
参展产品：专业LED影视灯具：全彩高显指LED成像/聚光灯，无风机LED成像/聚光灯，LED电动平板
灯，迷你LED成像灯聚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正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正禾坚持自主研发
产品，近年来我们的多款产品获得CE,RoHS，GB认证及高新产品认证，产品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多项证书，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
境管理体系，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6年获得《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证
书，2019年公司成立了正禾光电党支部和正禾光电总工会，2019年被选为数字灯光发展促进会常
务副主任单位，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理事单位，广东省声像灯光科技促进会理事单位，广东省舞
台美术研究会理事单位。正禾光电注重人才培养，注重产品质量，不断创新，以优质的产品，合理
价位，为用户提供完善的灯光解决方案，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努力打造中国智造民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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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高增大街99号爱弗图西工业园A栋
电话：020-36858689
电邮：6249780@QQ.COM
传真：020-36858689
网址：WWW.GZANGLER.COM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设备
公司简介：安格尔是一家以专业集产品研发、项目工程设计、营销于一体的品牌舞台特效设备制造
商；公司的综合实力领先于全国，知名于海外；目前，公司组织架构完整，员工岗位编制达百人，
办公总面积近4000平方，拥有独立的研发营销中心，制造中心，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机台月过2000
台；安格尔的产品服务于全国众多知名娱乐品牌酒吧、国际知名的电音节、各地方电视台及演播
厅、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国内大型的婚庆租赁市场、贸易公司及海外OEM大客户，以时代专业精神
铸就精品，真诚为客户创造价值！
Company brief introduction
ANGLER Co. is a brand stage special effect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professional special
effect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ject design, and sales; It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s ahead of
internal market and well-know oversea; complet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ver hundred formal
workers, office in 4000 square meter, we have our own developing and sales center, manufacturer
center, more than 2000 pcs monthly production by our own developing, producing and selling; The
entire ANGLER products are serving the most famous brand entertainment and pub, internationally
known music festival, internal TV station and studio,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 project, wedding
and renting market, trade and OEM customers oversea. Competitive product we make, Professional time spirit we have, create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honestly.

广州格丽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LM stage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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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nka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石岑路二区
电话：020-28908899
传真：020-62648839

电邮：470508792@qq.com
网址：www.rk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电源柜 调光器
公司简介： 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白云湖之畔，是一家集影视舞台灯具、供电系统、
调光控制系统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程设计及安装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多年来公司秉承以
人为本的宗旨，坚持走自主研发，独立创新的道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成功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RKL”品牌舞台灯光产品。
经过几年的发展，“RKL”品牌舞台灯光产品广泛应用在专业演播室，剧场剧院，礼堂、宴会
厅及各类多功能厅，并出口到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公司成立之初，润康光电一直坚持产品自主研发和创新，至今拥有40多项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产品获得中国质量检测认证、欧盟CE认证、现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IO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并获得政府“科
技创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殊荣。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公司具有其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专业的生产与技术服务队伍，有丰富的影视
舞台灯光产品技术开发、生产、培训、系统深化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和维护经验，在全国各
地设有办事处或维修点。
在本公司所有的签约项目中，均保证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供货，深化设计、人员培训、规
范施工、设备安装、系统调试及维护，显示出良好的商业信誉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得到了新老用户
一致好评。
我们的服务目标：做中国一流的专业灯光设备生产商、代理商和灯光工程系统集成商。

3E-03A

3E-03B

佛山市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Yiton Lighting&Audio Co.,Ltd

3E-04A

广州市白云区明扬舞台灯光设备厂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北湖一路浩昌工业园A栋4楼
电话：0757-81806680
电邮：antonyiton@163.com
传真：0757-81806681
网址：www.yitonlighting.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东路3号
电话：13711602264
传真：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佛山市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熟，稳健而又充满活力的台資企業，公司座落于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浩昌工业园，面积达2000多方，现有近员工100人。
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擁有專業團隊致力于舞臺灯光音響設備的研發設計，生產及銷售。產品
項目齊全廣泛銷售于國內及世界各國。主要生产经营先進LED灯光，音響，功率放大器。控台，灯
架，TRUSS，户外照明，LED显示屏以及相關配件。產品質量優良並且以取得CE，ROHS，IP等相關認
證。
镒通灯光音响秉持專業，科學，高效，嚴謹的治業傳統,堅持品質優質化，生產標準化，產品
多元化，市場國際化，管理科學化的經營策略，匯集LED，灯光，灯架，音響，功率放大器等資深
專業人才，精緻分工，科學化管理，組成專業高效率團隊服務于廣大客戶。
YITON Lighting & Audio CO;LTD. is a Taiwanese owned enterprise which is mature ,steady
and full of vitality.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the Naihai District Foshan city of Guangdong with
easy of access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 The measure of area of company more than 2000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team who have committed oneselves to the research
design、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s. We have got complete
product ranges and the products widely sold well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the production of advanced LEDs lighting, Audio, Amplifier Light stands, Truss,
Outdoor lighting, LED display screen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The products are of good quality
and has the honor to receive the safe authentication of CE, etc.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市明扬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
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LED摇头灯，LED摇头光束
灯，LED防水帕灯，摇头光束灯等各种高品质舞台灯光设备。产品适用于专业舞台演出，高档酒吧，
俱乐部，KTV等娱乐场所.
公司秉承“创新、务实、诚信、双赢”的经营理念。高度重视新品的研发，不断对产品的工艺
进行改进和完善，旨为客户和市场提供安全有力的保障。公司有强大的研发团队，70%员工都在同
行大公司有过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在产品质量控制、生产工艺方面进行严格把关，保证了每一台
产品的品质。同时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设计，施工，售后的团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Guangzhou Ming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stag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ale as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main products are: LED
moving head, Beam lights, LED waterproof par light, shaking his head light and other high-quality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Products for professional stage performances, high-end bars, clubs, KTV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Companies adhering to the "innovation, pragmatic, integrity, win-win" business philosoph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products o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aimed at customers and the market to provide safe and
secure protection. The company has a strong R & D team, 70% of employees in the peer companies have more than two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product quality control, production processes
to strictly control,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ach produc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design, construction, after-sales team,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full range of services.

电邮：zywlight@163.com
网址：www.myprolite.com

广州力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mi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工业园东升路自编2号B栋二楼
电话：18826267413
电邮：2640266196@qq.com
传真：
网址：www.leemc.com.cn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力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成立，专注于舞台影视灯光及工程定制。专业从事会
议室灯光、演播室灯光、多功能厅灯光、剧院礼堂灯光等专用灯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力铭光电旗下现有两个专属品牌。“LEEMC”是专注于舞台灯光的品牌，致力于舞台灯光的研
发，生产，销售。而“力基仕”则专注于影视灯光，如会议室灯光、演播室灯光、多功能厅灯光、
剧院礼堂灯光等专用灯具的研发、生产、销售。
公司先后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质量管理体系认证，0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取得数十项技术专利，研发投入逐年递增。并获得广
东省科技小巨人、广东省高新培育企业、广东省创新科技企业等殊荣。
力铭光电，以灯为煤，创造更佳光感体验，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力求精益求精，以高性价比的产
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同。ISO9001:2008质量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0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自主研发取得十几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研发投入逐年递增。广东省科技小巨人、广东省高
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创新科技企业、广州演艺设备行业商会资深会员单位、1688百行先锋企业。

3E-04B

青岛青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Qingan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童心路22号
电话：15318893222
传真：

电邮：qdqa08@163.com
网址：http://www.qdqingan.com

参展产品：LED显示屏（逆火系列、翼系列）
公司简介：青岛青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是一家专业从事
LED显示屏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
公司秉承“研发创造价值，创新驱动未来”的经营理念。多项产品通过国家专利认证，同时也
获得了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且产品通过了CCC、FCC、CE、ROHS、MET、ETL等多项认证。先
后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全市节能先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
全市环保先进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公司新品“逆火”系列LED舞台租赁屏斩获德国IF设
计大奖，“翼”系列荣获“中国好设计”奖、“市长杯”金质奖。把握科技发展趋势，瞄准国际科
技前沿，选准主攻方向，青安光电始终致牢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方针。
Established in Qingdao, a beautiful coastal city of China, in 2009, Qingdao Qingan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is a multifaceted high-tech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R&D,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service of LED display products.
We have achieved national patent certifications, the ISO9001:2008 quality certification and the
certifications of CCC, FCC, CE, ROHS, MET and ETL for many of our products develop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Creating value b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We have also won the honor and awards of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s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remium Products”, “The Best Energy-efficient
Company in Qingdao”, “A Benchmarking Enterprise in Safe Production” and “The Best Environment-friendly Company in Qingdao”.

3E-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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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杰城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Cheng Entertainment LTC

Guangdong Polar Audio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区瑞香路四号利秋工业园3栋
电话：020-37719152
电邮：mengna_85125@126.com
传真：020-37719162
网址：https://www.gzjcly.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金山村华创动漫产业园二期6号楼101单元
电话：020-31134308
电邮：149330156@qq.com
传真：020-31134408
网址：http://www.pro-pa.com

参展产品：truss/clamp/Stage lighting fittings桁架/灯钩/舞台灯光配件
公司简介：Jie Cheng are a provider of professional aluminum products, including wall washer
lamp, radiator, aluminum clamps, Truss and flightcase, etc. We are experts in aluminum die
casting, processing, and surface treatment. For over 7 years Jie Cheng have been supporting high
quality profile aluminum stage lighting accessories for events not only in China but also overseas.

参展产品：音响
公司简介：广东极声行音响有限公司创建于2019年3月，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华创动漫产业园二期6
栋101，注册资金1000万，是专业从事高端音频产品代理、设计、销售、工程、培训及维保的公司，
是加拿大顶级专业音响品牌PK的大中华区唯一总代理商。
我们的工程师分别来自德国、意大利、中国等地区，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他们有专业音
响行业多年的技术沉淀与实战经验，将为您的各种专业需求提供最佳系统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
Guangdong Polar Audio Co.,Ltd is founded in March 2019 and located at Room 101, Building 6,
Huachuang Animation Industrial Park, Shiji Town, Panyu Dist.,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China,which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10 million. It is specialized in high-end audio products
distribution, design, sales, engineering,training and maintenance. Polar audio is the sole distributor
of top Canada professional audio brand PK sound in China.
Our engineers are respectively from Germany, Italy,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In order to come
together with a common ideal, they have many years of technical precipit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rofessional audio industry, and will provide the best system solution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your various professional needs.

广州和森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HK KAYSEN TECHNOLOGY INDUSTRIAL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亭西路28号裕隆商业大楼
电话：15992430006
电邮：471020419@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HK Kaysen is your trusted partner of the lighting indu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f stage smoke machine, snow machine, bubble machine, LED Pyro fogger ,foam machine
as well as some fluid etc. Our loc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Together with sales ,we also provide excellent OEM/ODM service around the world，and all
products passed the required exported testing licenses and certificates. Ideas and products with
unique design，superior quality , stable performance allow our customers to be faster in the market,
have a better quality and cost advantage over the competition. Our experienced and motivated team
knows : it’s about your success in the market.
We are your partner with all under one roof: strict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and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excellent service . Let’s make progress together, co-create
win-win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

3E-06

广东极声行音响有限公司

广州夜猫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 owl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鸦岗中路57号
电话：18665093630
传真：

电邮：63912633@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光束灯、激光灯、帕灯、染色灯、LED灯等
公司简介：广州夜猫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摇头光束灯、图案灯、LED灯、激光灯、追光灯、
扫描灯、频闪灯等一系列专业舞台灯光产品,先后通过了CE、UL和CSA等国际认证。
广州夜猫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批技术力量雄厚的专业技术人才，以严谨的工作态度从产
品、研发、销售、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维护维修、业务培训等方面，致力于把夜猫子光电打造成
为舞台灯光行业的著名品牌。
在舞台灯光工程的设计和安装方面，对歌舞厅、夜总会、酒吧、多功能厅、体育场(馆)电视台、
等各种娱乐场所的灯光设计、安装、调试这一块拥有雄厚的实力，擅长制作灯光秀，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凭借先进的技术、优良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优质的服务赢
得了客户的好评。
今后我们将秉着”合作共赢”的理念，以稳定的质量、优质的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开拓
创新、务实发展。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通过我们的专业水平和不懈努力，真诚与您合作，实现互
利共赢的局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3F-02A
3W-01

广州市宝玛仕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OMASHI LIGHTING & AUDIO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东莞村四队新直二街7号
电话：020-86026799
电邮：739989328@qq.com
传真：
网址：www.bmslighting.com
参展产品：光束灯、LED光束、LED图案灯、LED摇头染色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宝玛仕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有专业的研发部门，工程部门，管理部门，销售及售后
部门。是一家集舞台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生产厂家。注册资金1800
万。自主品牌BMS。公司具备进出口权，产品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欧盟CE、RoHs认
证、国家权威检测质量认证、中国绿色环保节能认证等权威认证。公司被授予中国知名品牌、中国
优质产品、中国高科技民营企业、全国技术专利先进企业、质量服务诚信AAA企业。同时宝玛仕产
品技术领先，自主研发的多款产品取得了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GUANGZHOU BAOMASHI LIGHTING & AUDIO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00, is a lighting professional enterprises which is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stage lighting. Like computer
moving head light, beam lights, LED moving head, LED cast lights, LED PAR lights, LED effect
lights, lasers and outdoor lights etc. our products with stable quality, variety complete and obtains
a good reput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3F-02B

公司以特色风格，合理配置，为剧院，剧场，多功能厅，演播厅，迪厅，夜总会，体育馆，礼堂免
费设计方案来达到客户的最终需求。公司先拥有普通控制系统，模拟定位控制系统，PLC控制系统，
单片机控制系统，这四大系统为客户提供最周全，最合适的系统解决方案。
Zhenjiang Boruida Stage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Yangzhong, which is the hometown of fugu. Yangzhong near Changzhou, Wuxi, and the transportation is very convenient.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const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carefully establish the integrity of the brand image, in the company's staff unity efforts, we
have developed into a set of product design, production, packaging and transportation is equal
to one of the stage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The company with characteristic style, reasonable configuration, for the theater, theater, multi-function hall, studio, disco, nightclub, stadium, auditorium free design scheme to meet the final needs of customers. The company first
has the general control system, analog positioning control system, PLC control system, MCU
control system, the four systems for customers to provid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the most
appropriate system solutions.

广州市华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DLIT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清布三队向南街新屋46号
电话：020-36979981
电邮：HDLITE@HDLITE.COM
传真：020-36979981
网址：WWW.HDLITE.COM
参展产品：户外全天候摇头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华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座落于广州市花都区，是一家集舞台灯光和户外照明产品
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作为一家专注于户外防水灯具大型制造企业，我们具有专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精英，凭借先
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优质的服务，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上
获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公司产品在2017年央视七夕晚会现场，金砖五国会议外景，贵州旅
发大会等大型场合均被采用。
我们始终以“创新是根本，质量是生命，诚信是宗旨，客户满意是目标”来实现我们对客户的
承诺。
华灯光电带给您“看得见的未来，说不出的精彩”！
Guangzhou HDlit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is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which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tage lighting and outdoor lighting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design and service.
As a lar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focused on outdoor waterproof lighting equipment, we have
professional R & D, manufacturing, sales elit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service, exported to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custome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adopted in 2017 CCTV Qixi Festival party scene, BRICS meeting location, Guizhou
travel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and other large-scale occasions.
We always take " Innovation is fundamental , quality is life , integrity is purpose , customer
satisfaction is the goal " to achieve our commitment to our customers.

3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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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西街54号4楼
电话：020-37416696
电邮：2208387699@qq.com
传真：
网址：www.ppllight.com
参展产品：LED舞台摇头灯
公司简介：广州悦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一直致于成为创新、设计和制造可信赖的照明解决方
案专家。本公司秉承着"实用""专业"和"强大"的理念为所有的专业观众提供非常精湛的灯光视觉
盛宴。我们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流行LED摇头灯，LED帕灯，电脑灯，控台等等。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一起成长......
"PPL" ( GuangZhou Popular Stage Light Equipment Factory )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ory which provides integrated services of research, production, marketing,
after-sales inquiry,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ur equipment are widely used in professional
theater, entertainment centers, bars, parks, clubs, nightclubs and multifunctional units of
conference halls. Compliant with CE and RoHS standards, our products main involve LED
moving head lights, LED par lights, controllers, Moving head light, etc.
We adhere to customer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idea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product quality as the goal,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high quality, cost-effec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Hope we grow up on the coming days .

江苏中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Zhongba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阳江中路9号碧云广场8幢9层
电话：13852694130
电邮：724732330@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jszbzn.com/company
参展产品：DWDJ-W-ZB4OO
WDJ-P-ZB600
ZBLM-L-50
DWDJ-W-ZB600
WDJ-P-ZB800
ZBLM-L-63G
DWDJ-K-ZB400
WDJ-Z-ZB400
ZBLM-T-60
DWDJ-K-ZB600
WDJ-Z-ZB800
WTZB-Ⅱ
公司简介：江苏中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制造舞台机械、舞台幕布及技术的开发、设计、工程
施工为一体的企业，公司为体育场馆、礼堂、影剧院、多功能厅、电视演播厅、各类娱乐场所提供
舞台机械、舞台幕布系统的设计、供货、安装及调试服务。公司产品已通过 ISO9001 认证系，是北
京演艺协会会员单位。

3F-04A

镇江博瑞达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Zhenjiang Boruida Stag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油坊镇新材料工业园区17号
电话：15366701619
电邮：brdkj@163.com
传真：
网址：http://brdkj.en.alibaba.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镇江博瑞达舞台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具有“河豚之乡”的扬中，近靠常州，无锡，交通
十分便利。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精心树立诚信品牌形象，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团结
努力之下，我们已经发展成为集产品设计，制作，包装以及运输等于一体的舞台机械设备生产厂家。

广州悦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OPULAR STAGE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3F-05A

广州合盛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Hesheng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滘心村太平里南街10号4楼
电话：13676247147
电邮：317868767@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hsstagelight.com
参展产品：LED250三合一摇头灯、百变龙洗墙灯、LED染色帕灯系列、LED观众灯
公司简介：合盛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厂
家，其中摇头灯、光束灯、LED大功率帕灯、全彩激光灯、投光、效果灯、洗墙灯为我们的主打产
品，公司秉承“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依托扎实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艺，至力于
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系列和完善的服务体系。
公司拥有一批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工程师及熟练的工作人员，并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
人才，为公司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力争成为全球舞台艺术领域的佼佼者，成为世界一流的
舞台灯光品牌企业。

3F-05B

广东奥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F-07

Guangdong ASGD Lights Group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大田村鹤边1号
电话：18675840080
传真：

3F-06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旭兴达工业区A5栋二楼
电话：17707606888
电邮：stonex@mwdisplay.com
传真：
网址：//www.szmwdled.com

电邮：aosilight@163.com
网址：www.asgdlights.com

参展产品：380W光束灯.700切割灯.7颗40W染色灯.400W调焦面光灯
公司简介：广东奥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舞台光源生产，销售及研发于一
体的现代化生产厂家。产品适于各类中档、中高档舞台、歌舞剧院、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
演艺广场、机关大礼堂、娱乐城、DISCO夜总会、酒吧、慢摇吧、迪士高、卡拉OK、家庭Party等娱
乐场所。
主要产品有: LED灯、电脑摇头灯、电脑扫描灯、电脑追光灯、激光灯、频闪灯、图案花灯、程
序效果灯、户外灯、烟雾机、泡泡机、雪花机、喷火机、舞台灯，多种DMX512控制台及各种舞台配
套设备等。
专业提供：舞台配置方案、方案说明、舞台布置平面图、效果图、工程安装调试指导、技术问
题解答、技术人员培训等支持；承接：灯光音响工程、国内外ODM、OEM加工。
广东奥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坚持管理科学化、生产高效化、产品多元化、市场国际化的经营理
念；拥有先进的研发、实验和生产设备。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
诚信为宗旨，从而得到各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威格舞台灯
光秉承专业、高效、严谨的治业理念，以提高人们精神文化水平，分享更多快乐为己任，致力于开
发、研制、生产舞台灯光来服务生活，寻求审美情趣和舞台需求的有利结合，彰显产品的文化底蕴
和艺术品味，为灯光事业注入科技激情和美学活力。
“高品质、重信誉、互利共赢”是公司的经营之道，开发新的产品，完善企业管理，掌握市场动
态，提高服务质量及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企业的经营目标。
广东奥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正以饱满的技术能量和精诚的合作态度，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
性化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企业，我们坚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创新是企业的
血液，服务是企业的灵魂，凭着“创新发展，迈向世界”的理念，我们真诚希望能与您---我们尊敬
的国内外客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未来！

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SHUANGNIAO MACHINERY CO.,LTD,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黄泽镇工业功能区玉龙路16号
电话：18858536966
电邮：1214194438@qq.com
传真： 0575-83503838
网址：www.tbmhoist.com
参展产品：A619型手拉葫芦、SHH-A环链电动葫芦、HHXG-AW倒挂环链电动葫芦
公司简介：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司创办于1984年，是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起重葫芦分会副理事
长单位，全国起重葫芦行业重点骨干企业，手动产品连续七年稳居行业首位，专业生产“双鸟”
牌手动葫芦、电动葫芦等起重产品，远销欧美等100多个国家及国内大部分地区。
本次产品是工业葫芦的衍生版--舞台葫芦。我司产品符合D8,D8+,C1的欧洲标准，链条采用100级
链条，全国只有两家拥有制造100级链条能力的公司，6套设备中我们拥有4套。
我司和大丰，明道等行业前列的公司在舞台行业合作多年，产品质量值得信赖。我司有大吨位的
舞台葫芦，也有快速型电动葫芦，还有螺杆限位和双制动，可以满足客户多方面需求。

深圳市铭炜达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MWdisplay ELECTRONICS CO.,LTD

参展产品：LED 显示屏
公司简介：我司创于2016年，我们是一家专门从事LED显示屏研发，开发，销售和服务的高科技
企业，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户内，户外全彩系列显示屏的OEM,ODM服务。产品包括LED室内/户外全
彩屏，单/双色屏，条形球形屏，异型屏等系列产品。
Establish in 2016，We are a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LED lighting application
and LED Display system research,production,sale and service.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outdoor/indoor LED Display syste，various style of LED lighting and indoo/outdoor full-motion
video LED display.

3G-01B

佛山市中恒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Honorary Truss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横岗工业区横兴路12号蔚蓝横兴工业园
电话：15875711846
电邮：zhangliuyuan5@163.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铝合金灯架，铝合金舞台,灯勾
公司简介：佛山市中恒演艺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珠江三角洲工业重镇佛山市，是一家致力于研
制、生产、销售各类铝合金桁架、舞台等演出器材的专业厂家。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雄厚
的技术力量，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公司自创立以来，以创新的产品、优良的质量
和一流的服务，深受广大客户的认可，赢得了国内外客户广泛的支持与信任，产品远销欧洲、东
南亚等地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逐梦中恒。中恒全员同心协力，共克艰难，以诚信为根
本，愿与各路商友共同发展，共创辉煌！中恒全体人员有着共同的信念：“专心成就专业，专业
成就事业，不懈努力，不断超越”，做最好的产品，以质量和服务赢得客户的信心与支持”！ 用
我们的实力和真诚的服务为您创造辉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宗旨和目标。中恒期待着大家的光临
与指导，期待着与大家共创辉煌！
Honorary Truss Equipment Co., LTD., located in foshan near Guangzhou around 40km. We
are focus o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of aluminum truss, stage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equipments. The company has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strong
technical force, has a group of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personnel.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with innovative products, excellent quality and first-class service,
recognized by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won the extensive support and trust of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products exported to Europe,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regions. "Do not
forge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forge ahead" -- persistent dream. Honorary Truss willing to work
with all business friends common development, create brilliant! Honorary Truss looks forward
to your presence and guidance, looking forward to creating brilliant with you!

3G-01

广州晟光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guang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深圳市宏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oto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望岗动感创意园九栋二层
电话：18922184159
电邮：876387986@qq.com
传真：080-86423189
网址：www.yuelight.com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君子布凌屋工业路1号金盛兴工业园A栋3楼
电话：18680361279
电邮：59266294@qq.com
传真：
网址：www.hoto-light.com

参展产品：光束灯、图案摇头灯、LED灯等系列
公司简介：
1、公司品牌：粤光灯光（GZYUELIGHT）自2008年成立，主要发展方向：创立舞台灯光行业的
“百年品牌”
2、粤光灯光是专业服务于全国各地工程商的 舞台灯光供应商
3、公司配套服务：主要以政府项目为主，协助您进行投标控标（99%控标），价格保护，项目
报备系统完善。随时出方案，图纸（灯位图，系统图，效果图）。还包含技术远程指导，施工可安
排技术到现场指导调试等。
4、主营范围：以私模产品销售、政府工程项目为主，工程涉及：剧场，学校礼堂，多功能厅，
体育馆，宴会厅，酒吧，KTV等灯光项目。
公司产品远销于美国，南美，欧洲，澳洲，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并建立友好的代理关系。

参展产品：各种激光灯，logo灯，水纹灯
公司简介：深圳市宏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灯设计，生产，销售，租赁为一体
的科技公司。从原深圳大唐激光发展而来，已经有12年的历史。
主要生产产品：KTV激光灯，酒吧激光灯，户外亮化激光灯，演艺激光灯等全套激光产品体系。
同时兼做激光灯租赁业务。还包括LED的广告logo灯，水纹灯的生产，销售。
Shenzhen hoto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laser lamp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leasing as one of the technology companies.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shenzhen bigtang laser, it has a history of 12 years.
Main products: KTV laser lights, bar laser lights, outdoor lighting laser lights, performance
laser lights and other laser systems.At the same time do laser lamp rental business.Also
including LED advertising logo lights, water pattern lights production, sales.

1. Company brand: GZYUELIGHT was established in 2008,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to create a "century-year brand" in the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2. Yueguang Lighting is a stage lighting supplier that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engineering compan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3. Company supporting services: Mainly focusing on government projects, assisting you
in bid control (99% bid control), price protection, and a complete project reporting system.
Provide plans and drawings (light bitmaps, system diagrams, renderings) at any time. It also
includes technical remote guidance, construction can arrange technology to the site to guide
debugging and so on.
4. Main business scope: mainly private model product sales, government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project involves: theaters, school auditoriums, multi-function halls, gymnasiums,
banquet halls, bars, KTV and other lighting projects.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America, Europe, Australia,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have established friendly agency relations.

3G-02

3G-04A

北京华盛宏源科贸有限公司
Putida Cable Stage Lighting CO.,Lt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工业开发区(工厂）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铺大路54号（公司）
电话：18910849189
电邮：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电线电缆，扁电缆，配电箱，接插件
公司简介：舞台灯光电力电缆一站式服务商，主营：灯把揽，音视频线缆，扁电缆，接插件，电
线电缆定制服务。
we offer cable for stage lighting,ie:19pin socapex,cee 16a socket,DMX cable.

3G-04B

明光驰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MINGGUANG CHICHENG ELECTRIC TECHNOLOGYCOLTD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一路8号
电话：13955089068
电邮：chi_anhui@163.com
传真：0550-8840827
网址：www.typ-cc.com
参展产品：工业插头插座、防水连接器、200A/400A犀牛插、舞台专用19芯连接器、组合插座箱等
公司简介：卓越品质，连接未来
Excellent quality, connect future
驰骋电气公司位于帝王之乡明光市，是以生产销售工业插头插座等电源插件为主的厂家。主要
产品有：工业插头插座、防水连接器、200A/400A犀牛插、舞台专用19芯连接器、组合插座箱等。产
品广泛用于工厂电源装置、机械设备、建筑工地、舞台影视、铁路、矿山以及港口机场码头、商
场、通讯机房等工程。
“ChiCheng”, located in Mingguang City, the hometown of monarch, is an electronic company which is focuses on producing and selling industrial plugs and sockets.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ing industrial plugs and sockets, waterproof connectors, 200A/400A rhino plugs, stage
dedicated 19 cores connectors, plate connectors et al.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supply
units, mechanical equipment, construction sites of factories, stage & film, railways, mines,
ports, marketplaces, corresponding machine rooms and other projects.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为宗旨，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
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产品畅销全国近三十多个省。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
辉煌！
Our company persistently pursues the aim “quality first, customer highest, service best
and keep to contract”. Our products sell well in more than 30 provinces in China by virtue of
high quality of products, well-deserved reputation and excellent service. We are now progressing win-win cooperation wi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merchants to develop together and create
glorious in the future.
宗旨
卓越品质 连接未来
Aim: Excellent quality, connect future
服务
强化产品售前售后服务，免费培训；提供24小时技术支持
Service: strengthen pre-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free training; 24 hours technical support

3H-01

3W-03

广州上品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EMPIRE LIGHTING CO.,LTD.

4A-01A

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旗岭新花路10号福野工业园
电话：020-36804959
电邮：info@empire-lighting.com.cn
传真：020-36804039
网址：www.empire-lighting.com.cn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第一工业区兴和南五路3号
电话：020-87438606
电邮：
传真：
网址：www.aiweidy.com

参展产品：MYTHOS550/440、MERMAID 380 WATERPROOF、TOP380
TOP300、TOP280、POINTE380、POINTE280、BEE-EYE、AURA
公司简介：上品灯光位于美丽的广州花都区，一直专注于舞台灯光的研发与产品应用。经过多年的
努力，咨询专家，吸取客户意见，上品灯光已隐居行业前列。
一、中国最好的Mythos。Mythos是一种高科技的多功能一体灯。
二、美人鱼防水灯：防水、双棱镜、高亮度、速度快、灯泡寿命长、彩虹效果
三、TOP380：世界上最亮的光束灯。双棱镜代替单棱镜，能做出更多美轮美奂的效果。完美的
软件设计结合高材质的线路板，水平/垂直扫描速度跟原装的速度一样块。
四、Pointe 380:Beam +Spot +Wash , CTO, Animation,光斑大，亮度高,颜色盘带有七彩效果,
两个棱镜（8+16）可快速切换，可叠加,灯钩与底座合为一体。
Empire lighting is a qualified industrial manufacturer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entertainment light, architecture & commercial lighting, who is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near the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一.The best Mythos in China.Mythos is a highly advanced form of hybrid light
二.MERMAID 380 WATERPROOF：Waterproof，Double prisms，High Brightness，Fast
movement，Long lifespant ，Colorful rainbow effects
三.TOP 380：The most brightest Sharpy in the World.Perfect software system &high standard
material makes Pan/ilt speed as fast as original .
四.Pointe 380:Beam +Spot +Wash + CTO + Animation.High brightness and big spot effect.Color wheel with rainbow effect.8-facet and 16-facet prisms can be switched fastly and superposed.Clamp & base designed in one .Display Mode: Touch screen (Chinese and English display) built-in
long life rechargeable lithium battery,Can carry on the function setting to the lamps andlanterns, the
macro function setting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at does not needto electrify

参展产品：350W防水摇头电脑灯、37珠LED大蜂眼、600W摇头切割LED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从
事舞台灯光音响企业。成立于1993年，公司位于白云区太和第一工业区，占地15亩，建筑面积
25000㎡，花园式厂房。厂内配有500㎡智能多功能演播厅，1000多平方米现代化办公场所。经过20
年的发展，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具相当具规模和知名的企业。产品遍布国内大中城市，远销全球各
地，并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荣获“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理事单位” “中国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理事单位”“广东
省演出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行业十大最具竞争力品牌”“舞台设备工程资信示范单位”……拥
有完善的资源管理系统，公司通过ISO9001:2015质量体系认证，产品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检测及欧
共体CE认证、RoHS认证。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to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sound enterprises. Was
founded in 1993,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tai first industrial zone, covers an area
of 15 mu, building area of 25000 ㎡, garden-like factory. Factory is equipped with intelligent multifunctional studio 500 ㎡, more than 1000 square meters modern office space. After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has become quite a large scale and famous domestic enterprises.
Products throughout the domestic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re exported to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consistent high praise.
Company was awarded "China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director unit,"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chamber of commerce governing units,"
"community gave association director unit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top ten most competitive industry brand" "stage equipment engineering credit demonstration unit"... Have a perfect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pany passed the ISO9001:2015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product through the national technical supervision bureau inspection and the ec CE certification, RoHS certification.

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Intelligent Scene G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广州市荔湾区花湾路613号C栋5楼
电话：4001088081、020-81659089
电邮：999@is.gd.cn
传真：020-81655191
网址：www.is.gd.cn
参展产品：文化创作、文旅产业、户外墙体3D秀、影像互动、全息投影、多维视觉、数字特效
公司简介：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于广东广州，服务面向全球。智能场景是利用智能
化的最新科技来模拟人类各种环境的一种模式，完全以智能方式来取代繁杂的人工操作。
在智能场景科技中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与最新产品包括：特效氛围灯光、影像互动、音响、智
能机械、数字特效、多维度视觉、裸眼3D、全息光影技术等。
今天，我们进一步结合了虚拟现实、舞台特效、舞美设计、影视实拍、三维动画等先进成熟的
技术手段让您体验数字科技、现代智能化科技发展成果，为您聚焦客流、制造焦点从而提升了商业
价值。
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本着以诚信为本的宗旨，与社会有识之士携手共创更加动听、
绚丽的智能化场景模式新世界。
Intelligent Scene(Guangdong) Technology Co., Ltd. is based in Yuguangdong, Guangzhou,
serving the world. Intelligent scene is a model that uses the lates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simulate
various human environments. It completely replaces complicated manual operations with intelligent
methods.
In smart scene technology, we have mastered the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 latest products
including: special effects atmosphere lighting, video interaction, audio, smart machinery, digital
special effects, multi-dimensional vision, naked eye 3D, holographic light and shadow technology.
Today, we have further combined advanced and mature technology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stage
special effects, dance design, film and television reality shooting, and three-dimensional animation
to allow you to exper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odern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focus on passenger flow and manufacturing focus for you to enhance commercial value.
Intelligent scene(Guangdong) technology Co., Ltd. in the integrity of the purpose of working
with people of insight to create a more beautiful, brilliant intelligent scene model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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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LIMI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龙兴东路8号(大歌灯光科技园)
电话：13580389770
电邮：
传真：020 37414159
网址：www.dagelight.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合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恒于创新—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至今十三个春秋，大歌历经十
三年的风雨洗礼，写下无数的史例，正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大歌人已深深意识到要想立足于灯光品
牌，必先巩固企业的根基，2016年的大歌已掌握了丰富的技术研发经验及雄厚的生产规模，经历14
个春秋，大歌产品遍布全球，参与过千百场重大型演出和明星演唱会以及电视台节目等等演出，为
日后大歌的良好发展而奠基！
大歌灯光专注研发：光束灯，光束图案灯，切割灯和LED系列舞台灯具，广泛应用于大型演出、
演唱会、电视台、剧院和酒店及娱乐场所。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6, it’s a significant,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d i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moving head stage lights.Our main products are
beam lights , beam/spot lights profile light and LED stage lighting series product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concerts, TV stations, theatres and hotels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For more than 14 years experience, we supply superior quality moving head lights for our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got very high praise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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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from other lighting is it provides deep perspectives, endless possibilities and unique
immersive experiences to audiences and lighting designers. Because it is free of heavy logistics,
customers could save effort on transportation.
Damei Opto has already become the first and only distributor of IVL Lighting in China, and we
are aiming at bringing the best experiences and unforgettable emotions to audience.

广州市安贝电子有限公司
ABLELITE INTERNATIONAL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岗工业区1号楼
电话：020-81926883
电邮：info@ablelite.com
传真：020-34862813
网址：www.ablelite.com
参展产品：摇头灯、影视灯、防水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安贝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是一家集设
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厂家，现有设计研发团队20多人，员工人数140多人，拥有两
个生产车间。德国、韩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
地区都有我们的独立代理商。
ABLELITE安贝核心人员均拥有十多年专业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经验，设计师永远坚持：不跟
风，不模仿，走自己的路，走在时代的前沿。 设计生产的光束灯，染色灯，图案灯和多功能三合一
灯，在世界上获得多项专利，获得多个国家的产品质量体系认证。在国内外都拥有良好的口碑。
专业LED染色摇头灯，室内剧场版、户外防水版，采用热管散热系统，运行安静，Artnet可控，
可通过DMX进行软件升级，内置RDM功能，可选配无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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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凤东南街1号1栋6楼
电话：18620463610
传真：

成都世纪成美科技有限公司
Chengdu Shiji Chengmei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无人机
公司简介：成都世纪成美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成立于成都，服务于文化旅游演艺行业，承接文旅行
业大型科技型演艺。是融合团队创作、创意创新、特效研发、实景工程、演艺合成、售后服务为一
体的综合性文创公司。
企业实施以文创产业为主导，创意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依托的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并汇集国内外
知名导演组、行业专家组为演艺行业服务。经过多年国内外实践，成美世纪文化已成功涉足：空中
表演无人机编队、旅游演艺、剧院演艺、创意水秀、主题大秀、视觉创意秀、音乐水舞秀以及舞美
特效等领域。并凭借优异的创作团队、强大的技术力量、优质的服务、严谨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市场
及业内的高度认可，为文旅演艺产业开启了新纪元，成为西南地区文旅演艺综合项目的佼佼者。

深圳市大美光电有限公司
Damei Optoelectronics Co.Ltd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二号路赛霸电子大厦5楼509
电话：13929070629
电邮：ebony@dameiopto.com
传真：
网址：www.dameiopto.com
参展产品：IVL Carrés IVL Pyramides
公司简介：IVL Lighting源自于法国品牌Minuit Une，它是2013年由三个喜爱参加演唱会、音乐会的
大学生发明，现今已在国际上的演唱会和娱乐场所广泛使用。它比一般的灯具突出的地方是它能让
观众感受到难以忘记的视觉纵深感，给灯光师提供无限的可能，帮客户免去繁重的物流。
IVL lighting 模式一有25个通道，模式二有45个通道，能够为设计师提供无穷无尽的设计方案
和想象空间。它适合应用的场所有能容纳1000-4000人的中型场所，如演唱会，音乐节，艺术展等。
在室内环境中，灯具的摆放方式自由，正方形形状光束照射范围广阔，金字塔形状增加装饰的效果。
这款拥有突破性效果的创新灯具由大美光电带到了中国市场，它无法睥睨的新“玩法”给国内
同样热爱音乐和现场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光影体验。
IVL lighting origins from Minuit Une, a French brand established by three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love going to concerts and live music in 2013. They invented this fixture as they have the
passionate idea of creating a wide-coverage, immersive, multi-directional lighting fixture, specially
designed to make the show in mid-size venues, from 1000 to 5000 people. It is widely used in
concerts, talk shows, product launch announcement and clubs all over the world.
IVL lighting has 25 channels in mode 1 and 45 channels in mode 2, so it gives infinite creativity and solution for lighting designers. There are unlimited ways of lighting installations. Each IVL
Carré is covering a wide area by producing 4 directive light plans, one by each side of the square,
while the Pyramide shape enhances the decoration of the event venue. What makes IVL lighting

电邮：1219363950@qq.com
网址：www.vshowlight.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LED频闪，LED点控长条灯，LED帕灯，LED影视灯，舞台激光灯，舞台特效
公司简介：广州秋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专注于专业舞台灯光，LED演艺灯光，专业电视及剧场
灯光，建筑与艺术照明等电子科技产品;
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文化创意与工程施工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
新，质量为本，服务至上的发展理念。
公司业务遍布全球各地，并在英国，捷克，比利时，纽约，洛杉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建立
了配套的物流仓储体系。
未来两年,公司力争建立全球本地化的售后服务体系。我们的目标是为全球舞美从业者提供质优
价廉的舞台灯光设备，建立完善的本地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产，销，服务”与一体，做客户的
贴心管家。
Guangzhou V-Show Pro Lighting Co.,ltd. Which focusing on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LED performing arts lighting, professional TV and theater lighting, architecture lighting.
It is a high 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manufacturing, sales, servic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ompany has always insist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and service oriented principles.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battery led par, waterproof strobe lighting, LED profile
spotlight, Fresnel spotlight, LED Matrix, LED Moving head light, stage laser light and stage
effect machine. Some of products sales quantities over 10,000 per year, such as battery led
par, laser light & spark firework machine. Each year, our company will attend lighting exhibition
both in domestic and abroad,like Guangzhou prolight & sound, Prolight & sound in Frankfurt.
The company's business all over the world,we also have established logistics and warehouse system in United Kingdom, Czech Republic, Belgium, New York, Los Angeles,Canada,
Australia and so on.
In the near further, the company strived to build global local after-sales service system.
Our goal i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nd low cost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s for global stage
artists, and established completely local service system.To come true re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Marketing and service,be a close housekeeper for customers.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西安中路62号经典2000商务楼710室
电话：17744344771
电邮：1366843984@qq.com
传真：028-87783816
网址：www.cmsjw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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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秋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Show Pro Lighting Co.,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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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未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Future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沙路283号之二2009号B469
电话：18588670808
电邮：1780662435@qq.com
传真：
网址：https://weilaiguangdian.1688.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未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生产、安
装、销售、咨询及售后服务的综合性厂家，主要生产舞台灯光设备：光束灯、LED摇头灯、LED帕灯、
激光灯、频闪灯、演出器材等。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舞台演出、歌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酒
吧、歌剧院、影视娱乐等场所及项目和工程。
我们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专业设计和管理人员，在灯光行业不断开拓及创新。使我们的产品无论
从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经过周密的设计，严格的检查，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令产品已遍布全国各
大中城市，并远销欧、美洲、东南亚等国家，并且得到了用户良好的口碑。我司每年都参加一些著
名的灯光展览会，来展示我们最新设计的产品。
我们的宗旨：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竭诚服务；你们的满意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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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弘裕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u Electronic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993号6F
电话：020-84602398
传真：020-84601928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七滘工业区二横路13号
电话：0757-2768 6858，13925081178
电邮：chinacoreat@163.vip.com
传真：
网址：www.chinacoreat.com

电邮：2946400710@qq.com
网址：http://www.welcome-hy.com/

参展产品：台湾KS舞台特效、台湾HANSON内部通话系统、莱德沃克舞台特效
公司简介：弘裕电子市一家致力于设计、销售、安装、调试为一体的专业化舞台灯光与特效综合
性企业。创立于2008年，我们以诚信为服务宗旨，提供优质专业的产品为国内外舞台艺术领域做
出杰出贡献，我们拥有大量专业稳定的合作伙伴，并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和赞誉。
主要客户：广州长隆集团、杭州宋城集团、新疆大剧院、全国各地电视台、剧院等。
经营定位：专业舞台灯光与特效一站式供应商
经营宗旨：弘裕服务，点滴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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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舞台电动葫芦、智能舞台机械、铝合金桁架、铝合金舞台、伸缩看台，组合看台等。
公司简介：广东科励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单位、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
会会员单位、广东省广西商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公司专注于高端智能舞台机械设备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企业，注册商标“Coreat”，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欧盟国际CE认证、SGS检测。公司产品有娱乐酒吧高端智能舞台机
械、国内首家全天候防水铝壳舞台电动葫芦、剧场剧院演出舞台机械设备、多功能礼堂宴会厅舞台
机械、体育场馆伸缩看台、铝合金桁架等产品。
公司拥有多位超过10年专业技术的机械、电气工程师，团队致力吸收和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现代
舞台机械技术，积极创新，全新打造一个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设备安全为中心的舞台设备生产厂
家。公司自主品牌产品销往国内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多年参加国内外多个大型的专业展览
会，产品赢得各界用户的一致好评。
Guangdong coreat stage Technology Co., Ltd. is a member of China Performance Equip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a member of Guangdong performance equipment industry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 standing vice chairman of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Guangxi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company focuses on the R &amp; D,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installation and
debugging of high-end intelligent stage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technical services. It
has registered the trademark "coreat". The company has successively passed ISO9001: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EU international CE certification and SGS testing. The
company's products include high-end intelligent stage machinery for entertainment bars, the first
all-weather waterproof aluminum shell stage electric hoist in China, stage machinery for theater and
theater performance, stage machinery for multi-functional auditorium and banquet hall, stadium
expansion stand, aluminum alloy truss and other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many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s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The team is committed to absorbing and applying the advanced modern stage
machinery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actively innovating, and building a new stage equipment manufacturer with technical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equipment safety as the center. The
company's own brand products are sold to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many large-scale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many years in a row. The products have won unanimous praise from us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广州市马兰宝电子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malanbao electronic lighting equipments co.,Lim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鸦岗西岐十一社工业园B2栋
电话：86026711
电邮：1195677522@qq。com
传真：86026932
网址：www.malanbao.com
参展产品：舞台烟雾机、舞台特效
公司简介：广州市马兰宝电子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于1995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烟雾机、泡泡机、雪
花机、彩虹机，低烟机系列产品及各式烟油、泡泡油、雪花油等舞台周边设备的厂家。
十多年锐意进取，刻苦钻研，使我们取得了不断的成功。
本公司集技术开发、设备生产、产品销售、售后服务、技术咨询于一体，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
业研发、销售、售后服务队伍，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如今，我们已获得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的认证，并全方位贯彻执行，为客户提供精益求精的高质量产品。“服务至上、完善管理、品质第
一、开拓创新”是我们的质量方针，“守信，想客户所想，做客户所需”是我们精神。多年来，我
们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我们加快脚步不断创新、更新产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以巩固和壮大企业。展望未来，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与你携手共进，共创璀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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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万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WANXI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甘蕉路6号万橡电子科技
电话：0757-85686061
电邮：wanxiang001@qq.com
传真：0757-85686062
网址：www.wanxianglight.com
参展产品：LED车展灯，300W防水COB，两眼观众灯，四眼观众灯，LED防水洗墙灯，点控洗墙
灯，LED摇头染色灯
公司简介：佛山市南海万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万像灯光）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大型专业的舞台灯光企业。公司在LED舞台灯光方面有着深厚的技术底蕴，近年来又多家国内外
公司开展技术合作，不断的追求创新，积极倡导以节能、高效、环保等理念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公司拥有多套自主研发的设计模具，产品各项质量技术与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主要有大功
率LED车展灯、大功率COB防水观众灯面光灯、LED防水洗墙染色灯、LED成像灯聚光灯、LED帕灯防水
帕灯等系列产品。
自创立伊始，我们一直秉承“以质量为根本，以服务为保障，以诚信为共赢”的经营理念建立
起“万橡”品牌，竭诚为客户服务！力争为广大顾客带来高质量的灯光效果。万橡——科技改变舞
台。

广东科励宝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Coreat stage technology CO.,LTD.

4A-07A

佛山市煜艺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City,YuYi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岗联工业区168号
电话：0757-85608223
电邮：2692014401@qq.com
传真：0757-85608225
网址：www.yuyitruss.com
参展产品：铝架、铝合金舞台、装车神器等铝合金产品
公司简介：佛山市煜艺演出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集设计、生产、销售和租赁于一体的综合性演
出设备行业，主要生产各种规格的铝合金桁架、Truss架、背景架，音响架、龙门架、网架、简易拼
装活动舞台、折叠舞台、玻璃舞台、防爆栏等演出设备，公司拥有一批具有丰富焊接经验的专业技
术人才和一批团队合作意识强，勤奋努力向上的员工，产品远销北美、欧洲、中东等地区及台湾，
香港地区。期待与您携手，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Foshan City,Yu Yi Performances Equipment Co.,Ltd.is a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company in designing,making,selling and leasing in an integrated performance equipment
industry.The main production of various specifications of aluminum alloy truss,truss
frame,background truss,the soundtruss,gantry truss,layer truss,simple assembling movable
stage,folding stage,glass stage,barrier and other stage equipment.
Our company serves many business partners,home and overseas buyer who are from
Noth America,Europe,Middle-east,Taiwan,Hong Kong etc.We sincerely hope to cooperate
with all expert buyers or intending purchasers with the vision of Reciprocity,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4A-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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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K Lighting CO.,LTD

4B-02A

深圳市大美光电有限公司
Damei Opto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均和街夏花一路小石马工业区2栋
电话：15920358422
电邮：kally@ak-lighting.cn
传真：
网址：www.ak-lighting.com.cn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二号路赛霸电子大厦5楼509
电话：13929070629
电邮：ebony@dameiopto.com
传真：
网址：www.dameiopto.com

参展产品：LED像素点控舞台灯
公司简介：AK Lighting is a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company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rental of the following special stage equipment : LED Pixel Ball ,
LED Pixel String , LED Pixel Tube , LED Pixel Strobe ect...LED Pixel Products ,What is more , DMX
Splitter , Arnet to DMX Converter ...
Our company takes"People -oriented,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 as our precept to work
hard to satisfy customers and always try to do more then better . We listen to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customer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our products as well as our service
quality to meet different markets , needs .
AK Lighting with endless explore , sincerity and honesty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sold all over
the world ,which supply the high quality comsumption to the whold world as well as win extensive
clientele and their trust and support . We believe innovetion is the way to develop and we are
building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on - based modern management system to explore and create all
the time . Cooperating with all the friends all around the world of stage equipment business line ,
we are creating a better tomorrow together!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深圳市大美光电有限公司作为德国Laserworld的唯一中国代理，多年来我们为大型节目
表演，地标建筑，公众娱乐场所或酒吧上演精彩绝伦的激光表演。
由于我们公司销售的激光设备都是欧洲知名品牌，质量享誉全球，我们十分荣幸地能在业界提
供经典的应用案例。如2018年在迪拜塔上演的新年倒数激光秀，广州国际灯光节，和港珠澳大桥人
工岛的亮化工程表演，我们提供的技术和创作以及整个流程中的服务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并且，
我司还为北京One Third酒吧和上海TAXX等一流酒吧提供激光设备和技术支持。
丰富的项目案例之所以成功进行离不开我们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计团队。大美光电在广州设立
了自己的仓库和展示厅可以让顾客们在表演之前感受激光给观众带来的视觉盛典和独特感受。

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LIMI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龙兴东路8号(大歌灯光科技园)
电话：13580389770
电邮：
传真：020-37414159
网址：www.dagelight.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合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恒于创新—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至今十三个春秋，大歌历经十
三年的风雨洗礼，写下无数的史例，正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大歌人已深深意识到要想立足于灯光品
牌，必先巩固企业的根基，2016年的大歌已掌握了丰富的技术研发经验及雄厚的生产规模，经历14
个春秋，大歌产品遍布全球，参与过千百场重大型演出和明星演唱会以及电视台节目等等演出，为
日后大歌的良好发展而奠基！
大歌灯光专注研发：光束灯，光束图案灯，切割灯和LED系列舞台灯具，广泛应用于大型演出、
演唱会、电视台、剧院和酒店及娱乐场所。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6, it’s a significant,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d i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moving head stage lights.Our
main products are beam lights , beam/spot lights profile light and LED stage lighting series
product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concerts, TV stations, theatres
and hotels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For more than 14 years experience, we supply superior
quality moving head lights for our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got very high praise
from them.

4B-02B

广州市格睿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iGrant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工业区兴宏一街自编12号101D
电话：020-84785999
电邮：
传真：020-84785999
网址：www.igrant.cn
参展产品：舞台机械
公司简介：广州市格睿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舞台机械工程综合技术能力壹级企业，专注于舞
台机械领域的研发、设计、生产、安装及系统服务。
“iGrant”是格睿德的自主品牌。
“安全、品质、人性化”是iGrant的三大理念：
安全—— 舞台机械系统的基本诉求；
品质—— 先进的技术、精湛的工艺、标准化的体系；
人性化——现代科技与人的协调关系呈现完美的用户体验。
iGrant拥有专业的机械和控制系统两大技术团队，拥有自主的机械系列产品和iControl控制系
统。自主的机械与控制技术将硬件与软件完美结合，是为用户提供舞台机械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有
力保障。
iGrant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把控每个环节、每道工序，质量管理体系上我
们的目标是实现舞台机械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标准化、现场标准化、服务标准化，以标准化的理
念和产品消除安全隐患和质量风险。
iGrant致力于吸收和应用国际上先进的机械与控制技术，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的
模式，不断提升竞争优势。iGrant与国内外众多电气、信息技术、机电产品知名企业取得了产品
供应和技术合作关系。
在未来，iGrant将持续地为专业剧院、多功能礼堂、商业应用等领域提供优质的系统解决方
案和美好的用户体验！

4B-03A

广州市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RGB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3号
电话：020-39280245
传真：020-39280249

4B-04A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4号富力天河商务大厦301
电话：38106063
电邮：pasefadmin@126.com
传真：38106063
网址：www.pasef.com.cn

电邮：info@rgb.com.cn
网址：www.rgb.com.cn

参展产品：探照灯、自动追光灯、LED灯等
公司简介：成立于1996年的黑豹电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注于灯光、视频系统工程集成领域，
具有业内难得的专业人才、严格的专业技术与国家标准把关，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和十余年宝贵
的工程经验。

参展产品：硅柜、硅箱、控台
公司简介：RGB创立于1996年，是中国著名的专业舞台调光设备制造商，公司于2003年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年获得IQnet国际认证，2008年，RGB成为举世瞩目的第29届北京
奥运会开闭幕式灯光主控系统供应商，2011年，公司正式研发成功中国第二代正弦波调光系统，
成为世界上拥有该项尖端技术的极少数企业之一。
RGB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6, and is professional company
engaging in the research,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theatrical equipment. In 2003, our
company succeeded in passing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authentication.
We also pass IQnet international authentication in the same year. 2008, we became the
lighting controller supplier of 29th Beijing Olympic Games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2011, w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China's second generation of sine wave dimming system
and became one of the very few companies which have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4B-03C

2007年8月8日，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晚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
2012年广州亚运会；
2008年印度尼西亚全国运动会开闭幕式；
2010年南非世界杯；
如今，黑豹专注于灯光、视频系统工程集成领域，在全国各地户外实景演出做出另一番成绩。
说到实景演出，黑豹就是代名词：
大大型山水实景歌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大型草原实景演出——《天骄-成吉思汗》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中华泰山·封禅大典》、《道解都江堰》、《康熙大典》《西藏-文成公
主》、恩施《龙船调》、隆中《草庐·诸葛亮》、江西婺源《梦里老家》、横店《火烧圆明园》
、常德《桃花源记》、越南《越南往事》 、阳朔《三生三世三千漓》、惠州《双龙垂钓中心》、
新疆《昆仑之约》、英德《女王的盛宴》、景德镇《CHINA》等等
大型佛教体验园—— 兖州《佛教体验园》、招远《金山佛喻》、南京《金陵大报恩寺》
大型酒吧工程——张家界《云顶会酒吧》
大型山体秀——郎酒庄园山体灯光秀

广州浩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oyu opto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州白云区钟落潭竹料工业区竹一鸣亮路3号
电话：13825120958 19164865188
电邮：zp58188@163.com
传真：
网址：http://hygd8.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及户外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浩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于2015年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技术型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高起点、严要求，先后开发生产出DREAM470、
440、350等一系列高端电脑灯产品！
我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欧盟认证，向着企业规范化、标准
化的目标快速推进！
产品应用于文艺单位、剧院场馆、文化旅游、广电传媒、演艺娱乐、建筑景观照明六大行业
板块。
Guangzhou Haoxuan Photoelectrectric Equipment Co., Ltd., registered in 2015,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one of the
technology-oriented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since its inception, a high starting point, strict
requirements, has developed and produced DREAM470, 440, 350 and a series of high-end
computer lamp products!
Since its inception, our company has passed the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EU certification, to the enterprise standardization, standardization of the goal
of rapid progress!
Products used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units, theater venues, cultural tourism,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performing arts and entertainment,

广州黑豹演艺科技有限公司
Panther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Ltd.

4B-04B

深圳市思奥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办事处田寮第二工业园69栋
电话：86-755-2719 2285
电邮：eason@cr-tec.com
传真：86-755-2719 2290
网址：www.cr-tec.com www.cr-laser.com
参展产品：激光舞台演义灯
公司简介：思奥特集团（CR-TEC）成立于2003年，是专业从事激光表演系统、智能化演艺灯光和LED
应用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工程项目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企业。CR-TEC集团下属事业处
的主打产品以CR开头，按产品类属分为CR-LASER(激光演示系统)、CR-LITE（舞台LED效果灯）、
CR-LED（LED照明产品）三大产业。
思奥特突破传统先锋性提出MIX概念，创造性地将光栅激光与传统LED完美融合，给激光注入全
新的动力，给LED融入无限的活力。思奥特不断大胆革新，勇于挑战，追求完美，把握市场最新动向，
引领全领域跨界新风潮，缔造璀璨灯光新时代！
CR-TEC Group, established in 2003, is specialized in professional laser system, intelligent entertainment lighting and LED lighting products. It is a comprehensive modern enterprise that cove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main products of branch companies of CR-TEC are named beginning with CR and
classified as CR-LASER, CR-LITE, CR-LED.
CR, as a pioneer of raising MIX concept, creatively and perfectly combines grating laser
and traditional LED together, injecting new energy into laser products and integrating infinite
vitality into LED field. CR always keeps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ng and stays perfect,
holding the new trend of market, leading the new wave of cross-border area, creating a new
era of bright lights!

4B-05A

4B-05B

4B-06B

佛山市飞达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Phida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前锋北路海鸥综合楼二楼
电话：020-85820362
电邮：phida@phida.cn
传真：0757-82816412
网址：http://www.phida.cn/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金城工业园第三栋四楼
电话：0755-81471832
电邮：business@kolo-laser.com
传真：0755-29503158
网址：www.kolo-laser.com

参展产品：成像灯、平板灯、螺纹聚光灯、追光灯
公司简介：佛山市飞达影视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前身为1992年初建立的飞达影视器材厂。
多年来飞达影视塑造了一支专业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并具备实力雄厚的生产制造能
力，模具制造、冲压成型，灯具装配等完善的生产配套作业流程。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及厂房
配置，为制造高品质的舞台灯具提供了有力保证，依托强大的研发团队能力和企业发展后劲使产品
始终处于舞台灯具行业的制高点。
长期的市场磨砺使每一个“飞达人”都深刻认识到“质量保证、精心制造、科学管理、精诚服
务”十六字中的深刻内涵。他们在产品制造中严格质量要求，为客户提供称心满意的产品，在技术
开发上狠下功夫，屡屡实现技术突破与创新。
在不断完善和优化灯具的工艺和破解技术难点，飞达影视器材有限公司本着“以人为本”的经营
理念，在产品的使用安全规范上，严格把关，在国内同行中率先通过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产品质
量安全认证及欧共体CE安全认证，产品远销欧洲等发达国家及市场。
产品运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大剧院、广州大剧院、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上海世博中
心、首都剧场等国家重点会议及剧场剧院。并参与《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印象武隆》等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影视节目演出。
国外使用我公司产品的有：日本东京车展、韩国、斯里兰卡、塞内加尔等。
飞达影视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演艺灯光产品、创新的灯光方案及完善的售后保障。飞达与合作伙伴
一起共同成长、合作共赢，相信我们将做得更好！

参展产品：激光演示技术及设备
公司简介：深圳市皓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激光演艺设备供应、激光设备集
成项目实施及服务为一体的全案供应商。
2017年，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和突出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圳市皓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荣获“高
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公司自主品牌的激光演艺设备，被应用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71周年，以及第二届、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上海黄浦江光影秀等重大项目。
未来，公司将秉持“让中国的激光登上世界舞台”的企业愿景，以梦为马不断开拓，致力于打
造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品牌产品。我们的事业必将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有魅力、让我们的文旅产业更具
有活力，让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皓龙激光，让世界更美丽。
KOLO LAS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specializ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of professional laser show systems and planning, designing, implementation of laser projects.
Our laser equipment is widely applied to art performance and city brightening. With our experienced and qualified staff, we can create fascinating indoor and outdoor customized laser
shows, and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for the whole project according to customer's
requirements.
KOLO LASER keep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o lead the industry standards, and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world-renowned brand.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Europe,
United States, South America and South East Asia, etc. With the reliable quality, perfect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and strong R&D capabilities, we've won high recognition of
customers.
Our goal is to keep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meet our customer's need and exceed their
expectaton.

广州驰鼎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yu Stage Lighting Installing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唐阁工业区1栋
电话：020-36519801
传真：020-37157602

电邮：272375291@qq.com
网址：www.cdlite.net

参展产品：切割摇头灯，光束灯，LED摇头灯，特效灯
公司简介：广州驰鼎光电有限公司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广州白云区唐阁工业区，现有约8000㎡的标准
化生产、科研基地。经过近15年的稳健发展，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舞美、酒吧娱乐智能灯具研发、
制造、销售、工程承包及综合设计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拥有资深研发精英技术开发团队，积
累并掌握了专业演出舞台，娱乐舞台、专业舞台灯光及配套设备及零部件生产过程中的设计开发、
样机制作、组线生产、项目管理、实验规范、品管标准等全系列经验和理念。公司实行科学化、专
业化、规范化的企业管理，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驰鼎光电专注于切割摇头灯.光束摇头灯.LED图案摇头灯.LED染色
灯.LED特效灯研发以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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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皓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SHEN ZHEN KOLO LASER EQUIPMENT CO., LTD.

广州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ant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萝岗环村北路自编18号
电话：020-86017386/7385
电邮：gzsky@21cn.net
传真：020-86017276
网址：http://www.gzsky.net.cn/
参展产品：全色域平板灯/ 200W LED 平板灯、440W 追光灯、330W追光灯、450WLED追光灯、 250W
防水泛光灯、320W舞台天幕灯、450W 成像灯系列、300W电动调焦双色温fresnel聚光灯 、影视LED
二动作平板灯、300-400WLED远程聚光灯、LED图案切割摇头灯、440W防水摇头光束灯
公司简介：广州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以质量第一、客户为先的经营理念专业生产
车展灯、LED高效/变焦成像灯系列、追光灯系列，LED影视聚光灯系列、LED影视平板灯，LED观
众灯、LED趴灯、防水电脑摇头灯系列等舞台灯具及设备。
With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customer foremost”, Guangzhou Lant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has always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series of stage lighting fixtures and
equipments such as Auto Show light,profile spotlights,follow spotlights,color changers,film and
stage reflecting lanterns,tricolor softlight,floodlights,LED footlight,rail tube,waterproof computer shake head lamp,clamps etc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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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dong Electronic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建中路24号首层
电话：020-85521566
传真：020-84867033

电邮：hdlmarket@hdlchina.com.cn
网址：www.hdlstage.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机械吊挂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HDL），是一家总部位于广州的国际化科技公司，致力于智能
家居技术、智能建筑技术、专业影视舞台灯光、音响及影视舞台机械吊挂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从设
计、咨询、产品到工程实施的全方位解决方案。HDL于1985年成立，以专业影视舞台灯光、机械吊挂
系统闻名中国市场。2004年开始独立研发生产智能家居和智能建筑系统产品，并且成功开拓国际市
场，HDL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由核心代理商、经销商及工程商组成的销售服务网络，
其产品已被应用到上万个项目。
HDL is a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y headquartered in Guangzhou, which is
specialized in home/building automation and engineering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udio and rigging equipment. It has established a service structure of technical consultancy,
solution design, equipment supply, project installa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Founded in
1985, HDL then became a well-known brand in China for its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nd
rigging systems. In 2004, it starte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home and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s. It has established a global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 over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nsisting of distributors, dealers and installers. It's products have
been installed in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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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百特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Brightness Stage Equipments Co.,Ltd

4C-02A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朗沙广东新光源产业基地D区10栋首层
电话：0757-81992938
电邮：fsbts@fsbts.com
传真：0757-81992930
网址：www.fsbts.com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昌平路97号新元科技园A座A门4层
电话：010-80703743
电邮：sales@viasho.com
传真：010-80703744
网址：www.viasho.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佛山市百特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公司
致力于新型广播电视及舞台LED专业影视照明设备，自动化舞台系统和设备的网络智能化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并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设备配套和工程服务。
公司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数控智能机械加工设备和高效电子生产设备。跟踪市场需要和发展，采
用国际先进通用的管理模式，遵循ISO9001和ISO14001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以为客户提供优质的
产品和优良的服务为宗旨，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以服务求市场，以人才求卓越，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Brightness Stage Equipment Co., Ltd is located at Nanhai New Light Source Production Base.
We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modern broadcasting
and professional stage LED lighting fixtures, intelligent stage system equipments stage equipment
network. In the meanwhile we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on technical consultation, equipment
installation and stage project engineering.
Highly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pursuit of quality excellence, our products
are manufactur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te-of-art digitally controlled processing equipments and
high-efficiency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production equipments.Therefore we administrate the enterprise with the internationally advanced ISO9001 and ISO14000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andards aiming at excellent qualityproducts and outstanding customer service. In order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from every aspect in regards to stage equipment, we base
ourselves on the product quality, Improve ourselves in innovation and perform excellence with ur
talented staff team.

参展产品：动画激光灯 水幕激光灯
摇头激光灯 激光地标
公司简介：北京榜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由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02-2008)。本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泵浦的全固体激光器（DPSSL）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成
立多年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产业强国”的理念，不断完善产品，时时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规
模。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众多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光电子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产品种类齐全，质量稳定可靠，供货
及时，售后服务周到。
公司产品主要有红光(635nm、660nm、671nm)、绿光(532nm)、蓝光(457nm、473nm),红外光
(808nm、946nm、980nm、1047nm、1064nm、1320nm等)固体激光器，功率范围由1mW延伸到百瓦级，
产品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工业检测，生物实验，激光演示，激光灯，水幕激光灯，动画激光灯，
激光地标灯，医疗检测，光谱分析，全息照相等众多应用领域中。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满足您的
要求，诚望广大用户前来洽谈、合作。
全彩大功率动画激光
高速扫描振镜
全部采用激光二极管激光器合成
通过混合三基色光源的激光
可实现多种颜色的激光输出
颜色鲜艳，亮丽，功率大，适合户外场合
可做光束动画表演，激光广告，激光水幕投影
体积小，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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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榜首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Viasho Co., Ltd

广州市锐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唐阁基工业区A3栋
电话：0086-15913119604
传真：020-36381597

Guangzhou Eagle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三村鱼庄东环路2号
电话：020-87459260
电邮：eagle@china-truss.com
传真：020-87449433
网址：www.china-truss.com
参展产品：各种规格铝合金灯光架.各种类型铝合金舞台.航空箱.PPU箱及各类配件
公司简介：广州市锐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专业生产舞台演出设备，主营产品有铝合
金灯架、移动舞台、舞台机械、航空箱、演出连接扣件等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结构方
案，我们同时也是美国CM葫芦中国核心代理商。
公司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工厂占地28000平方米,距离广州市国际机场仅20分钟车程。公司最
先引进全自动机器人焊接设备，拥有先进的铣床CNC数字开板机和CNC数控精密车床、自动液压切铝
机、并已全面通过EN1090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TÜV SÜD产品安全认证和中国质量检测机构的检
测。
锐鹰集团会一直坚持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品牌，成为您在全球最值
得信赖的商业合作伙伴。
Established in 2007, EAGLE GROUP is a leading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of stage equipment,
mainly producing aluminum truss,moveable stage,stage machine,flight case,lighting connectors and
so on. To provide a more safety and reliable structure project, we are also the main distributor of CM
hoist of America.
EAGLE GROUP was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of Guangzhou with a coverage of 28,000 square
meter and just 20 minutes away form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by car.We are the first one to
import the latest automated welding facilities. We Have advanced milling machine CNC digital plate
opener and CNC precision CNC lathe, automatic hydraulic aluminum cutting machine, and have fully
passed EN1090 produ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TÜV SÜD product safety certification and China quality inspection agency testing
Eagle Group will always adhere to top quality equipment, top talents, top environment and top
brand and become your most trusted business partner in the world.

广州安明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nmingli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Co.,Ltd
电邮：info@anmingli-light.com
网址：www.anmingli.com

参展产品：LED室内外高亮度像素视频灯条/LED爆闪灯具/LED防水像素视频三合一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市安明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于2012年,拥有近十年专业舞台灯光制造研发经验,
在近十年内致力于绿色环保照明舞台LED灯具的研发制造,是国内点控系列LED舞台娱乐灯具的领先研
发制造企业。数十年来的技术积累使安明利发展为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LED舞台演艺产品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旗下LED防水像素视频灯条系列、LED星星地板砖系列以及LED多功能黄金矩阵和
LED防水爆闪/频闪 系列深受国内外文化演艺、影视节目、舞台娱乐等行业专业人士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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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艺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EASTSUN TECHNOLOGY CO.,LIMITE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凤翔中路19号
电话：18620231488
传真：020-3732-9108

电邮：403656780@qq.com
网址：http://www.eastsunlite.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
公司简介：广东艺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于一体的科技型、综合型
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专业研发、生产高性能、高品质的智能电
脑灯具：Orbisfly专业LED动能灯（舞台舞美造型艺术产品）；Magicdot专业LED摇头变焦像素灯（
舞台专业演出产品）；Digidot专业LED像素管（专业户外建筑及环境亮化产品）；Kinetic wall专
业伸缩控制系统（专业会展创意及广告宣传产品）。
公司主要生产大功率LED智能舞台灯具，自主研发产品拥有多项专利，并成功应用于2013年刘德
华ALWAYS巡回演唱会,2015-2016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浙江卫视《燃烧吧少年》节目录制，江苏卫
视春晚，安徽卫视春晚，湖南卫视华人春晚，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贵州卫视元宵晚会，AUDI A7上
市发布会，丰田汽车双擎之夜，VIVO手机发布会等各大型活动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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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辉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UNFROM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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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仁添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RenTian Light&Sound Co.,Ltd

地址：A1 Building, Zhongrun Industrial Area, Checheng Rd,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China.
电话：13825050816
电邮：sales1@sunfromlight.com
传真：
网址：www.sunfromlight.com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1501弄8号1002室
电话：021-63130745
电邮：chenying@mrtshow.com
传真：021-63130745
网址：www.mrt-show.com.cn

参展产品：LED dance floor , LED screen
公司简介：Sunfrom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known as Guangzhou Huadu Huik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With 10 years' development, we have become an innovative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independent import & export rights. We are committed to creative LED stage decoration, being the first brand of smart lighting-SUNCOMING. We enjoy a good reputation in industry as
"LED Dance Floor Experts".
Our products include indoor & outdoor LED dance floor, LED background panel lighting, LED
ceiling lighting and LED effect lighting. Our new design-LED dance floor blends in traditional stage,
outdoor scenes, makes them more colorful, attractive with perfect three-dimensional space texture.
With novel design, powerful function, unique effect and assured quality, our products are favored by
customers home and abroad.

参展产品：Antari烟雾机、ROBE、DSE 灯光、MOVECAT 电动葫芦、L-ACOUSTICS音响、
LIFTKET电动葫芦
公司简介：上海仁添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灯光、音响系统、供货、安装、租赁及售后服
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我公司创立于2000年，经过十几年的不断进取，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家
在专业灯光音响行业中知名的企业。
公司主要业务分为灯光音响销售、工程安装和演出器材租赁三大块。销售方面主要经营ROBE、
DSE灯光、MOVECAT、LIFTKET电动葫芦、法国L-ACOUSTICS音响、DiGiCo调音台、HANSON对讲机、台
湾Antari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等舞台特效器材。
工程方面主要承接大型企业年会、各种新品发布会和大、中型的文艺演出以及各类演唱会的灯
光音响视频设计制作，舞台舞美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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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镜湖大道30号
电话：15011836989 朱小姐
传真：020-26289166

Guangzhou Dream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区瑞香路21号
电话：020-81612346
传真：020-36866631

电邮：dream@dlw-lighting.com
网址：WWW.dlw-lighting.com

参展产品：专业舞台灯光及建筑景观照明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年注册成立，是一家定位于中高端的专业舞台灯光
制造企业。公司致力于新型舞台灯具的研发创新，成立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开发生产出1400W、1700W、
1800W气泡光源电脑灯系列，1200W、1000W、700W LED光源电脑灯系列，以及480W、470W、380W一体
泡光源电脑灯系列等多个系列高端电脑灯产品！先后取得了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北京电视台、
国家话剧院、国家京剧院、中央民族歌舞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100多个专业文艺、广电单位的销
售业绩。筑梦灯光产品凭借技术性能优势，先后在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2019年北京世园
会开幕式、2019年建国7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中华儿女》以及天安门广场群众联欢活
动、中央电视台2019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井冈山分会场等300多场大型演出活动及精品剧目中应用，获
得了用户单位的一致好评。
Guangzhou Dream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6, is a mid-to-high-end
manufacture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The company focuses on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stage
lighting technology, after more than 2 years, the company develops and produces1400W/1700W/1800W moving head light，which is gas discharge light source./there are also
1200W/1000W/700W LED moving head light series and 480W/470W/380W, etc. many high-end
moving head light,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CCTV, National Grand Theatre, Beijing TV Station,
National Theatre Company of China, Peking Opera Theatre, Central National Song and Dance
Troupe and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 etc. more than 100 profession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units.
Dream Lighting depends on technical advantage to win highly praised in SCO Qingdao Summit
2018, Opening Ceremony of Expo 2019 in Beijing, Gala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Strive Chinese people and a gala in Tiananmen
Square , CCTV New Year's Gala 2019 and so on，it wins high prsise from more than 300
large-scale performance and classic operas application.

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hong Stage Light LIMITED
电邮：353679260@qq.com
网址：WWW.GTBETTER.COM

参展产品：GL600P 461切割灯、GL550B、GL371B光束灯、GL600S 461三合一、GLE450
公司简介：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GTBetter)------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公司；锦弘灯光成立于2013年，我们虽然年轻，但是我们有一支精湛的研
发团队，我们一直在创新，研发，创造出更多适合市场的高性价比舞台灯光产品；我们以卓越的品
质，专业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得到业内客户一致的好评，深得客户信赖；2016年我们在光束灯系
列产品中取得重大突破，我们的产品取得多项专利；
Guangzhou Jinho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GTBetter) ------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Jinhon Lighting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although we are young, but we We have a superb R & D team, we have been in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create more suitable for the market cost-effective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and our excellent quality,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quality of service, industry customers
unanimous praise, won Customer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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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明道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TD Stage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富源一路27号
电话：020-66390188
传真：020-66390189

电邮：hl-jian@gtd-china.com
网址：WWW.gtd-truss.com

参展产品：铝合金桁架、铝合舞台、伸缩看台、座椅、舞台机械
公司简介：广州市明道舞台科技有限公司是明道文化科技集团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
元，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施工和服务为一体的全案提供商，专注于舞台机械、金属结构
工程、智能控制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1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集聚了近百名项目管理、设计、焊接、电气自动化和
五金制造、工程安装方面的顶尖技术人才；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和五金加工设备；产品由PICC质量承保、通过德国TUV焊接体系认证，并且
是中国质量认证监督管理中心和中国企业信用评估中心工程建设推荐产品。
Guangzhou GTD Stage Technology Co., Ltd. is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GTD Culture & Technology
Group.
GTD Stage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focusing on stage machinery, metal structure engineering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50 million RMB, GTD Stage is an overall service-provider, includes R&D,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The company owns a modern production base of 10,000 square meters, with more than 100 talents
focusing on project management, design, welding, electrical automation, hardware manufacturing and
project installation.
Manufactured with advanced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equipment, GTD Stage products are
certified by German TUV Laboratory and insured by PICC Quality Insurance. The products are also
recommended by China's quality certifica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Center, and China Enterprise Credit Evaluation Center for engineering and projec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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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太平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创业路68号 依威产业园
电话：13316238853
电邮：evlightled@vip.163.com
传真：+86-20-37929298
网址：http://www.evlight.com.cn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依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化演艺灯光和LED应用照明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拥有26000平方米的依威灯光高新科技园，其研发实验室、
装配车间和电子车间的规模和先进性在舞台灯光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依威灯光以自主品牌--EV LIGHT进军国际市场，全面采用国际先进管理理念，聘请国际顶尖灯
光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引进国际先进的制作设备进行产品生产。目前，依威灯光已在法国，美
国，埃及，巴西等二十三个国家注册了EV LIGHT 这一品牌，而且我司大量的产品出口至欧、美、亚
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网络和服务中心遍布世界各地。多年来，依威灯光在声、光、电、机
械、计算机控制技术等领域研发出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产品，获得了许多项技术专利和国际
品质认证证书。依威灯光产品被运用到许多大型文艺晚会、电视台、娱乐演艺场所等大量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项目和单位。
EV Light (Guangzhou) Co., Ltd. has been dedicated to R&D ,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professional, intelligent stage lighting and LED lighting products. Our company owns a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 which covering an area about 26000 square meters. There are advanced R&D laboratory,
assembling workshop and electronic workshop, all of which have a leading position and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Our company is an enterprise with EV LIGHT---our own brand, which has entered the world
market. We fully adopted international advanced management ideas, employed international top
professional light technical personnel for R&D, fetched in international advanced manufacture
equipments for production. Thus far, our company has its own brand---EV LIGHT registered in
France, U.S.A., Egypt, Brazil etc. totally twenty-three countries. Our products are mainly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Asia and so on. Our sales networks and service centers are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se years, EV light has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a lots of innovative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acoustic, optical, electrical, mechanical, 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etc., and earned so much
patent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quality certification. The products of EV light are used in many
large literary evening parties,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places etc.

广州市明道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GTD Culture & Technology Group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富源一路27号
电话：020-61808288
传真：020-61812282

电邮：info@gtd-china.com
网址：www.gtd-china.com

参展产品：专业灯光技术设备及文旅创意制作
公司简介：广州市明道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12年，由广州市明道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明道舞台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明道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珠海横琴华夏弘道投资中心等公司组成，是一家国内一流的集文旅创意制作、演艺设备供应、
集成项目实施及服务为一体的文旅全案提供商。集团2018年入选文化娱乐领域唯一一家广州“未来
独角兽”创新企业。
集团旗下文化产业发展公司聚焦文旅产业及夜游经济，基于新媒体视觉艺术创意，以文旅演艺、
光影水秀和夜游项目为核心，提供项目策划、创意制作、技术设计、施工管理综合性服务。明道文
化汇聚了国内旅游演艺、夜游创意、数字娱乐领域大量人才，打造了众多经典文创艺术作品。明道
文化团队与著名导演王潮歌合作多年，负责了其“印象”、“又见”、“只有”系列作品的视觉艺
术创意制作工作。同时，明道文化还承担了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体验馆的艺术创意制作工作。
集团旗下灯光科技公司是中国自主品牌专业演艺灯光行业领军企业。明道灯光产品被应用于建
国七十周年天安门广场联欢活动、G20杭州峰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央视春晚、国家大剧院、俄罗
斯尼古林大马戏、美国洛杉矶环球剧院等近年来国内外众多重大项目。
明道文化科技集团是大型沉浸式演出《乐动敦煌》、大型光影演艺《大有兰州》、2021年博鳌
亚洲论坛20周年演艺夜游、宁夏盐池长城关夜游、西安昆明池景区灯光秀、广东螺河一江两岸夜游
等众多国内重大文旅项目的总制作单位。
其中，《乐动敦煌》公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人民日报、新华社等
权威媒体报道，获“中国最佳旅游产业创新奖”金奖；大型光影演艺《大有兰州》2020年国庆前夕
成功首演，次日即荣登央视《新闻联播》，并斩获“中国旅游演艺创新榜样奖”等文旅行业重要奖
项；博鳌亚洲论坛“演艺+夜游”方案《合》获得海南省政府专题会议高度认可，将在2021年博鳌亚
洲论坛20周年期间为参会领导人和广大游客呈现一场视听盛宴，并展现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文化精
髓。
未来，明道将持续坚定实施“文化+科技”发展战略，通过自身强大的创意制作、科技创新、工
程设计、精益服务能力，打造更多独具魅力的文旅精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践行“让文旅更具魅力”的使命。
GTD is a global company specialised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and stage equipment. We work with clients internationally through our
operations in the U.S., Russia, Dubai and Singapore and currently employ over 800 people.
The wide range of product lines of GTD varies from moving heads, effect lighting, washes, follow
spot, television lighting to truss system, stage and work platform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atres, TV stations, concerts, touring, profession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rental companies. The exquisite design and high performance of GTD products
have earned wide acclaim.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GTD is ‘to prioritize brand building and create a user-oriented culture.’
We will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our product, sale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based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 channel management and after-sales
services.
GTD has attracted large numbers of talented sales people, building up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sales covering all major cities in China and abroad. We have established partnerships with some of the
country’s most prestigious clients, having worked on projects such as: G20 Summit Opening Gala、
National Television of China – accessible to over one billion viewers.

广州依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V LIGHT(GUANGZHOU)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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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博锐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RAY ELECTRON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夏茅新六社工业区B栋
电话：020-86188516
电邮：2355736344@qq.com
传真：020-86188596
网址：www.boray.cc
参展产品：19颗变焦染色摇头灯、200W图案摇头灯、260W光束摇头灯、19颗蜂眼摇头灯、二合一LED
条形灯、六合一LED PAR灯、四合一LED PAR灯、全彩频闪灯、嵌入式智能摇头灯、嵌入式二合一智
能摇头灯、嵌入式全彩动画激光摇头灯、多彩蝴蝶灯、激光蝴蝶灯、嵌入式六蜂眼图案灯、嵌入式
蜂眼效果灯、嵌入式水晶魔球、嵌入式频闪灯、嵌入式LED帕灯、七合一全彩激光灯、全彩动画激光
灯、嵌入式光栅图案激光灯、嵌入式梦幻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博锐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科 技型企业，成立于
2008年，现有员工300多人，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主要产品为娱乐灯光设备，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一直坚持走专业化道路，以强大的技术实力、过硬的产品质量、全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赢
得市场。娱乐灯光设备产销量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产品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 地区，自主品牌铂锐
的市场影响力位居行业前列，2017年以来连续入选音响灯光行业年度十佳灯光品牌。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上一直保持行业 领先地位，开发出娱乐灯
光设备和智能灯光控制系统等一系列产品，并且获得了60多项技术专利，优势产品引领行业潮流。
铂金品质，锐意进取。公司永不满足已有的成绩，钻研技术，提升管理，用心打造舞台灯光设
备领先品牌，成就卓越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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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灯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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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oMa Lighting Limi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巴江东路6号C5
电话：13751744376
传真：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白李路26号旗丰数字科技园A栋9楼A4区
电话：0755-25999892
电邮：info@ls-laser.cc
传真：
网址：www.leisor.com

电邮：sales02@junmalight.com
网址：www.junmalight.com

参展产品：150W LED摇头灯，150W LED纯光速，150W LED调焦摇头灯，200W LED摇头灯
公司简介：bout UsHome » About Us
Based in Guangzhou, South of China, NuoMa Lighting is one leading innovator and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LED stage lighting.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with a goal to
bring state-of-art stage lighting for architecture and 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s.
NuoMa is committed to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LED lighting products.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and creative possibility, NuoMa selects the most effective LED
and high quality components to build its products. All products must pass rigorous test procedure before shipment.
Bear “Customer first, Quality first” in mind, we, NuoMa, work closely with our custom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efficient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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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互动光影秀产品，声光电水影秀产品，互动基础性灯光产品，建筑投影秀产品，互动艺
术光雕产品，智能控制中控系统
公司简介：深圳市雷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雷色）成立于2013年，坐落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
中国经济特区鹏城-深圳。雷色光电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文旅夜游光影类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同时为夜游光影提供整套的设计规划、视频动画制作、系统集成、调试等配套服务。
雷色拥有国内顶尖的技术研发团队，研发涵盖激光光学、led光学、传感器应用开发、光学与声
音的互动系统、视频互动、灯光互动、灯光秀编程录制、智慧物联等应用技术，目前拥有软著5项，
各项专利二十余项。
雷色产品涵盖视频投影类灯具、图案投影类灯具、精准切割变焦染色类灯具、激光类灯具、
互动灯光灯具、互动灯光装置、氛围类灯具、舞台灯光、创意水秀、智联光影中央控制系统等一整
套文旅夜游光影类产品。为客户提供包括智联控制的全方位的光影类产品与服务。
雷色致力于将夜游光影情景化、智联化、互动体验化、模块化、简单化；结合自主研发的视频
效果APP-光语境视频app，能让客户快速了解到雷色各种夜游光影情景并快速的加以应用，更快的为
社会创造价值。
雷色服务采取713服务模式，即7*24小时无休售后电话，1小时内快速反应，3天内解决问题。
雷色秉承并恪守着“客户至上 求变创新 不离不弃 诚实守信 永葆激情 爱岗敬业 学无止境 平
衡思维 多方共赢”的九大核心价值观 ，与众多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共创辉煌。

广州市白云区国达灯光音响设备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滘心村高埔工业区B1-2栋
电话：020-36010050/13600008052
电邮：
传真：
网址：http://www.guodalights.com

4D-06A

参展产品：光束灯，面光灯，帕灯，调焦染色灯，LED效果灯，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奥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于2005年，打造的自有品牌，大力发展以电脑
摇头灯为代表的、以LED光源为核心的智能型舞台灯具，是一个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
发、生产、安装、销售、咨询及售后服务的综合性厂家，主要生产舞台灯光设备，摇头灯系列、追
光灯系列、激光灯系列、LED大功率系列、频闪灯系列、LED舞台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
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
Guangzhou AoMe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Founded in 2005,create own brand, strong
development represented by computer movinghead light, LED light source as the core of intelligent
stage lamps and lanterns,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nd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installation, sales, consulting and service of integrated manufacturer, the main
productio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moving head light, follow spot series, laser series, LED
high-power series, lighting series, LED effect, oil smoke cigarette machine, stage equipment,
console series, accessories series and so on. Widely used in the stage, ballroom, KTV rooms,
radio, television, opera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venues.

深圳市全德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entech Visu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田寮第五工业区14栋2楼
电话：15818643042
传真：

电邮：tentech01@foxmail.com
网址：www.leddisplay-tt.com

参展产品：室内3.91 舞台 租赁屏
广告机
公司简介：深圳市全德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创新型专注于生产LED 显示屏的公
司，拥有自己的实力工厂。在过去的2年中，我司通过提供可靠的LED显示屏产品及LED显示屏配件，
迅速成长为一个成功的公司。此外，Tentech团队在售前咨询以及售后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
业知识，以及具有竞争价格的高品质产品，这可以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我们的产品已通过CE，FCC，RoHS和ISO9001认证。
Tentech is Founded in 2015 which i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manufacturer dedicated to providing
LED display product worldwide. In the past 2 years, Tentech has grown into a successful company
by delivering reliable led display products and professional LED display solutions. In addition,
Tentech tea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n pre-sales consulting as well as after-sales
assistance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s with compete price , which can help our partners stand out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ur products have passed the CE, FCC, RoHS and ISO9001 certifications.

广州市奥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me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工业区亭石南路6号
电话：18922763693
电邮：www.aomeisy@163.com
传真：
网址：www.gzamlighting.com

参展产品：小珍珠1024、小珍珠512、小珍珠1024A、小珍珠2048A、月光512A
公司简介：广州市白云区国达灯光音响设器厂是一家专业从事电脑灯光控制器及DMX512信号产品的
公司，主要产品为迷你珍珠系列。
多年来,该公司的研发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并成功进入国际市场,与优良的品质和服务质量,在照
明行业的有良好的声誉,产品在欧盟“CE”认证,国内软件著作权和专利注册。
公司拥有优秀的软件工程师队伍，确保对产品有良好的控制，并每年适应市场，不断开发产品。
生产线经过良好的人员培训，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配件是很多产品的进口配件，这样可以保证
产品更耐用更稳定，给客户更多的信心使用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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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s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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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铂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OLANG OPTOELECTRONI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源社区恒明珠工业区C栋二楼
电话：0755-27650146
电邮：182893664@qq.com
传真：0755-29572395
网址：www.blonglighting.com
参展产品：专业灯光设备技术产品
公司简介：深圳市铂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激光投影特效灯光产品设备生产及喷泉水舞
灯光秀工程、光影秀的综合性高科技公司，主要从事大型水舞灯光秀、激光表演系统、激光水秀工
程，户外投影工程、激光音乐喷泉等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公司拥有强大的设计团队和专业的工
程团队，技术和研发实力雄厚，在同行业中率先取得产品各项专利。
Shenzhen Pola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high-tech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laser projection special effect lighting products and equipment,
fountain water dance lighting show project, light and shadow show, mainly engaged in the R & D
and production of large-scale water dance lighting show, laser performance system, laser water
show project, outdoor projection project, laser music fountain and other related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a strong design team and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team, with strong technical and R
& D strength, and takes the lead in obtaining various product patents in the sam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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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美（杭州）机械有限公司
COLUMBUS McKINNON CORPORATION CHINA BRANCH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时代大道6777号
电话：0571-82409211
传真：

电邮：jessie.wang@cmworks.com
网址：www.cmco-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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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CM电动葫芦，智能控制系统，CM手动葫芦，CM吊索具
公司简介：美国Columbus McKinnon （以下简称CM）公司成立于1875年，1996年在纳斯达克股
票交易中心上市，股票代码为 CMCO。
CM 公司是全球市场的起重及物料搬运、产品系统和服务的设计和制造商，同时尤其是在全球
娱乐行业领域内具有当之无愧的领导力。
CM业务范围遍布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中东及亚太地区。CM产品及系统集成被广泛用于
大型体育场馆、宴会厅、会议中心、演播厅、酒店、商场、剧院秀场、会展中心、流动演出等场
所，CM 公司卓越的品牌与品质、制造能力及智能系统配套研发使得我们的产品被全球为数众多追
求高品质及安全的客户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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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东街30号月昌工业区B栋
电话：18620040217
电邮：xiaozeng1010@gmail.com
传真：
网址：www.yiqilight.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灯系列
公司简介：广州高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
生产舞台灯光设备，摇头灯系列、追光灯系列、激光灯系列、LED大功率系列、频闪灯系列、LED舞
台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
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
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今后，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
格材料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
外客户提供OEM服务！

广州科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KONElite Stage Lighting Manu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二路唐阁新基工业区A区三栋三楼
电话：020-36531066
电邮：sale01@konelite.com
传真：020-36531067
网址：www.konelite.com
参展产品：摇头灯，LED防水染色灯，LED动感染色频闪等
公司简介：广州科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08年正式成立，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工
程安装舞台灯光为一体的专业厂家。公司拥有研发设施和多个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团队，采用领
先的技术，拥有多款产品专利设计，目前生产销售的灯具中，有90%为私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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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ao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广州华尔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清布东湖路9号
电话：18130061988
传真：

电邮：1614070320@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硅箱，直通箱，配电柜，电源线信号线
公司简介：广州华尔电气有限公司
主营：硅箱，直通箱，配电柜，电源线信号线；产品广泛应用
于舞台流动演出，剧院剧团，电视台，及多功能厅。公司技术先进，产品质量可靠，产品已通过
FCC,CE,ROHS等多项认证。客户放心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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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胜洋电机有限公司
ZHONGSHAN SHENGYANG MOTOR CO.,LTD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福强路6号
电话：+86-0760-22222689
传真：+86-0760-22222679

电邮：xue@shengyangmotor.com
网址：www.shengyangmotor.com

参展产品：混合式步进电机，闭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公司简介：胜洋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洋”）是一家专业集生产、研发、销售步进电机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2011年。坐落于交通便利，美丽富饶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中山市,占地
面积达20000m2。
胜洋拥有先进的步进电机生产设备，自动化生产线以及配套检验测试设施。自身完整的质量管
理体系已通过ISO9001：2015认证。
胜洋始终秉持对专业应用技术和国际化科学管理手段的追求，拥有5项发明专利，19项实用新型
专利，2项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广泛应用于安防监控，银行系统，门禁系统，舞台灯光，打印机，验
钞机，机器人，工业控制等各类精密控制的行业，月产量高达100万台。
除按国内，国际标准生产外，胜洋还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专门设计制造。基于高品质的产品以
及各大供应商、客户的鼎力支持，胜洋在步进电机行业中享有盛名，并逐渐发展为同行业中的品牌
企业。
胜洋拥有一支年轻，务实创新的运营团队。坚持“质量为先、信誉为重、管理为本、服务为诚”
的企业宗旨，谒诚为海内外客户服务。
**在职员工：300人 ** 工厂面积: 10000m2
**产能: 55万台/月 ** 认证：CE, RoHS, REACH, ISO9001: 2015
Shengyang Motor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STEPPER MOTOR. As an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SY has already had 5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19 Utility Model Paten, 2 Design Paten.
We use internationally proven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ols along with the pursuit for professional
applied technologies since the foundation in 2011.
Shengyang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and solutions for many industrial, such as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monitoring, bank system, access control, light drive, robot arm ect.
Shengyang has professional team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on which an extremely wide range of high performance motion control are
supplied to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Employees: 300 people ** Factory area: 20000m2
**Production capacity: 1,000,000pcs/month
** 7S management system(Shitsuke, Security, Saving, Seiri, Seiton, Seiso, Setketsu)
**Certificates: CE, RoHS, REACH, ISO900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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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Butterfly Technology（Shenzhen）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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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光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GUANGDONG NANGUANG PHOTO&VIDEO SYSTEMS CO.,LTD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翠景路35号1号厂房6层西面
电话：0755-86137079
电邮：@butterflytechnology.com
传真：0755-86139206
网址：www.butterflytechnology.com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国道324张琳路段
电话：0754-85751187
电邮：2103598018@qq.com
传真：0754-85310187
网址：www.nanlite.com

参展产品：专业灯光设备技术产品
公司简介：红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定位为AI智能硬件核心技术研发和整机
生产制造企业。子公司神画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要从事红蝶科技的品牌运营。
兄弟公司昂纳科技集团是香港主板上市公司（HK.00877），创始人同为那庆林先生。
红蝶科技拥有完整的光学设计团队、软硬件、结构设计团队，拥有数千平米现代化千级无尘生
产、测试车间，及现代化配套生产线。是具备了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完整产业链的技术型企
业。
红蝶科技从2011年开始进行图像算法研发和图像识别及三维重构技术项目研发，先后研发出全球
首台虚拟触控技术的投影仪、全球首台带自动调焦系统的微型投影仪、结构光三维重构AR影像技术
等，红蝶科技在算法领域申请了三十余项发明专利。
Butterfly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08, which based on the AI intelligent
hardware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subsidiary company PIQS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mainly engaged in the
brand operation of Butterfly Technology. The brother company Onet Technology Group is listed on
the Main Board of Hong Kong (HK.00877) and the founder is Mr. Na Qinglin.
Butterfly Technology has a complete optical design team, software and hardware, structural
design team, thousands of square meters of modern thousand-level dust-free production, test
workshops, and modern supporting production lines. It is a technology-oriented enterprise with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Butterfly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image algorithm and image recognition and 3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rojects since 2011. It has developed the world's first virtual touch technology
projector, the world's first micro projector with automatic focusing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AR image technology, Butterfly Technology has applied for more
than 30 invention patents in the field of algorithms.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东南光影视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影像器材�研发、制造和销售
为一体的企业。公司经过26年的不断创新和努力，目前已拥有200多项国内外专利,各种灯具系列产
品始终保持行业领先位置，如今南光用户已经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质量
为上，用户满意度至上的原则，不断为影像工作者带来性能更强，体验更佳的影像灯光器材。
南光公司自成立以来，注重用户体验，以消费者的实际使用需求以及影视行业的发展趋势作为
重要意见开发新产品，谦承“南光新器材，创新无止境！”为企业质量方针，一直坚持“走正道、负责
任、守信誉、谋共赢”的企业文化观点，遵循“以人为本、宽严结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管理理
念，以“求实、务实、敬业，参与市场竞争”为企业精神。企业顺利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及多年连续认证考核评审；各种灯具系列产品均已通过了欧盟的CE认证和ROHS认证。公司的自
主品牌“南冠”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和积累，凭借良好的品质在市场上已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
赖，以及服务到位的良好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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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莲塘村昌庄路7号2楼
电话：0086-20-36399170
电邮：info@showart.com.cn
传真：0086-20-36407797
网址：www.showart.com.cn
参展产品：DMX控制台、DMX放大器、调光台、无线收发器、开关器
公司简介：广州同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坐落在舞台设备的发祥地及交通便利的广州市，凭着专业的
技术、科学的管理、完善的售后服务及良好的信誉使公司从成立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公司的管理中，我们严格按照ISO9000：2000的要求实行科学全面的管理。
*公司以“科技创新、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创新
则提升了我们产品的质量
*公司还崇尚“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员工有了归属感和自豪感，“我工作、我快乐”成了我们
员工的真实写照。
*经过数年的发展，公司开发的DMX控制台、放大器、无线系列产品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深受广
大客户欢迎。
*机遇与竞争共同存在，同创会一直与你一起把握各种机遇，与您“同创”绚丽多姿的大舞台。
TONTRON PHOTOELECTRIC Co., LIMITED locates at Guangzhou—The well developed
place for stage equipment with convenient traffic. With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science management, perfect A/S service and good credit, we got good development since beginning.
In view to build mutual benefit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our customers, we produce all our
products as IS09000:2000 strictly.
“Develop product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upply satisfied product to our customers" is
our mission.
And we treat staff as company base. I work, I happy. Our staffs always do as one part of company
with their best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products.
With good development during past years, our DMX consoles ，Distributor and Wireless be
more popular between our customers.
We know chances are with hard competition always. Tongchuang will be there with you to catch
all chances and develop colorful world stage together.

固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KUPO SHANGHAI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5398弄25号
电话：021-56779636
电邮：kupo@kupo.com.cn
传真：
网址：www.kupo.com.cn
参展产品：Xenonspot氙气追光灯、Green Hippo媒体服务器、Light & Motion外拍灯具、Brewster光
效产品、宝镇光学镀膜镜片、Rigpro电动葫芦、KUPO接插件、KUPO灯具配件、Astera灯具
公司简介：KUPO成立于1979年，主要从事于剧场舞台灯光设备、演艺设备和系统规划整合、摄影
灯光脚架配件、视频播放控制、光学镜片的制造与销售，40年的专业经验在行业内具国际影响力。
KUPO将世界领导品牌引进大陆市场，独家代理日本Xenonspot氙气追光灯、英国GreenHippo媒体服务
器、台湾地区Rigpro电动葫芦、SHI-CHI舞台数控系统、美国Light & Motion灯具、Brewster光学产
品、德国Astera灯具等众多品牌，深度合作，与国际趋势保持同步。
KUPO专注于电视台、剧场剧院、音乐厅、影视拍摄、演艺活动、展览展示、会议中心等市场领域。
KUPO拥有自有工厂和自主研发团队，国内外取得多项专利，聆听客户意见，持续创新，产品先
进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为KUPO在世界范围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众多产品通过CE、TUV、UL、CUL等不
同的国际安全认证，即便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也能确保用户的安全与器材的稳定运作。
感谢您的鼓励与惠顾！来自您的每一份关注都会促使我们前行，不断努力，为市场提供更好的产
品和服务！
KUPO was founded in 1979, and has 4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and system planning & integration, photography stands, media
servers, and optical filters. KUPO introduces many leading global brands into the mainland market,
such as Xenonspot, Green Hippo,SHI-CHI, Rigpro, Lowel, Light & Motion, Brewster, Astera in cooperation.
We focus on TV stations, stage & theatre, concert hall, movie & filming, performing arts, exhibitions, conference center, and includes many other areas.
KUPO has independent factories and R&D team, holds many patents both domestic & international, constantly adjusts & reviews based on every feedback, continuous innovation & advancements are designed to fulfill market demand, through these, KUPO has established a good reputation worldwide.
Always appreciate your encourage and patronage. Every tiny input moves us forward with better
service and products.

广州同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TONTRON PHOTOELECTRIC CO.,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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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森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IAN LED LIGHTING CO.,LIMITE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和顺大道三街共同商业大楼二楼
电话：13392651400
电邮：1172749131@qq.com
传真：
网址：wwww.tianlihting.com
参展产品：LED 帕灯，LED面光，成像灯
公司简介：森洋光电专注于LED系列灯具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所有产品自主研发，应用于婚礼堂、
宴会厅、酒店安装工程；会议室、演播厅、剧院工程；电视台、演唱会、户外大型演出；灯光租赁
等多种场所。
认准森洋正品专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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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彩翔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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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han Caixia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大道三街共同商业大楼五楼
电话：13172078751
电邮：756625635@qq.com
传真：
网址：www.caixiang-light.com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官和路北32号
电话：
电邮：275619412@qq.com
传真：
网址：www.gdyrgd.com

参展产品：光束灯，LED 帕灯，LED面光
公司简介：彩翔灯光专注于舞台灯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应用于酒吧，婚礼堂、宴会厅、酒
店安装工程；会议室、演播厅、剧院工程；电视台、演唱会、户外大型演出；灯光租赁等多种场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光束灯 帕灯 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东艺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
台灯光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摇头光束灯、LED帕灯、LED面光灯、包房灯、舞台特效等，产品广泛应
用于中高档舞台、歌舞剧院、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演艺广场、酒吧等场所。自成立以来，
艺锐灯光一直专注于专业灯光产品的制造，为客户提供具有知识产权的领先技术、品质卓越的灯光
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司秉持着“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以信誉占市场”的价值观，为
广大客户用舞台灯光创造出艺术效果。高性价比的灯光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让其在业内外赢得
一致口碑。

广州市弘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东布新街29号
电话：15902015583
传真：

电邮：450969500@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200W LED 摇头图案灯
公司简介：弘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主要是以出口订单为主，产品远销欧洲各国，产品定位符
合当地人群需求。我们新研发的200WLED图案摇头灯，以大角度的图案投影以及双菱镜为舞台诠释
更好的效果。我们以贴牌定制，代工，以及自主产品设计服务。对产品精益求精，以最好的服务
迎接广大客户。欢迎与我们更深入的洽谈，我们在4F-11等您。

4G-01A

广东艺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GuangDong YiRu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4G-03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自编5号C栋
Building C, No. 5, Huashan Road, Shilou Tow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电话：13580522115
电邮：info@siluya-electric.com
传真：020-8527 3663
网址：http://www.siluya-electric.com/
参展产品：娱乐巡演配电系统、音频信号分配系统、电缆集成连接系统和低压成套开关控制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市思路雅电气有限公司SLY电气品牌建立于2004年，是一家专注于娱乐巡演配电系
统、音频信号分配系统、电缆集成连接系统和低压成套开关控制系统的研发与生产的企业。
公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产品有：配电箱、调光器、直通箱和其他电气设备的配件、有线葫芦控
制器、无线葫芦控制器、音频与扬声器电力连接器、影视行业调光器与配电设备。
SLY 产品能为您提供最大的可靠性、耐用性和简便性。SLY 品牌始终坚持以自主研发新产品为
初心，持续为演出、工程、影视行业提供最优质的产品而努力。
凭借SLY团队10多年的丰富行业经验和对品质的严苛把控，能为您的活动与项目提供最优质合理
的产品解决方案。
Guangzhou SLY ELECTRIC CO.,LTD. SLY® electric brand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It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entertainment touring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s, audio signal distribution systems, cable integrated connection
systems and low-voltage switch control systems.
The products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by the company include: distribution
boxes, dimmers, distribution packs and other electrical equipment accessories, wired hoist
controllers, wireless hoist controllers, audio and speaker power connectors,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dimmers and accessories electric equipment.
SLY® products can provide you with maximum reliability, durability and simplicity. The SLY®
brand always adheres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and continues to work hard to provide the highest quality products for the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and film industries.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rich industry experience and strict quality control of the SLY® team,
we can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oduct solutions for your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宁波海曙区西尚电子有限公司
SEETRONIC NINGBO Co.,LTD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荷晓东路567号
电话：13867894197
传真：

电邮：design01@seetronic.com
网址：www.seetronic.com

参展产品：连接器
公司简介：seetronic是一家专注于开发中高端连接器的高科技企业，依托强大的精密工业制造实
力，同时拥有一批极富有前瞻性，创造性的设计团队，我们源源不断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一代代
引领当下和未来需求的表现卓越的产品，特别随着许多新兴行业的崛起，我们也正将我们的视野放
的更广，及时为那些新的需求，提供我们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seetronic的产品覆盖音频、视频、信号、电源、光纤等连接器，我们服务于音响、灯光、医疗、
汽车、机械、航空等行业，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我们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革新，今天我们的企业内
部在管理运营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提高，而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也获得了我们客户的广泛认可，
也为企业更高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
SEETRONIC团队相信：经过我们全体员工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可以早日实现
我们企业的愿景：代表民族，比肩世界。
Seetronic is a high- tech enterprise focused on developing high- end connectors, relying on
Taiwan precision machining foundation, also has a team with forward- looking and creative design,
we hav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excellent products to meet market deman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ead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especially as the rise of many new industries, the
company also broadens the vision to provide suitable solutions for these new demand timely.
Seetronic products include audio, video, signal, power and fiber optic connector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audio,lighting, medical, automotive, machinery, avi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During
the long- term practice, continuous self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ur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have improved by leaps and bounds, while products quality and service are recognized
by our customers, but also offer strong confidence for the enterprise to realize higher value.
Seetronic's business philosophy is to always provide customers with more and better .Enterprise has passed the UL cert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can provide VDE certification CQC
Certification. We have obtained a series of patents (1 invention patent, 8 utility model patents) for
the new products we have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guaranteeing the originality of our products.

广州市思路雅电气有限公司
Guangzhou SLY ELECTRIC CO.,LTD

4G-04

广州市白云区力盛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Lis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唐阁一社工业园
电话：15975457630
传真：020-8527 3663

电邮：860992920@qq.com
网址：http://www.lishenglight.com.cn

参展产品：户外防水光束灯，防水帕灯，防水LED投影灯，LED水纹灯，舞台灯光等
公司简介：广州市白云区力盛舞台灯光设备厂是一家专业户外防水光束灯，舞台灯光设备生产制造
商，并承接文旅景观亮化灯光工程等一条龙服务，专业，专注生产10多年，是您最佳的选择！
公司秉承：“ 感恩做人， 感动做事”的企业文化。“高品质、重信誉、守货期"的经营之道，
与您共同发展！

4G-05

Guangzhou Dundi Stage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theater,
stage, film studio lights. We Integrated R&D, production, sales, project design, installation ,
technology inquiry ,after sales service .
With great characteristic of creative and unique technology, reliable performance, practical
price and excellent service we get great credit from domestic customers not only, but also from
clients of numerous developed nations . We always uphold the idea of “good faith, quality firs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 With precise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 we regulate each step to solve
customer’s potential anxiety and problem .
In the future, Dundi still uphold the professional creative theory , continue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new items , so that we can do the better and better field service
on each site .
We much look forward each new or old customer come for inquiry and do technology
communicate, give advice and opinion on our products. we would be more humble, professional,
good service to meet each customer’s requires.
There is no the best but the better on the road !

广州万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g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大道39号金奥工业园5栋
电话：18588889952/13710876014
传真：

电邮：1254822281@qq.com
网址：www.van-go.com.cn

参展产品：LED染色系列，LED洗墙灯系列，LED矩阵灯系列，LED频闪灯系列，LED面光灯系列
公司简介：广州万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
制造企业。旗下“VGO LIGHTING ”品牌生产的LED辅助灯具系列主要面向全国演出租赁市场，婚礼
活动公司，酒店宴会厅，多功能厅等工程安装。我们深耕LED辅助灯具这一舞台灯光细分领域，秉承
着“用一毫米的宽度,做一公里的深度,一定能够拿到结果,专注就是力量!”这一经营理念，持续在
LED辅助灯具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经费研发制造了一系列，更好，为用户创造创造更多价值的精品
灯具。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我们“智造臻品，共创价值”的宗旨！好的产品是敲门砖，加上好的服务
才能赢得更多的用户信赖，我们延长质保期，我们上门服务，我们也着手在当地建立服务中心，全
方位更好的为用户解决了售后服务，赢得了用户一致好评。万高灯光，与您共创未来！

4V-1

4V-02

广州斯全德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zhou Siquande Lighting Co.,Ltd.

4V-03A

深圳市东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Dongl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观路横岗尾5号新塘商贸园自编号C栋4楼东
电话：020-82346080
电邮：496028438@qq.com
传真：020-82346083
网址：www.sqdlighting.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清湖清澜路安之龙工业区A栋3楼
电话：0086 18923400861
电邮：admin@szdlled.net
传真：0755-81717577
网址：WWW.SZDLLED.NET

参展产品：调光设备、网络系统、安全用电配套设备、LED舞台灯具等
公司简介：广州斯全德灯光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舞台影视照明和环境智能照明设备研发、生产与销
售的专业制造商和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通过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自主研发
生产的品牌有SQD、SQD斯全德、TINHAO及FLYGEKO系列产品,产品通过第三方检测、CE等安全体系认
证。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影视舞台用户首选国内高端产品之一。产品远销海
内外，公司以领先科技与服务为宗旨，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专业影视舞台灯光产品和环境智能照
明设备，先后研发的"掉零保护技术"、"无线网络灯光信号传输技术"、"正弦波/光纤/网络/智能控
制技术"、“DMX信号传输速率可调技术”，“LED影视灯具高光质可校正技术”等均为国内首创并居
国际先进水平。本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专业的技术服务队伍，有丰富的影视舞台灯光产品技
术培训、系统安装、设备调试和维护经验，是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广播电视
协会制作艺术(灯光)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理事单位，广东省演出业协会副会
长单位，广东省演艺设备行业商会副会长单位。

参展产品：led 全彩显示屏 led display
公司简介：深圳市东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座落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安之龙工业园，
拥有3000平方米厂房，公司科技力量雄厚，高端人才组成的专业研发团队，全自动贴片；在光电行
业积累了近十年的经验。高品质的LED显示屏制造商，同时也是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厂
商。主要生产户外全彩LED显示屏、室内全彩LED显示屏产品。
Shenzhen Dongl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8,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o high quality two light-emitting tubes ( LED ) R & D, manufacturing, application, the
super bright color series, large power multiple specifications LED products, including full color
display, landscape lighting, traffic signals and information display in three major areas, the performance of and price of perfect equilibrium of LED products to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in the global
sales have been extended to nearly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广州敦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undi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西湖村西湖南街22号
电话：020-36035818
电邮：dd@dd-lite.com
传真：
网址：www.dd-lite.com
参展产品：LED追光灯、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摇头灯、LED车展灯、LED平板灯、LED
观众灯
公司简介：广州敦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舞台、剧院、演播厅、影视制作等专业影视照明
灯光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企业。
本公司产品以独具创新的技术特点、可靠的性能、实在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不但在国内市场
获得广大客户的好评，还赢得全球众多发达国家客户的赞赏。我们始终秉承“诚信为本、质量第一、
自主创新”的经营理念。以严谨的专业精神，规范每一个细节的运作，让客户使用我们的产品没有后
顾之忧。
今后，敦帝还将继续秉承专业创新的思想，不断研发出更专业、更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新品，
使敦帝在其领域更好地服务于每一处使用场所。
殷切的期盼新老客户前来咨询和技术交流，并能对我们的产品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
将以更努力谦虚的态度、更专业的眼光、更完善的服务来配合每一位顾客的需求。

4V-03B

盛仕光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Sensatio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No.3 CheCheng Road，XinHua street,Huadu District,Guangzhou
电话：0086-13926491866
电邮：molly@sensationlighting.com
传真：
网址：www.sensation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 MOVING HEAD,LED PIXEL CONTROL PANEL,LED BATTERY UPLIGHT
公司简介：盛仕光景一家舞台灯光设备的研发制造商，主要产品应用在舞台舞美，娱乐酒吧，婚庆
演出，室外照明及建筑照明等领域。
我们聚集了一些照明机械结构方面以及工业设计和电子设计工程师，目标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高价值的稳定和创意产品。我们专业专注舞台灯具研发生产，力求每一款产品都能给客户带来创新
与满意。
Sensation Lighting is a lighting brand in spired by innovation technology vision. We are a team
of experienced experts in the lighting field of mechanical structure engineer and industry engineer
and electronic engineer saim toprovide high precious stable and creative products toour customers.
Following the brand concept of Customer Orientation,Outstanding Quality,We provide versatile
and customized technical service and products to satisfy our customers from developing to mass
production.

4V-04

上海星迅电气有限公司

4V-06A

Shanghai Xingxun Electric 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北吴路763号
电话：021-64107849
传真：021-64107845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红星村珠岗路自编一号一座四楼
电话：020-31521041
电邮：jkl@jkllighting.com.cn
传真：020-31521041
网址：www,jkllighting.com

电邮：1302156920@qq.com
网址：http://www.021pgl.com

参展产品：大功率投影灯系列产品
公司简介：上海星迅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机电技术、上海戏剧学
院等高校的技术研发实力，结合上海舞台技术研究所及上海舞美艺术中心技术创新和艺术应用实践
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专注于舞台背景投影、山体亮化、建筑与艺术照明等投影产品，集研发、制造、
销售、服务于一体。作为该行业的技术创新先驱与极限投影的开创者，星迅公司自主研发了高亮度
视频投影灯、高亮度多功能动态效果投影灯及艺术照明映画灯等系列产品，累计获得近三十项专利。
成立迄今，公司始终秉承“崇尚专业，客户至上”的理念，不断推出领先潮流和市场的新品。
公司愿景：星迅——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在珠峰之巅，用中国自主产品，光影呈现中国国旗，
用中国民族品牌，宣扬中国！

4V-05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雅斯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广州白云区石井镇，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
售、工程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专业灯光民营企业，目前主要产品为：智能化舞台灯光系列（分为激
光灯系列、LED灯系列和摇头灯系列等）、城市景观照明LED系列。卓越的品质和优良的服务为我们
赢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得我们的产品倍受国内外用户的青睐；
Guangzhou city Yasiqi(HK JK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R &
D, intelligent entertainment light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ighting products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integrated high-tech enterprise, founded in 2008, has 10 years of history so far. Is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company, is the leader in the domestic lighting industry,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t present, Yasiqi lighting a large number of products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Asia and other more than and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sales network and service
center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Yasiqi lights to "make the world light enterprise" is the enterprise long-term development goal. By constantly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 establish the technology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brand advantages,
optimize the pre-sale, sale and customer service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profess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most innovative lighting enterprises

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朝阳亭石北路251号
电话：020-36138602/0623
电邮：info@stslite.com
传真：020-36556647
网址：www.stslite.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图案、光束灯、LED染色灯、COB帕灯、切割灯等
公司简介：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原艺林照明）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设备制造商。本公司专注于生产LED摇头灯、LED光束灯、LED室内室
外染色灯等。稳定的生产管理团队，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测试仪器，以ISO管理体系为基础，从原材
料、半成品到产成品出货检验严格按标准化执行。优秀的营销团队和国内、外各区域渠道合作伙伴，
专业的技术售后团队，对于市场开拓和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有着健全的管理方案，销售网络和产品
销售遍布国内、外。强大、专业的研发团队和先进、完善的销售服务理念，使得我们公司的产品在
国内、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尤以欧美为主，产品经过了欧洲的CE、美国FCC、C-Tick
等认证。公司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产品及OEM订单。“质量第一，客户至上”是我们的经营方针，始
终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竭诚为我们的每一个客户提供最好产品和最优质的服务。
工厂位于白云区石井，40分钟车程可到达机场、市区及火车站转至深圳及香港。我们将继续遵
循以人为本，追求完美的服务宗旨，竭力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持续努力，与客户携手
前进，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STSLITE is the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comprehensive for design,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lighting equipment. We have a progressive experienced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am and a professional follow-up service team. Based on ISO management system,
we strictly execute the standard quality inspection from the raw material, semi-product, to the final
product. Our main products are LED moving head, LED moving beam, LED wash(indoor and
outdoor), DMX controller and fogger machine. Our Busines Policy is “Quality first, customer
foremost”. We work also with the well-known names in the world at OEM.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where it is convenient, around 40 minutes drive to go to
airport, downtown and east railway station, interchange to Shenzhen and HongKong. We work on
“People Oriented”, pursuit service perfection, and t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our dearest
customers. We shall persist to innov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to make a bright
future.

广州雅斯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siq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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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艾肯照明器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ICON illumin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941号华圣物流园综合楼6楼
电话：020-84782826
电邮：iconlight1@iconlight.com
传真：020-34893525
网址：www.icon-light.com
参展产品：LED舞台灯、文旅景观灯、户外照明、光纤装饰照明
公司简介：从创业伊始，艾肯就展开了品牌的中国之路。以精致的工业艺术精神开始，2008年在广
州番禺建立制造基地，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LED照明企业，专业生产LED舞台
灯及户外景观灯、文旅灯、光纤装饰照明等。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洲等高端市场，适用于各大型
文旅项目、户外亮化、娱乐、剧院等专业场所。公司拥有多项软件技术专利与多项外观设计专利。
是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中小企业诚信AAA级示范单位。时至今日，已成为众多国内外众多照明
品牌、舞台设备等渠道商、贸易商、工程商的忠诚合作伙伴。
艾肯重视系统规划与运筹，倡导以人的情怀和价值为团队基础，成长策略是以制造技术垂直整
合、产品广度横向整合，市场推动策略结盟，驱动品牌愿景成长，全心创造客户价值。
艾肯品牌在中国市场展现独特的商业模式，愿与国内外同行及商家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构成
完善的开发、销售网络和服务系统，以尊崇的品牌价值哲学、关怀的品牌服务精神，创造以客户为
价值导向的品牌情怀。
人文、科技、艺术、环保、服务，构成艾肯团队的行为坐标，持续成长迈向未来，以价值观念
一致的团队、领先的资讯科技与开发制造系统、坚持服务为品牌价值核心的市场系统，结合个性化
客户市场的整体主张、用心关怀客户的成长，而且陪伴他们以自己的品牌走出中国、响誉世界。
长相为谋，重在道同。我们期待着与更多有想法有雄心的中国乃至世界企业共拓前程！
From the beginning, ICON has launched the brand in China.With exquisite industrial art spirit,
we established manufacturing base in Panyu, Guangzhou in 2008. We are a high-tech LED light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LED stage lights
and outdoor landscape lights, cultural travel lights, optical fiber decorative lighting, etc.Products are
mainly sold to Europe, America and other high-end markets, suitable for various large-scale cultural
tourism projects, outdoor lighting, entertainment, theater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laces.The company has a number of software technology patents and a number of design patents.It is the high-tech
enterpri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AAA level demonstration unit of honest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Now, it has become the loyal partner of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lighting brands, stage equipment and other channels, traders and engineers.

IC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ystem planning and operation research, and advocates
taking people's feelings and values as the team foundation. Its growth strategy is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orizont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 breadth, market promotion of strategic
alliance, driving the growth of brand vision, and whole-heart creation of customer value.
ICON brand in the Chinese market to show a unique business model, is willing to establish a
clos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and businesses, constitute a
perfect development, sales network and service system, with respect to the brand value philosophy,
caring brand service spirit, to create customer-oriented brand feelings.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rvice, constitutes an act
of ICON team coordinates, continued growth into the future, leading to values consistent with the
team,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adhere to
brand value services for the core of market system, combined with personalized customer market
overall claims carefully, concern the growth of the customer, and accompany them with their own
brand out of China, the world renown.
Appearance is the plan, focusing on the same way.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join hands with
more ambitious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to develop our futur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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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泰州市高港区大泗镇工业集中区
电话：0523-89567638
传真：0523-89567638

电邮：992180064@qq.com
网址：http://www.tzhbwt.com

参展产品：升降台、吊杆机、旋转台
公司简介：江苏泓博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扬子畔——泰州市。公司生产基地设在国
家中药养生小镇——大泗，距离泰州高速出口大泗出口1.5公里，交通便捷。泓博公司是国内较早从
事舞台机械设计制造安装的专业公司。
泓博以发展文化产业为已任，多年来以求新务实的步伐走出一条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
新、品牌创新的发展足迹，在企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向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
一条龙的实体企业方向快速发展。
公司自成立以来，广纳各类科技精英人才，借鉴国内同业技术之长，自主研发、科技创新，在
舞台机械领域推行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公司本着以人为本，以德为根的宗旨，为广大用户提供更
优良的服务和更优质的产品。
Jiangsu Hongbo Stage Equip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is located in Taizhou-a city
which lies beside the beautiful Yangtse River. Our production base is in Dasi which is town well
known for its national traditional medicine health preserving. Our company is 1.5km from the Dasi
exit of Tai-Zhen Express, enjoying a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designing, manufactuning and installing of stage machineries for a long time.
Hongbo takes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industry as our responsibility. Through our several years
effort, we are now on a wa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brand innovation. We are rapidly developing toward an entity enterprise which may offer
one package service including desig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nd after-sale service whi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
Since the foundation, Our company enrolls many experts and talents. We pratise lots of novel
approaches in the field of stage machinery by absorbing the advantages of other companies, autonomo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r company insist in the tenet of
People Oriented. Virtue Foremost. We will continue to offer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more
improved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台湾杰恩宝光源
Taiwan JENBO lighting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道滘心村旧庄西街1号滘心商厦409
电话：13713887397
电邮：sales01@jenbolighting.com
传真：
网址：www.jenbolighting.com
参展产品：JENBO舞台影视灯泡、COB、RGBW-LED
公司简介：台湾杰恩宝（JENBO）1995年成立于台湾新竹，是生产传统照明灯、电视和工作室金
属卤化物灯、汽车金属卤化物灯、高强度放电投影灯、高效特种汞灯、频闪灯、氙弧灯、气体放电
电子镇流器及其他照明光源的领先厂商。公司已经通过ISO9001：2000认证，JENBO品牌产品的技
术性能可以和国际品牌产品的性能相媲美。公司拥有一支强大的研发团队和一系列先进的实验设备，
并持续在开发新产品，如1400W，1700W高显指的快速启动灯泡，4000-18000W的热启动型单端
金卤灯/影视专用灯泡，以及15W-40W-60W四合一的蜂眼RGBW系列、80W--1200W的大功率LED
模组系列和类太阳光谱的高显指COB系列光源。
为了更好服务客人，我们成立杰恩宝（JENBO）广州办事处，大力拓展舞台灯光、户外亮化和
影视照明等市场，并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以及大功率LED模组整体解决方案。
与JENBO合作，您将获得具有行业竞争力的、高性价比的优秀光源！
Taiwan Jenbo, founded in 1995 in Hsinchu, Taiwan,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traditional
lighting lamps, TV and Studio Metal Halide Lamps, Automotive Metal Halide Lamps, High Intensity
Discharge Projection Lamp, High Efficiency Special Mercury Lamps, Strongpoint-Xenon Arc
Lamps, Gas DischargeEelectronic Ballasts and other lighting sources. The company has passed
ISO 9001: 2000 certification, and the technical performance of JENBO's products can be comparable to that of Iinternational Brand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a str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a series of advanced experimental equipment,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such as 1400W, 1700W High-definition Fast-start Bulb, 4000-18000W Heat-start Single-ended
Metal Halide lamp / Special Video Bulb, and 15W-40W-60W RGBW 4-in-1 LED for Bee's-Eye-Module，80W - 1200W High-power LED Module ， near-Solar spectrum High-Ra COB LED and other
light sources.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guests, we have set up JENBO Guangzhou office, vigorously
expanded the markets of Stage Lighting, Outdoor Lighting and Video Lighting, and provided a
complete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system and a High-power LED module overall solution.
Cooperate with JENBO and you will get excellent light sources with competitive industry and
high cost performance.

江苏泓博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ongbo Stage Equip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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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畅翔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Chang Xia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潘泾路1235号
电话：021-52232931
传真：021-52232913

电邮：cxwt@cxwt.com
网址：www.cxwt.com

参展产品：升降台、移动屏、数控单吊机
公司简介：1.数控升降台采用PLC伺服控制，整体结构是钢结构，以四面剪叉结构导向支撑，传动方
式是柔性链顶升，本产品适用于固定场所和流动演出。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手动复位方便，剪切
准确，锁位牢靠，能够与断线检测装置构成纱线闭环自动输送控制等优点。
2.数控移动屏采用PLC伺服控制，轻型钢结构，采用精密暗导轨和隐蔽自动走线移动，定位精度
高，本产品适用于固定场所和流动演出。
3.数控单吊机采用512信号通讯控制，主体材料以铝合金材质为主，可以多台组合使用，单台吊
重50kg，升降速度0-500mm/s，可作为舞台演出效果使用。

4W-01

MA Lighting International GmbH

MA Lighting International GmbH
地址：An der Talle 24-28
33102 Paderborn
Germany
电话：49525168886510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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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迪杰帕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J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工业区富邦路7号
电话：020-83981366
电邮：2990289686@qq.com
传真：
网址：www.djpower.cn

电邮：sales@malighting.com
网址：www.malighting.com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迪杰帕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是国内专业
级舞台特效生产基地，员工200人左右。
迪杰帕尔(DJPOWER)经过十八年锐意进取，掌握了舞台特效行业的核心技术，成为中国舞台特效
行业知名品牌！公司获得了六十多项专利，包括欧盟技术专利，美国技术专利，中国技术专利等。
迪杰帕尔(DJPOWER)以精湛制造技术和创新理念熠熠生辉，现已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
大利等国家拥有了专业代理商。
展望未来，不断创新的迪杰帕尔(DJPOWER)将继续为全球演艺事业贡献力量，并与您共享精彩！
迪杰帕尔（DJPOWER）是国际舞台上中国人自己的特效品牌，它充满着原创的蓬勃力量！
DJPOWER , was set up in 2002, which is 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line of stage effects in
China.
DJPOWER boasts 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d and innovative R&D team, having developed
lots of stage effects products within several years and obtaining more than 60 patents at both home
and abroad.
Among those patents, many are pioneered by DJPOWER in the world and have been well
known, such as the vertical fog machine, moving head fog machine, super quiet snow machine,
flexible fog machine, LED CO2 jet etc.
DJPOWER has been supplying professional stage effects equipment to many renowned compan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for many years and has become the best OEM or ODM partner of foreign
first-rate companies tussling for.
Now, DJPOWER is rapidly heading for being more professional,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united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DJPOWER will concentrate more on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bring more and more high value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machines to benefit all our
customers.

参展产品：grandMA3 Command Wing XT &grandMA3 Command Wing
公司简介：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MA Lighting rests on two columns – MA Lighting
Technology in Waldbuettelbrunn, the centre for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MA
Lighting International in Paderborn – the marketing, distribu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hub. We are
faithful to our motto “The whole is much bigg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Our products are fully and
individually developed, powerful and extremely competitive, but as a complete MA system, the
aggregate MA components built a synergy that is absolutely unequalled on the market.
The grandMA3 onPC command wing is the ultimate grandMA3 mobile solu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free of charge grandMA3 onPC software, the grandMA3 onPC command wing is a portable
2,048 parameter control solution that can be used in nearly any location – and all for an affordable
price! It offers two built-in DMX ports as well as the possibility to send two additional DMX universes
via Ethernet protocols with grandMA3 onPC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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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耀纳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estag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东线路九横路7号
电话：020-34882457
电邮：3004567954@qq.com
传真：020-34863350
网址：www.shinestage.com
参展产品：舞台桁架、防暴栏、活动看台、舞台机械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市耀纳舞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耀纳舞台）2010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安全结构产
品及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与创新，秉承着匠心铸造产品的理念，产品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标准认证、德国TüV产品安全认证、欧盟CE安全认证及近百项产品专利等，并荣获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荣誉。
匠心十载，初心不变，十年沉淀，砥砺前行，耀纳已拥有近20000m²的生产基地，聚集大量管理
焊接、电气工程师等专业人才、成熟的生产以及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竭诚为客户提供高品质
的工程设计技术方案及省心的售后服务；产品广泛应用在大型演出活动、文旅、主题公园、展览
会、剧院、体育等行业结构桁架设施解决方案，成功应用在广州白云机场、十里八湾乡村音乐节、
中国新歌声、雷克萨斯车展、NBA勇士开赛典礼、长隆海洋王国和水上乐园等国内外数万成功案
例；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Guangzhou Shinestage Technology Co., Ltd,as a world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aluminum
products and structural solutions for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is devoted to offering the best
solutions for its users and customers.Making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its industry performance,like truss,stage and barrier,bleachers .And We not only persist in product quality but als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Shinestage looks support the creativity of design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safety of technicians o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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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澳特美文体设备有限公司

5A-04B

Zhejiang aotemei sports equipment Co.,Ltd.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渚北西路65号
电话：0574-56310999/13606599997
传真：0574-56310688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大田庙边新街1号
电话：020-36005366
传真：

电邮：894738353@qq.com
网址：http://zhejiangatm.com/

参展产品：舞台机械、音乐反声罩
公司简介：浙江澳特美文体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作、安装、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实体企
业。主要从事舞台机械、音乐反声罩、舞台木地板、剧院声学装饰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控制
软件研发及电子智能化工程的集成服务。
经历近十年的发展，已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创新团队，
并取得多项专利。公司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生产的部分产品入选“中国环保节能产
品”；具备舞台机械、舞台灯光、舞台音响、舞台音视频设计、安装及调试的甲级资质等级证书。
荣获“全国诚信浙商示范企业”、“全国知名品牌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同时系中国舞台美
术学会“理事单位”、北京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单位”。

5A-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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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伊特舞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EVO-TECH STAGE MACHINERY CO.,LTD

广州爱宇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ATON LIGHT CO.,LTD
电邮：aton03@atonlite.com
网址：www.atonlite.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Guangzhou Artson light technology company is a high-tech enterprose integrating develop,production and sales.Our main product is LED spot light,buried light,wall washer,battery
light,LED projection light and light controller and so on.Our company owns a more than 5,000 square
dustless production workshop,9 production lines and the beautiful office environment.Until now the
factory has obtained the ISO 9001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And all products have
passed the certification of CE&ROHS issued by a TUV or an authoritative Laboratory.Since it wwas
established,we alwanys think customer as the direction,quality is the company life.And we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duction and offer the high-end qual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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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时光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gwon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中国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平东路479号
电话：13758213927
电邮：nzy@evo-techina.com
传真：0311-8610-6496
网址：www.evo-techina.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一村兴达路4号凌科科技园2栋202
电话：13926098693
电邮：99054170@qq.com
传真：020-31104341
网址：www.sgchina.net

参展产品：舞台机械设备及控制系统
公司简介：各种卷扬机、防火隔离幕阻尼器、大幕机、凸轮限位开关；刚性链及刚性链升降台、旋
转台、车台、演员升降小车、马用跑步机、智能全向车台及控制系统等。

参展产品：LED平板灯、LED聚光灯、LED天幕灯、LED成像灯
公司简介：广州时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光电子”)是一家专注于LED影视舞台照明应用，以
LED影视照明为专业，纵深发展LED舞台照明、LED户外照明、LED景观照明、LED建筑智能照明等应用
领域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一体化的高科技企业。
时光电子管理团队服务专业灯光领域均有近20年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参与了众多具有重大影响
力的项目设计及系统实施，已为2019年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2019【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
及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部分省份经济形势和保障基本民生座谈会】等重大会议提供系统解决方
案，为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时光电子致力于卓越精准的品质要求，专注于领先精湛的技术研发，立志成为行业领先的LED
影视舞台照明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用光创造价值，是时光电子永恒不变的技术追求，我们将用专注的态度，创建一个属于影视舞台照
明的时光空间！
Guangzhou sigwo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focusing on professional lighting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Use light to create value, the pursuit of time people. The management team has 20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excellent and precise quality requirements, leading exquisit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s determined to become the industry-leading supplier of LED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an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Time electronics, create not only a lamp, a light, we will use a dedicated attitude, to create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time space!

广州艺高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COLORNITE CO.,LIMITED
地址：30 Dagang East Street, Shijing Tow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电话：13631347478
电邮：info@colornite.com
传真：
网址：www.colornite.com
参展产品：Moving head，effect light,Led wall washer，DMX controller
公司简介：Established in 2008,COLORNITE is constantly pursuing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and
satisfaction in customer.With high performance products and exceptional services, COLORNITE
holds a high reputation amongs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popular products from COLORNITE are moving head, wireless DMX, LED color changer,outdoor lighting,LED club lighting and controller/driver series.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and creative possibilities, COLORNITE uses the most
effecient LED source and high quality components for production. All products must pass rigorous
test procedure before shipment.
Our tenet is very simple: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products at competitive price to customer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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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镭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 Laserspace 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5B-01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广花路168号三楼自编E座322
电话：13811582538
电邮：laserspace@163.com
传真：020-89681596
网址：www.laserspace.cn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898号
电话：0757-88325001
电邮：sales1@acme.com.cn
传真：
网址：www.acme.com.cn

参展产品：激光表演系统系列产品,激光创意系列方案
公司简介：广州镭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激光应用解决方案，可提供包括
前期设计、工程安装、设备调试、激光效果制作、现场执行、设备维护、售后服务等。
公司主要业务有激光设备租赁、激光演出技术服务、激光工程、激光销售。主要服务于各类型
演唱会、音乐节、大型晚会、新品发布会、汽车上市会、车展、时装秀场、高端婚礼等。同时也承
接主题乐园、水景秀、实景演出、城市景观、地标、高端娱乐场所等的激光销售及工程安装业务。
Guangzhou Laserspace cultral development Co,.Ltd provide laser application solutions,including primary design,installation,laser equipment debugging,laser effect production,laser
program&operation,equipment maintenance& after-sales service.
Main business of our company comprises laser equipment rental,laser show technical
service,laser installation and laser sales.We provide service for touring concerts,music
festivals,large performance show,new product launch ,new car launch ,auto shows,fashion shows
and high-end weddings.Furthermore,we are also engaged in laser sales and laser installation for
theme parks,waterscape shows,live-action performances,urbar landscapes,landmarks and
high-end entertainment places.

参展产品：专业舞台灯光/娱乐灯光/效果灯/建筑照明/专业音响/雾发生器/追光系统
公司简介：ACME成立于1985年，总部坐落于佛山市高明区"国家火炬计划佛山新材料产品基地"，拥
有100余亩标准化现代厂房。历经30多年高速发展，ACME凭着卓越的产品和走在行业前沿的创新技
术，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娱乐和舞台照明制造商之一，公司集研发，生产，行销于一体。业
务覆盖范围有：专业舞台灯光，娱乐灯光，剧场电视台照明，商业照明，建筑园林照明，专业音
响，娱乐音响，雾发生器，追光系统，航空箱定制以及工程设计安装等服务，拥有销售网络遍布全
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深受认可和推崇。
ACME Group established in 1985 , is one of the largest enterprises known worldwide for its
speci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lighting such as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ment lighting, architectural and
commercial lighting, audio, amplifiers and control system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s. ACME
Group products are now exported to over 70 countries .The Group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offer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reliable products to meet customer demands and provide best
services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s to gain worldwide recognition and remain ahead of competition.

广东本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上一庄庄南街2号之二
电话：13823721559
电邮：83508666@qq.com
传真：
网址：https://www.liepin.com/company/gs28328327/

5B-02A

广州市德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she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Inc.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芙蓉第二工业区富誉路22号
电话：400-888-1974
电邮：287141355@qq.com
传真：020-83800047
网址：http://www.dslight.cn/

参展产品：相关配件
公司简介：广东本睿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上一庄庄南街2号之二，注册资本
金为1000万人民币，成立于2016-04-18，目前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是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
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音响设备制造;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舞台灯光、音响
设备安装服务;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批发;集装箱销售;集装箱制造;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集
装箱封条、封锁销售;集装箱租赁服务;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舞台表演道具服务;舞台安装、
搭建服务;塑料板、管、型材制造;日用塑料制品制造;塑料零件制造;塑料制品批发;塑料保护膜制
造;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皮箱、包(袋)制造;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通信技术研究开发、技
术服务;模具增材制造设备的研究开发;箱、包批发;模具增材制造设备的制造;模具制造;模具增材制
造设备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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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Foshan YiFeng Electric Industrial Co.,Ltd.

参展产品：LED电脑灯：MH380B、MH-380BWS、 大功率投光灯：MC一608Z4、MC一604Z4、WC-30184、
WC-3036Y4、WC-3036X4、WC-30724 LED线条灯：LS-315A 激光灯：PJ-051、PJ-051A、PJ-051B、
PJ-051C、PJ-023（全彩星空灯）、PJ-023、PJ-043、PJ-043A
公司简介：德晟股份成立于2003年,主营文旅演艺声光电集成服务商，于2017年6月新三板挂牌，
股票代码：871494。
目前，德晟股份全资控股2家子公司。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了分公司。
德晟股份在光电领域取得了66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德晟先后取得花都区高新科技企业称号；
国家高新科技企业称号；
广州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奖。
并参与中国舞台灯光行业标准制定（国家标准）。
德晟股份定位为“产品研发”“工程施工”“方案设计”集成服务商，把夜游经济，智慧城
市，文化旅游作为德晟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集成了专业舞台影视照明、建筑景观照明、舞台机
械、智能显示、艺术水秀、艺术激光、专业音响、全息投影等众多专业领域集成服务。

霸州市星拓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霸州市煎茶铺镇元里村
电话：13230693350
传真：3016-7413525

电邮：2813092116@qq.com
网址：www.xldhjc.com

参展产品：灯光架、舞台、雷亚架
公司简介：霸州市星拓演出设备有限公司办公室地址位于京津走廊上的明珠城市廊坊，河北省廊坊
市霸州市煎茶铺镇元里村，于2012年5月1日在廊坊市霸州市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人民币，在公司
发展壮大的6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生
产销售租赁舞台设备、灯光架、桁架、看台、雷亚架、看台、合唱台、蓬房、铁马围栏、合唱台、
展具、五金配件；铝制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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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安驰灯光有限公司
Gleelite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鹤云路7号
电话：18211577609
传真：020-36671776

电邮：gleelite@foxmail.com
网址：www.gleelite.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灯、染色灯、矩阵灯
公司简介：广州安驰灯光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作为灯光行业专业的制造商，近年来，安驰灯光
一直致力于提供以质量为中心的产品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经过多年的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一家
专业舞台灯光制造企业，不断为市场注入新的设计理念，推出品质一流的高端产品，主要包含电脑
摇头灯、LED演艺照明、LED建筑照明、和相关控制系统，深受世界各国专业用户的欢迎和推崇。

从2008年开始，公司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建立强大的研发团队长期致力于专业灯光电子技术
的研究，每一件产品从外形设计到机械结构、光路、散热和软件开发都是自主开发研制。通过业界
人士的交流和市场反馈，不断的改良完善产品。目前已形成良好的品质把握和系统售后。我们力争
把产品做到品质最佳与功能多元化相结合，注入自身的企业文化与创新内容，不断输出最新的使用
理念和具有独特效果的专业产品！
凭借优良的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强大的产品开发能力和严格的品质监控体系，我们的产品
远销世界各地。所有产品都通过欧盟CE、ROHS和美国，加拿大ETL认证，使我们的产品可以在世界各
地畅通无阻的销售，得到所有客户的信赖和喜爱，在世界的各大洲建立起分销网络。为了和世界的
技术保持同步前进，我们加入了世界专业灯光协会如CETA（中国文艺演出物资协会），ESTA（美国
娱乐服务&技术协会，并且和荷兰飞利浦光源、德国OSRAM，等众多世界知名光学公司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共同探讨灯光行业最新技术，一起开发更强更好的光源系统。放眼未来，安驰灯光以“打
造世界一流灯光企业”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相信通过公司全员的不断努力和合作伙伴的支持，安
驰灯光一定会继续璀璨闪耀，弘扬民族工业，创立中国的灯光名牌，为中国以及世界的演艺事业开
创自主自强，与时俱进的局面，在世界专业灯光大舞台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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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南大富社区观平路虎地排村85号
电话：0755-89705552/89577771
电邮：161@jyfwt.com
传真：0755-83616601
网址：www.jyfwt.com
参展产品：天鹅绒幕布、麻绒幕布、金丝绒幕布、星空幕、遮光布以及各类幕布材质；全息纱幕、
投影幕、激光幕、进口无缝纱幕、鲨鱼牙等演示幕；幕布轨道、投影演示设备等相关舞台设备
公司简介：深圳市佳韵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舞台幕布和舞台设备
的企业。
我们的产品用途广泛，可应用于体育场馆、礼堂、影剧院、多功能厅、电视演播厅、产品展厅、
娱乐场所以及临时演播厅等。
我们有全面的幕布布料，包括全球最顶级的天鹅绒幕布，面向全球批发。
我们推出了自主研发的产品——瞬间跌幕装置，串叠幕，电动升降的激光灯演示幕、电脑灯演
示幕、双面投影幕等。
我们致力于追求舞台技术的精益求精，有着先进的制作理念和经验丰富的团队，为客户提供全
面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我们以诚信和服务赢得伙伴，长期与各工程商、经销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相促进事业的
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
Shenzhen Jiayunfe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develops, produces, sells, and installs stage
curtain and stage equipment.
Our products are versatile and can be used in stadia, auditoriums, theaters, multi-purpose
halls, TV studios, product showrooms, entertainment venues, and temporary studios, etc.
We have comprehensive stage fabrics for sale, including world-class velvet, available for
wholesale worldwide.
We have already developed our own designed products - kabuki system; overlapping curtain
system; lighting/projection demo screens which could be operated electrically.
Advanced in manufacturing concepts and rich in experiences, we devote ourselves to perfection of stage technologies and providing overall pre-sale, sale, after-sale services for every customer.
We have been cooperating with every customer honestly and considerately, keeping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Let's cooperate to develop ourselv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广州彩熠灯光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IYI LIGH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1633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兴路8号
电话：020-37312222
电邮：fineart@fineart-light.com
传真：020-37314468
网址：http://www.fineart-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及灯光控台
公司简介：广州彩熠灯光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民营科技园，建筑面积两万多
平方米，是一家集舞台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运用于国家
大型综艺晚会、电视演播厅、体育场馆、剧院等专业场所。
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优质的服务，彩熠公司旗下产品获得多种国际标
准认证。
与此同时，“FINEART”灯光系列产品，因其卓越的品质和一流的表现力，在市场上获得广泛认
可，在各种重大活动中，备受各界好评，成为各大剧团、大型演出的首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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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韵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YUNFE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广州灯王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UPLIGHT STAGE EQUIPMENT(GUANGZHOU)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永善南路4号诚辉工业园4栋
电话：13316173802
电邮：up@pro-uplight.com
传真：020-34867233
网址：www.pro-uplight.com
参展产品：大功率LED摇头灯，智能电脑灯，户外文旅系列摇头灯、染色灯等
公司简介：广州灯王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集开发、制造、销售舞台影视照明
及电脑灯具及LED舞台灯光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是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单位，对外承揽专
业剧场、影剧院、礼堂、电视台演播室、体育馆、文化广场舞台灯光音响机械工程项目的设计、安
装、调试及技术服务。
创业几年来，公司始终秉承“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持久创新、优质服务”的企业宗旨，致力
于将UPLIGHT(灯王)品牌创造为国内、国际专业舞台著名品牌。现已成功地推向市场并形成大规模生
产销售的产品有：UPLIGHT系列LED舞台灯具；UPLIGHT系列电脑灯；灯王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未来，我们将向“创世界一流灯光企业、铸造国际顶尖灯光品牌”的目标大步迈进。灯王将进
一步发展壮大，将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更加全面的服务！
UPLIGHT Equipment Co., Ltd is a high-tech company, which is engaged in R&D,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of stage equipments.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 beam moving lighting, LED moving
head, LED PAR lighting,LED follow spot, LED stage equipments, etc.
We own a professional R&D team, who has 10 years experience in stage lighting. Our sales
team can provide best service by engineers and technical staff members’ supporting. We passed
the ISO9001: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 as well. All products of our company
passed the CE authentication.There are numerous domestic projects we have been undertaken,
was praised by all the customers.
To become the leading stage lighting supplier on a global basis. We view our customers 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n our business, strive to exceed the customer’s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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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影烽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Yingfeng 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里官路8号
电话：13826107896
传真：400-997-1976

电邮：yf@yf-light.com
网址：www.yf-light.com

参展产品：LED帕灯、LED摇头灯、HID光束图案灯、影视照明灯、舞台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影烽灯光始创于2008年，是一家定位在中高端演艺智能灯光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品牌“LQE”产品涵盖专业工程舞台灯光和演出租赁舞台灯光，以及舞
台周边配套设备，目前广州影烽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在广州市花都区融创文旅城，生产制造工厂
佛山市影烽电子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佛山市高新区狮山镇官窑，企业规模有80项专利，8000平方
米厂房，每年产能约10万台灯具。公司已通过ISO9001:2015、ISO14001:2015、ISO45001:2018三体
系标准认证。影烽经过多年的发展，“LQE”已经成为行业内多数人认可的品牌，公司把产品品质视
为企业的生命，我们不负众望，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提升品牌价值和行业竞争力，让
中国智造走向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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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reate a rich variety of geometric shapes, the 600W LED profile fixture features a framing
system with 4 shutter blades which can each be moved and angled independently within the frame
or gradually closed for total blackout. Allowing precise shape orientation, the whole system can be
rotated by +/- 45°. Two gobo wheels with 6 rotating and 8 static gobos generate stunning morphing
effects when used simultaneously. For amazingly vivid projections, they can b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an animation wheel that is available as accessory to replace the framing shutter system. In
addition to a rotatable and indexable 5-facet circular prism to multiply gobo projection, the luminaire
includes 16-bit dimming with a choice of 4 curves.
It has a rugged ABS and metal housing with temperature controlled low-noise fan . The luminaire
comes with two omega brackets and power cord.

广州飞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LK LIGHIT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四角围工业园128号飞玛光电
电话：17302092966
电邮：alice@klklighting.com
传真：
网址：www.klk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灯，LED影视聚光灯，LED洗墙灯，LED帕灯
公司简介：广州飞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
生产LED舞台灯光，有LED摇头灯系列，LED洗墙灯系列，LED频闪灯系列，LED影视灯系列，LED舞台
效果灯系列和LED帕灯系列。追光灯系列、激光灯系列、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
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
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
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
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
认可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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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村古楼街128号
No 128,Gulou Street,Jiangcun Village, Jianggao Town,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电话：020-86212985
电邮：percy@sdj-lighting.com
传真：
网址：www.sdj-lighting.com

广州顶极灯光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无线锂电池LED舞台灯/Wireless DMX Battery Powered LED Uplights
公司简介：广州睿迪照明有限公司（睿迪），是一家集LED舞台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
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 2000质量标准运行，严格执行CE、UL及FCC安全标准设计、生产。产品
质量、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睿迪以“Smart DJ Lighting”为品牌理念，产品以创新型智能控制，新能源锂电池供电，精致
结构设计，无线传输为特色，推出了主打娱乐灯光的SmartDot系列，SmartDJ系列，SmartCube系列，
SmartARC系列，SmartLine系列，SmartGobo系列，RockPar系列。
Guangzhou SDJ Lighting Co., Limited is a professonal led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with a
professional team of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The company's main producst cover from Wireless DMX and Battery Powered LED Uplights,
LED Par Lights (Indoor and Outdoor), LED Wall Washer Lights (Indoor and Outdoor).
SDJ Lighting is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ISO9001: 2000 quality standards,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CE, UL and FCC safety standards.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products have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of CE, RTTE,ROHS, MSDS, UN38.3.

Guangzhou TOP Stage Light Manufacturer
地址：广州花都区东升路7号亚塑工业园5栋3楼
电话：13570584406
传真：

电邮：sales@pro-toplight.com
网址：www.pro-toplight.com

参展产品：LED地板砖，光束灯，桁架
公司简介：广州顶极灯光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国内外研发、生产、销售LED地板砖的工厂，在广州
花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车间和研发团队，已有超过8年的生产销售经验，始终站在舞台灯光行业的前沿。
此外，在海外市场也有优异的业绩，占据美国市场的一半以上，并且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成
立了美国仓库，并且专门培训了专业的售后服务，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海外仓库的公司。
广州顶极灯光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秉承“技术创新，优质服务”的理念，不断地创
新、研发、完善公司的各款产品，推动中国舞台灯光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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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睿迪照明有限公司

恒沅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uan stage light & Audio Equipn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盛路32号
电话：020-36751008
传真：86-20-36751008

电邮：E-mail:info@hylighting.com
网址：www.hy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切割灯
公司简介：电脑图案切割灯HY-L600，采用大功率LED集成光源，具有高显指、机械线性光圈、线性
调焦等特征，可灵活塑造缤纷斑斓的图案效果；顺滑调光，配合多种速度频闪，舞台换装，瞬间完
成；CMY无极混色+CTO色温校正系统, 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真实的色彩感受；独立的雾化效果，雾化过
渡平滑，柔光自然，光照度近乎无损；模组化结构设计，维护简单、方便、快捷。HY-L600时尚的外
观设计、专业的配置、绚丽多变的灯光效果、操作灵活，为电视台、剧院、大型演出等多种应用场
所增添无限的光影魅力，打造一个充满动感的舞台效果，是灯光师的又一专业选择。
Producing brilliant, lively colours, the 600W LED profile moving head is your ideal multi-purpose
tool for precision illumination with a rich variety of effects. It is equipped with a powerful 600 W cool
white LED engine, a CMY colour mixing system and linear CTO correction. An additional colour
wheel with 7 dichroic filters enables instant colour changes and split colour beams.
Permitting extensive beam control, it features an extra wide zoom range from 7° to 42° , stepless
iris and a continuously variable frost filter that wash-like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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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一路太阳神工业区B座(跃洋光电)
电话：020-36263747
电邮：sales@beyond58.com
传真：020-36263747
网址：www.beyond58.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从成立之初就专注于LED舞台灯具的研发，长期以来致
力于研发LED及摇头染色系列产品。目前已经是行业拥有LED及摇头染色系列产品最齐全、最专注的
公司。跃洋致力于严格的产品研发及严格的质量控制，我们将持续提高团队人员素养及能力来满足
市场需求，确保客户满意。坚持秉承匠心、缔造工匠品质；坚定信念、做光的领航（行）者是跃洋
人的宗旨。跃洋人不断提高产品价值及服务来确保让拥有本公司产品客户能站在行业的前端！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imited , founded in 2011, We own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of garden-style plant, well-trained staff .Beyond is the only factory in China who only focus on
led sourc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specially in wash zoom lights.
We own the most complete product range for wash lights, has 8 years export experiences.
So far, 70% sales are in Europe, in beginning of 2017 we also start domestic market to develop
smoothly.
Our products are used on many famous TV shows and Live concerts in China, and 2018 The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All Beyond's prodcts passed CE.EMC,LVD.RoHS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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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鸿彩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cai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沙涌村长沙街32号之二B幢首层
电话：020-84558833
电邮：info@jollylighting.com
传真：020-84559699
网址：www.jollylighting.com
参展产品：电脑摇头灯、光束灯、双面摇头灯、趴灯、像素灯
公司简介：广州鸿彩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从事自主品牌JOLLY舞
台灯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电脑摇头灯、LED灯、新光源染色灯、户外灯等，品种型
号多达数十个品种。鸿彩灯光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大型演艺活动、广播电视、娱乐场所等，其中包括
成为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演出灯光设备指定供应商，鸿彩灯光参与亚洲
艺术节、冬运会开幕式、《中国好声音》赛场、各大明星演唱会现场、零下40度极北极寒之地梅赛
德斯-奔驰征程，中国网络视听大会，2018平昌冬奥会等，业绩遍布全球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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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辉路18号
电话：18898828163
传真：020-86943773

电邮：zhifeng.li@yajiang.cn
网址：www.yajiang.cn

参展产品：海王星系列：
NEPTUNE 400 FX WASH | SS671XCEM
NEPTUNE 400 WASH | SS672XCEM
NEPTUNE 200 BEAM | SS673SCM
NEPTUNE 400 HYBRID 丨SS676SCM
NEPTUNE 1500 PROFILE | SS680SCM
公司简介：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1985年，是国内首家投身新光源LED研究应用并成
功 研 发 出 大 功 率 LEDPAR灯 、 LED图 案 摇 头 灯 的 研 发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公 司 拥 有 两 大 知 名 品 牌
“SILVER STAR”和“ARCTIK”，集专业舞台灯光、专业建筑照明、控制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我司一直与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广州大学、国家话剧院、中央戏剧学院
等多家高校产学研保持合作并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省市科技创新项目，参与起草和制定多项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雅江光电凭着卓越的产品和行业前沿的创新技术，成为全球领先的光电设备供应
商之一。
雅江光电目前占地面积80余亩，拥有800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3000多平方米的无尘
车间、LED自动贴片生产线、数控冲床生产线、行业首家引进X-ray射线检测仪器，1000多平方米
的多功能智慧视讯中心、国际化的企业研发测试中心，拥有五百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外发明专
利、实用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了CE、GS、ETL、MET等多项科技认证。“2008年北京奥运
会”、“青岛上合组织峰会”、“央视春晚”、“厦门金砖峰会”、“广州财富全球论坛”、“G20峰会”、“杭州
奥博城”、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上海东方明珠塔”、“一带一路空间光影秀”、“人民大会堂建国70
周年文艺晚会”、“天安门建国70周年联欢活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等众多经典案例也让雅江光
电在世界享有盛誉。
未来，雅江光电以“精彩源于自信，创意源于追求“为企业精神，以“成为全球LED固态照明领军
企业”为愿景，不断开拓创新，力求完美，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照明应用解决方案。
Guangzhou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was founded in 1985. it`s a Hi-tech
enterprise who firstly dedicate to researching new LED source and developing the high power LED
par can, LED moving head. Holding of two famous brands” Silver Star” and “Arctick”, Yajiang
integrated the R&D, manufacture, sales, and service for professional Stage and architecture
lighting. In the past years, Yajiang products have been applied in many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
landmark projects, such as“SCO summit in Qingdao”“Main venue of Spring Festival Gala”
“XIAMEN BRICS SUMMT” “Hangzhou Olympic Sports Expo Center” “Guangzhou Fortune Global
Forum” “G20 Summit” “Eiffel Tower” “Oriental pearl Tower in shanghai”etc; Meanwhile, Yajiang
have took part in drafting and setting up many national and Industrial criteria; With the outstanding
products and innovative technics,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became the leading
supplier of the professoinal lighting products in the world.

NEPTUNE 1500 PROFILE | SS680SCM
NEPTUNE 1500 PROFILE是一款大功率的LED摇头切割图案灯，配置高效的光学系统搭配1：7的
电子变焦7—50°，最小角度5米高达71000LUX。具备X/Y定位平滑精准，专业的颜色盘呈现幻彩效
果，图案盘切换快捷灵敏，其效果更加丰富多彩。专业的切割系统可以切出任意多边形，独立的效
果盘可以渲染出水与火的效果。专业的雾化镜可以满足舞台染色需求。专业的光圈将光斑的灵活表
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此款产品专为剧场剧院、文化馆、多功能厅、宴会厅及租赁演出场所精心研发。
NEPTUNE 1500 PROFILE is a high power LED moving spot + profile, with the super efficient optic
system, 1:7 times zoom 7-50°, the Max. output is 71000lx @ 5m;It is a kind of final version stage
light with high speed, accurate and efficient motor can provide not only large pan angle and tilt
angles but also with smooth and high speed. SS660SC has image-cutting system can cut out any
polygon, and with zoom, focus, prism, color wheel, CMY, rotation gobo wheel, iris, frost can supply
high-quality beam colors and gobos. SS660SC is equipped with animation wheel which can create
dynamic water and dynamic fire effect.NEPTUNE 1500 PROFILE is design for the cultural center,
function hall, banquet hall, and rental performance market.
NEPTUNE 400 HYBRID 丨SS676SCM
NEPTUNE 400 HYBRID是一款中型功率的防水多功能摇头图案灯，配置高效的光学系统结合智能
的电子变焦3-30°。X/Y定位平滑精准，专业的颜色盘呈现幻彩效果，多图案盘切换快捷灵敏，其效
果更加丰富多彩。此款产品专为综合商业体、主题公园、游乐场所及租赁演出户外场所精心研发。
NEPTUNE 400 HYBRID is a powerful IP hybrid moving head, with high-efficient optics, wide zoom
angle from 3-30°,provides a strong Beam and Spot effect. It has fast and silent X/Y movement,
professional high quality color wheel, extremely clean static and rotation gobo wheel projection,
amazing double prism effect (8 facet and linear prism)! Perfect product for outdoor concerts/events,
commercial complex, theme park, amusement park and rental touring market.
NEPTUNE 200 BEAM | SS673SCM
NEPTUNE 200 BEAM是一款中型功率的防水摇头光束图案灯，1.7°的小角度光束，光束感强。X/Y
定位平滑精准，专业的光束效果，多图案盘切换快捷灵敏，其效果更加丰富多彩。此款产品专为户
外演唱会、主题公园、游乐场所及租赁演出户外场所精心研发。
NEPTUNE 200 BEAM is an ultra-compact IP beam moving head, which deliver unbelievable strong
and powerful output, Provide a solid fat, sharp and clean beam at 1.7°. It has a super-fast and
precise X/Y movement, professional beam effect, fast multi-gobo exchanging and clean projection.
It is an ideal product for outdoor concerts/events, amusement park, theme park and the rental
touring market。
NEPTUNE 400 WASH | SS672XCEM
NEPTUNE 400 WASH具有高光效混色均匀轻巧的IP65防水摇头染色灯，带有像素环。拥有19个像
素点控制的OSRAM RGBW 20W LED，压铸铝散热和超静音防水风机结合的冷却系统可实现高效冷
却，且几乎无噪音；搭载基于色彩模型的通道模式HSIC，可以更容易、精准锁定所需求的光色；为
使多种颜色混色一致，搭载了黑科技CCS智能色彩管理系统，展现出完美的视觉效果。应用于主题
公园、游乐场所、标志性建筑、建筑楼宇、户外演出等场所。
The NEPTUNE 400 WASH is a high efficient and lightweight IP65 LED wash moving head,
with19x20W Osram LED, special outer ring control and Individual LED pixel effect. HSIC colormanagement system can easily to pick up any colors needed; What’s more, the patented pending CCS
technology makes sure the color consistence on all batches. The NEPTUNE 400 WASH is ideal
tool for theme park, Amusement,landmark building,commercial plaza,outdoor performance, events
etc。
NEPTUNE 400 FX WASH | SS671XCEM
NEPTUNE 400 FX WASH 采用最新单颗40W四合一RGBW光源与60W四合一RGBW光源相结合的
防水摇头铺光染色灯。灯头配置灯带效果，高效的光学设计，加入HSIC智能混色系统，快速调出想
要的颜色，混色极度均匀。独立单点控制，绚丽效果极致呈现。光束角5°-35°，光斑角8°-45°。灯
体重量轻，结构紧凑。适用于专为综合商业体、主题公园、游乐场所及租赁演出户外场所精心研发。

NEPTUNE 400 FX WASH is an innovative IP washing moving head, combined with 7x40W and
60W RGBW LED, one LED ring effect and great optics design. It is built in HSIC system, mixing
color much easier and faster, creating a brilliant color effect. Extremely perfect dynamic effect by
individual pixel control. Beam angle 5°-35°, Field angle 8°-45°. Small compact with a very light
weight 23KG. It is an ideal products for outdoor concerts/events, commercial complex, theme park,
amusement park and rental touring market.

5C-04A

5C-05A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东碧桂园星港国际A1栋1211-1214房
电话：18824181887
电邮：cuilin@litelees.com
传真：
网址：www.litelees.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染色特效灯系列【大蜂眼L4025、大蜂眼L4019、大蜂眼L10R、大蜂眼L4007R】;
三合一摇头灯系列【全能王350、超能王470专业版、LS-380 PLUS】；LED图案灯系列【LE-Spot
330 Pro、LE-Spot 300 Pro】；光束灯系列【LS-470 Beam IP、LE-Beam 100】；
公司简介：广州励时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一体的发展迅速的舞台灯
光制造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15000平方米的生产厂区和4条流水生产线以及先进的研发实验室，新产品试制车间，
电子车间。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从公司成立之初，励时电子一直坚持产品自主研发和创新拥有专业的软件，电子，机械等的研
发团队。目前已取得30多项专利，产品获得CE, RohS, FCC等国际认证。
经过几年的发展，励时电子的产品系列发展为光束灯系列，光束／图案／染色三合一摇头灯系
列，LED图案灯系列以及LED摇头染色特效灯系列等。
产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专业演唱会，电视台，剧场剧院教堂及各类工程。产品遍布全国并出口
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Guangzhou Lees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s, specialized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 and service of the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The company occupies 15,000sqm of production and office area and 4 assembly lines, and
modern R&D laboratory, New Products Testing workshop and Electronics workshop. The company
has been certified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Litelees has been insisting on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ith its own programming, electronic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 team.
Until now,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more than 30 patents and all the product has been
certified by CE, RohS and FCC. After years developing, the products family has been expanded to
the following series: Beam series, Beam/Spot/Wash 3-in-1 series, LED Spot series, and LED
Wash/Effect series products. The products have been used in the concert, tour, TV station,theatre,
church, club and many other projects in China and more than 70 counties all over the world.
Continual innovation is our know-how of fast growing. We will launch more and more advanced
and market-oriented products.
We are expect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customers and provide the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
to your great show.

广州星雨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ISY GROUP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白云工业园夏荷路2号
电话：0086-20-36673240
电邮：daisylight@vip.163.com
传真：0086-20-36004198
网址：http://www.daisylight.com
参展产品：LED MOVING HEAD LIGHT，LED BAR，LED PAR LIGHT，LED WASH LIGHT
公司简介：广州星雨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LED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工程和服务为一
体的高科技企业。目前有员工100多人，其中研发技术人员占四分之一。有现代化标准厂房约10000
平方米。产品通过ETL,CE，RoHS等认证，出口到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志人不断引进，吸收
并创新先进技术，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Guangzhou daisy group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LED architectural light and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engineering and services for high-tech enterprise. There are currently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which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R & D
personnel. A modern standard factory buildings of 10,000 square meters. Products by
ETL,CE,RoHS certification, exports to Europe and America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 continue to introduce and absorb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roviding our customers with more profession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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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艺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Nan Yi Audi&Lighting Enterprise co.,ltd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莲源路20号
电话：020-66856218
传真：020-66856215

电邮：208229017@qq.com
网址：www.gznanyi.net

参展产品：灯具
公司简介：南艺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始创于1986年，本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生产专业舞台灯光
设备，自主研发产品的品牌有NANYI和C-LODGEN，成功开发了一系列产品：LED音乐厅专用灯具、LED
舞台灯系列、LED成像灯系列、成像灯系列、铸铝PAR灯系列、聚光灯系列、天幕灯系列、追光灯邪
猎、LED 系列、航空系那个系列等舞台设备。舞台机械方面开发了数字式电脑吊杆控制系统、升降
舞台和伸缩旋转舞台灯。产品多数获得国家专利授权，也通过CE和Rohs体系认证。
很庆幸南艺产品可以得到国内绝大部分客户的肯定，我们定会继续以“诚信”、“创新”、
“求实”为宗旨，紧跟现代信息产业更新的步伐，迎合市场需求，竭诚服务广大新老客户。
Nan Yi Audio $ Lighting Enterprise Co.,Ltd.established in 1986.It is always devoted to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 mechanical equipment,including series of LED
special light for music hall, LED stage light,LED profile spoot light,profile spot light, aluminum
alloyed PAR light,spot light,cyc light,follow spot light,LED light,flight case,digital computerized
boom control systems,hoist stage,expansion and rotation stages etc,Most products have CE &
Rosh certification.
As modern IT industry keeps updating,Nan Yi always keep adrest of the market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and is widely welcomed by customers.Our company always lives on the teent of
"credit","innovation" and "seeking truth",with the pace of modern informatinon industry,and satisfies
markests demands of both old and new customers.

广州励时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ees Electronic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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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林辉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lin li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风门坳工业区B栋5楼
电话：13537850829
电邮：247959768@qq.com
传真：0755-2822 7201
网址：www.sz-linhui.com
参展产品：激光灯
公司简介：深圳市林辉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户外亮化激光和舞台激光表演系列产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位于珠三角经济发展中心--深圳。公司秉着“立足品质和创
新”的理念，不断超越，追求完美，向广大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并承接大量的户外亮化激光和激光
演示系统的安装工程，在业界博得了良好的声誉。自公司创建以来，林辉激光凭借精湛的科学研发
能力，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专业的工程技术团队以及庞大的营销服务网络，成功承接了多项重大
工程，并逐步迈向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战略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国内激光产品行业中技术领
先、品种全、储量大、服务好、产品结构优化与研发技术全面的综合型专业技术公司。现在，已经
发展成为国内激光行业的领先企业。林辉激光 全体员工将秉承“科技为旗、质量为本、服务至上”
的企业原则，以不懈创新、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努力打造激光领域经典品牌，竭诚为客户提供优
质满意的服务，力求在21世纪与您携手引领行业潮流。公司主要做激光灯产品，酒吧激光灯，剧院
激光灯，公园激光灯，楼顶地标激光灯，水幕激光灯以及户外大小功率防雨激光灯产品。

5C-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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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隆达灯光音响设备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4号2楼
电话：13794400735
传真：020-8175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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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优曲克贸易有限公司
NINGBO NEUTRIK TRADING CO., LTD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冯家村
电话：0574-88250833
传真：0574-88265000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八一科技园二期B栋三楼
电话：020-36297033
电邮：
传真：
网址：

电邮：34868918@qq.com
网址：www.gzld.com.cn

参展产品：超远程LED变焦成像灯，LED染色聚光灯，超静音LED螺纹聚光灯，追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隆达灯光音响设备厂于1992年成立，有着30年生产舞台灯具的经验。在多年的努
力下，隆达以“超越自身，追求更完美的灯光效果和更高品质要求”的产品意念为经营目标。我们
力求完善售后服务，让顾客安心购买和舒心地使用我们的产品。隆达将会继续“力求创新，做得更
好”。
秉持继承传统发展新技术的精神。本公司开发了一款带色盘换色功能的LED聚光灯产品。该产品
不但拥有在320OK或5600K白光，带有传统演出需求使用的7种颜色任意切换。
Ra>95,R9>90适合高清摄录和戏剧演出需求的面光效果。且切换到其他颜色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
亮度，色彩比任何LED(RGBY)混色都要高效艳丽。
另外本公司还推出投射距离达到70米的超远程变焦成像灯供户外远距离场地使用。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the founder of Longda Lighting Mr.Shuo Wu and his team have
been put all their effort on pursuing for high quality of product and focus on light effect.We
strive to satisfy customer demand for providing better after-sale services,and creative
humanized design.In recent year, Longda Lighting develop high power LED stage light.
Our hight power LED stage light are contributing outstanding effect in Guangzhou TV
station,Hainan broadcasting Group,Foshan TV station,etc. After a decade effort, follow spot
light became Longda's award-winning product. We are the most valuable follow spot light
suppliers and partners of the Asian Games, and the Asian Para Games,Longda's products
have been used in CCTV,and many other television stations all over China. These products
are still contributing professional light effect in those television stations. We thank for all
customers' kindly support.Longda will keep our promise and belief to provide creative, high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product to all customers.

电邮：sales@neutrik.com.cn
网址：www.neutrik.com.cn/www.rean-connectors.com

参展产品：NEUTRIK及REAN品牌连接器
公司简介：REAN是世界闻名连接解决方案供应商—NEUTRIK集团旗下又一令人瞩目的产品系列。
拥有超高性价比的REAN产品，不仅在外观上与众不同，质量更是坚固耐用，获得专业人士的肯定。
我们运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最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最严格的品控流程，生产出最出色的数据、
灯光和音视频领域连接器产品。
全球完善的物流系统和销售网络，保证最优的客户服务。REAN产品是将成本控制和安全可靠完
美结合的典范。
With REAN, the world's leading supplier of professional audio and video connectors – the Neutrik
Group – offers a second global brand with a comprehensive product range.
Excellent cost-performance ratio, robust design and reliable functionality are the strengths of
REAN.
Based on long-time know-how connectors for professional audio/ lighting and digital signage
applications are developed and produced on up to date production facilities. An efficient logistics
system and a global sales network make a high availability and short delivery times possible. The
REAN product range is the alternative solution for cost sensitive applications.

影通光电（广州）有限公司
INTELLA SYSTEM (GUANGZHOU)LIMITED

参展产品：Corona， Corona Y，Sunstip1050, Super storm1500
公司简介：INTELLA SYSTEM is globally well known for its high class and well-engineered outdoor
Strobes, Wash Lights and Blinders; with sales to over 35 countries and great feedback from the
best worldwide lighting designers.
Every INTELLA SYSTEM product is a 100% own-development: internal components, outer
housing, features, software and effect creation.
At GET 2019, INTELLA innovated with the glamorous CORONA, CORONA mini & CORONA
max, a Retro Style LED luminaire with high tech RGBWA backlight & strobe effects. Unique in the
world!
INTELLA also has brought the MOTION STROBE & WASH LIGHT series, a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premium design with 190 degrees motion and a wide range of powerful effects.
In 2020, we will bring more innovation with LED moving head, LED Bar, blinder and a few other
secrets that you haven`t seen before!
INTELLA is well known by the market to be, in China, the TOP10 companies that most
innov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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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光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漆咸道南45-51号其士大厦803室
电话：00852-26681868
电邮：295781529@QQ.COM
传真：00852-26681899
网址：www.gxgd-hk.com
参展产品：激光光源电脑灯
公司简介：上世纪80年代，有两个学表演专业的孩子，阴差阳错的步入了堪称原始的专业灯光行业，
竟然还喜欢上了它，在享受科技给灯具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闭门造灯”，导
致灯具的发展目标越来越迷惑，灯具的技术功能是越来越玄幻，可适用的灯具却离舞台越来越远，
舞台的实际需求和制造商的开发理念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且有渐行渐远之势！我们自己做灯吧！我
们做自己光源吧！做真正舞台需要的灯吧！就这样！他们花了六年时间，凭着热爱和锲而不舍！诞
生了以研发高科技激光光源、光路和生产成品灯具的香港光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激光光源基于宽
带激光的产生机理，采用了先进的材料设计、光学设计、膜层设计、以及独特的全封闭防尘散热结
构，可实现2000至40000流明的超高亮度，激光光源由模块、恒流源驱动模块、保护电路模块三部分
（两模块）组成，激光光源的主要功能和优点如下：
1、极高的光通量，只要容积允许，可从1000流明至无限流明的组合扩展；
2、因为激光光源自身的出光角度可以根据需要设定，也可定制为方形或圆形光斑输出，无需外
加反光碗为其集光，光的利用率可以达到95%以上，因此激光光源能耗比远优于大功率LED发光体
3、属于冷光源、无散斑，前出光热度温和，照射织物时无燃烧危险；
4、风冷散热器散热，无需庞大的散热系统
5、长寿命，可达2万~3万小时（根据使用环境的温度、湿度特性），是普通灯泡的20倍，2万小
时光衰≦10%；
6、通过对外接TTL电平信号的控制，可以实现亮灭、爆闪、亮度调节等功能，爆闪亮度为恒光
亮度的3倍；
7、激光光源无需恒温工作环境，可以24小时*7天连续工作，无炸泡问题；
8、无需使用点光源即可轻易在光束与图案之间转换；
9、全金属密封结构，具备一定的防水功能，无需刻意做遮光处理；
10、每平方毫米的光密度是LED光源的30倍以上，极具远程照射穿透力；
11、可以定制不同亮度、不同规格、不同外形的激光光源产品；
12、激光的波长范围为455nm——700nm，全部处于可见光波段，不含有紫外线成分和红外线成
分，因此不存在所谓的辐射问题。
13、使用超大（20mm）镜头组，根据不同功率可实现 -1°至 +55°的调光角度。据实物测试，
当前镜光射击至6000mm距离，光斑直径约为100mm时，其照度E（LX）值为100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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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盛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产品以其功能齐全、质量稳定、工艺一流、价廉物美、服务周到赢得社会各界客户特别
是工程商的赞誉和支持，外观独特、颇具特色的外观设计更受客户好评。质量第一，产品力求真正
稳定、新颖，与客户双赢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完全自主研发，自我生产，且还根据客户不同需求，
量身定做了诸多个性化产品；先进的设计，稳定炫丽的“寰视”产品，恒久诚信的服务使本厂产品
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肯定与好评。
本公司由从事舞台灯光行业十年以上的人员组建而成，凭专业的知识及丰富的经验我们将继续
遵循：品质第一、以人为本，追求完美的服务宗旨，竭力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持续努
力，与客户携手共进，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GuangZhou Huanshi Lighting Equipment Co.,Limited.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 equipment
manufacturer integrated with R&D,production,sales and service.Our company is with a stable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team,as well as with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and after-service.Based
on ISO standards,our QC processes cover from incoming materials to aging tes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company,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researching,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stage light products,including high power LED wash lights, LED moving heads,260W/380W/
330W/470W beam moving heads,for entertainment and performance markets;Advanced electronic
and photo-electronic technologies from overseas were imported to strengthen us;Such technologies,together with the perfect mechanical structure,make our products being a shining star in the
industry of stage light.
Known with their functionality,stable quality,high level craftsmanship,perfect design,good price
and nice service,our products have successfully won teir reputation,as well as supports from all
clients.Based on quality first,our policy is to have double-win businesses with our clients.
In addition,we have the ability to customize the products with clients' special requirements.
Our skillful staff with rich experiences will keep it as a miss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ents:Quality
first,people first and to be No.1.Hope we can create a better tomorrow together with you！

Guangzhou Hotio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美东工业园29栋1楼
电话：020-86847336
传真：

电邮：info@hotion.com
网址：www.hotion.com

参展产品：舞台及影视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火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高端舞台灯光、影视灯光的制造商，总部上
海火盛灯光音响公司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舞台灯光及特效设备。广州火盛科技有限公司具有强大的
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产品范围包括剧院灯光系列、专业灯光系列、娱乐灯光系列、建筑灯光系列，
符合欧盟产品质量标准，客户遍布世界各地，参与过的重大项目包含08年北京奥运会、全运会、10
年世博会、上海迪士尼等，专业的服务赢得国内外一致赞誉。
Guangzhou Hotion Technology Co., Ltd.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high-end stage lighting and film and studio lighting. Guangzhou Hotion Technology Co., Ltd. has
strong independent R & D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product range includes theater lighting
series, professional lighting series, entertainment lighting series, and architectural lighting series. It
complies with EU product quality standards. Customers are located around the world.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the National Games, the 10-year World Expo, Shanghai Disneyland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have won unanimous praise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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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弘孜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TECHTEAM INDUSTRIAL LIMITED.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兴业三路四号之五
No.4-5 Xingye 3 road，Guanglong lndustrial Park,
Chencun Town Shunde,Foshan City,Guangdong,China
电话：0757-29975618
电邮：lnfo@tech-team.com.cn
传真：0757-29975628
网址：www.techtruss.com
参展产品：舞台和桁架
公司简介：佛山市弘孜演艺设备有限公司，专业舞台桁架的生产、设计，销售已超12年.我公司一直
坚持“质量第一、诚信合作”的服务宗旨，为广大客户提供不同需求的演出设计方案。2016年通过
EN1090 EXC2，并取得了TUV认证。完善的生产流水线、精密的加工设备、优秀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
供安全可靠的产品质量。
Techteam has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truss and stage more than 12 years. "Quality First,
Cooperation Integrity" which is our company always insists on. We offer many kinds of performance
designing projects. We had passed EN1090 EXC2 and got TUV mark certification in 2016.
Complete production lines, precision machining equipment, excellent team service which provide
safety and reliable products for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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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寰视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nshi Lighting Equipment Co.,Limi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龙河西北横一路5号
电话：4006 020 620
传真：

电邮：hmlight@VIP.163.com
网址：www.hslight.net

参展产品：G700切割灯、G390/F300/G340/光束灯、G380图案灯、HS-TJ200面光灯、
HS-8024染色灯、HS-9018A洗墙灯
公司简介：寰视照明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设备制造商；
本公司拥有稳定的生产管理团队和专业的技术售后。以ISO管理体系为基础，从来料检测到老化测试
均有专人专职检测。公司从建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包括：摇头灯，LED切割灯，大功率
LED染色，LED摇头，260W/380W/330/470W光束灯等娱乐、演出产品研发生产；发展过程公司引进了
国外先进的电子光电技术，加上合理的机械结构，使寰视产品作为一个耀眼的新星屹立在舞台灯光
行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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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海云天祥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Xuzhou Haiyun Tianxiang Stag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徐州经济开发区杨山路19号科技创业大厦1号楼
电话：13229977617
电邮：109267942@qq.com
传真：
网址：www.myamix.com
参展产品：户外烟雾机 舞台特效设备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有专业研发团队，以研发为主、技术输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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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博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唐阁龙塘路新基工业区3栋B区8号
xin ji industrial park3B,longtang road,tang ge,baiyun district,guangzhou,China
电话：020-62134551/020-62134552
电邮：boshenglight@126.com
传真：020-62134567
网址：www.bosheng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博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产品有光束灯、LED帕灯、LED效果灯、LED摇头灯、LED幕
布、激光灯、舞台特效等产品。产品生产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作为灯光行业专业的制造
商，博晟自踏入舞台行业以来，一直秉承“以人为本、开拓创新、客户至上”的理念，凭借先进的
技术，完美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迄今，我们的产品
通过国际销售渠道远销70多个国家。博晟将以最值得信赖的产品来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Bo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was founded in 2009,it'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s one of the integrated enterprise.indepentl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 products as following:beam light,LED par light,LED effect
light,LED moving head light,LED curtain,laser light,stage effect and other products.
Production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9001. A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in the lighting industry,Since bosheng stepping into the stage industry,compan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customer first" concept,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perfect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first-class service, has won
favorable com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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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瑞艺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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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tech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道同创科技园M栋三楼瑞艺光电
电话：020-36540502
电邮：market@riart-tech.com
传真：020-36540502
网址：www.riart-tech.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43号（厂房1）整栋
电话：020-84899499
电邮：leol@grandview.com.cn
传真：020-84805299
网址：www.grandview.com.cn

参展产品：LED摇头灯图案灯系列，LED可调焦摇头染色灯系列、LED摇头光束灯系列、LED染色灯，
LED洗墙灯
公司简介：我司成立于2007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生产、安装、销
售、咨询及售后服务，并承接舞台灯光照明工程为一体的综合企业。凭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时
俱进的时代潮流设计理念，融合优质的生产材料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树立了优良的品版口碑。瑞
艺光电致力于严格的产品研发及严格的质量控制，我们持续提高团队人员素养及责任能力来满足
市场需求，确保客户满意 。坚持秉承匠心 、缔造工匠品质 。我们不断提高产品价值及服务来确
保让拥有本公司产品客户能站在行业的前端！
ART-TECHLIGHTING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7,located in Guangzhou China,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 on led source stage lighting . Our company concentrate ourselves on the R&D of new products. We are always trying our bes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to provide reliable guarantee for our dear customers and their market.
Besides cooperating with big trading companies we also developing foreign markets and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ly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Middle East, Africa, Asi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worldwide.

参展产品：商用恒速吊点
公司简介：关于美视，“GRANDVIEW 美视”是投影银幕、投影机升降架、商用起重吊机等AV周边设
备的专业生产者，源于加拿大，产于中国，用于全球。GRANDVIEW荣获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获质监部门认定为省名牌产品，多项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由美视公司主导制定，产品广
泛应用于五星级酒店、行政中心、高校及大型企事业单位。
Grandview Crystal Screen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AV peripherals such as
projection screens, projector cranes, and commercial cranes. Grandview originated and was established as a Sino-Canadian joint venture in Guangzhou, China. GRANDVIEW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well-known trademark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 provincial famous brand by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Grandview participated in setting up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 and industrial standards of projection screen. The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five-star hotels, administrative centers, universities and Larg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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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视晶莹银幕有限公司
Grandveiw Crystal Screen Co.Ltd

广州市博一照明器具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新丰路6号台中工业区A2栋F302
电话：0755-26606362
电邮：Info@gy-hiteclighting.com
传真：
网址：www.gy-hiteclighting.com

Guangzhou Southlite Fixtures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石基沙涌工业区长沙路18号
电话：020-31560307
传真：020-84784004

深圳市高宇专业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ao Yu Stage Lighting(ShenZhen)CO.,LTD

电邮：guangzhouboyi@163.com
网址：www.southlite.cn

参展产品：户外防水摇头灯、投影灯、水纹灯、萤火虫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博一照明器具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户外亮化和舞台灯光设备（探照灯、户外摇
头灯、水纹灯、投影灯）研发、生产、国内外销售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产品----适用于各类大中型实景演出舞台、旅游景点、建筑照明领域。
博一愿与国内外文艺团体，文艺器材经营实体、工程商、出口商通力合作，共同为文艺演出专
业灯光音响市场创造辉煌。
Guangzhou Boyi Lighting Appliance Co., Ltd. is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f professional outdoor lighting and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searchlights, outdoor moving head
lights, water pattern lights, projection lights).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applicable to various large and medium-sized real-life performance
stage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architectural lighting.
Boyi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ry and artistic groups, cultural and
arts equipment operating entities, engineers, and exporters to jointly create a brilliant future for the
professional lighting and audio market for literary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s.

参展产品：LED230W图案摇头灯，LED230W光束摇头灯，6颗40W蜂眼变焦染色灯，新款12颗30W染色
王，户外防水洗墙灯
公司简介：GY-HITEC高宇灯光是一家专业的舞台灯光制造商，其成立于2006年，并从事研发，生
产，销售和售后服务。我们拥有产品设计专利，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所有产品均通过CE认证，
ROHS认证，符合国际标准。我们的业务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北美和
大洋洲。本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生产基地位于广州白云区，其子公司位于江西省全南县。拥
有完整的产品供应链，包括独立研发，五金加工厂，钣金喷涂，PVC线路板，组装等。我们严格遵
循灯具从装配 ，调试和老化测试，到QC检测等生产环节的标准。我们主要生产30-300WLED摇头图
案灯/光束灯，LED摇头染色灯，200-350W常规光束摇头灯，LED帕灯，影视灯具系列。如今，
GY-HITEC(HITEC LIGTHING)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和推荐。我们始终以客户为导向，
坚持以创新，诚信，责任，共赢的理念服务于广大客户。
联系电话：0755-26606362 15889320413
Hitec Lighting, founded in 2006, factory located in Guangzhou which is the largest pro
lighting fixturesproduction base in China.As founded, Hitec Lighting has pursued an
approach of excellence in design,manufacture, us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enterprise
concept, customer-centereddevelopment purposes,and strive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and to provide ourcustomers more top LED fixtures together witheffective on-time
services.Nowadays, Hitec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and recommended by hundredsof
both domestic and worldwide customers covering OEM/ODM or brand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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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高科开拓创新，致力于剧场专业设备、军工产品、大型非标机电设备的设计研发。建立了
策划咨询、工艺设计、研究开发、加工制造、系统集成、安装调试、售后维保等完整体系，可以为
客户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及一站式服务。
Beijing Jindong High-tech Co., Ltd.(“JINDONG HI-TECH” for short) was set up at the end of
2014,It has a R&D team of more than 100 people, including PhD, Master and Senior Engineer,It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most powerful technical team in stage industry.
With innovation as our priority, JINDONG HI-TECH is committed to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for theater professional equipment, military product, large non-standard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OHST has established a complete system of planning consultation, process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 integration,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fter-sales maintenance, etc. It can provide customers with diversified solutions and one-stop
service.

广州炫扬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炫扬特效）
Guangzhou Xuanyou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亭石南路126号2号楼4楼
电话：18520100605/18520105815
电邮：2338045530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xuanyoungeffects.com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
公司简介：广州炫扬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批发为一体的现代化
综合型设备企业。公司专业生产各类舞台特效系列产品，并承接国内外OEM制造。公司拥有高素质的
研发团队，多名技术人员均有专业的研发工作经验，在舞台特效及应用领域拥有高端优质的研发与
生产能力，具备完善的质量保证，并定期对员工进行质量知识及岗位技能培训，拥有一支岗位技能
精、质量意识强、作风纪律好的生产队伍。公司致力于高品质舞台特效、双雾机、晨雾机、薄雾机、
水雾机、LED烟机系列、二氧化碳气柱系列、彩纸机系列、干冰机系列、泡泡机、雪花机系列、喷火
机系列、特效耗材系列等系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不断改进、满足客户对舞台特效产品的多元化需
求。我们本着“企业以人才为本，产品以质量为本，服务以诚信为本”的理念持续经营、锐意进取、
继往开来。我们的服务永远超越我们的契约！这是我们对客户始终如一的承若。让我们携手共创美
好的未来！
Guangzhou xuanyang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modern integrated equipment enterprise wi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wholesale.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stage special stage products, and to undertake domestic and foreign OEM manufacturers. The company has high qual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many technical personnel
have professional r & d experience, and has high-end quality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perfect quality assurance, and regular staff quality knowledge and job skills training, has a job skills,
quality awareness, a good style of production team.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stage special effects, shuangwuji, chenwuji, bowuji, shuiwuji, led gas
turbine series, carbon dioxide series, caizhiji series, flame machine series, special effects series,
special materials series, and so on. We are in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with talent, product quality
oriented, service with integrity ",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forge ahead, forge
ahead. Our service will surpass our contract forever! This is our consistent response to our customers.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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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西班牙IDea专业扬声器、以色列Compulite康宝来调光设备、中国Novacorp诺华格特效设
备、日本SuperArc超弧氙气追光灯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经多年的努力，现已成为集销售、教学及技术服
务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专业灯光音响系统公司。主要经营产品有西班牙IDEA专业扬声器、意大利
Coemar歌玛舞台灯具、以色列Compulite康宝来灯光控制系统、中国Novacorp诺华格特效设备、日本
SuperArc超弧追光灯设备。
IDEA是—家专业扬声器系统制造商，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塞代拉。IDEA产品由欧洲工程师团队研
发，拥有超过30年的研发与制造经验。IDEA产品100%欧洲制造，原装进口，符合CE标准。
Compulite成立于1978年，是国际上最早生产电脑灯光控制系统设备的厂家，而且是具备灯光高技术
控制设备从业经验达四十年的少数生产商之一。Compulite以灯光控制/备份台为主，其它包括有线/
无线遥控器、灯光网络系统、调光设备、换色器、灯光设计软件以及灯光系统所需的附件产品。
Novacorp品牌源自于台湾，其研发团队迄今已有30余年的研发经验，诺华格品牌产品凭借着雄
厚的自主研发技术力量，拥有烟雾机行业领先技术及数十项的国际专利，产品营销全球40几个国家。
SuperArc是日本三永电机最新推出的氙气追光灯品牌，三永凭借着60多年丰富的制造经验，不
断持续地对追光灯的操作性能和使用体验进行革新。SuperArc具有最先进的设计理念，通用采用新
材料实现了灯体重量的大幅度减轻，可以满足150M以外的长距离照射。

广州玛利莱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小塘环村西路1号
电话：13202002602
电邮：sales2@gagalight.com
传真：020-86560419
网址：www.gagalight.com / www.gaga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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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东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Jindong High-tech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4号院DREAM2049文创园
电话：010-85383866
电邮：office@jindonggaoke.com
传真：010-85383876
网址：www.jindonggaoke.com
参展产品：舞台机械、演艺设备、灯光音响、非标机电、军工产品
公司简介：北京金东高科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底成立，系由原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机电设
备研发中心核心技术骨干组建而成，拥有博士、硕士和高级工程师等超百人组成的研发团队，被广
泛视为业内技术实力雄厚的科技型队伍。

Guangzhou Gema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北桥路1号中洲嘉兴大厦1030室
电话：020-34808808
电邮：gzgema@126.com
传真：
网址：www.gz-gema.com

GAGA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参展产品：激光灯 Laser light
公司简介：广州玛利莱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的厂家，公司成立于2013年，
拥有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售后团队。主打产品有: 激光灯，LED摇头灯，烟雾特效等设备。能为
客户量身定制方案。
GAGA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factory of stage light,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13 and has an independent R & D,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team. The main
products are: laser lights, LED moving head lights, smoke effects and other equipment. Able to
tailor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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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斯特锐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TERUI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雅街道团结村团结路19-5 斯特锐特效
电话：13580307281
电邮：sales01@strlighting.com
传真：
网址：www.strlighting.com./www.strlighting.cn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市斯特锐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舞台特效设备研究、设计、生产、销售一
体化的企业。公司创办人拥有多年的生产,销售舞台特效设备的经验及训练有素的生产员工；高效的
管理团队和先进的生产设备，从而给本公司提供了卓越的竞争优势。
专业生产干冰机、烟雾机、泡泡机、雪花机、彩虹机、喷火机、二氧化碳气柱机、低烟机系列
产品及各式烟油、泡泡油、雪花油等舞台周边耗材的厂家。几年锐意进取，客户钻研，使我们取得
了不断的成功。
我公司将严格执行AQL国际品质检验标准：产品方面，我们获得了多个产品的CE 和 ROHS 认证；
工程方面，我们的产品广泛用于国内外各类舞台特效表演现场；在营销方面，我们在国内设立了多
家分支机构，方便不同类型的买家选购；海外市场，我们产品销往欧美、中东、东南亚、俄罗斯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售后服务方面，我们的宗旨是把“顾客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心尽力做到让顾客满
意，使顾客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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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 dongxing film & tv equipment engineering co. ltd.
We are manufacturing the Products, sales and installation of cinematography television lighting
equipmen.There are more than 20 years of the develpoment history,we have many patented
technology lighting equipment.Even more,we have the great experince of the making the Studio
lighting projects for CCTV ,TianJin,Shanghai,ZheJiang and TaiWang ,more than one hundred of TV
chanels.

广州裕兴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谢家庄迴龙北二街5号一楼（自主申报）
电话：18665740600
电邮：2831235643@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大屏幕工程VR视频
公司简介：广州裕兴演艺器材有限公司，专注于为演出和高端会议提供一站式的AV设备租赁与技术
支持。拥有大型仓库和技术团队，提供LED大屏租赁，从进场彩排、现场执行到结束撤场的完善技术
服务。
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临场视听租赁经验和团队的执行力，本着为客户创造价值，
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力的原则，为国内外诸多著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策划包装公司、展览公
司、传媒公司、广告公司、媒介、电视台提供过专业的大屏租赁以及技术服务。
在服务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团队自身的技术和服务质量，更新租赁设备。
专业高效的服务，高性能的产品，为客户呈现超值完美的视觉效果。
业务范围：晚宴策划及整体动作、文艺晚会、庆典活动、促销推广、新闻发布、会展策划、会
议策划、展览展示、晚会派对、竞技比赛、时装表演、T台走秀、各种会议签约入位、开工奠基、剪
彩开幕、节日庆典、广场文化、时装表演、广告宣传等。
因为专业，值得信赖！

5E-04A

5E-05A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丰科技工业园3号楼4楼
4th Floor, Building 3, Hefe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Lishui Town
Nanhai District,Foshan,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528200
电话：15918658629/0757-85638712
电邮：wxg@sololighting.cn
传真：
网址：http://www.sololighting.cn
参展产品：Battery powered lights
公司简介：Solo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Founded in 2010,Is a colle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to an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ololighting is
committed to provide customers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of lighting products and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Focus led battery poweredlights LED wash lights, LED PARs, outdoor
lighting and other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广州华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liao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华兴中路自编16号A栋5F
电话：020-86809699
传真：020-86809899

电邮：epte-pt@vip.126.com
网址：www.epteav.com

5E-04A

参展产品：HUALIAO及EPTE商标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华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属华燎机构核心成员企业，2018年8月正式成立，工厂座落于
广州市花都区华兴工业区盛国高新科技园，注册资本500万元，致力于内部通讯系统及舞台智能科技
的研发设计和创新制造，我们的研发核心成员均有10年以上的从业资历，部分研发顾问来自于美国
某通讯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以及国内高校上海戏剧学院的专家教授。
产品以四大系统为主：内部通话系统、舞台电力系统、舞台信号系统、舞台吊挂系统，2019年
上半年已开始运营并投产，多项产品已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所有产品均有CE标准认证、ROSH环
境认证。旗下“HUALIAO”是我们的注册商标，同时享有兄弟单位上海华燎“EPTE”商标全球市场的
使用权。
历经五年的发展和沉淀，我们已完成了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为体系的企业；
未来五年，将会递增式增长，并努力打开行业全域。如今，我们已蓄势待发，并开始布局全球市场，
华燎，必将势不可挡，加入我们，共同发展，欣华燎远！

5E-04B

佛山市梭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olo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华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liao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华兴中路自编16号A栋5F
电话：020-86809699
传真：020-86809899

电邮：epte-pt@vip.126.com
网址：www.epteav.com

参展产品：HUALIAO及EPTE商标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华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属华燎机构核心成员企业，2018年8月正式成立，工厂座落
于广州市花都区华兴工业区盛国高新科技园，注册资本500万元，致力于内部通讯系统及舞台智能
科技的研发设计和创新制造，我们的研发核心成员均有10年以上的从业资历，部分研发顾问来自于
美国某通讯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以及国内高校上海戏剧学院的专家教授。
产品以四大系统为主：内部通话系统、舞台电力系统、舞台信号系统、舞台吊挂系统，2019年
上半年已开始运营并投产，多项产品已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所有产品均有CE标准认证、ROSH
环境认证。旗下“HUALIAO”是我们的注册商标，同时享有兄弟单位上海华燎“EPTE”商标全球市场的
使用权。
历经五年的发展和沉淀，我们已完成了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为体系的企
业；未来五年，将会递增式增长，并努力打开行业全域。如今，我们已蓄势待发，并开始布局全球
市场，华燎，必将势不可挡，加入我们，共同发展，欣华燎远！

杭州东星影视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Hangzhou Dongxing Film & TV Equipment Engineering Co. Ltd.
地址：杭州市双浦镇杭富村骆家埭273号杭州东星影视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571-86456321
电邮：31633697@qq.com
传真：0571-86456167
网址：www.hzdxys.cn
参展产品：电动水平吊杆、LED影视灯具、电动铰链、单点吊挂等。
公司简介：杭州东星影视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专业影视灯光设备的综合性
企业。公司从事各类演播室、会议室、电教室、剧场及其他大型用灯场所的灯光设计、咨询、安装、
调试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程。先后为安徽、福建、上海、浙江等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各省市数百家
电视台设计施工了各类演播室灯光项目。公司是中国照明学会、中国文艺演出物资协会成员企业。
公司已拥有多项灯光设备专利技术。公司研制生产了采用DMX512信号控制的系列LED影视灯具、双复
式电动水平吊杆、电动升降及三动作铰链，单点吊挂等设备等，其质量和性能在国内具有先进水平。
公司的服务宗旨是始于顾客需求，终于顾客满意。

5E-05B

广州市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R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兰花街7号3栋4楼
电话：18620956969
电邮：46216830@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xhrlaser.com
参展产品：舞台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000平方米的生产工厂坐落于广州.中国。
我们主要研发生产大功率激光灯，产品主要适用于夜店，舞台，演唱会，户外广告，户外地标等。
有着多年的酒吧工程，舞台工程以及户外广告工程的经验，产品主要出口至欧洲，南美，北美，中
东以及亚洲等国家。

凭借我们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先进的仪器以及我们专业的销售团队，我们的产品以及服务收
到世界各地客户的好评。
真诚欢迎您来我司参观，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Guangzhou Hongr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established in 2008,has a 1000 square
meters manufacturing plant in Guangzhou,China.
We focus on High Power Laser Light researching and manufacturing.products are mostly used
for night club,show,event,concert,outdoor advertising,landmark,etc.
Having years experiences in night club,stage,outdoor advertising projects.Products are mainly
exported to Europe,South America,North America,Middle East,Asia,etc.
With experienced technical team,advanced machine and professional sales team,out products
and service have received a lot good feedback from client in all over the world.
Sincerely we welcome every potential client to visit our factory we will give the best for everything.Our main target is:
Win-win and long term relationship.

5E-06

广州熠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5F-0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华丰国际智造城6栋
电话：0755-82595746
电邮：1281941529@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LED舞台租赁大屏幕
公司简介：深圳市鑫巨彩电子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的深圳市宝安区。是一家专业从
事LED显示屏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现在主要方向是生产LED室内外舞台
租赁屏。
Shenzhen xinjucai electronics co., LTD.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ed shenzhen baoan district.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LED display r & 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now the main direction is to produce LED indoor and
outdoor stage rental screen。

5F-02A

Guangzhou ECK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ngbird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63号第三工业区B8栋2楼
电话：020-36278636
电邮：kb@kb-lights.net
传真：
网址：www.kb-lights.net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亭石南路188号
电话：13418188630
电邮：1125265601@qq.com
传真：
网址：www.ecklight.com

参展产品：大功率LED（成像灯，聚光灯，观众灯、面光灯、洗墙灯等专业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
光设备企业。主要产品有：LED成像灯，聚光灯，观众灯、面光灯及系列的舞台灯具。以突出的质
量，优质的服务，高性价比的产品等特色赢得客户的支持、信任；以客户为中心，注重与客户的长
期合作关系是我我们的销售服务理念。
Kingbird Lighting,founded in 2010,is a enterprise with all R&D,sale and service. Features in high
power stage light series of LED profile, blinders, COB par, LED bar etc. Kingbird products approved
CE and RoHS certificates.She believes in that quality goods, good service and competivie price,
customer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Kingbird will becomes bigger and bigger.

参展产品：LED面光灯和铝合金手摇架
公司简介：广州熠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一条龙服务的企业与多
家国外公司开展技术合作，以创新的理念、优良的品质、完善的检测系统，推出“ECK Light”品牌。
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诚信为宗
旨，从而得到各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公司主要经营光束灯、追光灯、扫描灯、电脑
灯、图案灯、LED灯、激光灯、频闪灯等一系列产品。

5E-07

深圳市鑫巨彩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jucai electronics Co.,Ltd

湖南泊湾科技有限公司
HUNAN BOWAN TECHNOLOGY CO.,TLD.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创新中心17层
电话：0731-85823169
电邮：zjwang@kystar.net
传真：
网址：www.kommander.com.cn
参展产品：多媒体播控服务器、多媒体播控软件、播控安全台、中控管理平台
公司简介：湖南泊湾隶属于北京凯视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视频播放控制系统及视频播放
控制台的开发及研究，其自主研发的多媒体播控系统Kommander系列，专为LED行业各种高端需求
打造，广泛应用于舞台演艺、活动会议及展览展厅等各类大型活动项目。目前，kommander已成功
完成多项国内外大型活动项目，在新媒体演艺和展示领域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湖南泊湾以专业、严谨、激情的态度，深入了解客户需求，用心打造每一款产品。“创新技术
只为更美视界”是泊湾的愿景。泊湾相信，唯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完美的产品、最专业的服务和
最可靠的方案才能实泊湾的使命和目标。
Hunan Bowan Technology Co., Ltd. is committed to R&D of LED display controlling system and
devices, independently self-developed series of Kommander were meant to meet the needs of
high-end LED display market, they have been broadly used in so many big events. Currently
Kommander has helped organizing so many big events successfully in China ,taken a big share
in the broadcast industry.

5F-02B

广州市伯曼尔商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maner Trading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9号华普广场西塔2708室
电话：020-22382919/22382918
电邮：bomaner@aliyun.com
传真：020-22382916
网址：Http://www.bomaner.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影视照明专用雾化片，柔光板，功能性带角度扩散膜，反射片等光学材料。
公司简介：我司专业销售PC、PS、PMMA，PET雾化片，柔光板（扩散板），色温板，角度扩散膜等光
学材料产品，是美国Bright View和韩国世原（Sewon）精工株式会社在中国区的总代理，负责该品
牌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推广,销售和市场维护。
产品主要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影视照明，演播厅灯光，LED照明（射灯，投光灯，面板灯、筒
灯、吸顶灯等）。户外照明，景观照明。营造舞台特殊灯光效果，可用于各种室内和室外的亮化工
程，广告展览装潢业，形象文化墙，发光天花，商业空间和居室装修。
我们的产品在舞台灯光,影视照明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广州片区及华南市场，目前在本
行业中有超过80%的客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特别是韩国世原的PS,PMMA柔光板，2014年板荣获19届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阿拉丁神灯奖. 2014我司被阿里巴巴评选为政府和500强企业金牌材料供应商，
2016年与美国Bright View(美国卓德佳集团)签署中国代理协议，2012年与韩国世原(SEWON)精工株
式会社签署中国代理协议。

5E-07

5F-01

湖南泊湾科技有限公司
HUNAN BOWAN TECHNOLOGY CO.,TLD.

广州市伯曼尔商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maner Trading Co.,Ltd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创新中心17层
电话：0731-85823169
电邮：zjwang@kystar.net
传真：
网址：www.kommander.com.cn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9号华普广场西塔2708室
电话：020-22382919/22382918
电邮：bomaner@aliyun.com
传真：020-22382916
网址：Http://www.bomaner.com

参展产品：多媒体播控服务器、多媒体播控软件、播控安全台、中控管理平台
公司简介：湖南泊湾隶属于北京凯视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视频播放控制系统及视频播放
控制台的开发及研究，其自主研发的多媒体播控系统Kommander系列，专为LED行业各种高端需求
打造，广泛应用于舞台演艺、活动会议及展览展厅等各类大型活动项目。目前，kommander已成功
完成多项国内外大型活动项目，在新媒体演艺和展示领域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湖南泊湾以专业、严谨、激情的态度，深入了解客户需求，用心打造每一款产品。“创新技术
只为更美视界”是泊湾的愿景。泊湾相信，唯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完美的产品、最专业的服务和
最可靠的方案才能实泊湾的使命和目标。
Hunan Bowan Technology Co., Ltd. is committed to R&D of LED display controlling system
and devices, independently self-developed series of Kommander were meant to meet the needs
of high-end LED display market, they have been broadly used in so many big events. Currently
Kommander has helped organizing so many big events successfully in China ,taken a big share
in the broadcast industry.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影视照明专用雾化片，柔光板，功能性带角度扩散膜，反射片等光学材料。
公司简介：我司专业销售PC、PS、PMMA，PET雾化片，柔光板（扩散板），色温板，角度扩散膜等光
学材料产品，是美国Bright View和韩国世原（Sewon）精工株式会社在中国区的总代理，负责该品
牌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推广,销售和市场维护。
产品主要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影视照明，演播厅灯光，LED照明（射灯，投光灯，面板灯、筒
灯、吸顶灯等）。户外照明，景观照明。营造舞台特殊灯光效果，可用于各种室内和室外的亮化工
程，广告展览装潢业，形象文化墙，发光天花，商业空间和居室装修。
我们的产品在舞台灯光,影视照明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广州片区及华南市场，目前在本
行业中有超过80%的客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特别是韩国世原的PS,PMMA柔光板，2014年板荣获19届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阿拉丁神灯奖. 2014我司被阿里巴巴评选为政府和500强企业金牌材料供应商，
2016年与美国Bright View(美国卓德佳集团)签署中国代理协议，2012年与韩国世原(SEWON)精工株
式会社签署中国代理协议。

深圳市鑫巨彩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jucai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华丰国际智造城6栋
电话：0755-82595746
电邮：1281941529@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LED舞台租赁大屏幕
公司简介：深圳市鑫巨彩电子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的深圳市宝安区。是一家专业从
事LED显示屏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现在主要方向是生产LED室内外舞台
租赁屏。
Shenzhen xinjucai electronics co., LTD.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ed shenzhen baoan district.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LED display r & 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now the main direction is to produce LED indoor and
outdoor stage rental screen

5F-02A

5F-02B

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ngbird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63号第三工业区B8栋2楼
电话：020-36278636
电邮：kb@kb-lights.net
传真：
网址：www.kb-lights.net
参展产品：大功率LED（成像灯，聚光灯，观众灯、面光灯、洗墙灯等专业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
光设备企业。主要产品有：LED成像灯，聚光灯，观众灯、面光灯及系列的舞台灯具。 以突出的质
量，优质的服务，高性价比的产品等特色赢得客户的支持、信任；以客户为中心，注重与客户的长
期合作关系是我我们的销售服务理念。
Kingbird Lighting,founded in 2010,is a enterprise with all R&D,sale and service. Features in high
power stage light series of LED profile, blinders, COB par, LED bar etc. Kingbird products approved
CE and RoHS certificates.She believes in that quality goods, good service and competivie price,
customer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Kingbird will becomes bigger and bigger.

5F-03

广州市白云区三杰电子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sanjie electronic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龙滘路983号益龙工业区3栋二楼201
电话：020-36007477
电邮：426300231@qq.com
传真：020-36007477
网址：www.gzsjlight.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
一、企业简述
“三杰——中国专业生产灯光的现代化企业之一”,力争做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灯光文化传播者，
十一年专业专注于舞台灯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度打造“三杰 SANJIE”国际著名灯光品
牌。
二、经营范围
三杰产品包括 ㈠ 专业演艺舞台灯光 ㈡ 娱乐灯光两大领域。十几个系列，一百余个灯光品种
些。承接国际OEM、ODM、OBM制造，国内协同工程商销售、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维护、设备租
赁及技术支持等业务。
放眼未来，为实现与合作商成为资源共享体、利益共同体、风险共担体的紧密双赢的合作关
系，三杰致力于“舞台灯光整体方案解决”及协同销售，充分把握中国专业灯光市场主流，将技术
研发优势、专业制造优势、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胜势，从而强化三杰品牌内涵——名牌质量、名
牌形象、名牌服务、名牌效应。
三、企业文化
三杰企业愿景：共创、共进、共享，缔造光声电演艺娱乐产品王国。
企业使命：让消费者满意，对客户、员工、职企业品牌及社会负责。
企业核心价值观：明德、务本、进取、共赢。
管理观：人本、绩效、科学、有序。
市场观：好市场、准定位。
人才观：重德重能、才职匹配。
创新观：规划、整合、突破、完善。
团队观：引力、众力、合力。
五导三作风：客户、目标、数字、结果、责任；认真、快、坚守承诺。

5F-04A

央视CCTV-2006春晚激光效果制作
2003、2004 CCTV-2十大经济人物颁奖典礼激光效果制作
2003，2006，2007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激光效果制作
2010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激光效果设计
2011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激光效果制作
2010，2011 新加坡国庆节庆典激光效果制作
2012-2014 东京三丽鸥Hello Kitty 彩虹乐园激光效果设计
2015-2016陆川导演实景巨制“丝路秀”激光效果设计制作
2017央视春晚-山东分会场
2018 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激光效果制作及总控时间码分发
联系人：任骏 13501747194

广州华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YAO 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路70号华丰大楼3楼
电话：020-37089936
电邮：mike@highendled.com
传真：020-37099836
网址：www.highendled.com
参展产品：LED舞台灯光，DMX控制器
公司简介：广州华耀光电科枝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销售LED舞台灯光的企业。公司
软件开发,电子开发实力强。主要生产LED PAR 灯，LED 洗墙灯，DISCO 显示屏，DMX 512控制器。公
司锐意进取，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完善服务水平来满足新老客户的需求。
GUANGZHOU HUAYAO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manufacturer of R&D,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professional led stage lights. With strong software & electric design experience, our main
products are led par, led wash, DISCO led panel, DMX 512 controller. We'd like to work hard together to perfect our service, welcome old and new customers' patronage.

5F-04B

广州市越秀区宇航舞台设备商行

参展产品：灯光
公司简介：广东文广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公司长期耕耘于影视舞台专业设备的开发
与生产，在LED影视舞台灯具及吊挂设备和控制系统的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性进展，打
造出LED聚光灯系列、LED平板灯系列、机械吊挂设备、控制系统、工程配套等“珩拓 HTOP”优质产
品。
产品已应用于各类演播室、直播间、剧场、电教、视频会议、体育场馆等场所。
参展产品有LED聚光灯、LED平板灯、LED成像灯和垂直吊杆。

电邮：ward19861009@vip.163.com
网址：www.gzyh-clamp.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钩，钢丝绳以及其他舞台吊挂配件
公司简介：我司专注于舞台灯光配件（灯钩，安全绳及桁架配件）的研发及制造。公司生产基地设
于有“世界制造业之都”美誉的东莞，经过十多年的持续、稳步发展，公司已经具备强大的生产能
力和一定的开发能力。
公司已经累计开发过百种灯钩，所有产品均通过CE认证，大部分产品通过了德国莱茵TUV质量测
试认证。所有灯钩、安全绳和桁架配件均备有大量库存，以现货销售。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客户的需
求。现公司产品远销世界各地，被各种舞台工程所采用，深受广大客户信赖。
公司专注并深耕于舞台灯光配件领域，始终如一的坚持走“优质”、“专业”路线，宇扬灯配，
为您的爱灯锦上添花，助您的事业走向辉煌。
YuYou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has been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 full series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ccessories (CLAMP,SAFETY CABLES& TRUSS ACCESSORIES) for over 15
years.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factory is located in Dongguan, which has the reputation of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capital".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5, the compan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steadily every year.Yu Young has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more than 100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s, all the products have been passed CE certification, most of clamps have TUV
certification.These products are widely sold all over the world,used by all kinds of stage project,and
loved by consumers.
Yu Young will unswervingly focuses on and ploughs in the field of stage lighting accessories,
consistently adhering to the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route.Providing safe, reassuring, and
cost-effective to us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Work together with all customers to create a more
brilliant career.

维奇丽（北京/上海）激光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Laser Witchery Production Co.,Ltd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城南大道16号楼2-1315
电话：010-87582531/13501747194
传真：010-87582531

广东文广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UANGDONG WENGUANGX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自编新扬村十二队新村一巷3第二栋第三层
电话：020-82317590
电邮：412349816@qq.com
传真：
网址：

YU YOUNG STAGE EQUIPMENT CO.,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11号
电话：020-83805776
传真：020-83805776

5F-05A

5F-05B

电邮：contact@laserwitchery.com
网址：www.laserwitchery.com

参展产品：高端全彩激光灯,Lasergraph DSP激光控制系统，激光和多媒体技术
公司简介：维奇丽激光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激光效果的创意、制作、租赁、安装，活动执行和设备
销售的激光多媒体技术公司。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丰富的项目执行经验，高端的制作水准。主创人员具有近30年的专
业经验，可以胜任任何规模，任何难度的舞台激光效果实现主要项目履历：

5F-06

广州市佳明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JiamingLightingEquipmentCO,Li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神山振华北路83号3栋
电话：18028651923
传真：61126336

电邮：fbl@fb-lighting.com
网址：http://www.fb-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切割灯，Led摇头三合一，Led追光灯等
公司简介：广州市佳明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从事舞台灯光设备研发、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及售后
服务的综合性服务机构。专业生产高品质专业舞台灯光设备：LED摇头切割灯，LEDBSW摇头灯，LED
洗墙灯，光束灯，等一系列舞台灯光产品。是OEM、ODM的实力专业厂家，在世界灯光领域有突出的
地位！产品遍及全球各地的舞台、酒吧、KTV、电视、多功能厅/室、歌剧、影视娱乐城，商业演出
等，质量和服务赢得了一致好评。
Guangzhou Jiami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FBL)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stage moving head Light, laser beam lights LED lights,
scanning ballroom, control table and a series of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Is the stage equipment sid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OEM, ODM, strength of professional producers, have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world of light! Professional installation and after-sale service integrated services,
decorate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stage, bars, KTV, television, multi-function hall/room, opera,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city and other places, quality and service has won the consistent
high praise.

5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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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多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oplite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5F-08B

广州市弘凯电子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KAI ELECTRONCIS.,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创启路63号创新1号楼D4-1
电话：020-82161267
电邮：led3d@led3d.com
传真：
网址：www.led3d.com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小布村三东大道东小布大楼三楼
电话：15875546352
电邮：liuyonggang01@163.com
传真：60180937
网址：

参展产品：IMM系列高清成像透镜组、IMM系列无畸变广角定焦投影镜头、MAT复眼系列LED模组、
STONEHENGE系列混色LED模组、全反射型菲涅尔透镜、高品质导光柱等
公司简介：广州市多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研发基地设于风景秀丽的广州市番禺
创新科技园，坚持以独特创新技术为支撑，为全球范围的客户提供专业、可靠的光学解决方案。
多普光电严格遵循光学理论指导、基于独特创新理念、精于科学计算、以灵活多变的思维方法
优化光学设计。多普光电在高清成像与投影、超窄角投光、高效混色、矩阵式光学模组、高密度聚
光以及超大功率激光矩阵等领域开发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光学器件和系统。同时，多普光电时刻注重
保持核心市场竞争力，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拥有众多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多普光电的光学器件和系统在各种专业级器具和设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高清成像与投影、
舞台娱乐照明、展览照明、户外及建筑照明、室内照明外，更被广泛地应用到船舶航行、飞行照明、
文旅亮化、影视现场、智能穿戴、机器视觉、VR/AR、红外测距和其他特种设备等领域，服务于全球
众多国家和地区。
TOPLITE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founded in 2003,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ase
is located in the scenic Guangzhou Panyu Innovation Park, adhere to unique innovative technology
as a support for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reliable optical solutions.
TOPLITE strictly follows the guidance of optical theory, based on unique innovative ideas, scientific calculation and flexible thinking methods to optimize optical design. TOPLITE has developed a
range of high-quality optics and optical systems in the areas of high-definition imaging and projection, ultra-narrow angle casting, high-efficiency mixed colors, matrix optical modules, high-density
spotlights, and ultra-high-power laser matrices. At the same time, TOPLITE always pays attention
to maintain the cor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has a large number of inventions and utility model
patents in the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OPLITE’s optics and optical syste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 variety of professional-grade appliances and equipment, in addition to
high-definition imaging and projection, stage entertainment lighting, exhibition lighting, outdoor and
architectural lighting, indoor lighting, but also widely used in ship navigation, flight lighting, cultural
lighting, film and television scene, smart wear, machine vision, VR/AR, infrared ranging and other
special equipment and other fields, serving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参展产品：LED舞台灯光电源
公司简介：广州市弘凯电子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电源
制造企业。公司重视人才的培训于引进，以人为本的理念，拥有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本公司以产
品质量为方针，注重产品的研发，技术的更新，公司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流程，采用精确完善的检
测设备，筛选优质的进口电子元件，经过不断的创新，铸就高品质的电源产品。主要产品；AC-DC单
组，多组开关电源，超薄型，小体积型，导轨型，大功率开关电源型防雨，防水型开关电源。产品
广泛适应于LED亮化工程。LED显示屏，监控设备，工控自动化，电子通讯等领域,公司可快速开发来
样电源及订做特殊常规产品，来满足客户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公司通过ISO9001认证体系，CE认证，
产品设计符号IEC950 UI1950欧共体EMC LVD 美国UL1012等有关标准。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日本，
韩国，台湾，欧洲及东南亚的地区，在业界深受海内外人士好评。本公司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考
察，洽谈，合作，共同发展！

广州市铂泽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freshvision electronics co.,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永昌路2号港华工业大厦5楼
电话：13422238168
电邮：sales@freshvision-es.com
传真：020-28168049
网址：www.freshvision-es.com
参展产品：Led moving head, Beam moving head,BSW Moving head, martix led and Led par light
(专业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专业研发与生产专业舞台灯具的企业，主打的产品有LED摇头图案及染色，
230/250/260/295/310/280/330/350/380系列专业灯具。工厂所有的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认证及材料
甄选。以确保产品的稳定可靠并确保客人使用中安心放心来使用，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参观交流
与业务洽谈。FRESHVISION(铂泽)将坚持做良心产品，为客供双方争取最大的共赢。
Guangzhou Fresh Vision Electronics Limited is a company loated in Huangdu district in Guangzhou, combining R&D and manufacturing for professinal stage lights.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t
was determined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nd safe products in the market. its staring products are Led
pars, led moving head and Beam light and BSM moving heads as well as martix led
series(230/260/280/330/380).always the company adopt qualified materials and strict processes
make sure deliver safe, good quality product. welcome friends to visit our factory.

5G-01

广州阿皮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ppia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友谊路加禾生产基地八一科技园C4
电话：020-36787399
电邮：2977139758@qq.com
传真：
网址：htpp//:www.appia.hk
参展产品：电脑染色灯、LOGO灯、440光束、LED影像灯、LED图案灯、LED水纹灯、LED特效灯、投影机
公司简介：广州阿皮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由阿皮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授权成立的一家集户内
外灯光影像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股份企业。专业从事景区光影、特
效亮化、互动影像、园林实景等城市夜游类设备的研发生产和系统集成，是国内唯一一家以夜游项
目为主导的光影一体化高科技企业。
近年来阿皮亚企业平台战略构建，产业模式创造，产业链价值重组等方式，全面导入城市夜游
思维和光景一体化创新理念，引进先进的制造设备，不断完善创新自主产品，现已形成了产、学、
研于一体的科研体系和产业链体系，奠定了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在景区夜游和城市夜亮点领
域已产生重要影响。
现公司规划为三大中心：产品研发中心、生产制造中心、营销中心，一个事业部：景观夜游事
业部，阿皮亚企业近年来一直至力于夜游灯光影像产品研发和光景夜游综合应用，在保持优势产品
基础之上，大力推广互动影像产品，并在众多知名项目中广泛应用。持续不断的研发能力及创新意
识，卓越的产品性能与项目的综合呈现力，使本公司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随着夜游需求的提升和夜游环境的日臻完善，未来夜游需求将持续旺盛，市场潜力巨大。夜游
的蓬勃发展，离不开灯光影像科技的支撑。阿皮亚企业运用超前的设计思维和先进的光影设备，既
可以直接成为夜游产品，也可以与景区现有的业态的深度融合，引导、开发和提升出更具有吸引力
的综合夜游产品，从而提升游客的视觉体验与参与体验，协助景区深度挖掘现有文旅项目中的效益
潜能。
展望未来，阿皮亚企业将以“着力打造户内外灯光影像第一品牌”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将着
力打造光影与景区的融合，光影与观众的融合，光影与演艺的融合，逐渐提升企业对项目的综合塑
造能力，建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不断完善营销和售后服务体系，努力成为夜游光影行业中
的首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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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bo Haoguan 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泗门镇海通路89号
电话：0574-62161910
传真：0574-62161911

电邮：59373412@qq.com
网址：www.nbhaoguan.com

参展产品：舞台电源航空箱 电源信号成品线及接插件 信号放大器 葫芦控制器
公司简介：宁波浩冠影视器材有限公司坐落于科技创新百强县市-浙江省余姚市。公司成立于2020年，
公司旗下有多个行业知名品牌：浙江众鑫 宁波云耀，温州逸坦，广州思路雅，上海舞丰，是一家研
发及生产工程，演出，影视电源管理系统产品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专业研发及生产：工地工程电源检修箱，展馆移动电源箱，舞台演艺声光电配套产品，影
视声光电配套产品。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和实验设备，具有优异的生产工艺和研发技术，严格
遵守ISO9001:2009质量管理体系，我们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以服
务求信誉的方阵”，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在客户群里树立“浩冠”的品牌信
誉。
公司产品已拥有CCC, CQC, TUV, SGS, CE, UL等多种认证。公司业务遍布全国，远销欧美，东
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公司对产品严格把关，力争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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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is stable and efficient ! GK Lighting —where light and shadow converge, show
the beauty of the stage! We provide customers with a one-stop comprehensive service of
early design and later maintenance. We look forward to becoming your partner. With
ulterior motives and enterprising product production concepts, with your favor and support,
we are confident to become a lead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in the
industry! Let us work together for a win-win situation and create brilliant!

宁波浩冠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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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邦盛一路2号3栋501房
电话：020-86289329
传真：

Shenzhen JHDFA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4832号福森工业园B栋1楼
电话：0755-26405558
电邮：jhdfan@jhdfan.com
传真：0755-26058401
网址：www.jhdf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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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JI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富华中路富源二街18号合和大厦
电话：020-84800168/188
电邮：
传真：020-34510566
网址：www.gzhuajie.com
参展产品：台湾ANTARI品牌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及相关耗材等
公司简介：“合和”1996年开始总代理台湾Antari（安特利）烟雾机。
合和实业前身广州合和贸易有限公司于1996年在广州番禺创建，是业界领先的专业音响、舞台
灯光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机构。旗下拥有广州市合和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华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喜万年声光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华捷电子2008年成立，主要经营舞台灯光特效品牌“安特利”Antari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及烟
油、雪花水、泡泡水等耗材配件，以及周边舞台设备的批发零售、舞台工程等服务。
华捷电子所代理的世界知名品牌Antari烟雾机产品，从1984年创建品牌开始便坚持为全球提供
最高品质的烟雾效果及设备,具备绿色、环保且最具节省能源的特性，力求让客户用最经济的方式打
造出最出色的舞台效果。

广州市光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anghui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中兴路31号一栋二楼
电话：020-86160070
电邮：1421789368@qq.com
传真：020-86160070
网址：www.gklighting.cn
参展产品：LED切割灯，防雨光束灯！三合一电脑灯！纯光束电脑灯！LED系列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市光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珠江村工业园内，交通便利。
为客户最大限度的节省成本！公司拥有现代化办公制造基地，采用规范化企业管理模式，集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
光汇主营：LED切割灯，防雨光束灯！三合一电脑灯！纯光束电脑灯！LED系列灯具！专注，专
业，专心！成就稳定、高效的灯具产品！光汇，光影汇集之处尽显舞台之美！光汇公司为客户提供
前期设计后期维护的一条龙全方位服务，光汇公司期待成为您的合作伙伴。有用心的队伍和进取的
产品生产理念，有您的青睐与支持，光汇公司有信心成为行业内领先的专业舞台灯光生产企业！让
我们携手共赢，共创辉煌！
GK LIGHTING is located in Jianggao Tow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e company has a modern office manufacturing base, adopts a
standardized corporate management model, integrates R&D,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Main business: LED cutting lights, rainproof beam lights! Three in one computer light!
Pure beam computer light! LED series lamps! Focus, professional, and attentive! Lighting

电邮：sales@8lightspace.com
网址：www.8lightspace.com

参展产品：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东八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8lightspace）成立于2007年，专业从事舞台激光表演系列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秉着立足品质和创新，质量和技术，我们不断推陈出新，
向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我们在积极推动小功率激光灯的普及应用的同时，不懈追求大型激光
灯的完美演示，承接大量的专业演出和激光灯演示系统的安装。
Lightspace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The
company has been devoted to laser scanning systems, laser modules and laser projector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has now become the leading developer and manufacturer of high quality laser
systems.

深圳市吉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散热风扇、轴流风机、离心风机、鼓风机、横流风扇以及配套网罩
公司简介：吉恒达科技公司坐落在美丽的科技创新滨海城市—深圳。公司创始人自1996年开始与台
湾散热风扇厂合作，二十多年来一直专注研发和生产DC、AC、EC全系列轴流散热风扇，AC全系列
IP56、IP68&IP69K全金属铁叶耐高温风扇，AC、DC全系列IP44/54、IP55/56、IP67/68防尘、防水、
防油、防腐蚀散热风扇、横流风扇(贯流风扇)、后向式及前向式离心风机，以及各种防护网罩和过
滤器网组等风扇配件。
吉恒达以诚信合作为原则、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长期为舞台灯光设备、伺服驱动器、高低压
变频器、电源、控制柜、激光焊接设备、机箱机柜、节能与空气净化、航空航天、军工院所…等等
行业供应高质量的散热风扇产品。产品均获得UL、CE、TUV、CCC、RoHS等国内外安规认证。

广东八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Lightspace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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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乐的光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区石岩官田鑫基工业园3栋
电话：0755-29515966
传真：0755-27620835

电邮：
网址：www.ledi-led.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深圳乐的光电，一家专业研发，制造COB LED舞台影视光源综合性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
于摄影、舞台、影视、工业照明产品远销国内及中东欧美巴西等地区。2010年成立于充满活力与梦
想的创新改革城市-深圳，专注于高功率、高显、高密度集成。欢迎广大客户咨询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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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崴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GUAGNZHOU INFINITY CASE AND TRUSS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从九路368号
电话：（86）020-87453001
传真：（86）020-87452027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ADJ CHINA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898号
电话：0757-88325001
电邮：zhucaiyun@acme.com.cn
传真：0757-88325008
网址：www.adj-china.com
参展产品：娱乐舞台灯光/效果灯
公司简介：ADJ集团旗下拥有五个大型优质品牌，于1985年始创于美国洛杉矶，现已发展成为全球
性企业。
ADJ集团的灯光和音频产品已经成为建筑、舞台、制作、巡回演唱会、活动和娱乐场所的领先
品牌。
ADJ集团凭着顶级产品性能、超高品质、绝佳性能和全心全意配合代理商需求而享誉全球。
ADJ现有员工超过250人，规模之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娱乐点知公司之一，现在积极扩大事业
版图，强势打入中国市场。
ADJ集团坚持不断的创新，与时俱进，在其专业灯光领域不断创造佳绩，谱写新篇章。ADJ坚持
客户利益高于一切，众多产品已经成为全球畅销品。

广州市威之发桁架有限公司
Weifa Truss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一村“高沙”（厂房4）首层
电话：020-84719001
电邮：weifa@weifa.com.cn
传真：
网址：www.weifa.com.cn

电邮：ICTC@VIP.163.COM
网址：HTTP;//WWW.ICTCHUAWEI.COM

参展产品：铝合金灯架 折叠架 葫芦 升降舞台 活动舞台 航空箱 电源箱 控制器 看台等
公司简介：华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创建于2003年，集生产，销售，租赁及代理为一体的综合性集
团，同时在北京，上海，西安，山西均设有销售及技术支持中心。通过了ISO9001:2015产品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拥有先进设备、强大的技术力量、丰富的经验，从设计、开发、制造到生产，为质量
控制和管理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华崴还是南德TUV，中国舞台美术协会等国内外知名团体的会员及
理事，2015年度灯光音响行业品牌盛会十佳配件品牌。本次展会将展示：外形美观、承重大、节省
运输及储藏空间，适用于展会、政府项目等商业活动的折叠架；防水抗压易安装、可定做的便捷舞
台；市场上最静音精确、安全耐用的进口EXE电动葫芦；能高低起伏、场面转换，移动布景和演员的
液压升降舞台等产品。
Guangzhou Infinity Case And Truss Co,. Ltd(ICTC). is a leading exporter in China for 17years.
As one of the biggest stage and truss factory in China , we can supply high quality performance
products such as: aluminum truss, protable stage, fligh case ,cable protector, crowd control barrier,
work tower , bar chair and desk , hoist , power case and so on .All products with approved ISO9001：
2015 and German TUV etc.
Our advantages are quick delivery, discount price, high quality and one years quality guarantee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If you are a distributor or dealer, please ask about our program to get a
better strategy for your company. We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hipping company and can
supply mixed product shipping if necessary and low shipping cost.
Thanks for the efforts of our skillful workers, included profession design and responsible QC
team, making us keep very good product quality, quickly new products undate and stable products
supply. We have established long-term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 do have the confidence to provide our clients the latest products with high quality, competitive
price and fast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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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铝合金桁架、组合舞台、音响架、看台、围栏、工作平台、帐篷
aluminium truss,stage,temporary seating,audio hanger,crowd barricade, work platform ,tents
公司简介：广州市威之发桁架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春，是一家集方案策划、设计制造，组织执行
于一体的综合公司。公司本着“树立标杆、塑造品牌、缔造经典，成就目标”的核心价值观，致力
于各大企业、事业机构的活动文化传播、大型演出、品牌推广等服务，同时也打造了一支素质过硬、
经验丰富、执行力强的高效专业团队。成立至今已经成功承接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
2010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灯光、2018杭州新天地马戏城，2019江苏跨年活动，2019成都熊猫基
地侏罗纪世界特效展，2020英雄联盟全球决赛开幕式音响的悬挂系统及舞台工程。取得德国TüV机构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从事焊接行业十多年丰富经验专业技术人员，数十台各类数控加
工机械。展望未来，继续秉承技术威发，服务大众精神，携手合作共创辉煌。
WEIFA trussing company is Founded in 1992, Is a project plann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e and implement an integrated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undertaken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2010 Shanghai World Expo ,2010 Guangzhou Asian Games and other major
events lighting ,2018 Hangzhou Xintiandi Circus City, New Year 2019 Jiangsu TV, 2019 World
Special Effects Exhibition at Chengdu Panda Base, 2020 League of Legends global final opening
ceremony sound suspension system and stage engineering. Obtain TUV ISO9001：2015 quality
certification. Engaged in welding industry for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Dozens of CNC machining machines. Looking ahead, Continue to uphold
technology, To serve the public spirit,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bri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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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
OSRAM CHINA LIGHTING LTD.
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18号港陆广场29楼
电话：
传真：4008821837

电邮：callosram@osram.com
网址：www.osram.com.cn

参展产品：专业舞台娱乐照明光源及照明设备
公司简介：百年欧司朗，源于德国。欧司朗是全球领先的照明产品制造商之一，也是世界上历史最
为悠久的品牌之一。从1906年开始，欧司朗一直致力于照明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并借此提升人们
的生活品质。一百多年来如白昼般光亮的缔造者，是全球范围内光亮的代名词。
欧司朗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在全球拥有约39,000名员工，2013年7月8日欧司朗正式在德国法
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欧司朗的客户遍布全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凭借着创新照明技术和解决方
案，不断开发人造光源的新领域，产品广泛使用在公共场所、办公室、工厂、家庭, 道路以及汽车
照明和特种光源照明各领域。
欧司朗产品线涵盖了小至零部件的整个价值链，包括灯泡、电子控制装置和光电半导体（如发
光二极管（LED）以及灯具、照明管理系统和照明解决方案。
作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照明公司之一，欧司朗在照明领域拥有多项核心专利。出色的照明产
品和多样的解决方案让许多世界著名演出和庆典都选择了欧司朗。在电影照明中的出色贡献也让欧
司朗被两次授予奥斯卡“最佳照明”殊荣。
欧司朗拥有全面应用于演播室、舞台、电视台的照明产品包括HMI®, HPL®, Lok-it!®以及演播
室卤素灯系列，为客户带来动感流畅的照明体验的同时，出色的技术表现使其在业界屡获殊荣。
OSRAM is shaped by 110 years of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lighting technology.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you may discover the vision OSRAM has in mind for the future and the meaning it holds
for you. Be inspired.
Entertainment lighting: Light generates emotions
When it comes to entertainment, OSRAM delivers precision lighting and dazzling effects,
infusing events with energy and excitement. Our products enable great entertainment and bring a
gleam to the eyes of artists, light design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 the audience.
We provide the right range of quality products -superior in robustness and light quality -making
us the ideal choice for light designers. The reliability of our products reduces the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hus improving the bottom line for rental companies and distributors.

6A-03A

6A-03B

广州市和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TWOO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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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鹤泰路20号B1栋201
电话：020-81991150
电邮：2881491911@qq.com
传真：
网址：www.sightly-tech.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尹边一街78号
电话：(8620)86093106
传真：(8620)86093136

参展产品：灯光控台
公司简介：广州市和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赛得丽电子）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业的舞台设备生
产企业、拥有2000多平方米厂房，以及专业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团队。
“诚信经营、品质卓越”是我司一贯宗旨，全面质量管理、ERP管理系统、优异的产品、完善的
售后服务体系，使我司旗下“赛得丽”、“骏玛斯”两大品牌享誉同行，热销全国，并远销世界各
地。
展望未来，和林电子热切期望携手同行，共创辉煌！
Guangzhou Hotwoo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 The company once was Guangzhou
Sight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founded in 2008,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equipment, with more than 2000 square meter workshop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team. Depending on good quality control, ERP management system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our two brands, “Sightly” and “Dreamax”, enjoy a very
good fame in the light console industry, and our products are very popular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

参展产品：Weinas-Beam380L、Weinas-GC250、Weinas-S6A、Weinas-ML1240
公司简介：广州市信威演艺设备有限公司——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
销售舞台灯光和音响设备的厂家。公司建立以来，凭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丰富的产品资源和专业的
售后服务，供应良好的产品设备，满足了国内专业顾客的需求，并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和信任。
我们始终如一的产品开发理念是：专注于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在行业创新的最前沿开发具
有成本效益的独特新产品。以客户为中心，注重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是我们的销售和服务理念；
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是中国最早的光束灯制造商之一，也是最大的出货量制造商之一，当光束灯
成为行业标杆时，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种场所，销售产品遍布全国，并出口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
Guangzhou Sunway Entertainmet Equipment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who
specializes in design, manufacture, sales and marketing of series of stage lights, speaker and
acoustics products.
Weinas is a collection product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one of the
fast-growing stage lighting business. All products of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hardware rendering,
software programming and other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 highly efficient sales and service team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fast and accurate pre-sal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llowing you to buy peace of mind, with the assured.
Focus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market requirements unique, cost-effective
new products at the forefro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is our constant product development philosophy; customer-centric, focusing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ustomers is our sales
and service philosoph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e are one of China's first launch beam lamp manufacturers, but also one of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s of shipments, when beam lamp Reed has
become the industry benchmark,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venues, selling products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exported to over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深圳市力洋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甘坑客家小镇同富裕工业区26号3栋一楼
电话：0755-29180635
电邮：
传真：0755-29025182
网址：http://www.liyang-lss.com
参展产品：公司主推产品，480光束灯，480三合一，LED摇头染色12颗40W 、19颗40W、LED面
光灯，配电系统
公司简介：深圳市力洋演出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注册资本518万。公司生产各类灯光音
响设备以及承接各类演出活动，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安装调试、生产与销售舞台灯光、音响设备
为一体的企业。公司产品主要有各类音响、光束灯、摇头灯、激光灯、LED帕灯、LED星空幕布、
流动硅箱配电柜、信号放大器......产品广泛用于舞台演出、舞厅、KTV、俱乐部、酒吧、电台、歌
影院及企事业单位多功能会议厅等传媒领域。服务网络遍布全国，产品畅销国内外,经过多年的不懈
努力，产品与服务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质量求生存”为理念，本着“
精品开拓市场，人品开拓事业”之宗旨不断开拓创新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竭诚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以及无微不至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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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信威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nway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Co.,Ltd

深圳市烁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olif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大浪街道浪口社区仪佳扬工业园4栋7层
电话：13378669736
电邮：2447813786@qq.com
传真：0755-32939611
网址：www.solif.net
参展产品：激光灯、文旅灯光类产品
公司简介：深圳市烁立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初，坐落于深圳市龙华区，面向全国及全球范
围市场，是一家有着十多年激光行业、灯光行业技术及工程安装经验，从事激光灯表演系统、文旅
夜游灯光设备、水秀喷泉等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
烁立方科技拥有一批专业的管理团队及技术团队，致力于不断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及专业人才
的培养，以确保优质的产品及高素质的人员，以便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一直以来，烁立方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制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设计、生产、施工、安装、
维护、租赁等综合一体化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与青睐。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的系列产品已广
泛应用于国内外舞台灯光工程、市政亮化工程、文旅夜游景点、剧场剧院工程、酒吧娱乐工程、大
型庆典及演出、大型娱乐场所主题公园、展览展示及广告宣传等领域。
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客户至上、品质第一、用心服务”的经营目标，不断创
新，并以打造最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最终目标，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创意产品，最终带来全新体验并
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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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sw@weinas.com.cn
网址：www.weinas.com.cn

广州市明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hi Ming Dian Zhao Ming Ke Ji You Xian Gong Si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平稳村广珠路288号A201
电话：+86-020-84939726
电邮：info@brightenfocus.com
传真：+86-020-84939725
网址：www.brightenfocus.com
参展产品：电池灯系列、图案灯系列、光速灯系列、染色灯系列、三合一系列、户外和室内PAR灯系列
公司简介：广州市明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与服务于一体的LED照明及舞台演艺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公司一直坚持走团队合
作、自主研发、独立创新之路，取得飞速发展。目前自主研发产品已获得三十多项国家知识产权专
利证书。我们本着“求质、求实、开拓、进取”的精神将公司品牌推向世界各地，并取得客户和同
行的高度认可，期待与您携手共进！
Brighten Led Lighting Limited, established in 2008, is located i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city.It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 & 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Over the years, it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team work spirit,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well. At present, th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products have obtained more than thirty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certificates.
In the spirit of "seeking quality, being practical, pioneering, and enterprising", we have promoted our
brand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and have won high recognition from customers and peers.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toward our mutual success.

6A-06

6A-07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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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星迪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indy Professional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高增大街99号爱弗图西工业园A栋
电话：020-36858689
电邮：6249780@QQ.COM
传真：020-36858689
网址：WWW.GZANGLER.COM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永溪路1号001
电话：020-37720830
传真：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设备
公司简介：安格尔是一家以专业集产品研发、项目工程设计、营销于一体的品牌舞台特效设备制造
商；公司的综合实力领先于全国，知名于海外；目前，公司组织架构完整，员工岗位编制达百人，
办公总面积近4000平方，拥有独立的研发营销中心，制造中心，自主研发生产销售的机台月过2000
台；安格尔的产品服务于全国众多知名娱乐品牌酒吧、国际知名的电音节、各地方电视台及演播厅、
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国内大型的婚庆租赁市场、贸易公司及海外OEM大客户，以时代专业精神铸就
精品，真诚为客户创造价值！
Company brief introduction
ANGLER Co. is a brand stage special effect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professional special
effect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ject design, and sales; It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s ahead of
internal market and well-know oversea; complet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ver hundred formal
workers, office in 4000 square meter, we have our own developing and sales center, manufacturer
center, more than 2000 pcs monthly production by our own developing, producing and selling;
The entire ANGLER products are serving the most famous brand entertainment and pub,
internationally known music festival, internal TV station and studio,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
project, wedding and renting market, trade and OEM customers oversea. Competitive product we
make, Professional time spirit we have, create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honestly.

参展产品：LED摇头成像切割灯、摇头光束灯、LED摇头染色灯
公司简介：圣威斯星迪，是一家专注于专业舞台灯光、LED演艺灯光、专业电视及剧场灯光、建筑与
艺术照明等演艺科技产品，集灯光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公司成立20余年，是国内最早进行舞台灯光制造的企业之一。
圣威斯星迪总部位于广州，公司厂房占地3.6万平方米。公司在专业灯光产销量、出口量和利润
等方面连续多年国内业内排名前列，产品和服务进入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具国际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名族文化品牌之一。
圣威斯星迪近年来在国内为多个演艺文化项目、娱乐舞台项目提供了专业优质的灯光产品和服
务。其主要销售产品类型包括：切割摇头电脑灯、光束摇头电脑灯、染色摇头电脑灯、图案摇头电
脑灯和三合一摇头电脑灯。

广州铭亮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OLORFUL LIGH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十一社工业园C2栋
电话：020-86024036
电邮：info@colorfullight.net
传真：020-86423933
网址：www.colorfullighting.net
参展产品： LED Strobe Light, LED Outdoor Wash Light, LED Moving Head, LED Par Can
公司简介："COLORFUL LIGHT (HK)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lighting.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R&D of LED wash lights and moving head
lights.
Backed by a reinvestment of 30 percent of our annual turnover in R&D, we release one to two
new products every month. Our 5 engineers, each with at least four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We use materials and recheck them before production. Two to three QC members are assigned
to each production line to conduct strict inspections during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All our
products are CE & RoHS-certified and come with one-year warranty.
We won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praise depending on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great service and we strive for total satisfaction of our customers.
Our business concept and spirit is:
1) Quality guarantee and fair price.
2) Focus on the innovation of high technology by introducing advanced equipment and facility
continually.
3) Bring the good environment & bright & colorful world to people.
"Quality is our life, innovation is our blood and service is our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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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leo@cindylight.com
网址：www.cindylight.com

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Omarte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岑境西路26号
电话：020-86830282
传真：020-86830292

电邮：35090481@qq.com
网址：http://www.omarte.com

参展产品：omarte系列 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灯光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
技企业，产品涵盖电脑灯、追光灯、LED灯、户外景观照明等灯光设备。公司在产品的自主研发创新
方面遥遥领先，截止目前已拥有100余项专利，并参与制定了电脑灯及LED灯具等多项行业标准。旗
下自主品牌“OMARTE”产品多次获得“演艺设备优质产品奖”“PALM展产品技术进步奖”“ 演艺设
备知识产权优胜奖”等奖项。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剧院、体育场馆、电视台及各种演出场所。在北京奥运会青岛帆船赛闭幕式
晚会，广州亚残会开闭幕式，北京卫视《最美和声》，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等演出场合都有傲
娇的表现。
汇聚梦想，华彩绽放，欧玛将不断导入高新灯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力求带给使用者更为愉悦
的视觉艺术享受。
Guangzhou Omarte Lighting Co.,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engaged in lighting R&D ,manufacture ,distribution and services, which has participated in making and revising a number of industrial standards, won the"High Quality Products of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ward at PALM " and other awards for consecutive years.Omarte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to theare, gymnasium, TV stations and various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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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雅格莱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Ya Ge Lai Lighting & Audio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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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汉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nb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东华工业区东昌路6号
电话：020-36387779
电邮：
传真：
网址：www.yrlighting.com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雅街道106国道花和路11号
电话：020-86869936
电邮：maggie@aoglight.com
传真：
网址：www.aoglight.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东雅格莱灯光音响有限公司，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园式东华工业园区，毗邻白云国际
机场。是一家集科研、设计、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舞台灯光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创办于1999年，一直以来我们秉承以“为人类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使命,大力高举质量
和服务旗帜，开拓创新的理念。使黄河品牌享誉国内外，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公司开创了
雅格莱这一新品牌。
2005年公司顺利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成为“世界名牌理事会成员单位”、
“中国质量信用AAA+企业”、“中国演艺技术协会会员单位”、“消费者最信赖质量放心品牌”、
连续多年荣获慧聪网“十佳灯光灯控品牌”，以及数十个产品已获得“CE”“RoHS”认证，同时获
得了数十项国家专利等。
公司在国内设立了多个分支机构，代理商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在海外，我们产品畅销欧美、东
南亚、俄罗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以：“感受舞台魅力，提升客户价值，实现员工理想，共创企业愿景”为宗旨，服务于全
球新老客户.
同时感谢您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
Located at the foot of beautiful Guangzhou Baiyun mountain and near the booming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Guangdong YA GE LAI is a stage lighting of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 which
provides integrated service of R&D,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after sales service., Established in
1999.
We keep the Philosophy "To Create Colorful Life for Human" as our mission. We raise the flag
"quality and service", promote innovation Which contributes to our brand "Yellow River" to be well
known at home and abroad. We create a new brand "YA GE LAI" with the enterprise continuous
develop and grow. We passed the ISO9001:2000 Authentication in 2005. Now we have ranked as
"the member of world famous brand council"."Chinese quality reputation AAA enterprise" and "the
member of Chinese show technology association". We have been awarded "TOP 10 lighting brand
in China" in continuous years!More than sixty kinds of products have been granted "CE & RoSH"
certification. And we obtained a dozen of national patents simultaneously.
We set up several branches in domestic market. Our agents cover all the cities in China.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i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Europe and America, Southeast Asia, Russia, etc.
.
We take the aim of "show stage magic power, promote customer worth, realize employees
value, create enterprise vision to serve our global business friends".
We sincerely extend our gratitude to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参展产品：LED 摇头灯，光束灯，LED效果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汉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设备研究、设计、开发、生产及
售后服务的综合企业。
广州市汉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从2007年建厂至今，在短短的13年，从250平方的小作坊，发展成
日前拥有5000平方的现代化工厂，并拥有一批20年以上经验的舞台灯光研发团队。
广州市汉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网络已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在国外已成功进入部分东南亚、
中东、欧洲、美洲和澳洲等国家。如越南、印度、韩国、阿联酋、埃及、俄罗斯、德国、西班牙、
葡萄牙、克罗地亚、墨西哥、美国、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和澳大利亚等。
广州市汉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最专业的设计，最优化的配置，最严谨的管理，充分体现现代
灯光潜在魅力。
“Hanbang ” is an integrated enterprise, which is professionally engaged i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research,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after-sale service.Since established in year 2007,
“QuanSheng” grows from a small workshop of 250 square meters to currently have more than 5000
square meters of modern factory in only six years. She also has a group of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of stag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More support and trust,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create a more successful futur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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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丽讯
Vivitek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618号绿谷广场A座7楼
电话：021-58360088
电邮：bendy.fan@deltaww.com
传真：
网址：http://www.vivitek.com.cn
参展产品：激光工程投影机
公司简介：Vivitek(丽讯)为台达集团旗下品牌，主要产品为投影机，采用最新的技术，提供完整规
格以满足市场需求，产品应用于教育、商务、家庭影院与大型展会等广泛领域。台达畅享汇无线协
作系统通过简易的跨平台无线投屏、画面批注、文件分享等交互协作功能，打造高效的智能会议或
互动智慧课堂。
Vivitek, a brand of Delta, is a world-leading manufacturer of visual display and presentation
products. The company’s line of digital projection and display devices incorporates the latest
innovations and technologies to deliver superior products for our customers.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ignify
地址：上海闵行区合川路2555号科技绿洲三期五1号楼
电话：
电邮：lily.cai@signify.com
传真：
网址：www.lighting.philips.com.cn
参展产品：飞利浦可调光舞台灯光源
公司简介：成功的艺术作品是团队紧密协作的成果，理想的照明解决方案也同样如此。多年来，昕
诺飞和全世界先进的制造伙伴合作，共同为全球娱乐产业市场开发高性能的照明创新解决方案。飞
利浦铂金系列产品是这项行业紧密合作的成果之一：铂金系列光源为各种活动提供功能强大、结构
紧凑且耀眼闪亮的照明效果。
铂金技术
飞利浦铂金系列光源是新型的明亮紧凑的短弧光源，它的出现使得小型、灵活和超高效的灯具
设计成为了可能。超短的电弧生成了闪耀明亮的灯光，照亮了角角落落的同时又再现了生动的色彩。
铂金光源系统结构非常紧凑，重量非常轻，因此可在任何地方使用。这款光源提供了更多的光输出、
更多的设计可能和更低的能源消耗。
质量保证
由于飞利浦铂金系列光源采用了革新的技术，为保证舞台照明的可靠运用，我们建议使用原装
的飞利浦铂金系列产品更换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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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兴镇街1618号
电话：0574-63276260
电邮：jeg@jeglighting.com
传真：0574-63276259
网址：www.jeg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切割灯；LED聚光灯;LED染色灯;LED成像灯；LED追光灯等等。
公司简介：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以LED光源为主的舞台灯具生产企业。我们的产品有：LED
切割灯、LED聚光灯、LED成像灯、LED追光灯、LED全系列的成像灯……；2021年“GET SHOW” JEG
热忱欢迎您的光临！
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is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especially focus on
led lighting. our products range include Led profile spot , Led profile wash, Led follow spot...... jeg
warmly welcome you to visit us during 2021 Ge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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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XIANGMING LIGHT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龙心路1号
电话：020-37701875
传真：020-28607102

电邮：info@xmlite.net
网址：www.movinghead.net

参展产品：图案切割灯，染色切割灯，面光切割灯，三合一，光束灯，摇头染色灯，帕灯，追光灯
LM760,LLP400,LLP320,480三合一,380三合一,550W追光灯,LP228,LP310
公司简介：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广州市花都区(近白云机场)，成立于2010年。生
产厂房面积8000平米，在职员工人数：120名。有专门的研发部门，工程师10名。产品远销全球50多
个国家，成为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商。公司从最初的单一摇头灯的研发，生产，销售发展到
品种齐全的现代化企业，能够为客户提供包括剧院礼堂，多功能厅，娱乐酒吧，宴会厅的设计，安
装，调试，维护等一条龙舞台灯光整体解决方案。公司通过ISO90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CE,ROSH，IES等
国外资格认证或测试，2020年获得慧聪灯光音响十大最具竞争力品牌之一。
Guangzhou XiangMing(XMlite) light limited is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near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established in 2010.Factory size over 8000 square meters. XMlite i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tegrating the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oving head lights.
XMlite products exported to more than 5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XMlite as a moving head factory has achieved export licence, and has passed ISO 9001: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ISO 14001:2015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OHSAS 18001:2007 certific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CE, Rosh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XMLITE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ave many patent certificates and software copyrights. The company takes the lead
in launching "three-year after-sales service"
and "lamp source warranty" in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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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include: Beam light series, Moving Head light series, Follow spot light series, LED light
series, dimming silicon box series, stage special effects series, console series and so on. The
products are used in professional large-scale variety shows, TV studios, stadiums, theaters, lecture
hall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laces.
DMON Lighting products are positioned in the high-end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which is
widely recognized in the market. With the corporate philosophy of quality surviv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stantly strengthen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striv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will provide more quality products
and technical solutions for partners.

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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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东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380W超级光束灯 DM-D380II，380W三合一摇头图案灯 DM-380BSW，440W超级光束
DM-D440II，440W三合一摇头图案灯 DM-440BSW，LED智能染色灯 DM-LED1810S，LED成像灯
DM-LED200W-26，LED平板柔光灯 DM-LED200P-W
公司简介：广州市东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公司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建筑面积五千
多平方米，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高新技术企业。打造的
自有品牌“DMON东蒙”，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产品涵盖：光束灯系列、摇头灯系列、追光灯系列、LED染色灯系列、LED影视灯系列、调光硅
箱系列、舞台特效系列、控制台系列等。产品运用于国家大型综艺晚会、电视演播厅、体育场馆、
剧院、报告厅等专业场所。
东蒙灯光自成立以来，高起点、严要求，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优质的
服务，东蒙灯光产品定位于中高端专业舞台灯光，在市场上获得广泛认可，东蒙灯光产品销售案例
有：陕西汉阴影剧院、陕西石泉影剧院、浙江科技大学活动中心、扬州国际会展中心、湖南麻阳苗
族花灯戏剧传承中心大型民族歌剧等重大项目中，其卓越的品质和一流的表现力备受各界好评，成
为各大剧团、大型表演的首选优质品牌之一。
东蒙灯光，秉承品质生存、创新发展的企业理念，不断加强技术研发与科学创新力度，精益求
精把控产品质量，将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Guangzhou Dongm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with a construction area of over 5,000 square meters. It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R&D, manufacturing, sales, design and
service. The self-owned brand “DMON” has a certain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云峰路43号
电话：020-61828288
传真：020-61828188

电邮：marketing@lightsky.com.cn
网址：www.lightsky.com.cn

参展产品：电脑摇头灯、防水光束灯、景观灯、成像灯、聚光灯、追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升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风景优美的广州花都珠宝小镇（AAAA景区），现有
约15000㎡的标准化生产、科研基地。经过了近30年的稳健发展，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舞美、城市亮
化智能灯具研发、制造、销售、光亮工程承包及综合设计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升龙灯光获得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高成长企业”、“广东省影视舞台灯光与系
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州市研究开发机构”等政府资格认定，旗下“LIGHT SKY 莱特视界”
品牌荣获“广州市著名商标”，在中国、欧洲、美洲、亚洲等40多个国家取得了国际商标注册证书，
拥有140余项国家专利，其中国家发明专利二十余项，“中国专利优秀奖”一项。
公司产品销售、服务覆盖中国全境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等60多个国家与地区。
产品与服务曾广泛应用于：央视七夕晚会、2019上海黄浦江国庆光影秀、2019广州珠江国庆灯光秀、
2019“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刘晓庆传奇话剧《风华绝代》全球巡演、杭州G20 峰会、
拉脱维亚百年国庆、迪士尼乐园、埃及古金字塔、悉尼灯光节、青岛国际啤酒节等各类场所及商业
演出。
升龙灯光将坚持“务实、创新、进取、诚信、互助、共赢”的企业文化，饱含自信与激情，秉
承“灯峰造极”的理念，持续引领专业灯光美学新潮流，保持全球高端智能灯具综合服务领军企业
的地位。

Guangzhou Dmon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铁山河路18号-30栋
电话：020-86442711
电邮：arissa@dmonlight.com
传真：020-86442711
网址：www.dmonchina.com

广州市升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ly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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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智构桁架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igou Truss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海涌路109号浩洋工业园区内
电话：020-39973797
电邮：sales@worldtruss.com.cn
传真：020-39973963
网址：www.worldtruss.com.cn
参展产品：舞台桁架及其相关配套产品，配件等
公司简介：智构桁架（WTC）是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Golden Sea）附属机构，并与全球桁
架美国有限责任公司（Global Truss America LLC）和捷克TAF桁架制造有限公司(Truss Aluminium
Factory)公司共同合作。WTC成立于2012年3月，生产基地坐落于商业繁华，交通便利的广州市番禺
区石碁镇。我们引进了欧洲先进的桁架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秉承了捷克TAF公司超过20年
的桁架制作经验。专注于生产高效，高品质的铝合金桁架，舞台等产品。我们的产品具有多样性、
轻巧，美观和容易安装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舞台表演、假日庆典，展览会，橱窗，广告陈列展示等。
Guangzhou Zhigou Truss Co., Ltd (WTC) is affiliate of Golden Sea, which established in March,
2012. We also cooperate with Global Truss America LLC and Truss Aluminium Factory in Czech
Republic. Our factory is located in Shiqi Town, Panyu, GuangZhou, which have advantages of
prosperous business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We introduce the top manufacture technology
and modernized management mode from European leading trussing company TAF, and learn from
their full experience which has more than 20 years in trussing production. We are specialize in
producing high efficient, high quality Aluminum Truss, Moving Stage and so on. With the typical
features such as variability, lightness, flexibility, beautiful appearance and using friendliness, our
trussing system are widely used in live performance, holiday celebration, exhibition, showcase and
advertising displa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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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OYANG 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海涌路109号
电话：+86 20 3996 6388/3996 6399
传真：+86 20 3996 6389

广州德利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LIYA OPTO-ELECTRONIC TECH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北东横路3号A栋
电话：020-36242608
电邮：sales01@deliya.com
传真：020-36242608
网址：http://www.deliya.com
参展产品：防水三合一图案灯、防水染色灯、防水光束灯、防水洗墙灯
公司简介：广州德利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舞台灯光、户外照明和环保节能的LED产品研制、
软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deliya”是台湾知名品牌，公司自成立以
来，全面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理念，聘请中外顶尖灯光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网络和服务
中心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一流的灯光制造企业，创建自己的品牌及服务。“deliya”产品严格
执行CE、UL安全标准设计、生产。产品质量、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已获得国际品质认证证书。
凭借完美的产品品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准确的交货期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我们的产品深受世界
各地用户的好评。

广州市番禺怡陇光学厂
YILONG OPTICS，Panyu Guangzhou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官涌村
电话：020-84853408/13600067939
电邮：info@yl-optics.com
传真：020-84551752
网址：http://www.yl-optics.com

电邮：sales@terbly.com
网址：www.goldensea.com

参展产品：TERB电脑摇头灯、LED演艺照明、LED建筑照明、LED商业照明、建筑景观户外照明、紫外
线消毒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于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股票代码
：300833.SZ)。公司专注于专业舞台灯光、LED演艺灯光、专业电视及剧场灯光、建筑与艺术照明等
演艺科技产品，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文化创意与工程施工于一体。公司始终坚持“自主研
发创新”和“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发展理念，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公司被国家文化部认定为“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连续多年被国家商务部、文化部、中宣部等多部委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企业”，获评“影视舞台灯行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Guangzhou Haoyang Electronic Co., Ltd.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Golden Sea) is a high-tech
company listed on ChiNext board of SZSE (Stock Name: HAOYANG; Stock Code: 300833.SZ). The
company focusing on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LED performing arts lighting, professional TV and
theater lighting, architecture lighting. It is a high 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manufacturing,
sales, servic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ompan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independent R&D and innovation” and “cultur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After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the company has been recognized as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rated as "national cultural
export key enterprises"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inistry of Culture, Ministry of Propaganda,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for many
years, and awarded "National torch program key high-tech enterprises" by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light industry manufacturing single champion enterprises" b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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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专业舞台灯光用光学镜头、镀膜颜色片、图案片、反光碗、CMYK色片、隔热片以及棱镜
等光学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怡陇光学成立于1987年，专业设计、研发和制造高品质的光学镜头组及其它光学部
件，现有产品包括：300w-1050wLED光源的多种光路，100w-550w气泡光源的各种光束和三合一光路，
各种棱镜，镀膜颜色片，图案片、CMYK混色片、隔热片及反光碗等光学零部件。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广州怡陇光学现已成为世界光学零部件领域最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之一，并
正为世界顶级舞台灯光制造厂商“丹麦马田 Martin Professional”等供应各种光学部件。
怡陇光学拥有近万平米的厂房，2000平米的千级无尘车间，150多位高技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专业从事光学冷加工，精密光学镀膜和高精度热压成型的研发、工程、推广、制造和加工。
欢迎各地的客户与我们接洽合作，我们可满足您的各种不同产品需求，将在现有或未来的项目
中全力为您提供协助。
Established in 1987,YiLong Optics is now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optical systems for professional and entertainment lighting. Yilong Optics is a strategic
supplier of Martin Professional for more than 10years.
Product: Yilong Optics produces optical systems including LED300w-1050w Optics,100w-550w
Beam and BSW optics,color filters,heat filters,cmy filters, gobos,prisms,reflector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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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九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UT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北路55号3楼
电话：15920593575/15999952816
电邮：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LED照明，激光扫描，KTV包房效果灯
公司简介：公司主要经营摇头灯、成像灯、图案灯、LED灯、激光灯、频闪灯、烟机等一系列产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也逐步完善。我公司产品无论从材质源头，设计开发、
车间生产、管理、检测等均严格按照国家体系标准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件产品之规范。积极开发新
的产品，完善企业管理，掌握市场动态，提高服务质量及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企业的经营目标。我们
真诚地为海内外客户提供高品质的OEM和ODM产品及优质服务。继续秉承一贯的专业，为客户提供完
善的服务。
Our company mainly deals in a series of products such as moving head lights, imaging lights,
pattern lights, LED lights, laser lights, strobe lights, and fog machines.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scale of the company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improved.
Regardless of the material sourc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workshop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sting, etc. of our company's products, the quality is strictly controlled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system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specifications of each product. Actively develop new products,
improve corporate management, grasp market trends,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and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are the business objectives of the company. We sincerely provide high-quality OEM
and ODM products and quality services to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Continue to uphold the
usual professionalism and provide customers with comprehensiv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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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企业，生产基地位于广东惠州，经过十多年发展深受国内外客户的喜爱，产品90%出口为主，产品
已覆盖全球各地。
Founded in 2008, Monteck Technology Co., Ltd. is a national high-tech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LED stage performance lamps, LED landscape waterproof lamps, LED commercial lighting
lamps and stage truss. The company integrates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The
technology enterprise and production base are located in Huizhou, Guangdong.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is deeply lov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90% of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and the products have covered all over the world.

广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lor Imagination LED Lighting Limited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平稳村广珠东路288号3楼
电话：18138729920
电邮：2823678717@qq.com
传真：020-84992310
网址：www.color-imagination.com
参展产品：摇头灯、帕灯、影视灯、三角灯
公司简介：广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注于专业舞台灯光、户外亮化灯
光、建筑照明等灯光产品的研发，集软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技术企业，总
部及研发基地设立于风景秀丽的广州市南沙区。公司现有数十名技术精湛、舞台灯光研发工作经验
丰富的技术人员和一支资深、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通过自身日臻雄厚的研发实力，稳定、科学的
生产制造平台和严苛与专业并重的质量管控系统，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性能稳定，性价比
高的产品，及时守信的交货承诺与优质上乘的售后保障。八年来，经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沃朗
在国内灯光行业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产品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广大客户的好评。
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获得标准化良好行为AAA级证
书。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主要考虑节能，产品包括智能LED摇头电脑图案灯（包括切割灯），智能LED
摇头电脑光束灯，智能LED摇头电脑染色灯，节能型智能灯泡摇头光束灯，防水等级达到IP67的智能
摇头灯，防水等级达到IP65的LED帕灯，普通LED帕灯，节能型户外LED亮化洗墙灯等等，其中多项产
品已获得国家科学技术成果证书及获得多项国家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专利证书，并顺利通过多种
强制性产品认证，如3C认证，欧盟CE认证，美国FCC认证等，并且成功于2016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证书，多种产品获得高新技术产品证书。
沃朗近年来为国际巨星BIGBANG世界巡回演唱会、齐秦巡回演唱会，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中国原
创音乐颁奖典礼、同一首歌昆明世博园、宜春中秋晚会、广州车展、广州琶缇音乐节、山东音乐节、
青岛纪念邓丽君演出活动等一大批演艺文化项目，就灯光科技表现手段、现场施工、技术支持、调
试以及舞台设计等方面提供专业优质灯光服务和全方位支持。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信
普，广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已在酒吧、婚庆、酒店、音响、教育、多媒体、集成商、IT等诸多
领域取得辉煌成绩，完成众多大型演出活动的配套服务，也愿意成为您最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
未来，沃朗将以打造世界舞台灯光为目标，不断谋求新的发展，努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
展现更加璀璨的沃朗灯光。

6C-05
6D-05
6F-07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官坑村石中路三路自编168号官坑工业园A栋2-4层
电话：020-39204506
电邮：
传真：020-39204206
网址：www.ckclighting.cn

huizhou mounteck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惠州市惠阳三和经济开发区御河西侧林蓉工业园1栋
电话：0752-3509206
电邮：kathy@mounteck.com
传真：
网址：www.mounteck.com
参展产品：LED灯具，灯架，舞台架等
公司简介：蒙特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LED舞台演艺灯具、LED景观防水灯具、
LED商业照明类灯具及舞台桁架四大系列产品，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

Idealight Industrial Co., Limited

参展产品：461W摇头切割灯, 380W大口径光束灯, 80W迷你摇头光束灯和柔光灯二合一, 折叠全
彩跑马灯和面光灯和频闪灯三合一, 组控泛光频闪UV三合一, LED图案月花灯
461W moving head profile light, 380W big diamater beam moving head, 80W mini moving
head beam & wash 2in1, Foldable colorful chase, blinder and strobe 3in1, Group control
wash strobe UV 3in1 panel, 100W LED gobo flower
公司简介：广州市皓腾灯光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适用于舞台、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
酒吧、卡拉OK等场所的舞台灯光。主要产品有:光束图案柔光三合一摇头灯，LED系列产品包括LED
摇头灯和LED帕灯、LED洗墙灯等。承接：灯光音响工程及国内外OEM加工。
Idealight industrial Co.,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with superb
R&D capacity. We can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all kinds of stage lighting including beam spot
wash 3in1 moving head, LED moving head, LED Par, LED wall wash and so on. This time we
exhibit our new 461W moving head profile light, 380W big diamater beam moving head, 80W
mini moving head beam & wash 2in1, Foldable colorful chase, blinder and strobe 3in1, Group
control wash strobe UV 3in1 panel, 100w led gobo flower etc. All our moving heads are with fast
and silent pan & tilt. And our led products are with high brightess and quality. They are worthy
for money.
Our products are applicable to all types of stage, TV studio, disco night club, bar, karaoke
and so on.
In a word, just like our brand name "Idealight" says “Do your ideal light! What idea you have,
what light we have”.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惠州市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皓腾灯光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华兴工业区华兴中路9号
No. 9, Hua Xing Zhong Road, Huaxing Industrial Park, Xinhua Town,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电话：86-20-36815648
电邮：sales@idealight.com.cn
传真：86-20-36815248
网址：www.idealight.com.cn

CKC LIGHTING CO.,LTD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CKC)成立于2007年，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制造led舞台照明，建筑照明，城市亮化产品，广泛应
用于大型综艺活动、电视演播厅、剧场、大型户外场馆等场所。
CKC积极响应中国智造号召，以“打造国际一流灯光企业”为目标，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CKC注重科技创新，把握市场需求与发展方向，坚持“市场导向、过程控制、持续改善、客户满意”
的质量方针，全面导入ERP管理系统，严格执行ISO9001品质管理体系的各项标准。CKC旗下产品通过
了欧盟CE、美国ETL的相关认证。先进的技术、稳定的质量和快速的售后服务获得国内外客户的高度
认可。

6C-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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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07

广州流星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ainSta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工业区鸣亮路1号
电话：13929552625
电邮：rainstar003@rainstarlgiht.com
020-66253850
2276514208@qq.com
传真：020-66390113
网址：www.rainstarlight.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灯，户外户内洗墙灯，建筑灯，PAR灯
公司简介：广州流星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厂房7000平方，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
集研发、设计、生产、工程安装，销售为一体的企业。拥有一支精湛研发能力并速度快、高效率的
销售的高素质团队。公司在2013年通过ISO9001:2008 并获得证书。产品已销往欧洲，亚洲，美洲等
100多个国家。获得广大客户的好评和认可，本着精益求精的台态度，流星雨不断引进技术，，吸收
并创新先进技术，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本公司主要产品：6X6矩阵LED摇头灯，200W LED高亮度摇头灯，60WLED无极摇头灯，100W LED摇
头灯，频闪灯，洗墙灯，建筑灯,36x15W RGBW 户外景观洗墙灯

6D-03A

佛山市炫道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City Xuandao Optoelectronics Equipment Co., Ltd

6D-04B

6D-03B

凯威演出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PLUSTRUSS INDUSTRIAL LIMITE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衙边第一工业区A6栋
电话：0755-23501427
电邮：1666201242@qq.com
传真：0755-85279169
网址：www.plustruss.cn
参展产品：铝合金舞台桁架、灯钩、舞台桌等及周边产品
公司简介：PLUSTRUSS凯威前身是东莞市凯威演出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集设计、生产
和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拥有超过13年的铝合金桁架设计与生产经验，主要产品为铝合金桁架
及周边铝合金产品系列.在中国,我们是首批通过德国TUV质量安全体系的企业,"品质"和"安全"一直
贯穿整个生产理念,为确保落实这两个词,我们在引进德国技术的同时,并聘请德国工程师团队指导协
作各项产品的研发，一切只为将”品质”与”安全”贯彻落实,更好地给客户及社会提供优秀的服务。

6D-04A

广州市澳普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PU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龙口村龙璟工贸三楼
电话：020-3774 9985
电邮：1138201839@qq.com
传真：
网址：www.aopulight.com
参展产品：Led帕灯，Led摇头灯，光束灯，洗墙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正洋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
生产舞台灯光设备，光束灯系列、大功率LED染色灯系列 、激光灯系列、LED 频闪灯系列、LED舞台
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公司旗下品牌:WTD、AOPU、澳普灯光，广
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
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

/

Beijing LONGHUA Era Culture Development Co.,Pty Ltd

地址：中国广东从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珠路2号
t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7号楼17层B-2006室
电话：(020)8781 6663
电邮：eric1929@163.com
010-58075880
longhuashidai@163.com
传真：(020)8781 6663
网址：www.filmgear.net
010-58075880
www.longhuashidai.com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洲村工业区创富大道1号
电话：17727303512
电邮：849722110@qq.com
传真：0757-4006313159
网址：www.xuandao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佛山市炫道光电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广东省佛山市，专业从事灯光设备领域产品的研发、
设计、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下设有：研发部、生产部、销售部、外贸部、工程部等。
企业旗下拥有知名品牌“ 炫道XUANDAO”，涵盖专业舞台灯光与文旅景观灯光两大系列产品。产品
广泛应用于大型舞台演出、酒吧娱乐、文旅景观照明等等领域。
公司一直秉承“努力做好一件事”的原则，坚持不懈地奋斗在“光”领域事业上。
Foshan City Xuandao Optoelectronics Equipment Co.，Ltd. is located i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lighting equipment. The company has: R&D department, production department, sales department, foreign trade department, engineering department, etc.The company has
a well-known brand "XUANDAO", covering two series of products,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nd
cultural tourism landscape lighting.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large-scale stage performances,
bar entertainment, cultural tourism landscape lighting and other fields.
The company has always bee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oing one thing well" and striving
unremittingly in the "light" field.

广州泛基亚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隆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Film Gear(International)Ltd.

参展产品：电影灯具、LED系列灯具；专业吊杆、吊机
公司简介：Film Gear(International)Ltd.是目前国内影视照明行业加工单元和自动化生产线柔性化程
度最高的企业，致力研发、生产、销售国际一流品质的影视灯具、机械吊挂、影视配套设备。产品
通过了ISO9001:2008体系认证、欧盟CE认证，经销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北京隆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25年专业影视舞台设备的系统集成服务、工程设
计安装经验的综合型企业。拥有中国演艺设备工程企业综合技术能力灯光一级、音响二级、机械二
级资质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认证。广电协会制作委员会理事单位、中国演艺技术设备协会理事单
位。
我们将以优质的产品过硬的技术,专注于为您提供电视演播室、大型舞台、剧场、体育场馆等各
类大型演出活动的灯光、音视频、舞台机械系统的设计、制造、施工及服务工程支持。

6D-06A

江苏世展集团有限公司
JIANGSU SHIZHAN GROUP CO.,LTD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西新路80号
电话：13306182551
电邮：millissa@shizgroup.com
传真：
网址：www.shizgroup.com
参展产品：桁架，舞台，防爆栏，脚手架，合唱台，折叠舞台等
公司简介：江苏世展集团有限公司由世展集团成立于2016年，拥有35项产品专利。是目前江浙沪一
家专业展览器材、建筑器材、的集团公司，是政府，世博会，亚博会用品的合作单位，集团拥有
35000平米自主厂房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已打造出一条完整的生产链，拥有目前国内行业内先
进的生产设备，流水式生产，实现了产品质量的全面控制。公司厂区环境整洁，高素质的管理团队，
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快速的信息传递和细致的客户管理体系使本公司已基本具备现代化生产企业
的标准。所有产品原材料按照国际产品的标准，质量管理体系通过ISO9001:2000的认证，集团多年
评为质量信用AAA级企业并取得了国际认可的CE认证，TUV认证，也是中国演出器材协会会员单位，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无锡市森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无锡优博力桁架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天艺舞
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科瑞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无锡京典铝业有限公司，江苏万和铝业有限
公司，江苏科力西铝业有限公司和世展集团的先后成立，品牌有 世展、森科、优博力、科瑞得、天
艺、京典、科力西、万和等。世展主营钢铁/铝合金舞台、钢铁/铝合金桁架、折叠舞台，婚庆舞台、
铁马、上车神器、玻璃舞台、航空箱、看台、雷亚架和脚手架等产品具备非常强大的生产能力的大
型企业。。
集团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非洲、东南亚等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客户一
致好评。
Jiangsu Shizhan Group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 and service of truss, stage, barriers, aluminum scaffolding, aluminum
scaffolding, bleachers and so on. Its headquarter is located in Wuxi City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It has 19 branches among China. Guangzhou Branch is one of them. Dedicated to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nd thoughtful customer service, our experienced staff members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discuss your requirements and ensure full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recent years, our
company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advanced equipment including Panasonic welding machines,
aluminum profiles casting lines. In addition, we have obtained ISO9001/TUV/BV/SGS/CE certificates. We have 18 branches in China, Our products are also exported to clients in USA, Europe,
Japan, Middle East, Australia and regions as South Asia. We also welcome OEM and ODM orders.

6D-06B

6D-07B

广州市高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D-07

Guangzhou GINYU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雅昌北路8号三栋三楼
电话：13916444378
电邮：1708781415@qq.com
传真：
网址：www.ginyu.cn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民安路八号盛邦工业园三号楼三楼
电话：020-84303263
电邮：sub110@126.com
传真：020-84302358
网址：www.xianfeichina.com

参展产品：数控升降球
公司简介：LED升降球，也叫“会跳舞的球”主要应用于舞美演艺、动态艺术、创意广告展示等场
馆。采用DMX512通讯协议，搭载高速，静音电机，通过灯光控台或者软件编程来实现对数控升降机
的上下运动控制、配合发光球的颜色同步输出，编译不同的动态造型和千变万化的颜色，营造出炫
酷的视觉亮点。可融合常规灯具舞美效果，3D造型变幻莫测，美不胜收！
LED lifting ball , It's also named the dancing ball , is mainly used in Film and Television, Performances, Entertainment, Hotels, Exhibition halls and other places. Using DMX512 signal control,
equipped with high-speed, silent motor, through the software (recommended to use the German
MADRIX) programming to achieve the up and down movement of the lift and the seamless match
of the color, to create a different pattern and ever-changing colors, or flow of clouds, colorful. . . .
Let the audience impressed !

参展产品：影视舞台灯光设备
公司简介：我公司是：
★文化部LED舞台灯具标准起草单位；
★注册商标SUB为中国演艺设备“名优品牌”。
深耕影视舞台灯光设备十余年，为业内基本光控制专家。
还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灯光研究会、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理事单位，
哈军工、哈船院、哈工程广东校友会副会长单位。
★公司拥有专业舞台灯光、音响、机械和音视频工程四项甲级资质。
主要业绩：
★宋城千古情、三亚千古情、丽江千古情、桂林千古情、西安千古情、上海千古情、黄帝千古情…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中国杂技团、河南电视台、甘肃电视台、贵州电视台、浙江音乐厅…
★新疆莎车电视台800、600、300、汉、维五个演播厅专业灯光、音响、机械和音视频项目（中标总
额2100万）

广州市黄埔区舞美艺术工作室
GUANGZHOU CITY WHAMPOA ZONE STAGE FINE ARTS & ART STUDIO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红山一路6号
电话：020-89852301
传真：020-89852301

电邮：gzwgwt@163.com
网址：www.huangpuwumei.com

6E-01B

参展产品：柔性传动柱装置
公司简介：广州市黄埔区舞美艺术工作室是专业致力于政府、企业等集大型文化公关活动创意策划，
推广运作，品牌形象建立为一体的实力型文化公司，拥有社会文化活动主题策划资源，整合推广、
实施运作等专业化经验的强势团队。公司旗下设有广州市威锐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长期从事于舞
台剧、开幕式、各类大型晚会的舞台舞美设计工作，公司吸纳国内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策划精英
人士，并拥有二十余人专业执行团队，其丰富的大型活动实施经验，创新、务实的敬业精神获得了
当地政府及社会各企业的好评与信赖。公司自成立以来，己经成功的主办和承办了多台高质量、高
艺术水平的大型系列演出活动，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组办大型公益性、商业性演出活动的能力，并
拥有国内最先进的专业舞台设计和灯光、音响舞台设备的合作公司，成为融整体宣传策划、专业舞
美灯光音响工程等多元化经营为一体的大型文化公司。自公司成立以来，独立完成三台国家级大型
晚会舞台多个固定剧场演出秀及剧场建设，参与了多部国家文华大奖话剧及综艺晚会的舞台制作，
其产品及作品广泛应用于各种大型歌舞晚会、杂技、话剧、电视演播厅等相关项目及场所。
公司一直致力于品牌的全面策划和推广，在竞争中不断完善、坚实自我，不断磨炼、超越自我，
形成为一支专业、敬业、充满活力的团队。我们将以饱满热情、以极其专业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
与您共同参与与体验，共同成为美的传播者，回馈社会与大众。

6D-07C

广州先飞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SUB PRO. LIGHT. co.,Ltd.

石家庄首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311-88928979
传真：0311-88928979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兴北路65号东兴商务大厦1楼103A-107单元
电话：020-84123119
电邮：2850928798@qq.com
传真：
网址：www.cinesupply.cn
参展产品：德国ARRI
公司简介：广东智成一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于2017年，至今有3年多经销商行业经验，也是顶端
德国ARRI中国区专业集成商，是一家集专业摄影、影视器材外贸出口、国内批发、零售、演播室、
广电整体解决方案、售后维修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公司迅速发展过程中，我们智成一派秉承“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立足专业的服务理念”，
不断创新、不断地开发新产品，提高专业售后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在国内行业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
更成立了以影视技术交流、影视全流程教学、次世代电影工业技术分享、无人机技术培训，为
了就是让我们的用户体验更专业、更全面、更优质的服务。

6E-01C

Shjiazhuang Alphascope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Ltd.
电邮：gsryq@126.com
网址：www.alphascopelift.com.cn

参展产品：柔性传动柱装置
公司简介：石家庄首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制造为一体的技术型公司，自主研
发的专利产品柔性传动柱装置应用于机械化舞台的浅基坑、大行程、大载荷的使用要求，获国家发
明专利（专利号：ZL201010218464.1），规格从轻巧便携的02A至超大载荷的54A一应俱全。经过不
懈的技术革新和产品优化，公司投放于市场的是各方面性能更加稳定可靠的第四代柔性柱，已在国
内许多大中型艺术中心、剧院和商业演出中广泛应用。因其安全稳定、高效便捷的卓越性能，广泛
应用于汽车自动化生产线、物流仓储、医疗器械生产线、雷达车升降系统等工业和军用系统解决方
案。
公司秉承“专注成就专业，精细铸就经久”的精神，依靠先进的制造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
系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公司业绩遍及国内多个省市及港澳台、俄
罗斯、韩国、澳门、越南、菲律宾等地。

广东智成一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ARRI）
cine supply zc

广州炫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美顺假日广场701-2
电话：020-39133136
电邮：gzxuanyue@163.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USHIO光源， XMOS音频信号处理模组， 散热模块
公司简介：广州炫跃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全球舞台灯光、音响之乡--广东省广州市。我司成立于2017
年3月，公司聚集了各地优秀的技术、设计人才,并拥有一支精干而资深的技术服务队伍。
公司团队长期为国内外灯具、音响厂家出具光学，电子等设计方案，服务客户有：CHAUVET（美
国）、中国知名舞台灯光企业：珠江灯光、升龙灯光、祥明灯光等中外知名企业。公司秉承以创新、
品质领先、服务周到的经营理念服务客户，加以团队技术优势，在公司创建之初就受到了各客户的
关注，并连续多年获得珠江灯光和升龙灯光颁发的最佳质量奖及优秀供应商奖。凭借着精湛的技术
和周到快速响应的服务，吸引了更多的厂商洽谈业务合作！
我们力求设计出最佳的光源、光学、电子、声学配套组合，与各合作伙伴们共创辉煌!

6E-O2A

Guangzhou Bai Ming Hui Light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万福路137号9楼全层
电话：020—83878948
传真：020－83740749

电邮：21@bmh.cn
网址：www.bmh.cn

参展产品：Martin灯光、烟机、舞台灯泡及耗材
公司简介：广州市百明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百明汇”），是昕诺飞（中国）--飞利浦特殊照
明中国总代理、哈曼Martin中国代理。渠道明确、质量保证、售后保障。 是集提供解决方案、销售
及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型企业。秉承“客户至上”的销售理念及“精益求精”的精神，以效率、
沟通、专业为一向的服务宗旨。公司致力于舞台照明领域，累计丰富技术的经验，是提供专业技术
支持和完善售后服务的最佳舞台光源、专业舞台灯光方案服务商。

6E-02B

6E-03B

参展产品：LED户外染色灯 LED户外投光灯 LED图案灯 光束灯
公司简介：广州百熠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照明企业，专业
生产舞台灯光、文旅灯光，户外景观灯、剧院灯等。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洲等高端市场，适用于
户外建筑、景观，各大型综艺晚会、电视演播厅、体育场馆、剧院等专业场所。百熠灯光始终把科
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之本，竭力为客户设计研发安全，先进，科技的专业照明设备。以优良的产品，
高效的服务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
BY LIGHTING LIMITED is a high-tech light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It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ge Lighting, Cultural Tourism Lighting, Outdoor Landscape
Lighting, Theater Lighting etc. The products are mainly sold to high-end markets such as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And they are suitable for outdoor buildings, landscapes, major variety shows, TV
studios, stadiums, theat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laces. BY LIGHTING LIMITED always rega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strives to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 safe, advanced and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lighting equipment for
customers. With excellent products and efficient servi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Heshan Jiamiji Optoctronics and Technology Co.,Ltd
嘉米基科技园
电邮：13631883150@qq.com
网址：www.jiamiji.cn

参展产品：光学镜头、镜片
公司简介：鹤山市嘉米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集光学镜头、移动终端盖板镀膜
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位于风景秀丽、工业发达的港珠澳
大湾区（江门）鹤山市桃源镇桃源大道北107号嘉米基科技园。
企业现有400多人，占地面积50多亩，已建成近5万平方米现代化高标准厂房和近5千平米方宿舍
楼。拥有先进的光学生产、检测设备，庞大的百级、千级无尘车间，企业主要推行的管理体系有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条形码管理体系及企业信息化管理体系。
2017年加入广东省（科技厅）真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2017年成立广东省江门市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2018年与暨南大学合作，成立理工学院本科教学实习基地。
产品主要用于电脑舞台投影、LED投影、激光影院投影、照相、医疗、金融、教学等成像光电仪
器领域。目前主打产品配套终端后，广泛用于国内外各种大型活动：如杭州G20峰会、春晚、奥运会
等国际大型活动及全球三分之一的大型影院激光投影都有公司产品的身影。

6E-04A

广东华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ASHAO CABLE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道东境村（战友工业园）
电话：18144820999
电邮：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华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集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
的现代科技企业。
我们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主要生产舞台全方位电力系统。产品包括：演出配电柜、舞
台灯光电缆、音响电线电缆、信号缆、话筒线、乐器线、多芯音频线、 舞台盒电缆车、防水系列工
业插头插座等。产品广泛用于视听产品、舞台灯光和演艺设备中。
我们秉承“今日的质量，明日的市场”的企业理念，坚持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立志以一流的
产品、一流的价格、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与您携手将“华绍”打造成一流的品牌。

佛山市竞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TOPSTRIVING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LIMITED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顺德光电产业创新中心7栋403
电话：0757-22625750/22625752
电邮：510000
传真：0757-22625752
网址：intsales@topstriving.co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系列
公司简介：竞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智能化舞台灯光、建筑灯光，
LED应用系列，舞台灯光控制系列，舞台效果机器等。目前，竞上光电80％以上的产品出口至美洲，
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网络和服务中心遍布世界各地。我司秉承正德厚
生，臻于至善的企业理念：对客户，要提供完善的服务和优质的业务；对股东，要创造和保持优良
业绩，回报投资者长远利益；对员工，要营造适合的发展空间；对合作伙伴，要保持健康和谐的合
作关系，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对同业者，要共同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提升行业整体价值；
对社会，要承担责任，积极参与环保，教育等公益事业，服务和谐社会。
GUANGZHOU TOPSTRIVING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 LIMITED, is a supplier
and manufacturer of professional entertainment effect lightings with a roster of produc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MX lighting controller, LED applications, effect lightings, yoke lights, lasers,
stage lights, foggers, a variety of other accessories. TOPSTRIVING products sell well both home
and abroad for quality and innovation. The product distribution is nationwide and can be found in
most stage dealers’ shops. And the list for the foreign market is growing every day and the products
have achieved popularity in Europe, Asia,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and Africa.Th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customers is the foundation of TOPSTRIVING. Our experienced and devoted

广州百熠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BY LIGHTING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镇雅堤路1号永行工业园
电话：13610284125/020-86442086
电邮：rimxf2009@126.com
传真：
网址：www.by-lighting.com/www.pro-bylighting.com

鹤山市嘉米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鹤山市桃源镇桃源大道北107号
电话：0750-8835897
传真：

6E-03A

workers allow us to make finished products that share both the competitive pricing of mass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qu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the items.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xporting
business expansion Topstriv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has been registered and certified at Hongkong to handle all exporting issues and make the exporting business go more smoothly and
efficiently.

广州市百明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6E-04B

广州市苏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岗三元路25号
电话：18664755969
传真：

电邮：suhelight@163.com
网址：www.suhelight.com

参展产品：摇头电脑灯，300W调焦面光灯，防水水纹灯
公司简介：广州苏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我公司位于历史悠久，交通发达，经济发达，地理位
置优越，对外贸易发达的广州市。主要经营舞台灯光，电脑摇头光束灯，图案摇头灯，舞台染色面
光灯，激光灯，烟机...本公司销售网络已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在国内市场常接政府项目、多功能厅、
大型舞台、大型歌舞厅、酒吧、慢摇吧、酒店婚庆舞台灯光设计、安装、调试、灯光使用技术培训
等服务。

6E-05A

6E-05B

广州市申熠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yi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 Co., Ltd

6E-07

广州丽华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hua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鸦岗村大园街5巷2号501
电话：15720992053
电邮：1123059283@qq.com
传真：
网址：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红星桥珠岗路第六工业区A栋3楼
电话：13535005848
电邮：617796499@qq.com
传真：020-66292177
网址：www.leahualight.com

参展产品：260W 电脑摇头灯（SY-B260 ）
公司简介：申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主要是以出口订单为主，产品远销欧洲各国，产品定位符
合当地人群需求。我们新研发的260W电脑光束摇头灯，以强劲的光束以及双菱镜为舞台诠释更好的
效果。我们以贴牌定制，代工，以及自主产品设计服务。对产品精益求精，以最好的服务迎接广大
客户。欢迎与我们更深入的洽谈，我们在6E-05A等您。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丽华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厂房面积2000
平方。作为舞台灯光行业的后起之秀，一直致力于舞台照明及娱乐行业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丽华目前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厂房，6条标准化生产线，3条检测工作台！

广州市庆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Guangzhou Qingy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 Ltd.

6F-01A

广州天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Laserviva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二社工业区A2栋2楼
电话：13533595851
电邮：526635327@qq.com
传真：
网址：www.qingyulight.com

地址：广州花都区新雅街广塘东商业街50号
电话：020-89680163
电邮：info@laser-viva.com
传真：
网址：www.laser-viva.com

参展产品：光束灯，图案灯，LED摇头灯，LED帕灯等系列 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庆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于一体的综合
性舞台灯光企业。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
务体系，
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相继出口到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
可和赞许，并拥有自己独立的现代化展厅等，
我们通过了IS09001的认证，产品先后通过了国家出口认证、CE和3C认证，庆宇舞台灯光产品质
量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远销好内外。
庆宇舞台灯光目前主要产品包括有LED灯系列、激光灯系列、电脑摇头灯系列，户外灯系列，
图案效果灯系列 、影视灯系列、电脑追光灯系列、频闪灯系列、烟机系列、烟油系列、灯光配
件系列等系列产品。
我们期待您的支持！欢迎您的加盟！

参展产品：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东天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团队成员从事舞台激光表演系列产品研发超
过十年。目前公司主要骨干均为行业的精英，无论是研发、生产、还是销售，都拥有丰富经验。我
们源源不断地为市场提供优质的产品，一流的服务。企业产品：专业舞台演艺激光灯、户外防水激
光灯以及激光应用支持。
企业核心文化：客户第一，员工第二。
企业核心精神：工匠精神
Laserviva LTD provides professional laser light projector more than 10years.We have the best
people of the industry in our team, we keep improving our products and sell them all over the world.

6F-O1B

广州市晟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ru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红星路116号
电话：
传真：

6E-06

东莞市粤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Yuehu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228号
电话：0769-22769378/22769313
传真：

电邮：sales@yh-optics.com
网址：WWW.yh-optics.com

参展产品：全彩图案片、玻璃gobo片、超高温隔热片、彩色滤光片、CMY混色滤光片
公司简介：东莞粤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光学薄膜与光学镜片的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拥有5千平米的花园式厂房，配备有数十台先进光学镀膜设备和各类配套检测设备的万级无
尘车间以及由高技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研究生产团队，致力于提供顾客更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公司采用国际先进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及实用新型项目，先后研制了光
学彩色滤光片、超高温隔热片、CMY混色滤光片、玻璃GOBO片、全彩图案片、各类中大口径光学球面
镜、非球面镜、胶合镜、光学镜头等多种产品，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照明、工业、医疗等领域。
公司秉承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诚信的经营原则，始终坚持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提供高品质与高
性价比的产品，尽最大努力满足客户及市场需求，共同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目标。

电邮：gzsrgd9985@126.com
网址：www.gzsrgd.com

参展产品：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平板灯、LED投影灯、LED水纹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晟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营：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平板灯等一系列的影视
产品和LED户外灯光，城市照明的投影灯、水纹灯、洗墙灯等。是一家专业从事影视灯光和户外灯光
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晟锐拥用一支技术精湛的研发团队、睿智的领导者、
优秀的俏售团队及经验丰富的一线工人；以及全新的理念、高性价比的产品、良好的售后服务、规
范的市场操作赢得海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独具一格的产品优势-人无我有，我有我优，人优我廉！
Guangzhou shengru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Main business: LED imaging lights, LED
spotlights, LED flat lights and a ser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s and LED outdoor lighting,
urban lighting projection lights, water pattern lights, wall washing lights.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film and television lighting and outdoor lighting produc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as one of the enterprises. Shengrui boasts a skilled r&d team, wise leaders, excellent sales team
and experienced front-line workers. As well as the new concept, cost-effective products,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standardized market operation to win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highly
recognized. Unique product advantages - no I have, I have I, I am cheap!

6F-02A

威浦电器

6F-03B

Weipu Electrical Appliance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地大道中路雨菊街17号106
电话：020-81003048/81003148/81003248/81003428
传真：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小塘东路38号A栋2楼
电话：13925096228
电邮：1378406321@qq.com
传真：020-3152 1652
网址：http://www.gzyehu.com

电邮：weipu@weipu.cn
网址：www.weipu.cn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夜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小塘, 是一家专业设
计、生产、销售、租赁和安装一条龙服务型企业，以优良的品质，高性价比，规范的市场操作，良
好的售后服务得到各经销商和用户及同行的认可，我们以诚信、感恩为宗旨，真诚地为海内外客户
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广州夜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舞台灯，如摇头灯、效果灯、
LED摇头灯、LED光束灯、LED PAR灯等等，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KTV、酒吧、专业剧院、娱乐
中心、俱乐部、夜总会、城市照明工程和大型舞台等等。 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设计、安装和调试
等等。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来严格要求每一台灯的工序，采用高品质
的原材料、严格的生产工艺和质检标准，从源头上确保每个灯具都以最优质的性能出厂到用户手上。
广州夜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始终以专业的产品、稳定的性能、一流的服务、不断的自我创新，
以专业，诚信的态度为每一位客户服务。 真诚期待与您的合作。
GuangzhouNighttiger Stagelighting Co., Ltd. locates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which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design, sales,leasingand installation of
one-stop service enterprises, with good quality,cost-effective, standardized market operation, a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bythe dealers and users and peers recognition, Integrity and gratitude are
our purposes,in good faith for customers of domestic and export client to provide betterproducts
and services.
GuangzhouNighttiger Stagelighting Co., Ltd. mainly produces stage light, such as,LED ParLight,
Beam Moving Head Light, LED Wash Moving Head Light, LED Beam Moving HeadLight, Beam &
Spot Light,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for KTV, bars, professionaltheaters, entertainment
centers, clubs, nightclubs, urban lighting projects andlarge stage. We provide services including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a dragon service.
Sincethe company was founded, we always adhere to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ach lamp process ...

参展产品：工业防水插头插座、航空插头插座、组合插座配电箱、防水电缆接头和附件、线束
公司简介：威浦电器创立二十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工业接插装置的研发与制造，拥有现代化的厂房5万
多平方米，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完善高配置的检测设备，员工500多人，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设
计、生产、品检和服务体系。推荐产品系列：
■CEE/lEC60309工业防水插头插座系列：包括1000V以下、15-400A工业用插头、插座和电缆连
接器、组合插座箱、检修电源箱等。在舞台灯光音响领域应用广泛。
■圆形连接器（航空插）：极数1针到61针，防护等级IP44到IP68，可满足各种环境使用，在舞
台和音响领域应用广泛。
■电缆接头、线束：规格齐全，可定制。
威浦电器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开发各种连接器。
Weipu specializes in connector for more than 24 years. Main product lines include: industrial
connector, circular connector, heavy duty connector, distribution box, cable assembly, cable gland
and accessories etc.
Weipu has strong R&D capacity, can develop various connectors according to customers'
special request.
Our products refer to stage lighti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rail transit, new energy vehicles,
industrial automation, robot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ergy, photovoltaics, wind power generation, 3C products, medical devices, agri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6F-02B

富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FUF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神山珠水一路36号
电话：86060852
电邮：
传真：
网址：WWW.FUFENGLITHG.COM
参展产品：LIGHTING
公司简介：我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公司，主要出口专业舞台灯光、舞台控
制设备等产品。
We are a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oriented enterprises, the main production professinal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ment lighting and lighting controller.
We can design production for your request requiremen.

6F-03A

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Nanjing Kangni Technology Industry Co.,Ltd.
地址：南京市经济开发区恒竞路11号
电话：025-83497181
传真：025-85817623

电邮：wangny@kn-nanjing.com
网址：www.kn-nanjing.com

参展产品：美标犀牛插，欧标大电流接插件，防水插，19芯等
公司简介：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产研发舞台灯光音响用自锁紧快插、犀牛插、意
大利式插头、19芯插、工业插等连接器产品，产品通过CCC认证，质量安全可靠，服务至上。康尼科
技欢迎您的来电！
Nanjing Kangni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is mainly engaged in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stage audio lighting inserted with self locking, camplock connector, powerlock
connector and 19 pins socapex conenctor, and industrial connector product. Ann products have
passed CCC certification. Our quality is safe and reliable, service is supreme. Kangni technology
welcome your calling!

广州夜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TIGER STAGE LIGHTING CO.LTD

6F-04

广州市台电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aidia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井大道龙湖村长有工业园6号4楼
电话：020-86024651
电邮：info@taidianlighting.com
传真：020-86407496
网址：www.taidian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摇头灯, LED par, LED bar, LED effect
公司简介：台电灯光公司产品有：LED摇头灯、LED帕灯、LED激光灯、LED频闪灯、LED图案效果灯等。
产品坚持高品质要求，产品坚持最新颖流行概念，产品符合CCC、CE规范要求。选择台电，就是选择
更你更有性价比的产品, 欢迎加微信账号simon1330223联系。
Taidian Lighting product has LED moving head,LED par, LED bar,LED effect, LED strobe, and so
on.it is a high standard quality product and best after service,the product is allowed by CE, RoHS
requires. our goal is making more func and new lighting product and provide better price. please
email info@taidianlighting.com contract us.

6F-05

广州市华腾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6F-08B

Hten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清湖凌海创意园
电话：13826179591
传真：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纳金科技工业园 G3-429
电话：86-20-83641823
电邮：asiaoffice@dmxsoft.com
传真：
网址：www.nicolaudiegroup.com

电邮：2758750032@qq.com
网址：WWW.Htenlight.com

参展产品：sunlite daslight stick
公司简介：Nicolaudie 集团总部位于风景秀丽的瑞士。Nicolaudie集团第一家公司于1985年成立于
法国，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许多国家均设有分公司以及办事处。
Nicolaudie 集团专注于研发生产灯光控制软件以及硬件，拥有欧洲一流的研发以及设计团队。
产品多次获得欧洲的设计大奖。
NICOLAUDIE 集团开发了一些知名的灯光控制软件以及硬件产品，产品成功的为DJ 们打造了炫目
的灯光秀，也为灯光设计者们提供了便捷，可靠的设计产品。除此以外NICOLAUDI产品还应用于世界
各地的宗教文化建筑综合体、商业办公楼宇照明、城市街道亮化、住宅会所、行政楼、文化展示馆、
城市高层建筑、桥梁、广场和公园夜景等。

参展产品：专业舞台灯光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市华腾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8年2月2日，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
服务的现代化一体公司，我们主要的产品有电脑摇头灯系列，LED智能染色灯系列，LED面光系列以
及文旅防水亮化灯具。2020年展会我们将推出 华腾 S250 S380 超级光束 以及LED20颗15W高亮防水
染色。敬请期待

6F-06

深圳市风扇屏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FAN DISPLAY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航空路泰华梧桐岛10B栋2层
电话：18577564278
传真：

电邮：lxl@fs656.com
网址：http://www.fs656.com

参展产品：3D风扇屏
公司简介：深圳市风扇屏技术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风扇屏技术）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新型显
示生态链建设及创新型科技公司，专注于智能硬件、音视频产品和显示产品的研发。公司显示产品
3D 风扇屏成为继 LED 显示屏、LCD 显示屏、投影之后的第四大显示终端。风扇屏技术开创了物联
系统模式建立显示产品与广告分发之间的桥梁，让广告变得简单、效果吸睛、受众群体更广。依托
在显示、物联、广告分发方面强大研发力和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风扇屏技术成功为客户提供3D广
告传媒、移动显示终端、物联系统等解决方案。风扇屏技术是目前业内为数极少同时拥有软件、硬
件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Shenzhen Fan Display Technology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an Display Technology")
was founded in 2012, is a new display ecological chain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company,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hardware, audio and video products and
display products. The company's display product 3D fan display has become the fourth display
terminal after LED display, LCD display and projection. Fan Display technology has create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ystem model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display products and advertising distribution, making advertising simple, eye-catching effect, and wider audience groups. Relyon str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display, IoT, advertising distribution and rich experience 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fan screen technology successfully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3D advertising
media, mobile display terminal, IoT system and other solutions. Fan scree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few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that have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core technology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6F-08A

广州视宝亮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SPLLA LIGHTING & AUDIO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凤翔中路36号鸿磊广场D-406
电话：020-36802076
电邮：spllighting@163.com
传真：020-36802075
网址：www.spllighting.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
一、视宝亮人的追求
1. 企业追求——科技赢取未来，品质铸就辉煌
2. 员工追求——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为员工提供全面的有效的职业培训，让每一位员工都
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视宝亮人的目标——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
三、视宝亮人的核心价值观
诚信立足 稳健经营 创新致远 务实敬业 勇于拼搏
追求卓越 以人为本 精诚团结 学习创新 客户第一

广州尼可洛笛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NICOLAUDIE GROUP

6F-09

佛山市焱垚灯光设备厂
Foshan XPRO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大石工业区自编2号
电话：0757-85628263
传真：0757-85628263

电邮：sale01@x-prolight.com
网址：www.x-prolight.com

参展产品：线条灯系列，帕灯系列，光束灯系列
公司简介：佛山市焱垚灯光是一家专业从事娱乐舞台灯光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企业。
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要产品为帕灯系列，光束系列，销售全国各地，远销欧美，北美、亚洲、南
美等多个国家，公司座落于佛山市南海影视城附近。经过多年的经验累积与广大奋战在一线的朋友
支持。
2018年初公司主要研发产品：像素灯系例，通过研发，测试，反复改良，产品非常稳定，也得
到广大客户朋友的认可，给工程商和演出商带来不一样的舞台效果。
反馈，我们将灯光产品持续不断地精细打磨，通过细节改进打造出更适合市场的高性价比产品，
我们的主旨是与客户朋友一起成长，真诚期待广大客户光临指导交流与合作，将以最快的速度解决
客户的问题！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优质，高效，优惠的价格，称心的服务，力求让每位客户感到满意！！
焱垚人，努力成为您事业上的最好拍档。
Foshan Yanyao lighting is a professional entertainment stag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10, the main products for PA lamp series, beam series, sales
all over the country, exporte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rth America, Asia,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Foshan Nanhai film and television city near. After
years of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and the vast number of friends fighting in the front line support.
At the beginning of 2018, the company's main R & D Product: pixel lamp series. Through R & D,
testing and repeated improvement, the product is very stable and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and friends, bringing different stage effects to the engineering companies and
performers.
Feedback, we will continue to fine polish lighting products,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details
to create more cost-effective products suitable for the market, our main purpose is to grow up with
customers and friends, sincerely look forward to the presence of customers to guid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ll be the fastest way to solve customer problems! Our service tenet is: high
quality, high efficiency, preferential price, satisfactory service, strive to make every customer
satisfied!!
Yanyao people, strive to become the best partner in your career.

6F-10

东莞亚奇光电有限公司

6G-02

Yaqi Lighting Co.,Ltd.
地址：东莞市横沥镇田头村南环路263号
电话：0769-8371 5599
传真：0769-8371 5899

6G-01
6E-01A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茶园头工业区自编2栋2层
电话：13802406024
电邮：86325207@qq.com
传真：
网址：www.qxyy020.com

电邮：sales@yaqilighting.com
网址：www.yaqilighting.com

参展产品：PAR灯，LED PAR灯，LED剧场灯，LED成像灯，LED天幕灯等
公司简介：东莞亚奇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业专注舞台灯光设备和照明设备的生产
厂家, 集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为一体。
我们的产品主要有：PAR灯, LED PAR灯, COB面光灯，LED剧场灯，LED成像灯，LED天幕灯，LED
观众灯等及其周边设备。所有产品已通过CE和RoHS认证。
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及严谨的制作流程，使产品无论从设计，性能，质量，工艺等均达到国内外
领先水平，其广泛应用于影视演播厅，舞台剧院，体育馆，婚庆，酒楼，摄影娱乐场所等，产品畅
销国内外。
公司遵循“品质第一 ，客户至上，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愿与国内外新老客户真诚合作，携
手共进！
Yaqi Lighting Co., Ltd is the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in stage lighting and illumination
products, which includes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The main products we provide include PAR CANS, LED PAR CANS, LED THEATRES SPOT,
COB BLINDERS, LED CYC LIGHTS, LED PROFILE SPOT, Accessories and so on.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CE certified as well as RoHS compliant. The quality has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and widely used in Stage Theatre,
Shows performance, Rental / Production, Event, Wedding, etc.
With the management idea of “the high quality, the customer first and human oriented”, we
sincerely welcome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make progress
together!

广东邑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L STAGE LIGHTING CO.,LIMITE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凤翔北路33号 /广东省肇庆市大旺高新区万洋众创城C83栋
电话：020-36007246
电邮：info@elprolight.com
传真：
网址：www.elprolight.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东邑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舞台光源生产，销售及研发于一
体的现代化生产厂家。产品适于各类中档，中高档舞台，歌舞剧院，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
演艺广场，机关大礼堂，娱乐城，DISCO夜总会，酒吧，慢摇吧，卡拉OK，家庭party等娱乐场所。
公司旗下品牌：邑琅，添熠SKYART。主营产品有：LED升降球，LED摇头灯，电脑摇头灯，电脑切割
灯，电脑追光灯，激光灯，户外灯，烟雾机，多种DMX512控制台及各种舞台配套设备等。专业提供：
舞台配置方案，方案说明，舞台布置平面图，效果图，工厂安装调试指导，技术问题解答，技术人
员培训等支持。
Lighting Co.,Limited ,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which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e in LED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s, and which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development,enjoyed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EL Stage Lighting have brand : EL and SKYART. The company had the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staff and managerment personnel. The production quality were stable,new product
emerge in endlessly,abd provide best after-sales for the customer.
Our products cover the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stage lighting,Enterainment Lighting , and
outdoor recreation decorative lighting.It’s successively passed through the export CE and ROSH
certification.
In Europe,North America,Sounth America,Southeast Asia have long-term cooperative dealers,company product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was part of local country or region as the industry demonstration project.Best-selling products at home and abroad,deeply customer high praise.
We believe higher quality is our life, honest is our life,sincerely welcome friends to visit and
guide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广州市秋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QiuXio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 Ltd

参展产品：激光设备、演艺节目
公司简介：本公司团队成立于2009年。专业从事创新舞台表演节目，舞台效果的创意设计和制作。
承接各类大小型的活动策划、激光设备出售、出租、激光汇演、舞台节目表演、舞蹈节目编排、才
艺培训。从演员培养到上台表演，从活动策划设计到现场安装执行，这是本公司独有特色的经营模
式。
专业至诚的服务工作使我们与更多的企业、媒体、市政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功的承办了
许多大型文艺晚会、企业庆典和公司年会、新品发布会和综艺节目表演等。
The company's team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Specializing in innovation, stage performances,
stage effects of creative design and production. To undertake various types of activities planning,
laser equipment for sale, rental, laser show, stage program performance, choreography, talent
training. From actor training to stage performance, from event planning to field installation and
execution, this is our unique business model.
Professional and sincere service work enables us to establish goo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media, municipal organizations,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Gala
Celebration, many large enterprises and the company, the new conference and variety shows.

6G-03

广州市金雨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yu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茶园头工业区自编2栋2层
电话：18620762000
电邮：3472995167@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jinyu-light.cn/
参展产品：（1）灯具防雨罩系列：①JY-Z330柱款防雨罩+②JY-T330隐形灯罩+③JY-1500大球款
（2）远程智能恒温箱系列：①互动投影机恒温防护箱+②轨道镜智能恒温防护箱+③激光灯防护箱
（3）JY-巨霸远程投射灯/
（4）多功能充气帐篷/
（5）户外艺术装置-魔方
公司简介：1.投影机户外恒温箱系列产品介绍：
4.4适合高温低温天气、隔尘、防雨、防潮湿 ，防冰雹，投影机散热功能。
4.5本产品主材质为不锈钢，外观为防锈氟碳漆，前出光口采用白钢化玻璃有超高的透光度，适
合投影机户外安装长期使用。
4.6智能远程监控 当箱内环境温度低于5度时箱内部加热装置启动，当箱内温度高于25度时，防
护箱内风机自动运转散热，当箱内温度高于55度时，投影机电源自动断电保证了投影机安全正常使
用，延长了投影机的寿命。
2.灯具防雨罩系列产品介绍：
※ 1.透明罩工业PC材料，超高透光，可保持五年不变色不发黄，适合全世界高低温环境长期
户外安装使用。
※ 2.具隔尘、防雨、除湿 ，防冰雹，灯具散热功能，保护灯具功能。
※ 3.智能控温 通常摇头灯在开灯运行中，温度超过45摄氏度时，灯具功能和灯炮寿命会严
重受损；在使用我们的防雨罩的情况下，在高温的环境下，罩内环境温度始终保持在45摄氏度以下，
有效地保护灯具不受损，延长寿命!
3.JY-巨霸远程投射灯
※ 1.功能强大，一台巨霸远程投射灯可与十五台普通54颗比拟效果！
1.创新设计，优雅外观，人性化双把手
2.出色的水洗色，超强亮度t
3.光效过度平滑自然，静音防水风机散热
4.0-100%线性调光，无闪烁。
5.光通道输出高，合适远距离大面积的投光染色
6.IP65防水技术，适合任何场景使用
※2.适用场景：山体铺色、远程面光、大型水秀湖面铺色等。
4-多功能充气帐篷:适合户外演出、编程、熬夜等人群，配置帐篷空调。

6G-04

广州市白云区虹诚舞台灯光设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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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oushi baiyunqu hongcheng stagelighting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龙湖同创科技园栋3楼
电话：13570537129
传真：020-29175914

6H-01

参展产品：点控演出灯，Led手环，Led发光棒，Led气球，演唱会助威道具
公司简介：深圳舜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活动聚会的助威LED产品公司，例如无线点控灯，
Led手环，Led发光棒，Led气球和定制LED产品。所有Led灯均受RF远程控制和无线DMX512控制，广泛
用于酒吧，夜总会，派对，活动，音乐会,演唱会等。
Shenzhen Soffa Technology Co., Ltd, is specialized in event and party cheering pixel led products,
such as led wristbands, light sticks, led balloons and customized led products. All leds are RF
remote controlled and wireless DMX512 controlled,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nightclub, party, event,
concert, and so on.

7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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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邮：eva@srexact-ningbo.com
网址：www.srexact.com

参展产品：音视频接插件、音视频线材、光纤
公司简介：宁波日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03年，注册资金426万美元，公司是专业生产电子接
插件，光电开关各类音频视频线材及音响舞台线的专业公司。目前的主要客戶集中在欧美等先进国
家，在国內的电子接插件，音响舞台线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有多项产品取得中国的专利和德国外
观的专利，也取得UL、TUV、3C等相关认证，未来我们努力向您提供「高质量、信价比高、并具有竞
争优势的产品」我们将秉持公司的经营理念：“诚信、安全、品质、服务、效率、创新。”为您服
务!

地址：广州白云区均禾街罗岗村七社工业区公仔岭二号
电话：020-86260903
电邮：info@cngdjs.com
传真：020-86264401
网址：www.cngdj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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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睿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Y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滘心大为工业区B幢01档
电话：18565572816
电邮：349330058@qq.com
传真：
网址：

广州三晞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anci Light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潮田工业区蒿山路31号
电话：13302299149/020-36384373
传真：020-36390687

广州亿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UDIOLIGHT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和音箱，控制器等
公司简介：广州亿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灯饰公司。公
司位于广州市白云区， 拥有15年的设计开发经验及严格的品质管理，使产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
争力。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有DMX调光台，电脑灯控制器，DMX调光硅箱及三相电源分配器、舞台灯
光系列、音箱及LED控制器等。我司产品均通证CE，ROHS认证。
欢迎参观http://www.cngdjs.com/ ,我们将带给您热情周到的服务，卓越的产品品质，满足您
的需求。
Our factory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China.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experience we strive for
perfection. We professionally make DMX controller including DMX dimmer pack and power pack.
Following LED technique with its rapid development we make LED lighting with DMX and control
system.
We are eager to serve you with optimum quality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s products and to
offer you prompt delivery at the most competitive price in the marker. We are also pleased to offer
you technical information, designing advise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and efficient after-sales
back-up service. Please visit www.cngdjs.com or contact u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NINGBO SUN RIS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龙角山路515号
电话：0574-86122533/18968389305
传真：0574-86868530

6W-01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向银路32号祥达利文创园2楼210
电话：13728718549
电邮：soffa@soffa.cn
传真：+86-755-84826463
网址：soffa.cn

电邮：tony@hcstagelighting.com
网址：www.hcstagelighting.com

参展产品：LED moving head, LED battery wireless light, led wall washer
公司简介：广州市虹诚舞台灯光厂坐落于美丽的广州白云区，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是一家从事舞
台灯光研发及生产的制造型企业。
公司研发生产的舞台灯光广泛运用于舞厅，酒吧，宴会厅，城市亮化等多种场合，产品设计先
进，做工精良，自成立以来，产品市场不断扩大，远销欧美，澳洲，中东，东南亚等多数国家及国
内，得到广大客户的好评及同行认可。 并紧跟市场发展需求，掌握 市场动态；积极开发各种LED电
池帕灯、光束灯、LED摇头染色灯、LED摇头图案灯等系列产品。
智能化是我们探索和开发的方向，我们将持续开发智能化，人性化，实用性强的高性价比产品，
真诚与广大新老客户在舞台灯舞台行业“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Guangzhou Hongcheng Stage Lighting Factory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is 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stage lighting.
The stage lighting developed by the company is widely used in dance halls, bars, banquet halls,
urban lighting and other occasions. The product design is advanced and the workmanship is excellent. Since its listing, the product market has been expanding and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Australia, the Middle East, Southeast Asia, etc. In most countries and domestic, it has been well
received by customers and recognized by peers. And closely follow the market development needs,
grasp the market dynamics; actively develop a variety of LED battery par lights, beam lights, LED
moving head dyeing lights, LED moving head pattern lights and other products.
Intelligence is the direction of ou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intelligent, humane, and practical high cost-effective products.

深圳舜发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offa Technology Co., Ltd.

电邮： info@sancilight.com
网址：www.sancilight.com

参展产品：LED面光灯和酒吧灯光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三晞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舞美
灯光、娱乐灯光制造厂家。主要产品有：电脑摇头灯、LED摇头灯、LED染色灯、LED户外防水系列、
激光灯等，产品涵盖：大型文化演出、剧场剧院、娱乐场所、婚礼酒店、电视演播厅、户外文旅景
观照明系列产品。
三晞灯光始建于二零壹叁年，公司拥有两大品牌三晞和SACILT，我们一直以高品质、高稳定性、
耐用为产品基本要求。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开发能力及引进国际先进的生产设备，拥有一批专业从
事电子产品开发、生产和调试的技术队伍和，并通过了ISO9001、日本PSE、CE等多项质量认证。

参展产品：帕灯控制板、点控洗墙灯控制板、智慧路灯控制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睿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智能舞台灯光产品与解决方案研发，
主要包含舞台灯光硬件方案设计、舞台灯光软件方案设计、物联网城市亮化方案设计、覆盖性物联
网监控系统。本公司有优秀的硬件和软件开发团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城市亮化智能硬件软硬件服
务与解决方案。
本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包含：1、恒流一体帕灯控制板；2洗墙灯控制板；3、大功率COB控制板；
4、城市亮化物联网系统方案；5、智慧路灯控制系统方案；

Guangzhou RuiY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6, 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products and solutions, hardware consists of stage
lighting design、 lighting design softwar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esigns city-lighting project
design、 coverage Internet monitoring system. The company has excell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m,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one-stop smart hardware and software services and
solutions.
The main products of our company include: 1.The constant current integrated pa lamp control
panel; 2.Wall wash lamp panel; 3. High power COB control panel; 4.city-lighting Internet-of-thing
systemic project; 5. intelligent street lamp control system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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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曼希科技有限公司
电邮：16352810@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开关电源、恒流驱动
公司简介：佛山市曼希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2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开关电源研发设计、生产、销
售的企业。现代化标准厂房面积1000多平方米，拥有波峰焊、SMT贴片机、综合测试仪、老化测试
机、EMC测试仪等一些列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 公司产品广泛运用于舞台灯光、影视灯光行业，
产品远销欧美国家。
公司坚持“努力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深度服务及定制适合客户需求
的各种开关电源，公司开发的600W-1500W大功率开关电源、恒流驱动，体积小、能效高，品质稳，
成为了众多演艺设备、影视灯光行业客户的首选。

7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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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eng Photoelectric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何布工业区19号A3栋
电话：18688437760
传真：

电邮：18688437760@163.com
网址：www.gzwslighting.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LED点阵灯系列，光束摇头灯系列、LED摇头灯、LED帕灯、洗墙灯、地板砖、舞台效果器
及控台系列
LED matrix light, beam moving head light, LED moving light, LED par light,LED wash wall light.

7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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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jinyun Display Technology Limited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办新围路将石新围村第四工业区鑫博盛科技园
电话：18615558991
电邮：liweiying@sdled.com
传真：0535-2137858
网址：http://www.sdled.com
参展产品：室内3.91租赁屏
公司简介：公司拥有高级技术人才组成的科研开发队伍，确保金运河技术快速发展并始终处于国内
LED电子显示行业顶尖地位。
灵动创意，显示未来世界，精工智造，品质独具匠心，用做手机的工艺生产显示屏，打造工业
4.0级优质服务商。

地址：NO.11, 3rd St. heshun dadao,lishui town,Nanhai district,Foshan,Guangdong
电话：18680448024
电邮：50079176@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gracestagelight.net
参展产品：帕灯、摇头灯、洗墙灯、电池舞台灯、成像灯、户外防水灯等
公司简介：格蕾斯灯光一直保持与国内外高端舞台灯光合作伙伴的专业沟通，再加上内部研发人员
的潜心研究和多次试验，推出了超精细调光软件，产品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格蕾斯一直专注于生产LED舞台灯具，LED室内室外大小功率帕灯，LED无线电池帕灯，无线电池
洗墙灯，LED洗墙灯，室内外光束灯，LED摇头灯，LED成像灯等一系列舞台灯光设备。
格蕾斯灯光赢得了亚洲，欧美、澳洲、南美和拉丁美洲等用户的青睐和好口碑。目前我厂已有
承接国内外大客户工程订单以及OEM订单的丰富经验，比如：深圳大梅沙5A级景区工程，第27届佛山
金鸡百花奖工程，北京博物馆等国内大型工程，法兰克福啤酒节，埃及法老金字塔的大型演出，墨
西哥独立日工程等国外大型工程，从中我们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格蕾斯舞台灯光还在不断的发展和
进步，我们坚信信赖源于质量以及优质的服务。
Grace Stage Lighting has always maintaine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high-end stage
lights partners at home and abroad. Coupled with the painstaking research and multiple tests of
internal R&D personnel, Grace Stage Lighting has launched ultra-fine dimming software, which
improves product stability.
Grace Stage Lighting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LED stage lights, LED indoor and
outdoor large and small power par lights, LED wireless battery par lights, wireless battery wall
washer, LED wall washer, indoor and outdoor moving head beam lights, LED moving head lights,
LED projector lights, Led Profile church stage lighting,follow spot stage lights equipment.
Grace Stage Lighting has won the favor and good reputation of users in Asia, Europe, America,
Australia, South America and Latin America. At present, our factory has rich experience in undertak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major customer engineering orders and OEM orders, such as: Shenzhen Dameisha 5A-level scenic spot project, the 27Th Foshan Golden Rooster and Hundred
Flowers Award project, Beijing Museum and other large domestic projects, Frankfurt Oktoberfest,
Egyptian Pharaoh’s Pyramids and the Mexican Independence Day Project,We have learned
valuable experience from the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Grace stage lighting is still constantly
making develop and progress.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rust comes from quality and excellent service.

FoShan City ManXi Ele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罗村新光源产业基地C区1座A梯二楼
电话：13924325631
传真：

佛山格蕾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Grac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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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anGaa Lighting Tech., Co., 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新华路165号豪兴大厦809-811室
电话：020-86432439
电邮：info@vangaa.com
传真：020-86432438
网址：www.vangaa.com
参展产品：LED影视灯具（聚光灯，成像灯，平板灯，天幕灯），舞台灯具（摇头灯）
公司简介：广州维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影视及舞台、舞美专业灯具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和贸易为一体的企业。本公司自主研发制造及销售LED影视聚光灯，LED影视成像灯，LED影视平
板灯，LED摇头灯，LED染色灯，LED大功率Par灯，摇头灯，矩阵灯等专业灯具。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客户至上，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本着“汇聚成就能力”的核
心价值观念，努力推广和宣传节能环保灯具，并围绕LED这一新兴节能环保光源，不断超越和创新，
让其在专业影视、舞台舞美领域得到最大的发挥，努力为客户和员工实现最大价值的转变。公司成
立不久就建立自己的质量监管部门和技术部门，加大对于产品研发的投入，不断完善自己的国内国
外销售团队，扩大国内和海外市场。
Guangzhou VanGaa Lighting Tech. Co., Ltd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mpany that focus
on energy efficient LED technology for professional studio and stage lighting fixtures. We are
involved the business of lighting fixtures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selling, events and project
designing, installation, after-sales service and others.
VanGaa Lighting is established on 2006 in Guangzhou, and we have made up our own factory
on 2009 which owns three production lines now. We design and developed the professional studio
lighting fixtures, such as the LED Fresnel Spot Light, LED Profile Spot Light, LED Meeting Room
Panel Light, and the stage lighting fixtures, such as LED Moving Head Light, LED Par Light, Moving
Head Light. Our company incorporates the latest in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to
ensure that its products meet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quality and refinement. The products made
by this manufacturer strictly comply with ISO9001:2008, ISO14001:2004, CE and RoSH safety
standards.
VanGaa Achieving User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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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福来专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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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Forelite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龙璟工业大楼5楼
电话：13928879675
传真：020-86432437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丽骏路7号1号厂房四楼401
电话：18620205280
传真：

电邮：info@forelite.com
网址：www.forelite.com

参展产品：LED Par灯，LED效果灯，LED摇头灯，电脑摇头灯，控台等
公司简介：广州福来专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旁，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演艺
灯光的创新型厂家。
公司始建于2012年，通过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努力开发专业舞台设备，扩大市场份额，
当前开发的产品有：LED摇头灯，电脑摇头灯，LED Par灯，LED洗墙灯等。产品畅销国内外，流行于
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东南亚和东亚等地。
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客户的需求，企业不断吸收新的设计思路，努力做到设计理念和技术创新与
市场紧密相结合。以人为本，务实创新是福来灯光的经营理念。工厂严格按照国际质量ISO-9001：
2000管理体系要求进行产品的开发，生产过程实时监控，为客户提供可靠的产品质量。
福来专业灯光的服务宗旨：您的满意，我们的追求，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Guangzhou Forelite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2012.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of China, very near the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have more
than 1500sqm workshop, around 30 workers.
Forelite Lighting Technology is a fast growing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which combines the
R&D,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fixtures. The high quality
products are guaranteed by the self-developed mechanical design and program, advanced R&D
lab, Electronics workshop, Assembling workshop and Q/A depart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high-quality material suppliers.
We have a high efficient sales and service team, which is able to provide you a fast and accurate
service before and after the sales.
It’s our R&D concept to focus on the developing of characteristic, valuable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Customer- oriented and long-term cooperation is our sales and service concept.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we are one of the earliest beam moving head manufacturers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biggest beam moving head suppliers. Our beam moving head has been the industrial model and used in all applications in China and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东莞市高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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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百达国际电商城1212
电话：+86 13528683641
传真：+85230101771(HK)

广州迅飞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unfei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湖龙滘路1233号-1985工业园区
电话：13826241718
传真：

电邮：ian@4colorlight.com
网址：www.4colorlight.com

参展产品：影视聚光灯，演播室灯光，视频娱乐灯光
公司简介：东莞市高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位于东莞虎门，品牌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业为演播室、
媒体、电影等行业生产灯光的企业。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电视、电影、视频和体育赛事的娱乐照
明以及高科技应用。我们设计和制造世界上最大的单芯片高达5000瓦的产品以及我们的各种专利产
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美国、欧元区、中东、亚洲等世界500强企业。我们有最快的交货时间与最好的
工程师支持。我们在中国和美国设有办事处，提供售前，装配以及售后服务，提供最优惠的服务与
价格。
4color light Co is located brand in humen, dongguan, founded in 2016, it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light for studio ,media and movies industries. Our products are mainly used in Entertainment
lighting for TV, film, video and sporting events as well as high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W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the largest single COB's in the world up to 5,000 watts. Our Products are used in
Fortune 500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 Zone, Middle East and Asia. We
have the fastest lead times with factory supporting engineers. We have offices in China and USA
which are direct with no middleman for best pricing.

电邮：
网址：www.xunfeicontorl.com

参展产品： 舞台灯光控制台
公司简介：广州迅飞光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舞台灯光控制台！是一个集生产，销售，研发一体
的综合性企业！产品远销全球，深受国内外客户欢迎！产品质量稳定！值得信赖！
Guangzhou xunfei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of stage lighting
console! Is a collection of production, sal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enterprise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the world, welcom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Stable product
quality! Trustworthy!

广州市安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lshin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平西村南门7号三楼
电话：18588607467
传真：

4 color light Co.,Ltd

电邮：sale001@gzzti.com
网址：www.gzzti.com

参展产品： 舞台灯光开关电源
公司简介：广州卓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中高端开关电源领域的开发研究、生产、销售。公司
产品主要应用于LED、舞台灯光、工业智能设备、医疗领域，其中拥有ETL证书的产品门类齐全，品
种丰富大小功率10多个系列150多款。所有产品全部采用环保RoHS材料，关键材料如电解电容采用长
寿命电容，日系如红宝石，台系丰宾等。
公司注重研发队伍的建设，其中具有20年以上专业电源领域工程师3名，3年以上散热结构工程
师2名，8年以上单片机工程师1名。
公司拥有完善的开发测试设备，其中包括EMC电磁测试实验室，高低温老化测试箱、全自动老化
测试车、多路测温仪等。为更好的标准化作业流程，采用自动流水线生产拉，拥有配套贴片机、波
峰焊、回流焊等等。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前来考察，洽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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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卓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uota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电邮：824779141@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 大功率LED封装
公司简介：广州市安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大功率LED封装,在光源封装领域拥有自己专业的技
术.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有多名经验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和行业精英,不断增强
了开发、生产,销售能力。拥有先进的现代化全自动生产设备。芯片均采用原装进口美国普瑞,台湾
晶元、光宏,新世纪等正品芯片,全自动生产线封装,保障了产品具有可靠性高、稳定性好,光斑好,光
衰小,亮度高,显色指数高,寿命长,光色一致,价格优惠的优点。安澜本着以“质量第一,诚信为本”
的生产理念,用最低价格,赚合理利润,做有德商人,树立以“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最大追求”为宗旨,
坚持品质和信誉至上的原则,用心,专业,专注,努力做好大功率,致力打造亮丽世界!安澜愿与各界同
仁诚信合作,携手共创辉煌,点亮未来!
Guangzhou Alshin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specializes in high power LED light encapsulation.It has its own professional skills in LED light encapsulation area.Our company have experienced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LED industry elites,who have set up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control system for the company and have enhanced our ability in
R&D,production and marketing.We have advanced modern automatic production equipments,chips
are imported from well established companies such as USA BRIDGELUX,Taiwan EPISTAR,EPILEDS and GENESIS etc.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guaranteed products with high reliability,good
stability,good flare radius,low light decline,high luminance,high color rendering index,long life,consistent light color and competitive cost.Anlan has taken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first as its business
philosophy.We offer competitive pricing with reasonable profit,being moral,pursuing maximal
satisfaction of the customers,and insisting on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first.We give our utmost effort,professionalism and focus to produce quality products and dedication to create a bright world.Anlan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all potential business partners to create mutual beneficial relationships and
brighte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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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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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 Tu Led Technology Fty
地址：广州花都镜湖大道108号
电话：13724219903
传真：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工业园
电话：18051069606
传真：

电邮：led2654k@163.com
网址：

参展产品：led舞台灯
公司简介：点图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LED 舞台效果灯, 品质稳定.产量巨大，交货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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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liji206@163.com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配电柜、胶木插头、防水工业插头、灯钩、线缆
公司简介：江苏优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华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花城美誉的江
苏。我们是一家影视舞台灯光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工程设计及安装为一体的科技企业，多年来
我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的宗旨，坚持走自主研发，独立创新的道路，取得飞速发展。舞台灯光灯具数
字硅箱电源直通箱等配套的系列产品。
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产品是我们生存之本，给客户提供真诚周到的服务是我们发展之道，安全、
节能、环保的产品，以卓越的品质，优质的服务以及优越的性价比，使我们赢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和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面对美好的未来，本着科学管理、精心制作、诚信服务、求实创新的企业方针，我们将继续努
力，与时俱进，用心铸造高品质的舞台灯光。

广州德纳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DANA STAGE LIGHTS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唐阁永越工业园B栋8楼
电话：13570965466
传真：

江苏优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jiang su you chuang dian qi ke ji you xian gong si

电邮：danastagelight@163.com
网址：www.danastagelights.com

参展产品： led 舞台灯
公司简介：LED 帕灯 LED 摇头灯。和灯光相关的主板，电源，风机，光源。

7A-26
7A-23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塘头1号路创维创新谷801
电话：13392188835
电邮：sales33@hollyland-tech.com
传真：
网址：http://www.szmoma-tech.com/

广州市远哒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ANDA AUDIO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福北路728号之一
电话：13928848916
电邮：www.ydcase@126.com
传真：020-31193009
网址：www.ydaudio.com

参展产品：无线图传系统、全双工语音通话系统、无线麦克风
公司简介：深圳市昊一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猛玛（MOMA）”是深圳市昊一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至今包含小玛、传奇、
野玛三个无线通话、无线图传系列，已畅销海外五十多个国家，广泛应用于教育、广电、影视、舞
美等各个领域。猛玛坚定初心，致力于让拍摄无限轻松。

参展产品：木质航空箱 塑料ABS航空箱 铁质五金制品
公司简介：我厂专业生产木质航空箱 塑料ABS机柜 五金铁制品 舞台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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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信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we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昊一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ollyland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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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蓝米水秀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Lanmi Shuixiuhudongkeji Youxiangongsi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东一路16号牛场工业区C栋一楼
电话：13823217373
电邮：421050082@qq.com
传真：
网址：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金关北二路2号院1号楼3层306
电话：18610291095
传真：

参展产品：舞台灯透镜，灯珠盘，帕灯机箱,电源，主板
公司简介：信威电子是生产各种舞台灯透镜的厂家，生产的透镜具有透光性强、亮度高等特点。公
司拥有固定资产一百万元，拥有自主品牌、专利多项，拥有知名注塑机、激光机等先进生产设备。
本厂生产的透镜销往全国各地及周边国家。
本厂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毗邻大朗铁路货运场，交通极为便利。
本厂始终奉行“质量就是市场”及“用户至上”的宗旨，以优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一流的
信誉，竭诚为广大用户报务。

参展产品：喷泉水秀相关软、硬件产品
公司简介：北京蓝米水秀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音乐喷泉、多媒体水秀、互动水景系统
设计与制作的公司，为客户量身定制喷泉、水舞秀、多媒体景观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雄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控制系统，从前期方案设计、
产品设计到后期加工制作、安装调试、效果编排一站式完成。

产品介绍：
13MM/15MM透镜：15°/25°，珠面/平面,白色/黑色，适用于各种帕灯灯具。
28MM皮纹透镜：适用于36颗调焦摇头灯等灯具.
35MM透镜：40°/25°，鱼鳞纹/钻石纹，适用于帕灯、洗墙灯、4/5/6合一帕灯等灯具。
灯珠盘/压片/防水灯珠盘:适用于54颗、60颗铸铝、塑料帕灯机箱。
帕灯机箱：单线机箱、手拉手机箱。

电邮：xiaodsheng@163.com
网址：www.lmsxhd.com

主要产品介绍：
音乐喷泉水秀，数字水帘，水幕电影，瀑布秋千，互动喷泉，LMI控制系统，定制化AI智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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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新泰立灯光有限公司
THEATRELIGHT ASIA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
电话：0760-86320516
传真：0760-863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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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莞市塘厦镇宝岭路371号
电话：0769-82553188
传真：0769-82553118

电邮：sandy@tl-asia.com
网址：www.theatrelight-asia.com

参展产品：聚光灯、调光台、硅箱、信号放大器
公司简介：Theatrelight 公司主要对舞台和电视台提供其自行设计和生产的灯控设备，其设备主要特
点是性能可靠、操作简单。创始人Rex Gilfillan 先生创建新西兰Theatrelight Ltd公司已有45年，
为剧院及电视台提供了一系列的电子灯控设备。
新泰立的历史应追溯到新西兰Theatrelight有限公司。Theatrelight成立于1972年, 创始RexGilfillan先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灯光设计师，曾在英国各省剧院和伦敦West End剧院工作达10年之久。
Theatrelight是一家专业为剧院、电视台，环境照明，工程设计和生产各类灯光控制设备以及专业
聚光灯的生产型企业。在过去的40多年中，公司已经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澳洲，南美洲，东南亚中
东，欧洲）建立了繁荣的营销市场。
Theatrelight New Zealand is dedicated to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lighting control equipment for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hich has reliability and ease of use as its major attributes.
Theatrelight supplies a flourishing export market to many countries worldwide. Theatrelight equipment is installed in many major venue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Southeast Asia, and in
Japan and Korea. Theatrelight’s largest installation base i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ere
its control desks and dimmers are installed in many of the country’s theatres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北京秀域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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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byerxchrd@163.com
网址：www.showworks.cn

参展产品：舞台机械及控制设备
公司简介：是一家新型文化科技跨界公司，从事各类剧院和演出场所的机械化舞台、大型演出特种
装置、专用设备及控制系统工程项目；为舞台工艺提供设计和咨询；为文化场所提供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先进舞台及展示设备。
业务范围：剧院、音乐厅、多功能厅、大型文化活动、驻场秀和巡演秀等大型演出活动场所的
舞台机械、灯光、音响、音视频、特效等设备系统（集成）工程；以及上述场馆及其设备工程的规
划策划、工艺、设计、咨询等服务。
公司致力于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在文化旅游、娱乐、艺术展示等领域提供集规划策划、艺术
和技术的融合创意、演出节目创制、关键技术设备的研发、设备系统集成、运营管理于一体的解决
方案和实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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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傅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eft Rubber products Co.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500号第1幢D574室
电话：021-34150255
传真：021-34150255

电邮：2465221333@qq.com
网址：www.bft.net.cn

参展产品：线槽板，电缆过线槽
公司简介：上海贝傅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高中低档线槽板，过线槽，是舞台展览，户
外演出不可缺失的线缆防护设备。可提供颜色、异形、OEM定制服务。主要生产和开发新型材料过线
槽，解决用户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产品的特点赢得客户，大批量的投产降低成本。求
得合作共赢。解决行业痛点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追求。
Shanghai BeiFuTe rubber & plastic products co., LTD. Is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various high and
low grade line slot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cable protection equipment for stage exhibition and
outdoor performance. Can provide color, shape, OEM customized services. The main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 cable protection channel, to solve the user encountered in the
use of a variety of problems. Win customers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 large quantities of production to reduce costs. Seek win-win cooperation. To solve the industry pain point is our
pursuit.

深圳市澳锦明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o Kam M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永香路七区八巷5号广祥大厦1504
电话：13149940598
电邮：am9226@163.com
传真：0755-28227370
网址：www.getanke.com

广州明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Yu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高浦东区
电话：18826460426
传真：

电邮：szrunda@126.com
网址：www.szrunda.com

参展产品：散热风扇
公司简介：润达公司于2003年成立，主要生产直流、交流及交流转直流之轴流风机、鼓风机、离心
风机、横流风机、风机护网等多种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设备、家电、工控设备、汽车、高端
PC、医疗设备等领域，产品销售面向欧洲、亚洲等国内外驰名企业。
本公司拥有一支强有力的研发团队，拥有自己的高科技实验室及一流的仪器及生产设备。公司以
客户需求及时代需要为导向来开发新的项目;我司已经开发并验证OK的新产品有：大风压风量低噪音
低功耗高性能风机系列和AC TO DC（EC）节能风机等系列风机。
同时，我司执行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产品有UL，TUV，
CE，CCC等安规。

Beijing Showworks Technology & Art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辛2号迪阳大厦1106室
电话：010-84384170
传真：010-84384170转8034

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Dongguan RUNDA Cooling Fan Co.,Ltd.

电邮：27020679@qq.com
网址：www.mingyulight.com

参展产品：192控台，240控台，阳光512控台，信号放大器，网络扩展器，无线收发器
公司简介：广州明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灯光控制台设备生产商,成立于2010年，行业中技
术精英、采用高品质原材料、行业最严格的生产工艺、质检标准,软件、硬件自主研发,将高品质的
产品投放市场。
专业的高效管理团队，公司十分重视品质控制，严格实施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控制设计、
采购、生产、检验四个质量关键环节，确保了产品质量稳定性。
公司注重研发和管理,保证向客户提供高质创新的产品。此外,我们采用严格的质量检控方法,以
确保产品质量的可靠性。为顾客提供质量最好的产品、最佳服务。

参展产品：LED光源
公司简介：深圳市澳锦明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致力于LED相关应用产品之开发,生产,应用，产品包
括：全彩看板，LED字幕机、LED灯饰亮化工程、LED灯饰应用、各式LED全彩显示器,LED招牌等各式
LED应用产品， 专注的敬业态度及高品质的产品与售后服务，一直以来为本公司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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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万马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m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佛山市里水镇里和公路得胜段149号3楼
电话：18026321841
传真：

电邮：954386499@qq.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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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格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che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泉溪华信工业区
电话：13719297868
传真：

电邮：1509021056@qq.com
网址：www.gechenlighting.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市格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华南地区专业的舞台灯光厂家，主要生产有摇头灯、
光束灯、LED舞台灯光等。公司产品款式新颖，材质过硬，广泛用于KTV，户外演出，酒吧灯光设备
等工程应用。专业技术、科学管理、诚信经营，公司产品得到广大用户认可，成为广州有实力，讲
诚信的舞台灯光厂家。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
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今后，我们除了不
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格材料控制，严格成本
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外客户提供OEM服务！
我们期待您的支持！欢迎您的加盟！

7B-15
7C-15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梧桐路128号
电话：18717887889
传真：

电邮：1323202110@qq.com
网址：www.sfcmotor.com

参展产品：舞台专用制动电机
公司简介：上海（江苏）美事科传动有限公司是一家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的电机专业制造企业，成
立于2004年，集电机生产，设计研发及外围控制设备的系统专业厂家。
公司本着为顾客提供优质动力，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的大体趋势。立足于顾客各市场需求，同
国外先进技术交流与合作。迄今，美事科已自主创新、研发了变频电机、主轴电机、伺服电机和高
速电机等优质动力源头。广泛服务于机床、纺织、印染、造纸、包装、食品、化工、医疗、塑胶、
电机、木工、电梯、风力发电等各大领域，在石油机械、电线电缆设备,影视设备已有突破性进展。
同时，美事科电机已成为国际品牌变频器、伺服驱动器首选品牌之一。
公司宗旨：公司一贯秉承“品质成就品牌，专业成就敬业”为宗旨，公司将以更高的品质标准，
理科学的管理体系以及更完善的服务与宾朋提手共创新的辉煌。
企业发展历程：2004年上海美事科正式成立，2007年上海美事科工厂正式投产，2010年上海美
事科伺服电机开始批量生产，2014年上海美事科电机伺服电机年产量突破30000台，2018年江苏美事
科新工厂投产，新的产业园占地42亩，2020年美事科电机伺服电机年产量突破50000台。

参展产品：电池系列、洗墙灯系列、观众灯系列、光束灯系列、LED摇头系列、帕灯系列等
公司简介：广州万马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舞台灯光生产厂家，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我们
将灯光文化理念与实践紧密结合并广泛运用于舞台灯光设计之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赞誉。本公司
拥有专业的电子技术工程师及结构工程师，具有丰富的开发、设计、调试经验。本公司将以最专业
的设计，最优化的配置，最严谨的管理，充分体现现代灯光潜在魅力。万马公司不仅提供高品质的
灯光设备，更会以最专业的态度创造出完美的视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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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美事科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JIANGSU SFC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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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博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SuZhou Rainbow Confetti Co.,ltd
地址：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中路107号3-5家具城旁边
电话：13961228620
传真：0519-83758526

电邮：2832917429@qq.com
网址：confettioffer.com

参展产品：彩纸方片，彩带，彩纸花型，礼宾花，亮片等
公司简介：苏州瑞博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彩纸庆典产品专业生产
厂家。其产品分为不同档次，设计也较为丰富，主要产品有：彩纸方片，彩带，彩纸花型，礼宾花，
亮片等。另外我司亦可组装并生产配套的礼宾花机器和彩纸机，它们操作简单、安全可靠。彩纸和
机器配合可适用于婚礼，生日PARTY，开业庆典，圣诞狂欢等各种喜庆活动，是二十一世纪文明庆典
的首选产品。我司的产品不仅销往中国，同时也远销美国，欧盟，东南亚，中东等其他国家和地区。
公司本着“产品好，服务优，价格公道”的宗旨，不断开发新产品扩大市场占有额，因此我司在国
内外市场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广州龙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PING ELECTRONIC LIMITE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东湖安置区东凤一路5号A栋二楼
电话：13802727690
电邮：mary_ledlitek@163.com
传真：
网址：www.led-litek.com/en
参展产品：250W摇头灯，260W摇头灯，350W摇头灯,led摇头灯
公司简介：广州龙平电子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广州，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的研发、制造、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厂家。
其主要产品包括电脑摇头灯系列，专业LED系列等专业舞台灯光产品。产品广泛用于专业剧场、
娱乐场所、酒吧、俱乐部、夜总会及企事业单位多功能厅、会议厅、城市亮化工程等。自产品投放
市场以来，得到了业界人士的回应、支持与好评。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国家与地区。
龙平电子始终秉承“客户第一，品质至上，持续进步”的质量方针，用自己的品质和服务证明
了我们是尊贵的客户最值得依赖的品牌战略和事业合作伙伴！
Guangzhou Longping Electronic Limite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 professional light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We have our own lighting engineers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taff who ensure
high quality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professional and responsible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and
business partners. Our products including beam moving head light, LED moving head light, LED
par lighting equipment etc.
We are committed to develop our brand LED-LITEK into famous brand in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and promised 3 years guarantee (except lamp source) for al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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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禾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anHe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沙场路86号联鸣科技4栋5楼
电话：13411178883
电邮：leo@mace-lighting.com
传真：
网址：www.mace-lighting.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三禾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主
要产品为舞台灯光。
我们一直走在专业化的道路上，以雄厚的技术力量、卓越的产品质量和全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赢得市场。
我们的产品已出口到全球许多国家。自主品牌“Mace”已在市场上获得好评。
Mace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专注于技术，完善管理，打造舞台灯光行业领先品牌，向创新
型高科技企业迈进。
GuangZhou SanHe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i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tegrated
with R&D,production,sales and service...its main products are stage lighting.
We has been in the road of specialization,to win in the marker with strong technical strength,excellent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integrated service system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Our product
have been exported to many countries in global markers.Its own brand "MACE" has been authorized in the markets.
Mace never be satisfied with the existed achievements but focus on the technology and improve
management to build a leading brand in stage lighting industry,and achieve to a innovative high
tech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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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马电机产品有：SES系列伺服主轴电机，ATP系列变频电机，ATPEJ系列影视专用双制动电机，
YVF系列主轴伺服电机，ATB系列永磁同步电机，GS系列高速电机,YA系列高效率电机，YTVF系列电梯
专用电机,YVP系列洗涤专用电机，广泛服务于机床，纺织，木工，印刷，包装，影视设备，橡塑，
注塑，电线电缆，造纸，起重，玻璃制造，风机设备，产品自动化，快速门等行业。
公司拥有专业化的生产设备，含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先进的电机绝缘处理VPI真空浸漆系统，
数控加工设备，一流的电机自动测试手段，其范围覆盖了电机的机械检测、绝缘抵 抗检测、电机参
数、测试等诸方面。公司长期聘用上海电机所的资深专家做技术指导。确保了产品技术参数的 准确
性、可靠性。
企业精神：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经营理念：以顾客为中心，全方位满足顾客要求。
金牌理念：诚信铸造，以人为本。 质量方针：领先的技术水平，诚信的品质保证，客户的放心
满意，是丹马人的追求。
服务方针：及时、有效、满意。

深圳市远视科技有限公司
WIDMX TECHNOLOGY CO.,LIMITED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11栋812
电话：0755-83209522
传真：0755-83209522

电邮：yinfq@widmx.com
网址：www.widmx.com

参展产品：无线DMX512收发器
公司简介：深圳市远视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widmx.com)致力于开发和制造无线DMX收发器，
DMX512有线/无线触摸控制器，ArtNet-dmx双向转换器。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具有成本效益
和高可靠性的无线DMX解决方案。作为专业的无线DMX设备制造商，我们不断创新，已获得多项国家
专利。我们的无线DMX收发器具有自适应跳频(FHSS)，DMX无延迟数据传输，智能学习控制台参数等
国际领先技术，是目前市场上最稳定的无线DMX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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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康歌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Kangge Lighting Co. ,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龙湖龙滘路365号
电话：18028067736
传真：

电邮： admin@kanggelight.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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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摇头灯，激光灯，效果灯，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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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尼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路1053号卢比克创意园三楼A1315室
电话：021-63246661
电邮： 793321666@qq.com
传真：021-63244820
网址：http://www.sain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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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丹马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DANMA EIECTRIC MOTOR.LTD
地址：上海市综合工业开发区奉浦大道99号
电话：13918286142
传真：021-57577008

电邮：2858286546@QQ.COM
网址：WWW.danmamotor.com

参展产品：电机
公司简介：丹马电机是一家致力于“交流电机产品”之创新、研发、制造的专业化电机生产型企业，
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变频驱动电源专用电机、专用专配电机、直驱电机、高效节能电机、伺服
电机等电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应用，公司以专业的技术，精湛的制造，优异的品质向工业
的各领域用户提供安全、可靠、高 效、节能的工控源动力。
上海丹马电机技术有限公司.江苏丹马电机技术有限公司两家生产型企业，公司掌握有异步交流
感应电机，异步伺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的电磁设计，磁路分析平台，拥有专业的电机设计专家。

地址：江苏省惠山区前洲街道邓北路
电话：13861798688
传真：

电邮：2962952851@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专业防水插头、插座、连接器
公司简介：无锡力霸电气有限公司/盐城力霸电气有限公司联合制造，主要生产工业用插头、插座、
连接器、配电箱等产品，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和实验设备，具备一流的生产工艺，产品外观新
颖、性能卓越、品质上乘、质量可靠。本公司自成立以来诚信为本，不断更新研发新产品，已申请
多项专利。我们秉承“以质量求生产，以科技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以服务求信誉的方针”，努
力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我们本着“客户至上、质量第一、创造精品、遵约守信、
合作共赢”的宗旨，结成期待与您的合作!
品牌名称：LIBA

SHANGHAI SAINI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参展产品：减速机，变速器，电机，编码器，舞台设备配件
公司简介：上海赛尼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秉承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的原则，
专业生产销售行星减速机，工业齿轮箱，斜齿轮减速机，锥斜齿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无
级变速器，非标类减速机等十二大系列产品，并广泛应用于：仓储物流，起重运输，环保水力，舞
台机械，制药制革，包装称重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领域，先后为北京首钢，海军边防，三门峡体育
馆，张学友演唱会，立邦漆上海厂，娃哈哈工厂，杭州公共自行车停车系统等国内大型企业工厂和
地方重点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公司不断致力于提供一流的动力传输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系统
控制方案，为客户做到尽善尽美的服务，努力成为行业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无锡力霸电气有限公司
Wuxi Liba Electric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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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晶宇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Haining jingy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地址：浙光省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启辉路3号F幢一楼
电话：0573-87973936
电邮：277926568@qq.com
传真：0573-87973836
网址：https://qr.1688.com/share.html?secret=NmZ7CoeU
参展产品：LOGO灯、光束灯颜色片、图案片、高反铝镜、金属图案片等舞台灯光相关产品
公司简介：海宁晶宇光镀膜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设计、研发和制造高品质的镀膜颜色片、LOGO广告
片、图案片、激光灯片、分光片、高反片、各种滤光片、各波段窄带滤光片的公司。公司已通过
IS9000、CE等认证，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团队，以完善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为客户
提供细致专业的服务。公司顺应市场潮流，推出的产品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公司在线下能力优
异的同时，逐步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让各位采购商进货无优、售卖无忧。
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企业秉承“顾客至上，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
坚持“客户至上”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选的产品和服务。
Haining jingy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designing, developing and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color film, logo, pattern, laser lamp, spectrometer, high-reflection film,
various filters and narrow-band filters The company has passed IS9000,CE certification, the
company has a complete,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team to improve pre-sales,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Provide meticulou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customers. The
company conforms to the market trend, the product can bring forth the old and new,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gradually expand the online sales channels, so that
buyers can buy goods, sell without worry.
The company's integrity, strength and product quality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Enterprises adhere to the "customer first, excellence" business philosophy, adhere to the "customer
first" principle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the best choic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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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迈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CHOYS IMP&EXP TRADING CO., LTD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奇大道天诚大厦四楼2-B29
电话：+86 139 2824 3219
传真：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村松柏里西39巷2号
电话：020-29802575
电邮：info@summitlite.com
传真：
网址：www.summitlite.com
www.beglec.cn
www.cooperlite.com

电邮：honsnoy@163.com
网址：www.choystar.com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产品
公司简介：我公司专业研发及生产舞台特效产品，主要有电子喷花机，喷雾机, 二氧化碳气柱机等
产品，适用于婚礼、庆典、晚会演出、酒吧等多种场合的舞台效果增强。
We are manufacturer which focus on developing & manufacturing stage special effects equipments, such as cold sparks machine, fog machine, co2 jet etc., which is used for various events
such as wedding, celebration ceremony, festival celebration, performance show, bar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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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DJ设备，功放，调音台， 舞台灯光，DMX控制器，调光设备， LED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悦烁为一家专业化的创新型的公司，其目标致力于LED舞台灯，LED商业照明以及LED
应用，专业音响为基础的为客户提供跨行业，跨技术的新产品研发和解决方案。侧重智能控制系统
产品应用和开发。
10年行业经验让我们有能力为客户在同类产品取得一定的价格优势，了解欧美一线品牌的产品
质量和管理，以客户为中心定制开发。
主要集中DMX，RDM，ARTNET，PLC信号控制以及WIFI，IR和RF控制系统，电源调光控制系统。已
经独立开发RGBAW影视灯管及电源控制系统，调光系统等等。并建立了SUMMITLITE，LITEAHEAD，
SYNHQ，SYNDJ，SYNITE，COOPERLITE 等灯光音响子品牌。
基于我们深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和欢迎更多的客户洽谈合作！
SUMMITLITE is a creative professional company, mainly custom design LED stage lighting,
LED lighting, control systems and pro audio product R&D, OEM , ODM services.
Over 10 years export experience and stand by global players make us understand your better
in request and cost advantage for the same project. Top quality and service as our aim for our client
to control each product and production.
We are familiar with DMX,RDM, ARTNET, WIFI, PLC, RF, BT etc intelligent control, lighting
programming and dimmer control in power system. Like w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film lighting
and control use in Paramount pictures. Established SUMMITLITE，LITEAHEAD，SYNHQ，
SYNDJ， SYNITE，COOPERLITE etc sound & light brands.
Welcome you can come to us on any custom project in sound and light systems !

上曼（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Shangman(Shanghai)Electric Co.,Ltd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工业园区
电话：13634208200
传真：021-33321166

电邮：200000
网址：WWW.NENMMAN.CC

参展产品：工业插头、工业连接器、工业插座、犀牛头、防水开关、电源插座箱、影视电源箱等
公司简介：上曼(上海)电气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9年，主要研发影视工业插头、连接器、犀牛头、户
外防水工业开关系列、影视电源箱体系列及低压电器系列，并在浙江台州市仙居及上海松江建立了
生产基地。
公司的产品先后通过CE、UL、VDE、KEMA、TUV、SAA、SEMKO等电工安全认证、CQC认证。管理
体系并通过ISO9001认证。
户外电气产品成功应用于影视租赁、舞台灯光、机械、化工、电力、电子、港口、机场、工矿、
勘探、食品、地铁、冶金及汽车制造等领域。
公司已在国内建立了200多家销售网点，并在上海、北京、南京、沈阳、天津、济南、厦门、深圳、
成都、重庆、广州等地设计了办事处。
公司产品已远销德国、英国、日本、以色列、美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60个国家及地区。

广州悦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ummitlite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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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apeng eagle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村泓业工业园B栋2楼
电话：18825062836
电邮：2426909605@qq.com
传真：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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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尚程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星空顶 星空幕布 视频幕布
公司简介：大鹏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营舞台背景幕布 星空顶 帕灯COB等产品。
适用于影院剧院装修工程 家庭影院吊顶 舞台背景 家装工程都适用。
用最好的售前服务来对客户最完美的售后服务为客户提供保障。
Dapeng eagle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Main stage background screen starry ceiling
lamp COB and other products.Applicable to theater decoration home theater suspended ceiling
stage background home decoration projects are applicable.With the best pre-sales service to the
customer the most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security.

Guangzhou Shangcheng Stage Ligh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商镇三元西路8号二楼
电话：13929551627
传真：

电邮：1030418249@.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市尚程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为一体的专业
舞台灯光民营企业，目前主要产品包括了电脑摇头灯，频闪灯，激光灯，追光灯和相关舞台特效设
备等。
Guangzhou Shangc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 privat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sales and engineering services. At present,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 computer head lamp, strobe light, laser lamp, light-tracing lamp and relevant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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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杰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Jieyi Electr0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油甘埔油溪路24号
电话：13922900295
传真：

电邮：cxj127127@163.com
网址：

参展产品：驱功电源 适配器 灯光控制板及周边配件
公司简介：东莞市杰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东莞市凤岗镇毅创电子加工厂)成立于2007年5月,本公
司是一家集电子、塑胶、五金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现本公司主要生产灯光驱动电源、灯光控
制板、适配器及灯光周边配件。

7C-19

VG LIGHT is based in China and manufactures high quality stage light, moving head, uplighting, Laser light, LED dance floor and stage effect products.
Central to the company's philosophy is the practice of working as closely with our clients as
possible, listening to their needs, understanding their markets and requirements. Knowing our
business is based on the talent and imagination of numerous individuals, we endeavour to meet as
many of requirements from yours as possible. All comments and feedback from your side will be
welcome.
Over 50 employees work at VG’ s 2,000 square metre workshop in Guangzhou, and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over 50 countries across all continents. The future is full of ambitious plans
and ideas. VG LIGHT continues to focus on designing and producing well-engineered products
utilising the very latest available technology to meet the creative, technical and practical demands
of our wide range of users and partners.

佛山市南海明添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大沥曹边第三工业区十三米9号
电话：13927708039
传真：

电邮：
网址：

参展产品：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变焦成像灯
公司简介：佛山市南海明添光电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厂家，且
承接各类型舞台灯光/会议/酒吧工程。
本公司主要产品有LED大功率帕灯.COB面光.摇头LED.光束灯.成像灯.聚光灯.洗墙灯.车展灯等，
产品目前已畅通全国各地。
猛进灯光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选用优质的配件，力求产品稳定耐用，在业内享有良
好口碑；本着‘顾客至上’的宗旨，完美的售前售后服务，让客户无后顾之忧；并以‘创新求发展’
为方向，根据客户要求改进定制产品，始终把客户需求放在第一位，已赢得广大顾客的认可支持。
‘高品质，重信誉，守货期，不套路’是本公司的经营之道，客户满意是我们的经营目标，今后
我们将再接再励，做得更好，欢迎各位监督。同时热衷期待与国内外各企业朋友真诚合作，让我们
一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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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诺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Nochuan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Ltd.
地址：广州花都区镜湖大道富源一路佰乐产业园
电话：020-36389909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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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猛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曹边滘北村自编号9号
电话：13927708039
传真：

参展产品：LED光源
公司简介：广州诺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LED光源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座落于广州市花都区富源一路27号，注册资金两百万元，在职员工二十多人，含LED封装行业十年
以上品质工程技术人才8人，公司配备八条全自动LED封装生产线，月产LED芯片合计15000K左右。产
品主要应用为LED舞台灯、LED商业照明、LED车灯等。本公司致力于根据客户需求研发与用心做好每
一件产品，公司全面推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秉承“用心做事、勇于创新、服务客户、持续发展”
品质理念与客户共创辉煌。

电邮：
网址：

参展产品：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变焦成像灯
公司简介：佛山市猛进科技设备有限公司市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厂家，
且承接各类型舞台灯光/会议/酒吧工程。
本公司主要产品有LED大功率帕灯.COB面光.摇头LED.光束灯.成像灯.聚光灯.洗墙灯.车展灯等，
产品目前已畅通全国各地。
猛进灯光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选用优质的配件，力求产品稳定耐用，在业内享有良
好口碑；本着‘顾客至上’的宗旨，完美的售前售后服务，让客户无后顾之忧；并以‘创新求发展’
为方向，根据客户要求改进定制产品，始终把客户需求放在第一位，已赢得广大顾客的认可支持。
‘高品质，重信誉，守货期，不套路’是本公司的经营之道，客户满意是我们的经营目标，今后
我们将再接再励，做得更好，欢迎各位监督。同时热衷期待与国内外各企业朋友真诚合作，让我们
一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电邮：48614117@QQ.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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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思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cheng Lighting Electronic Company Ltd.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
电话：15913195193
传真：

电邮：724596862@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泡，飞利浦，欧司朗，优灯，日本牛尾等一系列舞台灯泡
公司简介：广州市思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做原装正品舞台灯泡，品牌有飞利浦，欧司朗，
优灯，日本牛尾等一系列舞台灯泡，产品齐全。

7C-21
7C-22

广州万视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VG Light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沙路286号石井工业园28栋3-4楼
电话：13570966826
电邮：sales1@vgprolight.com
传真：
网址：国内：www.vglite.com
国外：www.vgprolight.com
参展产品：深渊地砖灯，液体地砖灯，钢琴地砖灯，数码地砖灯，p30地砖灯
公司简介：万视灯光位于中国，生产高品质的舞台灯，摇头灯，筒灯，激光灯，LED舞池和舞台效果
产品。
公司理念的核心是与客户尽可能紧密地合作，倾听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市场和要求的实践。
了解我们的业务是基于众多个人的才智和想象力，因此我们努力满足您的尽可能多的要求。 欢迎您
提供所有意见和反馈。
万视灯光在广州的2,000平方米厂房中有50多名员工，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大洲的50多个国家。
未来充满雄心勃勃的计划和想法。 万视灯光继续致力于利用最新的可用技术来设计和生产精心设计
的产品，以满足我们广泛的用户和合作伙伴的创意，技术和实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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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洛克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ok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石井镇滘心村高埔工业区
电话：13824486165
传真：

电邮：
网址：www.ipeng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市洛克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适用各类中档，高档舞台，
剧院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大礼堂，娱乐，酒吧，娱乐场所配套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等等……。
Guangzhou Look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R & D, production applicable to all kinds of mid-range, high-grade stage, theater studio, multi-functional conference hall,
auditorium, entertainment, bars, entertainment venues supporti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and
so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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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利鸿电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Baolihong Electric Co., Ltd.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下辇兴宝合工业大厦11楼
电话：0755-29235528
电邮：334904903@qq.com
传真：0755-29463229
网址：http//:www.szblh.c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933号之三742房
电话：020-28187279
传真：

参展产品：定制电源、工业电源、LED防水电源、调光电源、电源适配器
公司简介：深圳市宝利鸿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专业研发定制生产各种大小功率高可靠性开
关电源，如舞台灯电源、POE电源、电源适配器、智能充电器、工业电源、LED电源以及定制电源,经
过十年的沉淀发展,已成长为集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电源高端企业。为了进一步保
证产品质量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执行,产品已取得CCC、CE、GS、UL、ETL、FCC、
PSE等相关电源产品认证，可同时出口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国家。
公司以先进高效的管理为保证,以尖端研发技术为后盾,以先进生产和检验技术为支撑,致力于为
工业机械设备、新能源、通信、LED照明、电工电力、轨道交通、船舶、航天航空及医疗等行业客户
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电源定制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效率。
本着“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精心研发、竭诚服务”的宗旨,严格把关、指导、规范、完善内部
品质管控，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为全球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照明产业做
出卓越的贡献！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谷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集研发、销售、服务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科技企业，拥有自主研发团队，成功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及软件著作，主要服务于专业舞台灯
具制造商，代理品牌与产品包括：欧司朗(OSRAM)舞台专业灯泡、德国NEOLUX 舞台专用灯泡、
OSRAM LED ENGIN舞台专用多色全光谱LED光源、美国LUMINUS LED舞台灯珠光源。
公司2018-2019财年营业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办公面积超过800平方，其中天河管理中心与
仓储中心占500平方、白云技术服务中心占300平方，其中白云技术服务中心能够覆盖85%的广州舞
台娱乐灯具生产厂家；
公司技术团队包括：中级热力测试工程师2位、初级热力测试工程师3位、客户服务跟进人员3
位、客户经理3位、售后服务工程师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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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谷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CK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得石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观绿东路9号
电话：020-86730996/86730998
传真：020-82528689

深圳市隆鑫舞美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longxin wumei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镇朝阳海头街13号
电话：13802755715
传真：

DALS Electric Co.,Ltd.
电邮：sales@dals.com.cn
网址：www.dals.com.cn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得石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工业插头插座、连接器、配电箱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在场馆建设、机器设备、通讯、电力、照明、新能源等领域。
过去的15年中，我们的产品已经服务于海内外1500多家企事业单位。
近5年来，中国40%左右的大型场馆建设都在使用我们的产品。
未来意味着革新，通过不断的推出新产品，我们持续的为电能的分配与连接做出贡献。
主营:
工业连接器、工业排插、新能源汽车充电插头插座、LED连接器，舞台灯光连接器，大电流插头
插座，电力母线系统等产品。
系统集成：
配电箱、舞台地面插座箱、户外插座箱、电源直通箱、展位配电箱、网络机房PDU等。
DALS Electric Co.,Ltd founded in 2006, is specialized in industrial plug sockets, connectors,
distribution box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s,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communications, electric power, lighting, new energy and
other fields.
Over the past 15 years, DALS has served more than 1,500 clients worldwid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used in about 40%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venues in China.
The future means innovation, DALS continues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nectivity
of electricit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troduction of new products.
DALS main business:
Industrial connector, industrial drain plug, new energy car charging plug socket, LED connector,
stage lighting connector, large current plug socket, power bus system and other products.
System integration: distribution box, stage ground socket box, outdoor outlet box, power supply
straight box, booth distribution box, network machine room PDU, etc.

电邮：adam@gcktec.com
网址：

电邮：156671771@QQ.com
网址：http://www.longxinlightsound.com/mo/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设备
公司简介：深圳市隆鑫舞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舞台灯光设备产品研发、生
产、国内外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本公司所生产舞台灯光设备系列以其独特的外观，稳
定的质量，一流的工艺，优质的服务及物美价廉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在同类产品中“性能价
格比”高。我们的产品适用于各类中档、中高档舞台、歌舞剧院、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演
艺广场、机关大礼堂、娱乐城、DISCO夜总会、酒吧、慢摇吧、迪斯科、卡拉OK、家庭Party等娱乐
场所。主要产品有: 电脑摇头灯、电脑扫描灯、电脑追光灯、激光灯、频闪灯、图案花灯、程序效
果灯、户外灯、烟雾机、泡泡机、雪花机、喷火机、舞台灯、多种DMX512控制台、专业LED舞台周边
辅助设备等。

7D-10

广州艾网金属丝网有限公司
GUANGZHOU AEOMESH WIRE MESH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40号华港商务大厦西塔1618室
Rm.1618, Huagang Business Building West Block, #140 Zhongshan Avenue West,
Tianhe Dist., Guangzhou,China
电话：+86-20-3802 3807
电邮：info@aeomesh.com
传真：+86-20-3802 3837
网址：www.aeobarrier.com/www.aeomesh.com
参展产品：铝合金防暴栏，铁路障，不锈钢路障，一米线
Aluminum Concert Barrier, Steel Road Barrier, Stainless Steel Road Barrier, Stanchion
公司简介：广州艾网金属丝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专业生产铝合金防爆栏，路障，丝网护栏，
金属板网等。总部设在广州，工厂在佛山，生产车间达5000平方。
拥有专业的设计和生产团队，持续不断全方位提升产品品质，发布新产品和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以
满足客户的需求。
质检严格，贯穿于每个订单和各生产环节，从材料准备，切割，焊接，组装，包装到发货。我
司还提供了现场安装指导，实地拜访，常规售后跟踪等售后服务。
积极投入，专业生产。我司现已形成两大品牌,AEOBARRIER系列及AEOMESH系列，畅销世界各地，
应用于各种大型活动及项目。围栏系列产品主要用在演唱会，体育活动等需要控制人群的室内外活
动。护栏系列产品则多用在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市政建设，操场等场所。

Guangzhou AEOMESH Wire Mesh Co., Ltd. has been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r concert
barrier, road barrier, wire mesh fence and expanded metal mesh since 1996, based in Guangzhou
and Foshan, with factory around 5000 m2..
With talented design and production team, we improve the quality constantly in all details, launch
new product and work out feasible solutions according to customers’ request.
Strict quality control is implemented for each order in material, cutting, welding, assembly,
packing and delivery. On-site guidance or visit, regular tracking and other services after sale is
provided here.
As a result of devotion and profession, now we have two brands: AEOBARRIER & AEOMESH,
and supply to famous events and projects worldwide. Our barriers are mainly used in concerts,
sports events, other events indoor & outdoor, where crowd control is needed, while wire mesh
fences are mainly used in highway, railway, airport & port, municipal construction, playgrou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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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多乐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电邮：727355878@qq.com
网址：www.gz-caishuo.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影视灯具，LED。LED三基色，LED聚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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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美博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Meibo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北路七社工业区D栋5楼
电话：15857927779/15899959859
传真：020-86416099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SAIS CO., LTD.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242号
电话：024-88710226
传真：024-88710655

电邮：
网址：www.meibowtdg.com

参展产品：光束灯，摇头激光灯，LED地板灯，LED帕灯，LED效果灯，摇头烟机，智能包房KTV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美博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一条龙服务的企业，
与多家国外公司开展技术合作，以创新的理念，优良的品质，完善的检测系统，推出“美博”品牌。
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诚信为宗旨，
从而得到各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公司主要有摇头光束灯 摇头电脑灯、专业LED灯、激
光灯、追光灯、扫描灯、频闪灯、户外灯、舞台影视灯，舞台效果器，电脑控制台以及舞台灯等系
例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也逐步完善!
美博产品从材质源头，设计开发，车间生产，管理，检测到售后服务按照国家质量体系标准严
把质量关，确保每件产品之规范。开发新的产品，完善企业管理，掌握市场动态，提高服务质量及
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企业经营的目标。我们的品质方针是：严格执行ISO2000管理系统，加强5S管理，
降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的环节，不断的提高自己。先后通过了CE，UL和CSA等国际安全认证。我们真诚
的为海内外用户提供高品质的OEM和ODM产品及优质服务。
美博舞台灯光，以其专业的员工，完善的管理团队，精诚为你服务！
质量第一——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创造专业产品。
技术支持——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全面化的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咨询、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
完善服务——秉承您的满意，美博舞台灯光追求的服务精神，提供及时、快速、专业的售后服务。
Guangzhou Meibo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is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installation of enterprise-stop services, with a number of
foreign companies to carry out technical coopera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idea, excellent quality,
perfect testing system, introduced the "beauty bo" brand. Enjoys the certain well-known in the field.
With its high cost performance products, regulate the market operation,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the good faith as the purpose, thus all the dealers and users and peer consensus. The Company
products are moving head beam light Moving head light, LED lights, laser, follow spot, scanning
lights, strobes, film and television, outdoor lights, stage light, stage effect, computer console, and
the stage lights and other series products.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村东来里八巷1号综合楼八楼
电话：13265924846/17876760592
电邮：
传真：
网址：www.union-bright.com.cn
参展产品：舞台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耀彩泓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国内外舞台照明设备的研发，生产，
推广和服务的科技型企业。
主营产品：舞台灯光，活动头，大功率LED屏，LED像素屏，LED管，LED洗墙灯，LED显示屏，
LED月亮花，户外灯，探照灯，天空玫瑰，城市彩灯，雾化器，泡泡机，雪花机，火焰机，泡沫机，
雾霾机，Smaze Machine，扫描仪，跟踪光斑，激光灯，S特洛布灯，闪光灯，效果灯，舞台放映机，
智能灯，派对灯迪斯科灯，调光器，DMX控制器，Par cans，针孔，镜球，黑光灯等。
Guangzhou Union Bright Lighting Co., Ltd. i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d in R&D,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service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Main products: Stage Lighting, Moving Heads, High power led par, LED pixel screens, LED
tubes, LED wall washer, LED display screen, LED moon flower, Outdoor Lights, Search lights, Sky
rose, City color lights, Fog Machine, Bubble Machine, Snow Machine, Flame Machine, Foam
Machine, Haze Machine, Smaze Machine, Scanners, Follow Spots, Laser Lights, Strobe Lights,
Flash lights, Effect Lights, Stage Projectors, Intelligent lights, Party lights, Disco lights, Dimmer,
Dmx Controller, Par cans, Pinpots, Mirror balls, Black lights and so on.

Dole Guangzhou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小塘环村中路1号
电话：18666087288
传真：

广州市耀彩泓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Union Bright Lighting Co.,Ltd

电邮：liwenlong@hb-optical.com.cn
网址：www.hb-optical.com

参展产品：精密光学反光镜 隔热镜
公司简介：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汇博光学，是我国精密光学反光镜和干涉滤光片产品的主
要研发生产基地，前身是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沈工所）光学技术中心，从事光学反光镜和滤光片
产品研发生产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在反光镜和干涉滤光片设计制造技术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主导产品：椭球、锥轴椭球、椭球棱面、抛物面和球面等光学反光镜，广泛应用于电影放映、仪器
光源、舞台灯具、医疗设备等领域。国内市场产品占有率70%以上，产品出口美国、德国、意大利、
印度、日本、以色列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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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天牌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district baiyun lake street tianpa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岗后牌妨北街1号
电话：13922168533
传真：

电邮：pp1548230098
网址：WWW.tp-disco.com

参展产品：烟雾机
公司简介：大型舞台使用烟雾机.使用合适于大型演唱会.酒吧.婚庆.音乐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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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fire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大马路56号G栋3楼
电话：020-29821265
传真：

电邮：870993830@qq.com
网址：http:www.yehuoguangdian.com

参展产品：光束灯，摇头激光灯，LED地板灯，LED帕灯，LED效果灯，摇头烟机，智能包房KTV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舞台设备工
程设计，升级改造，工程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企业。主要产品有光束灯，光束
图案灯和LED系列舞台灯具，广泛应用于大型演出、演唱会、电视台、剧院和酒店及娱乐场所。公司
自成立以来，我们自强不息和不断的技术完善，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经营质量快速提升，所有困难被
克服，因为我们坚持，如今我们创造了价值。
多年来我们的工程案例布满全中国，产品畅销国外多地，与国际接轨，携手共创夜火高端品牌，
以服务理念打造夜火国际品牌，您信任的品牌！专业，专注，安全，品质，高效。
Guangzhou Night Thermo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tage equipment engineering, upgrading and re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technical train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The main products are beam lamps, beam pattern lamps and LED series stage lamp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large-scale performance, concert, television station, theater and hotel and entertainment places. Since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we have improved our own strength and continuous
technology, and the company's operation mode and operation quality have been rapidly improved,
and all difficulties have been overcome because we insist that we have created value now. . Over
the years, our engineering cases are full of China, and the products are sold abroad and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reate the high-end brand of night fire jointly, create the international brand of night fire with the service concept, and the brand you trust! Specialty, focus, safety,
quality, servic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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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真致热传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ZZCOOLER Therm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大泥大兴工业路9号
电话：15012807277
传真：

电邮：sales1@zzcooler.com
网址：www.zzcooler.com

参展产品：散热器
公司简介：东莞市真致热传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LED舞台灯光、新能源、通讯、消费类电子产
品及工业散热器的研发、销售和生产一体的技术企业。主要生产散热片，散热器，铜铝结合散热片，
钎焊散热片，底部铜板热管散热器，高功率热管烧结类型无重力热管散热器，高功率热管LED工矿灯
散热器，CPU热管焊接散热器，多回路铝板铜管焊接CNC工艺水冷板 ，精密铜管镶嵌技术连接水冷板
方案，高功率UPS能源装置IGBT散热装置水冷板，搅拌摩擦焊接工艺水冷板等。公司位于东莞沙田
镇，在热传导领域专业为各类客户提供散热解决方案及散热产品设计、制造等。在散热器和导热材
料方面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在这个领域公司汇聚了行业内专业的研发技术人才和一流的管理，销售
团队。
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和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都将在这里体现。生产车间拥有多条组装生产线及
专业生产制造设备，生产工艺包括：冲压-钻孔-攻牙-CNC-铲齿-焊接-拉丝-抛光-喷砂-阳极-组装等
在内的完整生产加工制程。产品主要生产类型包括铝挤类散热器、锡膏焊接散热器，模组、搅拌焊
接水冷板、Skived Fin散热器等；为实现对产品的严格测量，公司已经引入投影仪、拉拔力测试机、
量测平台、三次元和烟雾测试等高精尖设备，在硬件上提供品质检测手段。随着市场的发展我司在
市场领域已深入到新能源、电源转换器、逆变器、工业控制、通讯基站、功率放大器、LED舞台灯光
照明和工业控制设备等各种设备高功率的散热。通过前端设计优化和后端先进的成本控制管理，为
客户提供更高的附加值产品和服务。

7D-20
7D-21

广州市泓亿铝箱制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ecase Co.,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旗新第一工业区5号厂
电话：18902229509 郭海涛
传真： 020-36416425

电邮：108006571@qq.com
网址：http://www.honecase.com/

参展产品：航空箱机柜、话筒箱、功放箱、调音台箱、定制箱等
公司简介：广州市泓亿铝箱制品有限公司（HONECASE）是一家集生产、设计、定制为一体的航空箱
制造商，10年行业经验，公司专业化的人才与优质的服务，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以品质为根本”，以便捷省心的一站式专业服务，给每个客户一个满意放心，优质耐用的箱体。
本公司自产自销，主要制作各类标准舞台演出器材航空箱：机柜、话筒箱、功放箱、调音台，
帕灯箱、显示屏箱等，还有很多定制器材箱：酒柜箱、茶叶箱、展示柜箱、医疗器材箱等，首先在
原材料的上不断精选，要求原材料供应商保证质量稳步提升，然后加强自身车间生产过程的监管，
再到后期出货前的检测打包，紧抓每个环节，保证每一个箱体的品质。

7D-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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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杰宸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CHEN LIGH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道滘心村旧庄南街4号C2栋205号
电话：020-28388373
电邮：jc01@jiechenlight.com
jc02@jiechenlight.com
传真：020-28388373
网址：www.jiechenlight.com
参展产品：LED帕灯，LED洗墙灯、LED效果灯，LED矩阵灯，LED频闪灯，控制盒等
公司简介：广州杰宸灯光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要生
产摇头光束灯、图案灯、LED摇头灯、LED效果灯、LED洗墙灯、LED 帕灯、电池灯等；其应用场所覆
盖婚庆灯光、演出演艺、体育场馆、影视剧院、电视台、音乐会、演唱会、歌舞厅、夜总会、迪厅、
酒吧、KTV、洗浴中心、会议厅、展示厅、俱乐部、休闲会所等；目前公司产品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客户一致好评；公司秉承“专业、创新、服务、共赢”的理念，一贯追
求先进的技术，完美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致力于成为舞台灯光行业的领航者。
GUANGZHOU JIECHEN LIGHT CO.,LTD. is engaged in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The main product lines include beam moving head light,led moving head light, led effect
light, led wash light,led par light, led battery light,ect.Its application area is covered with wedding
lights, performance show,stadium,movie theater,television Station,concert,vocal concert,dance
hall,nightclub,disco,bar,ktv,bath center,conference hall,exhibition hall ,recreation club;At present,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products obtains the customer consistent high praise;Company adhering to the professional innovation service win-win development concept,Always pursue
advanced technology, perfect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first-class service,Committed to
become a leader in the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7D-24

Guangzhou zhis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门街道鸦岗西边头九巷一号大楼
电话：13818698051
传真：

电邮：793754922@qqcom
网址：http://www.gzhisheng.com/

参展产品：COB面光灯/LED成像灯/LED摇头染色灯/LED五眼防水矩阵灯
公司简介：广州致晟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
光生产企业。公司成立于2015年，工厂面积1800多平方米，具有标准化生产车间，完善的管理体系。
作为一家专注于专业灯光产品的制造商，致晟公司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技术领先、品质卓越的灯
光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致晟公司主要研发生产以LED／COB光源为主打的舞台灯光产品。
主要包括：电脑摇头灯系列、LED灯系列、COB面光灯系列、户外灯系列、LED新闻影视灯、成像
系统、效果灯系列。
致晟公司的灯光产品主要适用于各种大型文艺演出，电视台演播厅，各种时装秀和奢饰品牌的
发布会，高端婚庆活动及大型高端会议等场合。
我们的面光灯系列产品，凭借着优异的品质，精良的工艺，稳定的性能及良好的舞台艺术效果再
加上优质的售后服务和接地气的价格定位，仅用2年的时间，在国内市场上已遍地开花，并获得了客
户及行业的专家老师们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其卓越的产品品质和一流的产品效果表现力，已成
为中国演出市场的首选品牌！
我们的LED摇头灯系列，性能出新出彩，稳定可靠，凭借着卓越的舞台效果，同样获得了客户及
行业的专家老师们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我们一路向前，缔造非凡，以品质创造品牌！

7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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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同歌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ngge Stage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路2号
电话：18675851595
传真：

电邮：819933903@qq.com
网址：www.etzlight.com

佛山市南海区佳富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JIA FU DA MET ALS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穆院旧誉洞变电站北面
电话：0757-88368883
传真：0757-88368881

7E-05

电邮：1619811585@qq.com
网址：Http://www.jiafuda.com

参展产品：防水帕灯、成像灯、面光灯、洗墙灯等等
公司简介：佛山市南海区佳富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1998年，主要从事制造压铸模具和压
铸模具加工，锌合金压铸等等。压铸件有灯饰外壳，锌铝合金产品开发和铝型材产品加工。公司配
套模具设计制造、锌铝合金压铸、CNC加工、抛光、喷砂、烤漆、喷粉、阳极氧化、电镀等一条龙服
务；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通讯设备、机械、家具、灯饰等领域；公司本着“以人为本、顾客
至上、诚实守信、质优价廉”的原则，揭诚为新老客户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深圳市金品牌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jinpinpai Lighting CO.,LTD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朝红工业区8号
电话：18922841905
传真：

电邮：szjinpinpai@126.com
网址：

参展产品：logo投影灯、led广告投影灯
公司简介：深圳市金品牌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高品质投影灯的生产型企业。精工品质领
跑行业前端，货真价实赢得客户青睐！

7W-02

参展产品：像素灯，矩阵产品，效果灯
公司简介：广州同歌舞台灯光有限公司，2013年创立，工厂现拥有强大生产队伍和现代化的设备。
产品定位于专业生产：面光灯、影视灯、矩阵灯、帕灯4个系列，致力打造舞台灯光优质制造商。
5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在精不在多，实干的原则。让工厂和客户双赢。为了适应市场的发展需
要，我公司还组建了三大中心：
1.生产中心，为你提供可靠的质量。
2.仓储管理中心，为你提供快速的供货效率。
3.营销客服中心，快速的为你提供及时的产品参数和图片价格，以及售前售后服务。
三大中心在‘产品在精不在多’的战略上面向市场和客户，让我们去体验和感悟实干的优势。
这就是同歌灯光，一群年轻人，一颗追求卓越的心，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种永不止步的精
神......

7E-03
7E-04

公司厂房面积约10000平方米，生产员工达200多人，其中技术人员10多人，管理人员10人。先进
的铝压铸设备从160 吨到900 吨共8台；锌合金压铸设备台；CNC数控精密加工设备10台；冲床、钻
床等数十台配套加工设备及抛光设备等共80多台。公司强大的实力可保证客户所需的产品能按时按
质按量快速完成，免去客户的后顾之忧。
佳富达服务态度：只有客户满意我们才能长久发展。
佳富达口号：质量稳定，货期准时，服务到位。
佳富达以完善的管理体系为基石，不断提高管理效能，让企业充满活力和持续发展，尽心尽力
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
本公司热烈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洽谈业务。全国咨询热线：13318311233

广州致晟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诺创视听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heatrixx technology (sz)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金海路15号华盛辉综合楼401
电话：15818667100
电邮：miko@theatrixx.cn
传真：
网址：www.theatrixx.cn
参展产品：视频信号转换器
公司简介：这是世界上首个为市场度身定做的视频信号转换器。如今，视频信号转换器在专业的视
听领域、演示、现场表演和巡回演出中无处不在，并且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它们往往是
信号链中最薄弱最让人不重视的环节。低质量的连接器，脆弱的外壳，外接电源，和整体空的设计，
都造就了市面上那些不可靠的处理器设备。为了改变这个情况，我们独家研发制作了这款视频信号
转换器。
-集成了电源和连接锁扣。不再依赖制作粗糙且不可信的电源适配器。
-内置了非常便捷的交流电源插座，可以连接投影机，电视，笔记本，小型视频投影机等等。
-视频信号转换器和设备都再也不需要使用繁琐的排插了。

8A-01

广州市白云区雅博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District YABO Stage light&Audio Equipw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村江兴路一横33号
电话：15800288855/18023459316
传真：020-36381657

8A-05
8A-06

电邮：670526247@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大功率LED 舞台LED
公司简介：广州市夜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大功率LED于一
体的民营企业。拥有多条进口的LED全自动生产线，严格胡管理体系和优秀胡技术研发管理团队。我
们始终秉承“质量优先、技术创新、科学管理、诚信服务”的企业理念。

8A-03

8A-07

Guangzhou Jiasen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太平里大街5号
电话：13711632625
传真：

东莞市同裕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Tongyu 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东莞市东坑镇东兴路282号3号楼
电话：0769-2662558
传真：

电邮：zcl@tongyu-group.com
网址：http://www.tycooler.com/

河南豫之星灯具有限公司
Henan yuzhixing lamp Co., Ltd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城关镇永通路东段110号
电话：18837292887
传真：

电邮：19338756622@QQ.COM
网址：http://www.jsslight.com

参展产品：摇头光束灯，LED摇头染色灯，KTV效果灯系列
公司简介：广州市嘉森（福美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
型企业，主要生产舞台灯光设备，摇头灯系列 、追光灯系列 、激光灯系列、L E D 大功率系列、频
闪灯系列、LED舞台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
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
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
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今后，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
格材料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
外客户提供OEM服务！
嘉森灯光，期待您的支持！欢迎您的加盟！
公司主要承接酒吧工程，智能KTV工程，宴会厅工程。电话13711632625刘经理
质量第一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创造专业产品。
技术支持
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全面化的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咨询、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
完善服务
秉承您的满意，嘉森舞台灯光追求的服务精神，提供及时、快速、专业的售后服务。

电邮：2680107259@qq.com
网址：WWW.SH-LONGZHU.COM.CN

参展产品：焊接模组类散热器，铝挤型材类散热器，压铸铲齿类散热器，水冷散热器，冲压CNC加工
类五金件等产品
公司简介：同裕集团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额2000万人民币。总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是
一家专门从事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电力、5G通讯、LED照明，智能家居，电脑服务器.新能源汽车轨
道交通，能源储存，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散热器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集团公司，其中包
含：焊接模组类散热器，铝挤型材类散热器，压铸铲齿类散热器，水冷散热器，冲压CNC加工类五金
件等产品。
随着集团品牌化进程步伐的推进，同裕已拥有6家控股子公司，其中3个为生产基地，3个再研发
基地，分布于华南、华中地区以及香港，形成了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能够
及时、高效地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
同裕集团十四年来致力于电子散热方案的研究及市场推进，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研
发团队和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同时拥有同行业最高水平的散热产品性能验证实验室，提供
具体市场竞争力散热解决方案。我们将不断的努力，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广州市夜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嘉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LONGZHU OPTICAL COATING CO,LTD

参展产品：滤色片 图案片
公司简介：上海龙珠光学镀膜有限公司，集二十多年光学镀膜经验，生产的滤色片、图案片和隔热
片等经市场检测多年，立足于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我们拥有多种专业镀膜生产设备和数十位工程
师和技术人员 让我们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先进的生产研发技术。“以质为本，以诚待客”是我们的
服务宗旨。

Guangzhou Nightsky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岗村三元五街23号
电话：13512773871
传真：

上海龙珠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3901号B2栋
电话：021-56440421
传真：021-56440421

电邮：426730807@qq.com
网址：www.yabolight.com

参展产品：摇头灯,染色灯，面光灯，车展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白云区雅博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2008年在工商注册成立，2009年我厂YB商标在
国家商标局注册并颁发商标注册证书，公司专业致力于舞台灯光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
并采用领先技术专业生产摇头电脑灯和LED相关产品，主打产品有350瓦三合一摇头灯，350瓦纯光
束，260光束灯，250光束灯，230瓦光束灯,。LED相关产品有16颗LED幻影灯，9颗LED幻影灯，
36颗四合一调焦染色灯，19颗调焦摇头染色灯，25颗摇头矩阵灯，60瓦LED图案灯，300W调焦面
光，200W调焦面光灯，多款LED帕灯。多年来，我厂提供舞台、舞厅、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
视娱乐场所提供全面设计，安装，调试！
雅博产品国内外均有代理商，产品奉行以质为本，在各代理点均设有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产
品更远销至美国、欧洲等地。雅博灯光真诚与广大新老客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8A-02

8A-04

电邮：420005922@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LED平板灯、LED聚光灯、会议室柔光灯等
公司简介：河南豫之星灯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制造、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我们的产
品主要包括演播室LED平板补光灯、LED影视聚光灯、电动会议翻转灯、手动翻转会议灯、虚拟背景
抠像蓝箱、拼接组装蓝箱以及天花路轨、恒力铰链、工字铝轨道及其他配件等，使用范围涉及省级、
地市级、县级电视台，校园电视台，报社、政企新闻中心和高档视频会议室，中小学、大学录播教
室等领域。
本公司秉承着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的信念，始终以重合同、守信用为宗旨，坚持自主
研发投入，不断设计出新的优质产品，同时也会结合各种个性化的客户需求，创造出功能丰富和令
人耳目一新的新产品设备。设备质优价廉，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厂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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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铂江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jiang photoelectric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大华大街28号
电话：谭美龙
传真：020-37726213

电邮：270244984@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电池无线LED帕灯系列
公司简介：广州市铂江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种舞台灯设备的厂家，自创
办以来，一直以创新、高效、优质为宗旨，自建厂以来，研发了多款产品，并且申请了国家专利，
更是一直坚持抓产品质量跟细节，赢得了很多中外客户的支持。未来我们会不忘初心，继续努力，
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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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佳思灯光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滘路359号
电话：13823328192
传真：

电邮：291900946@qq.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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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宏王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花港大道大明街1号
电话：13640824499
电邮：45191219@QQ.COM / highvaluelite@vip.126.com
传真：020-86161742
网址：www.highvaluelighting.com/ www.highvaluelite.com

广州凯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aiyua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巴江东路6号D2栋2楼
电话：18620853089
传真：

电邮：fanpeixiang@gz-kayn.com
网址：

参展产品：光束灯泡、点灯器
公司简介：凯元照明，尽显光束魅力！
凯元照明是专注于光束灯光源这一细分领域的公司，所有的产品均围绕光束灯来开发。自主研发了
从132W--465W整个系列的光束灯泡以及配套的点灯器。目前拥有OROSSM和KAYN两个品牌。2019年公
司和日本凤凰电机株式会社达成战略合作，共同研发凯元凤凰光束灯泡。

电邮：info@fog-machine.com
网址：www.fog-machine.com

参展产品：烟雾机、水雾机、双雾机、泡泡机、雪花机、气柱机等舞台特效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星天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位于广州白云区白云湖街道石井镇大冈村，
厂房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员工管理团队20-30人。工厂主要生产各类舞台特效产品，如烟机、雾
机、泡泡机、雪花机、喷火机、气柱机等，产品广泛应用于舞台、夜总会、酒吧、KTV包房、家庭
聚会等娱乐场所。
Guangzhou XTD Stage Equipment Co.,Ltd was founded in year 2010 which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the factory covers an area of 1200 square maters and has 20-30 staff team.
We main produce fog machine, haze machine, bubble machine, snow machine etc. stage effect
product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stage, nightclub, disco bar ect. entertainment place.

GUANGZHOU HONGWANG PRO-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参展产品：舞台摇头灯，LED染色灯，舞台特效，照明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宏王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公司一直坚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动
机至善，私心了无，提高心性，拓展经营。经营舞台灯光和特效，照明的生产，研发，销售，服务
一体的多元化产品。公司企训：敬天爱人 。以光明正大，谦虚的心态对待工作，崇尚自然，热爱人
类，热爱工作，热爱公司，热爱祖国。经营理念：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
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经营手段：提高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充满爱心的产品）以
及真诚的服务。即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不断致力于新技术开发，提供优质新产品，以保证经营顺
利，获取合理的利益。在公司内部，以相互间怀有感恩戴德之心，坦诚相见，心心相连，互相信任，
并以此为基础，以互不对立，互相帮助的大家族主义开展运营。公司产品80%畅销全球60多个国家，
20%服务本国市场。公司通过了CE,ROHS,UL,CCC，ISO等多项国际认证。
公司品牌：HiValue宏王照明，KungfuMan功夫人,EastWon东方宏旺.感恩全球客户的支持和信赖。
Guangzhou hongwang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7, the company has
been committed to pay no less than anyone's efforts, motivation to the best without selfish,
improve the heart, expand business. Operating stage lighting and special effects, lighting
produ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service integration of diversified products.
Company motto: respect god& love people. Treat work with an open and abovementitious
and modest attitude, respect nature, love human beings, love work, love the company, love
the motherland. Business philosophy: to pursue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happiness of all
employe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society. Means of
operation: to improve the products loved by consumers (caring products) and sincere
service. That i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and cheap products, constantly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to provide high-quality new products, to ensure the smooth
operation, to obtain reasonable interests. Within the company, with mutual gratitude, honesty, heart to heart, mutual trust, and on this basis, with each other, help each other's big family
to carry out the operation. 80% of 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sold i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20% of it is serve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company has passed CE,ROHS,UL,CCC,
ISO and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mpany brands: HiValue, KungfuMan,EastWon. Appreciate the support and trust of global customers.

Guangzhou XTD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兰花街7号4栋3楼
电话：18924091157
传真：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专业生产舞台灯光厂家，光束灯、摇头灯、LED帕灯、洗墙灯、追光灯、效果灯系列，专
注高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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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星天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8A-15

大连海天祥云科技有限公司
DJMIX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华鑫工业园1号
电话：13229977617
传真：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 烟雾机
公司简介：室外烟雾机 舞台特效 特效雾油 烟雾油 泡泡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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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109267942@qq.com
网址：www.myamix.com
雪花油

广州中天电机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tian Motor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巴江路23号四楼
电话：020-374355406
传真：020-37434075

电邮：3586352064@qq.com
网址：www.gzzhongtian.cn

参展产品：步进电机
公司简介：广州中天电机有限公司，是—家专业从事步进电机与驱动器设计、开发、制造、 销售的
高新技术型企业，位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广州市白云山附近，拥有几千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及
先进的专用生产、检测设备，十多个系列、数百种规格标准化产品，— 支经 验丰富、高效 敬业、
创新型的管理、技术团队。根据您的不同需求我们不仅能准确、快捷地为您提供所需的标准化产品
与服务，而且可量身定制，进行创新型设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您的设想与要求！
贯彻严谨、科学、精益求精、让用户满意的质量方针，从产品设计、制造、品质、保证、直至
产品输出等全过程严格贯彻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相关程序，我们力求完美的专业精神，塑造了良好
的品质与企业信誉，已成为众多领域的重要分供方。
秉承“开启科技之光，共亨智慧之美的经营理念，推崇尊重、包容、和谐、共享”的企业文化，
我们正以更前瞻的眼光，更前沿的创新思维，进一步探索着为客户提供引领时间前沿的最具价值的
解决方案。
真诚期待您的支持，您的每—份信赖都将是我们的荣耀，您的每—份要求都将是我们创新的动力！
我司产品包含混合式步进电机，永磁式步进电机，步进闭环电机，步进减速电机，步进刹车电
机，步进直线电机等机电一体化结构电机等。

8A-17

广州市白云区极光电子厂
POLARLIGHT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工业区流连路30号极光电子厂
电话：13570106913
电邮：polarled@163.com
传真：86163676
网址：https://polarled.1688.com
参展产品：大功率LED灯珠、大功率七彩灯珠、LED集成光源、食人鱼系列灯珠、小功率直插LED灯珠
公司简介：广州市白云区极光电子厂创立于2002年,于2006年自建造10000余平方米的生产基地；采
用万级净化，防静电封装封闭、最先进的ASM全自动化生产设备；18年专注LED封装和制造，严格按
照ISO9000质量体系运作，确保每一个产品的质量。极光电了是一家18年专注于开发、生产、销售
LED发光二极管为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专注做1-3瓦大功率LED灯珠，各种型号全彩led灯珠（3合1、4合1、5合1、6合1，七彩，
全彩），各种型号集成LED灯珠(10W、20W、30W、50W、60W、100W、150W、200W、250W). 广泛应用
于大屏幕显示、汽车灯、广告灯、矿灯、投影灯、帕灯、摇头灯、染色灯、灯饰照明、户外观景灯
等诸多领域。
1、我司使用进口光宏芯片、纯金线、铜支架、进口荧光粉等优质原材料；
2、我司采用共晶技术，使芯片与支架有良好的粘接亮度效果:高亮度,颜色一致性好；
3、我司产品亮度效果好，高亮度，颜色一致性好；
4、我司产品寿命；衰减低，耗能小,寿命长，抗静电能力强；
1.Imported optical macro chip, pure gold wire, copper bracket and other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2.Brightness effect: high brightness, good color consistency; 3.Product life: low attenuation,
low energy consumption, long life, strong anti-static ability; 4.Lamp bead material: gold wire +
copper bracket + imported phosphor; 5.Using eutectic technology, so that the chip and bracket
have a good adhesion. Note: our company has been focusing on LED packaging and manufacturing for 18 years, adopting ten thousand level purification, anti-static packaging and sealing, the
most advanced ASM automatic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operating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IS09000 quality system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each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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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3362739030@qq.com
网址：www.gzswygd.com

8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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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golden hardware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爱民路恒沣工业区C8－12
电话：020－36884099
传真：020－80725711

电邮：gaodin@foxmail.com
网址：gaoding.1688.com

参展产品：音箱支架、舞台灯光支架、电视机支架、乐谱支架等
公司简介：广州高鼎五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各类专业音箱和舞台灯光支架以及各种影音支架
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本公司主要经营音箱支架，麦克风支架，调音
台支架，键盘支架、灯光架、乐谱架等。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
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广州高鼎五金有限公司经过不懈的努力，目前产品在国内外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客户群体，市场
占有率在20％以上，在中国的文化艺术节目、喜庆晚会、KTV量版酒吧、慢摇吧、演奏会、会议室、
多功能厅大放异彩，更多的以高质量低成本迅速占领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洲得国家！广州高
鼎五金限公司是你事业的好同伙伴。

佛山巨源电源有限公司
电邮：294805764@qq.com
网址：https://juyuanpower6.1688.com

参展产品：各类舞台灯光电源，点灯器
公司简介：佛山巨源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专业生产各类高品质开关电源，LED恒流驱动电源、点灯器、工业电源、舞台灯光电源
等电子配套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自控系统、通讯安防设备、家用电器、照明、舞台灯光
设备等领域。
我司拥有规模完整、管理规范、经验丰富的研发工程及管理团队，凭借开发周期短、设计方案
高效、检测设备先进，严格执行ISO9001；2000国际化标准,坚持“以人为本，质量第一，顾客至上”
的管理理念。提倡诚信、团结、敬业、奋斗的企业精神文化。“携手巨源、共创辉煌”不断进取、
勇于创新的产业精神，不断拓展与完善，为顾客提供最佳服务，为社会提供最优产品。力争成为电
源行业最具竞争力的电源企业，以及客户的最佳合作伙伴，共同走向辉煌的未来!
Established in 2008,Foshan Juyua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 .The company not only develops,but also designs, produces,sells its products with its own
features. We are extremely professional in producing all kinds of high-quality switching power
supply,including LED constant current drive power supply, lighting apparatus , industrial power,
stage lighting power etc.,
Which covers a spectrum from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corresponding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device,household appliances,lighting device to stage lighting device !

参展产品：全彩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五阳光电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舞台激光灯及舞台灯光。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拥有一批优秀的工程师。公司产品适用于酒吧，KTV，夜店，大小型舞台，户外亮化，景区，
公园等。我们的产品热销于东南亚，美国，欧洲等海外市场。我们将以严谨、周全的服务风格，真
诚与您合作，愿与您携手共进。
Guangzhou Wuyang Photoelectric Co.,ltd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ge laser lights and
stage lights.The company s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in one, has a group of
excellent engineers.The company's products are applicable to bars, KTV, nightclubs, large and
small stage, outdoor lighting, scenic spots, parks, etc.Our products are sold well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 Europe and other overseas markets.We will be rigorous, comprehensive service style,
sincere cooperation with you,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you hand in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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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171654103@qq.com
网址：www.ck-lihtg.com

FO SHAN JU YUAN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宏岗村工业大道南3-D栋
电话：13660042187
13924135268
传真：0757-85623352

Guangzhou Wuyang Photoelectric Co.,ltd

广州高鼎五金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大田南街十二巷一号三楼
电话：13527752959/13312842988
传真：020-3696 6963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专用电源分配器/流动演出机柜
公司简介：广州市玛天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演出流动电柜、电源分配器、硅箱、
电源调控台的生产厂商。公司已有10多年的生产经验跟成熟的生产技术，以及独立的设计能力不断
的进行自我完善和创新……
Guangzhou CK Light Co.,Limited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ge
performance mobile cabinet,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dimmer cabinet, power console, etc. Owning
more than 10 years of production experience and mature 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independent design capability, the company has always been striving for self-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The company satisfies customer's greatest needs based on its operation philosophy of being
professional, honest, and with high quality and low price. With its products passing CE, ROHS
certification, the company provides customized OEM products for customers from European, Americ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ncerely to
create brilliant future together.

广州市五阳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冈北街85号
电话：020-86210593
传真：020-86210593

广州市玛天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GUANG ZHOU CK LIGHT CO; LTD

深圳市蓝凌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anli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白石龙二社区皇嘉商务中心B509
电话：0755-27598890
电邮：sales@lanlingtech.com
传真：
网址：www.lanlingtech.com
参展产品：舞台激光灯，户外激光灯
公司简介：Lanling is specializing in pro laser lights and LED lights over 10 years. We have a
well-cooperated stream line of researching/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Our
products are well-known around the world. Many famous brands are made in Lanling factory. With
strict production procedure, we can build quality products for our clients.
Our products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certificates to meet the market requirements, such as CE,
ROHS, etc. Our factory has passed the ISO-9001 approval. Every single unit must be strictly tested
well before shipment. Our stage equipment can be widely used in DJ (deejay), disco, stage, KTV,
family party, night club, pub, bar, band, home, hotel, wedding, Christmas Party, entertainment
areas, trade shows, fairs, theater, company logo advertise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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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精诚电器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GCHENG ELECTRICAL APPLIANCE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冈西街88号
电话：13826168880
传真：020-3667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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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爱高羽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迈卓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aizhuo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白云区均禾街道石马村新石路涌边北街45号
电话：13631886162
传真：

电邮：2604601891@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LED舞台地砖灯
公司简介：广州迈卓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的企业。专业生
产LED星空地板砖，RGB视频地板砖，RGB全彩地砖，3D深渊地砖，LED发光地砖，LED星空幕布，RGB
频布，RGB七彩星空幕布等舞台设备产品，拥有最新产品技术及高素质的销售队伍，具备完善、高效
的运作系统和生产管理体系，随时为用户提供高效、细致、全面、专业的服务。
多年来广州迈卓舞台灯光打造了许许多多经典的舞台工程案例，我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专业专注
的企业精神，为人们提供优质的舞台设备产品，倾情打造新型舞台设备产品，完美点亮，全彩时代！
广州迈卓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

电邮：153685551@qq.com
网址：www.aigoy.com

参展产品：舞台LED帕灯，LED摇头灯，光束灯，效果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爱高羽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华南地区专业的舞台灯光厂家，主要生产有摇头
灯、光束灯、LED舞台灯光等。公司产品款式新颖，材质过硬，广泛用于KTV，户外演出，酒吧灯光
设备等工程应用。我公司技术专业、管理科学、诚信经营，公司产品得到广大用户认可，成为广州
有实力，讲诚信的舞台灯光厂家。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
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今后，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
格材料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
外客户提供OEM服务！
Guangzhou Aigo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in South China, mainly producing moving headlights, beam lights, and LED stage lighting. The
company's products have novel styles and excellent materials.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KTV, outdoor performances, and bar lighting equipment. My company's
technical expertise, management science, integrity management, the company's product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majority of users, Guangzhou has become a powerful, honest lighting of the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s.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develops new products, continuously pursues improvement and
surpassing quality, provides perfect pre-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systems, and does its utmost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cost-effective products and considerate services.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have been exported to India, Brazil, West A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s received wide recognition and praise.
In the future, apart from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high-tech varieties,
we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existing products, further strict material control, strict cost control,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nd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after-sales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lso eager
to provide OEM services for the major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电邮：Aceda@aceda.cn
网址：www.aceda.cn

参展产品：LED影视聚光灯、LED影视成像灯、LED影视平板灯、LED天幕灯天地排、地脚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仁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产品如下：
1、室内高亮高显指系列：LED影视聚光灯、LED影视成像灯、LED影视平板灯、LED冷暖双色天幕
灯天地排、地脚灯
2、户外防水系列：防水成像灯、聚光灯、帕灯、大功率户外防水光束、三合一电脑灯
3、LED七彩变换系列：LED四合一天地排、RGBW帕灯、LED换色调焦聚光灯、LED四合一成像灯
4、LED嵌入式系列：LED嵌入式平板灯(可做电动翻转)，LED嵌入式帕灯、LED嵌入式聚光灯

Guangzhou Aigaoyu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沙场路86路联鸣科技园
电话：15914229059
传真：

广州市仁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ceda Lighting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南贤路3号
电话：13826241988
传真：

电邮：937621139@qq.com
网址：www.Jingchengmotor.com

参展产品：混合式步进电机、直线丝杆步进电机
公司简介：广州精诚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专注、研发生产步进电机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一贯以产品质量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质量至上，全面贯彻ISO9001国际质量标准。本产
品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3D打印机，自动化设备，纺织机械，印刷包装设备，医疗美容器械，金
融设备，以及军工等领域。
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队伍，面对未来，将秉承一切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的发展方针。
服务宗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团队精神：以礼待人，以心做事，以诚立业，以信立足。
经营理念：开拓创新，精益求精，质量至上，信誉第一。
竭诚与新老客户以及海外客商真诚合作与服务，力争市场一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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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创煊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uangxuan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乐安乐城一路54号科华产业园B座3楼
电话：13702654415
电邮：52845846@qq.com
传真：0757-86408381
网址：
参展产品：电源
公司简介：佛山市创煊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科华产业园，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电源生产企业。产品主要包括：舞台灯光电源、工业设备电源、LED驱动电源等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照明、电子、通讯、工业自动化、安防、信息等产业。
我们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有活力、富有创新精神的员工队伍，可以灵活高效地为客户提供全面
的电源解决方案。公司秉承和发扬了国内外知名电源企业的先进设计理念，融合于自身产品之中，
同时借鉴国际先进制造企业的生产管理经验，可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我们坚持“勇于创新、质量为上”的宗旨，在研发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在品控方面严格把关，力
求生产出性能优越，质量可靠的产品，做一个能创新、可信赖、负责任的企业。
Foshan Chuangxuan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Foshan Kehua Industrial
Park, is a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one of the power supply
production enterprises. Products include: stage lighting power supplies, industrial equipment power
supplies, LED drive power and other products, can be widely used in lighting,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industrial automation, security, inform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Our company has high-quality, dynamic and innovative staff, can be flexible and efficient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comprehensive power solutions. Company uphold and carry forward the
well-known power companies at home and abroad advanced design concepts, integration into our
own products, while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 can quickly respond to customer needs, providing timely and thoughtful service to
customers.
W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and quality".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be strict in the quality control. Strive to produce superior performance,
quality and reliable products. Be an innovative, trustworthy and responsibl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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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hou XinYiyi Technology Co,Ltd
地址：BaiYun Road Chenjiang Town Huizhou City CHina
电话：86-18026571269
传真：

电邮：Zoe@xyyflightcase.com
网址：http://www.xyycase.com/

参展产品：塑料航空箱
公司简介：鑫一易”包括以下系列产品：
1、液晶屏
2、摇头灯
3、LED灯420系列
4、线材箱
5、525 16寸机柜系列
6、390C 12寸系列
7、260C 7.8寸系列
鑫一易航空箱特色;
基于对传统木质箱材料的采购、配件、制作的复杂，塑料航空箱模具制作的精度，材料的环保，生
产和组装的便捷，鑫一易公司的产品整合了材料的环保，可再生利用回收，运输的成本，量产的精
度，摸具、组装的便捷和拼装。真正做到 “坚固耐用、密封防水、轻便灵活、环保、节能、便捷
XXIn yiyi Flight case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curement, accessories and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wooden box
materials, the precision of plastic flight box mold producti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materials, and the convenience of production and assembly, Xinyiyi’s products integrat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materials and can be recycled.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the precision of mass
production, the convenience of tooling, assembly and assembly. Truly “sturdy and durable, sealed
and waterproof, light and flexibl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ergy-saving, conven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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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颖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西南山东路58号
电话：13325913588
传真：

电邮：476992482@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周边设备产品
公司简介：杭州颖川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久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
设备制造商。品牌“TLC”“AVS”创建于1988年。通过多年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和广大新老客户的
鼎力支持，使公司不断成长和发展。
我公司产品主要包插各类电脑灯控台，各种规格数字硅箱，数字电源直通箱，数字机柜，信号放
大器等，用料扎实，质量可靠，价格适中，颇受全国各地用户的欢迎。企业将一贯秉承良好的专业
精神、以客户为核心的发展宗旨，欢迎各演出商、工程商、经销商合作洽谈。供电设备可根据客户
需要定制不同规格，也可OEM。
杭州颖川科技电子有限公司现今充满新鲜血液，朝气蓬勃，未来发展将着力线上线下相结合，寻
找新机遇，探索新的发展性平台。竭诚希望与广大客户朋友携手共进，真诚合作!您的满意是我们工
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佛山市束影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SHUY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袁屋边共同大楼
电话：13922334768
传真：

电邮：shuying2012@163.com
网址：www.sywtdgfs2012.com

参展产品：led染色灯、面光灯、追光灯
公司简介：佛山市束影舞台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公司本着“科技为主导、创新求
发展、质量求生存、满意为宗旨”的企业精神。坚持以诚取信，信奉以诚取信的信条，主要产品有：
光束灯系列，LED染色面光系列，摇头灯系列，户外灯系列，舞台效果灯等。

8B-09

Established on January 8, 2001, Eas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service
company engaged in organizing glob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Due to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needs, EIECO established Qinhuangdao branch in June 2017 and Shenzhen branch in June 2019.
Since 2001, EIECO organizes a group to participate in all kinds of exhibition every year close to
150, the cumulative number of displaying more than 1000 times, more than 100000 square meters
exhibition area, organized thousands of companies to develop overseas markets,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in group, has become a well-known enterpris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In August 2012 and became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executive director units".

惠州鑫一易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美芯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XL Stagelight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村太平里工业区9号B栋602房
电话：13580541947
电邮：2531349844@qq.com
传真：020-36563825
网址：www.lightmaxim.com
参展产品：LED黄金爆闪灯、LED洗墙灯、演出专用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美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简称“美芯灯光”）成立于2009年，位于广东省广州市，是
一家专业生产集研发、生产、销售、提供舞台灯光整体解决方案、安装调试的舞台灯光设备企业。
在商业演出、学校舞台灯光设备解决方案、婚庆宴会厅舞台灯光解决方案与工程安装、礼堂多功能
会议室灯光解决方案与工程安装、演播厅灯光工程、酒吧舞台灯光解决方案与音响工程安装得到广
大用户与工程商的认同与赞美！我们有自主研发的产品：LED演出黄金爆闪灯（防水）、集成化舞
台灯光系统、、LED染色王帕灯、自主研发的光束图案灯、超强LED面光帕灯。
公司一贯坚持“美好品质 用芯铸造 共创未来”的宗旨，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
的服务，产品畅销全国近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远销美国、泰国、埃及、马来西亚等国家。
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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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鼎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ing lighting Co.,Lim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石井窖心村头里二巷12号
电话：18819364287
传真：

电邮：judy@shininglighting.cn
网址：www.shininglighting.cn

参展产品：LED 摇头灯，LED 帕灯
公司简介：设计新款平板帕灯，新款电池帕灯，新款染色大功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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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瑞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UORUI LIGHT SOURCE TECHNOLOGY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三路宝田工业区19栋5楼
电话：0755-29972966/13823668406
电邮：165435492@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LED舞台灯光源
公司简介：深圳市国瑞光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
的LED光源制造企业，专业制造节能、环保型LED照明产品以及UVC-LED杀菌灯系列产品。公司具备专
业的LED工程研发团队和拥有着10年生产经验的高效制造团队，有着丰富的LED生产经验。公司坐落
于LED产业基地深圳宝安区，专注大功率LED光源的封装，主营产品有单颗仿流明大功率系列，大功
率集成COB系列，SMD3030/5050/陶瓷3535贴片系列等,产品主要应用在舞台灯光，亮化与户外灯具，
工业照明灯具，商业照明灯具，汽车照明灯具，植物生长灯，紫光应用灯具及UVC杀菌等产品上。公
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坚持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LED光
源方案，公司秉承“诚信为本、产品高质、价格优势、共创双赢”经营方针， 为广大国内外客户提
供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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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歌斯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sida Light Equipment Co.lte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岗村田南路4号
电话：15622728887
传真：19898688882

电邮：907731833@qq.com
网址：www.gsdlight.com

参展产品：户外文旅光束灯
公司简介：广州歌斯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集专业
舞台灯光设备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舞美设计，以及安装调试为一体全方位服务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拥有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团队，为客户提供项目全方位的设计方案，可根据情节的发展对人
物以及所需的特定场景进行全方位的视觉舞台灯光设计，我们将为您打造舞台灯光项目工程一条龙
服务，从设计出CAD图纸，3D模拟视频，安装，调试，售后，让您没有后顾之忧。以精诚的合作态度，
一流的施工质量，为使用方提供行业内最高标准的典范工程项目。公司产品款式新颖，材质过硬，
广泛用于户外亮化，演出，酒吧灯光设备等工程应用。我公司技术专业，管理科学，诚信经营，公
司产品得到广大用户认可，成为广州有实力，讲诚信的舞台灯光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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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明瑞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Merry Lite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窖心村基外横38号
电话：17620068150
传真：

参展产品：摇头灯，染色灯，成像灯等
公司简介：广州市明瑞舞台灯光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研发、销售一体的舞台灯光厂家，主要
产品面对工程以及外贸为主，除产品外我们为客户们提供最快速最省时省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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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德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f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松柏里外横34号
电话：13570972362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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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慧鸿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电邮：717283977@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控制台
公司简介：广州德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专业灯光
控制台技术型工厂，德丰DEFENG品牌自2010年创立以来，产品坚持以性能稳定，外观精致，操作简
单，功能强大的风格及实在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远销国外几十个国家。
_x000b_我们始终秉承“质量第一，研发创新，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以严谨的态度迅速完善产品
制造流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苛求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竭力使品质达到新的高度。
产品：德丰2048灯光控制台，2048个DMX通道，最多可控制256台电脑电脑灯内置灯库编辑器。可
生成R20格式灯库，最多160个灯具分组，160个素材，最大可储存150个推杆重演。多步场景最大可
存3000步，内置150中会议图形。配备MA同款机械按键。支持RDM协议，支持时间码录制自动程序，
声光同步。
时间码：德丰2048控台录制时间码可通过数字键盘更改每一步的准确时间，可以精确到每一帧。
RDM协议：可通过控台远程修改带有RDM灯具的地址码。

Guangzhou huihong wu tai deng guang she bei you xian gong si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
电话：18122103987
电邮：
传真：
网址：https://shop5226u63589o60.1688.com/?
spm=a2615.2177701.autotrace-topNav.1.3fc4638bQ3HmbZ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支架 帕灯手摇支架 重型灯架龙门架
公司简介：广州慧鸿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批发销售各款轻，重型手摇升降支架，舞台
灯光支架，音响架等舞台设备！我们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
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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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196086242@qq.com
网址：www.lightmr.com

广州市智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star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窖心村基围外10号
电话：18820409596
传真：020-36791505

电邮：zhichenlight@163.com
网址：www.zhichenlight.en.alibaba.com

参展产品：摇头灯、光束灯、LED染色效果灯、面光灯、LED帕灯、控制器
公司简介：广州市智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窖心工业园，
是专业生产小摇头灯具的厂家，用于ＫＴＶ与酒吧摇头灯具制造商。
智辰灯光秉承着创新的理念和卓越的品质、专业的技术，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及优质的服务，还具
有较强的，高效的生产团队，在生产中不断创新改进，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OEM、ODM订制。此外，
公司还非常注重对员工进行技术、业务能力和企业文化培训，以提高员工的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和
诚信为本，从而得到业界的对企业的认可！
公司宗旨：品质第一 用心服务 创新致远
Guangzhou zhiche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6. Located in diaoxin
industrial park, shijing tow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it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mall
shaking lamps, used in KTV and bars.
Zhichen lighting adhering to the innovative concept and excellent quality,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mpetitive prices and quality services, but also a strong, efficient production team,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production,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for OEM, ODM.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ff for technical, business ability and corporate
culture trai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basic quality of the staff,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tegrity-based, so as to get the industry's recognition of the enterprise!
Company tenet: quality first heart servic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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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强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Changzhou Qiangyu Metal Products Co.,Ltd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金家塘1号
电话：18019696591
传真：0519-88769676

电邮：amy@czqyjs.cn
网址：www.czqyjs.cn

参展产品：桁架 舞台 篷房
公司简介：Changzhou Qiangyu Metal Products Co;Ltd. Was found in 2010. We are a manufacturer
specialzing in design and sale various performance equipments.We mainly produce different types
of aluminum alloy trusses，folding truss,steel tube，circle truss,layer truss, aluminum alloy quick
assembly stage,steel lift stage,european style tent etc.The products also can be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customers’requirements.They are widely used in wedding celebration,show,exhibition,cultural
media industries.
With 10 years development, Qiangyu has established mature production,management, sales
team ,complete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Qiangyu has passed ISO9001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all products have acquired CE and TUV certificates.Since its establishment,it has been
serving domestic and oversea clients with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the concept of honest cooperation.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North America,Europe,Middle East and Taiwai etc.
We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 and service foremost, constantly innovate new technology to lead the market .Warmly welcome to visit ou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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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恒日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恒稳光电贸易有限公司
Lighten Corp / Kunshan Lightan Trading Co.,LTD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衡山路58号琨华国际广场4号楼2208室
电话：0512-50135008
传真：0512-36886675

电邮：yuan.shu@lighten.com.tw
网址：www.light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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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LED集成光源
公司简介：恒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台湾，专注在铜基板COB型LED技术的开发，铜基板
采用独特的表面反光技术，使得高瓦数COB型白光光效可达超高光效水准，也有效减少光衰，
延长LED寿命，提供客户高光效，高品质，高信赖LED照明产品。
Lighten Corp .-located in TAIWAN,focusing on the chip-on-board technology of LED package
either Copper-base and supplying the high wattage ,high quality and high reliability LED
lighting products.The unique surface technology for the Copper-base ,enhance the reflective
of light and the light efficacy of white LED can reach to UItra luminous efficiency and decrease
light decay by the surface damage and have 30,000 hours lo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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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Jiate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s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中心村六街19号三楼
电话：020-36353225 / 13825155652
传真：020-36353225

电邮：761308890@qq.com
网址：www.jiatelight.com

参展产品：摇头光束灯，LED效果灯，LED影视灯，LED成像灯,LED洗墙灯，LED帕灯
公司简介：广州嘉特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设计，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生
产型企业，主要生产舞台灯光设备， 产品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娱乐场所酒吧、企事业单位多功能
厅，会议厅、宴会厅，电视台、歌剧院及城市亮化工程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
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相继出口到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
赞许。
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企业信用3A认证，诚信经营3A认证，重质量守信用3A
认证，企业资信3A认证，质量服务3A认证，重合同守信用3A认证，获得CE认证证书，ROHS认证证书,
拥有计算机软著登记证书，拥有专利证书，拥有产品质检报告等认证资料。

广州巨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y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荔路9号
电话：13719367098
传真：

电邮：441130678@qq.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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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舞台灯光开关电源，点灯器（电子镇流器），光束灯泡（舞台光源）
公司简介：广州巨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电源，点灯器，舞台灯泡的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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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嘉特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大道南新光源产业基地B3座2楼
电话：0757-81036680
电邮：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电源
公司简介：佛山市长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南海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
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开关电源、led驱动电源的专业厂家。公司现有员工100多人，其
中工程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30%以上，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广泛运用于照明行业，深受广大客户厚
爱。为了更好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2014年公司斥资1000万元新建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的电子产品生产线及检测设备并通过了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现已全面投入使用。佛山市长晶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始终贯彻“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经营方针，塑造“品牌第一”的企业形象，以良
好的信誉，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致力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满意的服务。

广州市金锐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Jrlighting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永发路14号雅居乐汇通国际 1106室
电话：020-86901773/78/75/76
电邮：
传真：020-86901779
网址：
参展产品：OSRAM、PHILIPS、 JENBO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经销各国舞台影视灯泡,销售品牌
OSRAM、PHILIPS、等知名品牌,有着良好的
商业信誉，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歌舞剧院、演出团体等客户、与供应商都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随着市场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为了能把我们的产品更快的投放到市场，提
供给用户，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自我，诚恳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事业精神和诚实守信的企
业信誉，赢得了一批又一批新老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同时，我们有完整的售后服务网络和定期回访制度，向您提供优质的、及时的售前、售中和售后
服务保障，遵循国际最先进的服务理念，确保您的需求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是
针对您的需求来开展的。
展望未来，金锐照明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优质产品、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为合作伙伴提供最优质
的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售后服务。我们期待与您成为最真诚的朋友！

佛山长晶电源有限公司
FOSHAN CHANGJING POWER CO.,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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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友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h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朝阳海头街13号4楼
电话：020-32588839
传真：

电邮：421352744 @qq.com
网址：www.yohe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友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灯光企业，
主要生产舞台摇头灯、光束灯、追光灯、洗墙灯、LED大功率、控制台系列等产品。历经多年的发展，
灯光设备应用于各种演出、舞厅、KTV酒吧、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场所等。并相继出口到印
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
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
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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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大明气模营造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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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tai Waha Inflatable Co., Ltd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75号三水大厦5号楼1203
电话：18653566168
传真：0535-66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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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80245816@qq.com
网址：www.gzredstar.com.cn

参展产品：摇头灯，帕灯，激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舞夜舞台灯光有限公司(简称：舞夜)位于中国广州市白云区，拥有近10年生产历史，
前身为红巨星舞台灯光厂，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工程安装与售后服务一体综合性企
业。公司已具有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我们按现代化企业
管理之要素，设有完善的质量检测，监控，跟踪，反馈系统，实行科学化的管理模式。
我公司的目前拥有RED STAR红巨星，WUYE STAGE 舞夜，两大品牌。我公司生产的系列LED灯，摇
头灯，户外灯等系列深受国内外新老客户的青睐，公司注册的RED STAR品牌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
几年来，我公司秉承追求卓越、品质为先、创造精品、扬名国际的企业宗旨，竭力满足客户需求，
坚持创新，致力于将 RED STAR品牌打造成国际舞台灯光领域的知名品牌。

电邮：gordan@szcjs.net
网址：www.szcjs.net

广州市超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ojin Metal Products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塱边工业区E䡴一楼
电话：020-84786063
传真：020-84786063

广州舞夜（红巨星）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nce Night(Redstar)Stage Lighting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冈村兰花街7号1栋3楼
电话：020-37415623
传真：

深圳市昌建顺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舞台灯钩、配件，五金制品
公司简介：深圳市昌建顺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我司主营舞台灯钩及五
金制品的生产与销售。公司目前拥有员工100多人，有着专业的研发及销售团队。厂区面积3000平方
米，拥有独立的测试实验室。公司于2011年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舞台灯钩己取得德国莱茵
TUV安全认证，我司秉承提供最安全、可靠的产品给每一位用户。
Shenzhen Changjianshu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the frontier cit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Shenzhen. The main operation of our company is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tage lamp hook and hardware. Our company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with a
professional R & D and sales team. The factory has an area of 3000 square meters and an independent testing laboratory. The company passed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of ISO9001 in 2011, and
the stage lamp hook has won TUV safety certification in Rhine, Germany. Our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he safest and most reliable products to every user.

8C-15

电邮：270983900@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传动皮带
公司简介：广州市民彬皮带有限公司经营工业传动皮带，厂家直销。

Shen Zhen CJS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衙边第一工业区A8栋
电话：0755-29625291/92
传真：0755-29625293

Guangzhou citizen bin drive bel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窖心沙头11巷2号
电话：13924202818
传真：

电邮：2038349152@qq.com
网址：www.qimo.com

参展产品：气模
公司简介：20余年专注创造上万种气模艺术，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为美陈、景观、舞美、
巡演、展览、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各大节庆活动等，带来新的创意，营造让人哇！哈～的“气”
场。公司拥有大明和哇哈两个品牌，采用3Ｄ立体造型设计和平面高清热转印喷绘打印技术，
从事多年的技师匠心缝制而成，造型色彩还原度逼真、色牢度高、品质得到国内外众多客户
的好评。
Yantai Waha Inflatable Co., Ltd. is the only one professional inflatable enterprise in our
national of inflatable advertisement. We integrate inflatable design, advertising inflatable
production and sale service into one whole. Our main products are inflatable cartoons,
inflatable Christmas series, inflatable arches, moving cartoons, air dancers, play stations,
and advertising signs. We have more than ten persons who are of special sculpt, solid and
plane design, market plot and sale. Our facilities cover a total ground area of 4000 square
mete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25 provinces in our national owing to our best
product quality and our best sales services. We also have succeeded in marketing in Europe,
Middle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广州市民彬传动皮带有限公司

电邮：sjvvv999000@163.com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音响的精密五金零配件
公司简介：灯光吊挂组件，快速锁扣类,X轴，Y轴，轴套，传动轮，音响快速接插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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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金佰利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BAILI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村杨梅大街9号
电话：020-37435156
传真：

电邮：sales@jblstage.com
网址：www.jblstage.com

参展产品：舞台烟雾机等舞台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市金佰利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舞台特效设备研究和开发的生产厂家，
产品包括：舞台水雾机，烟雾机，薄雾机，舞台电源箱等舞台周边设备，本公司集技术开发，设备
生产，产品销售，售后服务，技术咨询于一体，我们的目标是不断创新和完善产品，并以技术和真
诚为本，提供顶级专业的舞台特效设备，更愿以完美的服务，为您创造最大的价值！
Guangzhou JINBAIL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mpany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manufacturers, products include:
stage spray machine, smoke machine, fog machine, stage stage peripheral equipment such as
power box, the company se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quipment production, product sales,
after-sales service, technical consultation, our goal is to 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product, and based on technology and sincere, provide top professional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more willing to perfect services, to create maximum valu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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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水门村万岗路19号
电话：020-31134645
传真：020-31134645

电邮：7849188@qq.com
网址：www.zsm-screen.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真视美视听设备（广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地处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
镇水门真视美工业园，是一家专注从事中高端高清投影银幕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创新型综合性企业。工厂拥有完整的生产线和自动化生产设备，产品通过国家相关认证和
专利认证；拥有经验丰富的开发团队，同时拥有ISF、HAA、THX、清华声学、智能家居等工程
师，开发产品时充分考虑屏幕对声音和画面的影响。相关业务：自有品牌投影银幕产品的国
内外代理销售、OEM、ODM、非标定制、来料加工等相关业务，欢迎行业经销商朋友到工厂参
观指导，洽谈合作。
公司秉承“品质至上、客户第一、追求卓越”的企业宗旨，坚持“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
户满意”的服务理念，专注核心优势，追求卓越品质，精益求精，始终如一，坚持为广大客
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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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 村高浦工业区南B栋
电话：15115191991
传真：

电邮：419052855@qq.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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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铝合金手摇灯架,立体星空背景幕，背景架
公司简介：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轻型铝合金手摇灯架以及高端LED柔性立体星空
幕布、LED柔性视频幕布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采用高品质厚天鹅绒幕布,幕布有防水阻燃、防
尘防静电、垂直度高的功能，单元产品设计了独特的双拉链+公母魔术扣拼接方式,以及内部特殊的
单双线+贴片LED结合的高品质电路设计，让产品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和质量更有保障，产品已经获得
国家的相关的技术专利证书。
针对各种小型、中型、大型的固定或流动演出，公司免费为客户设计3D立体星空背景解决方案,
主要解决方案有：艺术馆专用立体星空幕布，剧场专用立体星空幕布，电视台专用立体星空幕布，
海洋馆专用立体星空幕布，流动演出专用立体星空幕布，婚庆专用立体星空幕布，酒店专用立体星
空幕布，以及各种室内外演艺场所，慢摇吧、酒吧、KTV包房、家居等室内空间装饰，以及电视录制
现场、晚会、产品发布会和户外商业演出的舞台星空背景。
我们秉承“技术创新、品质保证、诚信服务”的经营方针，远销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欧、
南北欧，北美海外市场，并深受国内外客户的好评。我们将继续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
展，向质量要效益”企业宗旨，以更好、更优的产品与服务回馈广大客户，共同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深圳市晨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len Opto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水田鼎丰科技园D栋3楼
电话：0755-27612400
传真：0755-27612700

电邮：2853282512@qq.com
网址：www.clenled.com

参展产品：LED 像素条
公司简介：深圳市晨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起点高、实力强，集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LED照明企业。公司主要致力于高品质LED照明灯具和景观
装饰的生产、技术支持与销售服务工作，主要产品有LED幻彩灯条、LED全彩模组、LED天花灯、
DMX灯具、LED点、线光源等，且有工程配套为客户订制特殊规格产品。其中自主研发的LED舞
台造型视频条非常方便于舞台灯光造型的搭建，在搭建过程中，无需另外接电源，无需额外
接电源线，无需借助造型架子即可实现各种造型与亮化效果。

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邮：j.richer@foxmail.com
网址：www.fsjrc.com

电邮：2601151723@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LED三基色，200Wled聚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市辉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17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灯光企业，产品涵盖光束灯、摇头灯、激光灯、追光灯、LED产品、舞台
音响设备等灯光设备。

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佛罗路6号
电话：0757-81807570
传真：0757-80346465

广州市辉达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 村太平里四巷一号
电话：15099989732
传真：

参展产品：光束灯
公司简介：广州广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舞台灯光 桁架 音响 酒
吧 宴会厅一体化服务，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业内享有“灯光之美的”
美誉；总部位于广州白云区，是全球闻名的制造之都，有着天然的制造环境和制造优势。
经过多年发展，任我通已成为国内公司还可以的厂家、公司一贯以“诚信经营，合作共赢”为
发展理念，追求领先，敢于创新，注重投入，2012年任我通投资100万、开发新产品，2013年，公司
再次重金引进2100吨注塑机、全自动吹塑机、百级无尘喷油车间等高密度、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设备
以及检测设备。产品全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年产能超30000件套。良好的运营环境和庞大的生产
规模，为公司全球化战略发展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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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about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backdrop of the stage,
main products are LED video curtain, LED star curtain…... Widely used in all kinds of indoor and
outdoor venues for performing arts, matching the space decoration function and aesthetics such as
shake it slow, bars, KTV rooms , as well as for the stage background of the large TV live show, the
party, product launch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Our business was founded on the base idea "technology innovation, quality assurance, integrity service", our products have obtained national patent, been exporting to overseas markets such
as: Britain, Germany,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Europe, north and south
Europe, North America, deeply high praise by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We will continue that
"surviving and developing as well as benefit by quality" as our business purpose, feedback the
masses of customers with better products and service, let’s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真视美视听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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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博锋光学科学有限公司
DONGGUAN BOFENG OPTICAL TECHNOLOGY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望联南昌北路33号1号楼302室
电话：18029065908
传真：0769-89611783

电邮：1540813850@qq.com
网址：www.bofenggx.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颜色片、隔热片、金属图案盘、logo片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真空镀膜加工的先进科技型企业，成立于2013年，专业设计、
研发和制造高品质的光学镀膜颜色片和图案片。
本公司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真空镀膜设备10台，切割设备8台，清洗设备、光学检测设备，
和多年镀膜经验，保证我们光学镀膜产品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真空镀膜加
工的先进科技型企业，成立于2013年，专业设计、研发和制造高品质的光学镀膜颜色片和图
案片。
本公司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真空镀膜设备10台，切割设备8台，清洗设备、光学检测设备，
和多年镀膜经验，保证我们光学镀膜产品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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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摇头龙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Dancing Drag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0号大街2号
电话：0571-85026102
传真：

电邮：13326130245@189.cn
网址：www.ytlpq.cn

8D-13
8D-14

参展产品：喷水枪、数控飞鸟、玻璃管水鼓、电子鼓
公司简介：杭州摇龙科技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创意，安装，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喷泉水
景制造企业。公司主营产品有数控喷头、DMX512低压直浇水泵、波光跳泉、百变喷头等，产
品质量严格遵循GB/T3216-2016、欧共体CE、SGS等认证标准，拥有国家专利百余项， 是国内
领先的水景设备制造商。
此次展出的“十面埋伏”互动游戏泉是通过手拍或脚踩两种方式感应触发，以水击鼓，不
同大小的鼓发出不同的声音,喷泉能喷到高达40米的地方;采用切割喷水柱击鼓，敲击架子鼓
时，对应的喷泉喷击顶部的的架子鼓奏出动感的乐曲。将手游、电玩、潮流文化、音乐与水
景进行融合，创意独一无二，是全国首例原创大型互动游戏喷泉。

GUANGZHOU CHAORAN COMPUTER CO.,LTD

长三角国际文化科技装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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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未林森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leilinsen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67区留仙二路中粮商务公园3栋1401室
电话：0755-27666003
电邮：luolinwu888@126.com
传真：0755-29792007
网址：www.weilinsenled.com
参展产品：LED光源、灯具
公司简介：深圳市未林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LED光源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深圳市双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四年来，已拥有全套进口的LED全自动生产线，有多项自主研发专利，多款
产品已陆续通过了LM-80、ROHS、62471光生物安全、62778蓝光危害等国际国内权威检测机构的认证，
公司也相继获得LED行业各协会颁发的多个奖项。目前，我司特效LED光源技术已应用于各大电视台
的演播厅、舞台及农业照明、道路照明等领域。我们致力于成为中国高端定制化LED特效光源的知名
企业！

电邮：liqiong@shanghai-intex.com
网址：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长三角国际文化科技装备展览会（CUTEX）进入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大系统，由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党委宣传部主办，聚焦演艺、娱乐、影视、印刷等领域的研发、
制造、以及相关配套系统集成服务。展会贯彻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国家战略，致力于有效提升文化
领域技术装备水平，促进科学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与推广，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向纵深发展。
2021展会设有文化数字化转型实践区、视觉与智能显示设备及技术、舞台器械与剧院设备及技术、
音频与录音设备及技术、扩声设备及技术、影视特效及后期制作设备及技术、印刷和包装装备及技
术7大专题展区。

电邮：gzchaoran@126.com
网址：http://www.crmcunet.com

参展产品：工程级无线DMX收发器，Art-Net系列产品，网络点控灯模块及方案
公司简介：广州市超然计算机有限公司是专门研发及生产灯光网络控制系列产品，高性能工程级级
无线DMX控制器及模块，灯光及照明软件硬件方案，网络无线数据通讯，集中控制等的高技术公司。
GUANGZHOU CHAORAN COMPUTER CO.,LTD, the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lighting network control series products, high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level wireless DMX controller and module, lighting and lighting software, hardware,
network wireless data communications,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other high-tech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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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365595761@qq.com
网址：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Culture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
地址：
电话：021-6295 1400
传真：021-62780038

广州市超然计算机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科新路9-3号511房
电话：13660427895
传真：85662364

Guangzhou Yixing Cultur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永泰松涛街65号
电话：18588982464
传真：

参展产品：数控智能遥控荧光棒及无线场控灯光系统方案
公司简介：艺星文化科技公司开发的DMX512无线场控系统是一个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解决方案，适
用于各类活动场合，如演唱会、大型会议、音乐节、体育赛事、运动会开幕式表演、公司年会和派
对等等，其主要特点是每一个光源点（荧光棒或手环及其他发光产品），由DMX512灯光控台无线场
控，可单个光源点控制，做到想让哪个亮就哪个亮（单点控），将无数个光源点组成在一起，就形
成一个巨大的无线移动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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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艺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流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 flow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亭石南路176号二楼
电话：13527651376
传真：

电邮：3232393719@qq.com
网址：www.gzcllight.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
公司简介：广州长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厂家。公司产品有摇头电脑灯、
专业LED、激光灯、追光灯、扫描灯、频闪灯、 户外灯、舞台影视灯，舞台效果器，电脑控制台以
及舞台灯等系例产品。并广泛运用于演唱会、户外演出、婚庆、多功能厅、DISCO、夜总会、剧院、
卡拉0K、演播厅、会议厅、电视台、体育馆、等娱乐场所。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优良的产品，
优质的服务，诚实守信、做到我们办事，您们称心、放心!我们愿与各位新老朋友携手合作,达成双
赢的局面!
“光”能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能温暖我们的心窝，时光静好，与君语；细水长流，与君同，在
今后的每一个日子里，广州长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将一直秉承“质量第一，顾客至上，挚诚
服务，求实创新”的经营理念，坚持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真诚与广大新老客户携手并进，共创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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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新颖，操作人性化，其主板控制系统、电器控制系统、光学系统均领先国际行业水平，是灯光
设计师不可多得的首选灯具。
以众家之所长打造成为具有艾浦特色的专业灯光/专业激光品牌。力争成为灯光行业的领跑者！
感谢国内外演艺灯光界人士的鼎力支持，艾浦将会继续“力求创新，做得更好”。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Guangzhou Aipu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 Co., Ltd.,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team led by the founder Mr. Chen Jianmin, AP (Ample lighting) / Seeshow (Seeshow
laser) has taken the product idea of "surpassing itself, pursuing more perfect lighting effect and
higher quality requirements" as its business objective. We strive to improve the after-sales service,
so that customers can purchase and use AP (Ample light) / Seeshow (SeeShow laser) products
with ea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concept, the AP brand shake head lamp, beam
lamp series, LED lamp series, outdoor lamp series, stage lamp series, light console, SeeShow
brand laser and other lamp series are delicately created. With new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source
code software, the design is novel and the operation is humanized, and its main board control
system, electrical control system and optical system are all leading.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y level
is the first choice of lighting designers.
To build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 laser brand with Ampl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many families. Strive to be the leader of lighting industry!
Thanks to the full support of people in the performing lighting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Ample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innovation and do better".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ly Plastic Products Co.Ltd.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马村陶瓷城后排（东基大道3号）
电话：0757-28082269
电邮：salesxu@winpoly.com.cn
samli@winpoly.com.cn
传真：0757-28082255
网址：http://www.winpoly.com.cn/
参展产品：PU箱（飞机箱）
公司简介：聚氨酯PU自结皮航空箱（飞机箱），它是一种半硬质的泡沫塑料，其性能介于聚氨酯软
泡与硬泡之间的泡沫，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压缩负荷值和较高的密度。这种材质的特性让箱子有缓冲
减震和吸能的作用，当受到撞击时，作为填充物的半硬泡能迅速把动能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以此
减少灯的震动，保护灯不受损坏。
而且，自结皮材质的箱子无毒、无味、耐腐蚀、密封性好、抗折、抗老化，抗撕裂、耐用、承载
强度大，可堆叠、颜色为黑色、纯正，外形美观大方等特点。有特殊要求的，还可以把箱子做成带
防静电功能。
可根据需求开模订做各种规格、不同尺寸的箱子，做到最合理装载，并可多箱重叠，有效利用厂
房空间，节约生产成本。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坐落于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是一家专业生产
PU发泡产品的企业。公司厂房约8000平方米，现有员工约140人，本公司是佛山市环保达标型企业。
公司拥有一批PU生产加工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是专业生产PU产品的厂家，近年来已为某些大型灯
光企业服务定作不同系列的PU飞机箱，欢迎有需要的企业联系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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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诚之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engzhix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机场路南元洲路段8号之十二 二楼
电话：0757-86446027
电邮：1143294420@qq.com
传真：
网址：http/www.fs-czx.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开关电源、LED室内产品驱动、户外照明产品驱动、光伏逆变器、大功率UPS、
大功率变频电源及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桩
公司简介：佛山市诚之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机场路段，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集产
品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技术和品质是诚之信的核心优势。
优势的人才，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以及务实、进取的创业精神使得诚之信能够持续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是诚之信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诚之信产品发展及涵盖舞台灯光开关电源、LED室内产品驱动、户外照明产品驱动、光伏逆变器、
大功率UPS、大功率变频电源及新能源汽车智能充电桩等多种领域。
公司愿与各界客商携手共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全球节能减碳事业出一份绵薄之力！
企业文化：
方向： 集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
理念： 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使命：为全球节能减碳事业贡献力量
愿景：成为全球标准电源领导品牌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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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艾浦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pu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夏良赤角街12号
电话：020-86176085
传真：020-86176085

电邮：534166682@qq.com
网址：www.amplegz.com

参展产品：LED影视平板灯、LED成像灯、LED聚光灯、防水激光灯等户外防水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艾浦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创办人陈建民先生带领团队的努力下，
AP(艾浦灯光)/seeshow(新秀激光）以“超越自身、追求更完美的灯光效果和更高品质要求”的产品意
念为经营目标。我们力求完善售后服务，让顾客安心购买和舒心地使用AP(艾浦灯光)/seeshow(新
秀激光）产品。
在专业灯光理念的指导下，精致打造而成的AP品牌摇头灯、光束灯系列、LED灯系列、户外灯
系列、舞台灯具系列、灯光控制台、seeshow品牌激光等灯具系列，拥有全新自主开发的源代码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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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巨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 Wei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镇旧国光工业区
电话：13924041008
传真：

电邮：cindy@juweiconsole.com
网址：www.juweiconsole.com

参展产品：dmx512控台
公司简介：“以客为尊，追求完美”是巨伟控台的经营理念。巨伟控台一贯注重品质保证，致力于
生产毫无瑕疵的高质量、高性能产品，并始终以合理价格提供优质的服务。为了保持不断进步，巨
伟控台配有一支专业的质量保证队伍，严把产品质量关。
“Customer-oriented, striving for perfection” is Juwei's business philosophy. Juwei controller has
always focused on quality assurance, is committed to producing flawless defects, efficient products
and always provides quality services at reasonable prices. In order to maintain continuous
progress, Juwei controller is equipped with a professional quality assurance team to strictly control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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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宇杨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SHIJING YU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村龙滘路980号
电话：13570259990
传真：

电邮：WWW.464069816@qq.com
网址：www.yuyangdg.com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烟雾机
公司简介：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宇杨舞台灯光设备厂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工程承接、安装
调试及技术咨询为一体的舞台灯光，以创新的理念和优良的品质、完善的检测系统,推出“宇杨”品牌,
在业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宇杨” 品牌，作为专业灯光制造, 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化的市
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诚信为宗旨、从而得到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我们的产品销售世界各
地，国内主要专注于婚庆，酒吧，KTV,等演出场所的安装调试，设计方案。欢迎你选择宇杨，让我
们携手共创美好的舞台。

Guangzhou baiyun district shijing Yu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is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engineering undertaking,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nd technical consultation as one of the stage lighting, with innovative ideas and
excellent quality, perfect testing system, launched the "YuYang" brand, in the industry has achieved
a good social reputation."YuYang" brand, as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manufacturing, with its cost-effective products, specificationsThe market operation,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good faith for the
purpose, so as to get users and peers agreed.Our products are sold all over the world. In China, we
mainly focus on the installation, debugging and design of wedding, bars, KTV and other performance venues.Welcome to choose yu Yang, let us join hands to create a bette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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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轻巧、防水、防潮、防震抗摔、环保；拼装方便、自由组合、出口专用；
The lamps of that can be use on performance and lease,for example spot light lamp and much of
storage precision equipment. The precious equipment can get a wonderful place for protecting.
Most lamp's models fit it, especially230,260,350,380,400,440 or custom-made. All of our goods
have many advantage,it's not only handiness,waterproof,moistrueproof,shockproof,but also can
piece togerher easier and in freedom, which important is special purpose in export.

8E-04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康岗路28号
电话：+86-15916016006
传真：

广州市超毅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OYI ELECTRONICS LIMITED

参展产品：帕灯
公司简介：诚信，品质，物美价廉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云星珠坑大道2号208室
电话：020-84800918
电邮：nanchchen@chaoyi1688.com
传真：020-84667612
网址：www.chaoyidianzi.com
参展产品：光电耦合器，光电开关，防水电缆快速连接器
公司简介：广州市超毅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1月，主要代理销售台湾亿光电子(EVERLIGHT)
全系列光电产品及安费诺的防水电缆连接器产品，并为客户定制及生产各种特殊规格的红外线光电
开关系列产品，使用于各种灯具，控制器，传感器，智能设备上。
主要产品有亿光的高速光耦EL6N137 EL2631 EL0600 EL0631安费诺的各种户外和工业应用的防
水连接器，面对严苛的户外环境，产品不仅耐高低温丶抗紫外线丶防尘丶砂还耐腐蚀。防水系列产
品包括圆形系列丶RJ系列丶D-SUB系列丶M Sensor系列丶USB系列丶DVI系列丶HDMI系列丶Power电源
系列及混合连接器(Hybrid)。防水等级从IP66丶IP67丶IP68。
客制化的光电开关有ITR8402,ITR9606,ITR9608，小型的ITR20403,贴片式的ITR1205，ITR1502等
以及高精度的编码器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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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合塑料包装(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龙滘路399号龙湖同创工业园K栋K219室
电话：13392139249
电邮：1452047885@qq.com
传真：020 - 81220991
网址：https://honghe1314.1688.com/
参展产品：光束灯箱、塑料航空箱
公司简介：用于演出、租赁使用的灯具，如摇头光束灯、染色灯、矩形灯等精密设备储放，使你珍
贵的设备得到保护。
适用市面大部分型号如230、260、350、380、400、440等（可定制）

TRUST,QUALITY,PRICE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fire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电邮：870993830@qq.com
网址：http:www.yehuoguangdian.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舞台设备工
程设计，升级改造，工程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企业。主要产品有光束灯，光束
图案灯和LED系列舞台灯具，广泛应用于大型演出、演唱会、电视台、剧院和酒店及娱乐场所。公司
自成立以来，我们自强不息和不断的技术完善，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经营质量快速提升，所有困难被
克服，因为我们坚持，如今我们创造了价值。
多年来我们的工程案例布满全中国，产品畅销国外多地，与国际接轨，携手共创夜火高端品牌，
以服务理念打造夜火国际品牌，您信任的品牌！专业，专注，安全，品质，高效。
Guangzhou Night Thermo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is an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tage equipment engineering, upgrading and re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technical train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The
main products are beam lamps, beam pattern lamps and LED series stage lamp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large-scale performance, concert, television station, theater and hotel and entertainment
places. Since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we have improved our own strength and continuous
technology, and the company's operation mode and operation quality have been rapidly improved,
and all difficulties have been overcome because we insist that we have created value now. . Over the
years, our engineering cases are full of China, and the products are sold abroad and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reate the high-end brand of night fire jointly, create the international
brand of night fire with the service concept, and the brand you trust! Specialty, focus, safety, quality,
service, efficiency.

电邮：670551476@qq.com
网址：www.lifenglight.cn

Honghe Plastic Packaging Guangzhou Co., Ltd.

电邮：jacklee@pipoled.com
网址：www.pipoled.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大马路56号G栋3楼
电话：020-29821265
传真：

广州市雳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追光灯系列、LED效果灯系列、户外亮化灯光系列
公司简介：广州市雳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安装。
服务为一体的舞台灯光，户外亮化生产企业，公司本着以质量为本，以创新求发展，以市场为导向，
以诚信为宗旨，这是雳丰灯光始终的追求。力求把每一个产品做精、做专、做深、做大，在行业内
享有好的口碑，近年来我公司开发追光灯系列和户外亮化系列深受国内外演出公司及亮化工程用户
好评。我们相信：您赋予的信任，我们将创造不一样的奇迹。我们的宗旨是：多方共赢，共谋发展。
公司具有一套完整.高效的营销运作机制.产品布遍销售全国各大中小型城市。追光灯系列专利产品。
舞台灯光系列,适用于电视台,大中小型演出，体育馆，娱乐场所，多功能演艺厅及迪斯科等娱乐场
所。户外探照灯系列.户外空中玫瑰系列.LED城市之光系列.绿色激光灯系列.大功率的户外广告灯系
列，广泛用于大型剧场，大厦，广场，商场外景，文化古迹，桥梁，城堡，体育馆。大型室外演出
活动，大楼外墙，娱乐场所，低层建筑以及各种特殊场合的效果用光。主题公园，渡假村，等标致
性建筑物。多彩的夜--------雳丰的梦。

8E-03

8E-05

guangzhou LiF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村杨梅街仁新巷6号2楼
电话：020-36413635
传真：020-36413730

佛山雨亭照明有限公司
FOSHAN YUTING LIGHTI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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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威科技有限公司
CHROMATEQ SARL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涌口村雅苑大街3号合辉商务大厦4楼413室
电话：020-22889704
电邮：Chromateq@126.com
传真：
网址：www.chromateq.com
参展产品：DMX灯光控制器
公司简介：Chromateq是一家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公司，专注于设计应用在各种各样建筑及景观照明
工程的专业的DMX灯光和视频控制系统。 我们为以下行业和项目提供可靠并有竞争力的灯光控制解
决方案：音响系统、舞厅、剧院、音乐会、表演、舞台、派对、夜店、LED安装、室内外的建筑灯光、
纪念碑、展会、商店、商场、酒吧、演出和服务。
Chromateq™ is a Dynamic and Innovative company which conceives and develops Professional
DMX Lighting and Video Control systems. The adaptability and notable Performance capability of
our software and hardware makes them suitable for all lighting installers and lighting designers
especially those working in the Show,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ment or Architectur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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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迈威仕电子厂
Enping mawesi 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二区工业四路
电话：13680482660
传真：0750-7181255

电邮：MAWESI@163.COM
网址：WWW.MAWES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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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前级效果处理器，功放，电源时序器……
公司简介：迈威仕电子厂位于“中国麦克风生产基地”恩平市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是一家集开发，
生产，销售和贸易一体的现代科技型电子公司，主要生产周边音响设备产品。本公司拥有雄厚的科
研技术力量及专业的生产管理团队，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机械加工，工艺处理，整机性能检测，成
品包装等均严格严谨进行，确保所有出厂产品均保持100％优质。“品质第一，用户至上”是本公司
一贯秉承的宗旨，我们期待能与您精诚合作，携手前进，走向未来。欢迎各位客商前来洽谈业务。
欢迎OEM及ODM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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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924020488
网址：

参展产品：同轴音箱，功放，线材
公司简介：公司是专业专一研发生产同轴的音箱厂家，专业团队有十年的研发生产同轴音响经验，
特别是近几年来，携手行业同仁，在国内各省大小五十场的巡展，对同轴音响产品的宣传推广，让
公司旗下CMF品牌成为国内专业同轴音响行业中第一品牌
形成了《你想买电视台或者演唱会用的
原装进口几万一只的同轴音响，嫌贵的话，你可以考虑下性价比最高CMF钕磁同轴音响》这样的良好
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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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ng REHED ELECRONIC EQUIPMENT FACTORY
电邮：973870821@qq.com
网址：www.rehede.com

参展产品：麦克风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制、开发、销售与一体的实业公司。扔有一般过确实力的实际队
伍，长期致力于无线麦克风领域研究开发，不断创新，不断开发优质新产品，为客户提供优越的商
务平台，为市场需求服务。公司以“以诚信取信、以质取胜”的经营携手共创美好！
本厂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先进产品研发、测试设备，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和制造择术，为研发设
计、生产优质的电声部品提供了质量保证 。十几年的精心耕耘，无线麦克风产品畅销海内外，树立
了可靠、耐用、高品质的专业形旬，赢得客户的广泛赞誉！
本厂对UHF无线传输技术埋行深度开发，并成功应用在无线麦上，使我们产品迈上了新台阶，为
广大客户提供更高品质、更具价值点产品。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点产品。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是我
们全休员工坚信的信念，“一切以客户为中心”不仅是口号，更是我们深刻铭记的努力方向！

电邮：Sales@cycaduio.com
网址：www.top-sound.com

东莞市常友实业有限公司
DONGGUAN A FRIEND INDUSTRIAL CO., LTD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横岭工业区二街13号
电话：13694956055
传真：0769-83523308

电邮：info@Bevenbi.com
网址：www.bevenbi.cn

参展产品：金属化膜电容,铝制电解电容
公司简介：我们成立于2009年4月，是集研发、设计和制造金属膜电容为主的现代科技企业,产品远
销东欧和美洲。目前,我司产品在节能设备、照明系统、中高端音响、电源等产品的抑制和跨接电路
中使用反馈良好。公司秉乘“互利共赢，与客户打造行业生命”的经营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推行
环保理念,严格按照Rohs REACH等规定生产制造。
我们认为:“最好的产品”不能立足于单一的制造，我们坚持不断创新，不断地研发新产品、新
技术，以此达成持续进步。
Bevenbi is a modern technology enterprise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solutions of capacitor application, :through our continuous eff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capacitors, the manufacturing of metalfilm capacitors and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Since Bevenbi was born, it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ow end to middle and high end products,and the capacitors
are exported to Europeand America.At present, our products has received good feedback in energy
saving equipment, lighting systems, high-end audio, power supply,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other
products in the suppression and cross-connection circuits.

恩平市雷赫迪电子器材厂
地址：广东恩平市产业转移园1区C3号1号楼二楼
电话：15992193873
传真：0750-7386556

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山西王工业区
电话：0574-88003944
传真：0574-88003844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便携式音响，喇叭
公司简介：Cyclone Audio from 2002 we established, so many years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acoustics and loudspeaker technology and a future oriented engage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us the high quality standard of our production,we are nowadays a specialised and world
successfully operating China loudspeaker manufacturer.
Cyclone put everything into this development that is currently possible for guarantee a reliable
sound of quality.Our team analyxed,simulated,made handmade models to work out details,built
prototypes and tuned the acoustics in countless auditions,until we were finally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What we have achieved is a masterpiece that is the ambodiment of a great deal of love and
respect for detail.
Cyclone has a wide range of loudspeaker units with a complete programe of woofers,midrange
and tweeters including special custom designs.
Cyclone goals: always produce the best speakers for the customers of ours class.

广州千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番禺桥南街陈涌福愉西路876号四楼
电话：13060819712
传真：

宁波市海曙区迪比音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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镭声威影K.影院.私家影院音响公司
Guangdong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东园路三街35号
电话：13922285977
传真：020-31002013

电邮：645456040@qq.com
网址：www.rsvaudio.com

参展产品：影K音响.影吧音响.影院音响.专业音响.及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镭声威公司主营：影K音响、影院音响、影吧音响、影K功放、影K解码器、专业音响及音
响箱体.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专业咨询、调试于一身，可为广大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公司自
成立以来一直都把技术创新和产品优化作为公司工作的重心，以市场动向为基础，以客户满意为准
则。

9A-14
9A-16

恩平市舒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Su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 恩平市 东安工业区
电话：13802701487
传真：

电邮：920943767@qq.com
网址：http://epsuly.com

参展产品：音箱，喇叭，麦克风,调音台，效果器
公司简介：Enping Su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98, incorporated by Enping Suly Electronic Factory. We are devoted to producing, selling and exporting various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including Wire/Wireless microphone, Wire/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
Power amplifier, Mixing console, Speaker.

9A-15
9A-17

9A-23
9A-25

Guangdong Yhan Performing Equipment Co. Ltd

9A-24
9A-26

恩平市凯斯特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KEST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电邮：hvlcap@163.com
网址：www.HVLcomponents.com

广州市尚声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SING AUDIO MANUFACTURING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毕村北路13号
电话：86-20-86878238
传真：86-20-86877028

电邮：soundsing@yahoo.com
网址：http://www.soundsing.com

恩平市领新电子厂
ENPING LINGXIN ELECTRONIC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恩平工业区豪域工业园领新电子
电话：
传真：

电邮：crystal_zbok@163.com
网址：

参展产品：喇叭
公司简介：恩平领新是一家专也从事PA喇叭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的现代化企业，能生产各系列
（铁氧体和钕铁硼）扬声单元。
声音与世界同步，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是台湾领新对自我的要求，即领新的每一项产品都
是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在基本设计的基础上加上我们创新的思维确保我们任一件产品都拥有非凡
银色，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为目标
拥有先进的进口测试仪，专业的技术研发人员队伍，在“品质加服务加创新”的经营理念指导下，
为众多国内外客户提供OEM和ODM方案，当客户需要时，领新密切关注并提供解决音频系统方案。
Lingxin is located in Enping,Guangdong province,China. Lingxin is called Chinese professional
acoustics base,is a modern enterprise who professional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design,production and sale of PA speaker,producing various series(feerite and NdFeB）
Speaker unit.

电邮：kesteraudio@163.com
网址：www.kstaudio.com

参展产品：专业功放、周边设备
公司简介：恩平市凯斯特音响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音响设备现代
型制造企业，本厂专业生产功率放大器、调音台、音箱、周边设备、大功率开关电源功放、音箱上
功放模块及数字音频开发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中东，欧美，南美洲等地。
本厂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检测设备齐全，并有可靠的质量合格证体系以及音频设备
产品开发和生产能力，可及时按客户的要求进行OEM或ODM生产，我们一向坚持客户至上的原则，并
向客户承诺：我们的工厂就是客户的工厂！欢迎国内、国外客户联系、洽谈业务，我们将与您携手
共创辉煌。
Enping Kest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s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manufacturer which
produces and sells Power Amplifier, Mixer, Speaker, Processor (Equalizer, Crossover, Karaoke
Preamp etc.), Switching Amplifier Module,Speaker Module etc.Our products sell in China and
export to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Europe, Africa, America etc.
We are good at the technology and we have professional workshop and test equipments,so our
products are good quality and stable.We do OEM and ODM.We promise you our factory is your
factory!We always treat custom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China&Overseas customers are welcome
to cooperate with us! We are happy to service you!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广路39号利泰大厦3楼
电话：0757-81110876
传真：

参展产品：扬声器，分频，音膜 (speaker,compression driver,coaxial speaker,crossover,
diaphragm)
公司简介：广州市尚声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二十多年生产制作经验的生产厂家。主要生产经营喇叭，
音箱，分频器，功放机以及各类电声电子配件。
公司不断致力于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素质，倾尽全力去打造“尚声”这个企业品牌。
尚声公司期待着与您的真诚合作！
Guangzhou Soundsing Audio Manufacturing Co., Ltd., with more than 20-year technical experience in audio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developing and operating
pro-loudspeaker, sound box, crossover, amplifier and related audio and electric component.
Our company has a large-scale and high-standard production base with a full set of advanced
automatic production equipment. Our company provides foremost test system for different kinds of
high-tech researches with a highly experienced research team and high-quality staff members. Our
company promises the perfect produc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世友制造园2栋601
电话：1360900147/138284428589
电邮：2957808063@qq.com
传真：
网址：HTTP://YANGHANG1128.1688.COM

地址：恩平市江门市产业转移园恩平园区二区D1号
电话：0750-7778801/7778837
传真：0750-7778802

佛山市擎抡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KINGLUN ELECTRONICS Ltd

参展产品：电容器 capacitors
公司简介：擎抡电子，专业制造音频电容器，电阻器。擎抡HVL（1962德国），世界级元件制造商，
德国，台北，中国大陆三大生产基地。致力于为业界提供更优质的电声元件产品，与世界知名企业
合作。诚信务实，共享未来！

广东杨航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航空箱、机箱、灯光箱、音响箱、屏幕箱、控台箱、道具箱、铝箱、手提箱、工具箱、
防震箱、物料运输箱等。
公司简介：广东杨航演艺器材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市杨航箱包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从事航空
箱设计及生产厂家，2013年成立之今，已为行业高端品牌及实力厂家及国际品牌代理商打造出各类
优质的航空箱产品，公司除生产标准控台箱和标准机柜之外，主要为客户提供不同规格和不同需求
的各种防震/包装/运输航空箱。主打产品有：音响箱系列、灯光箱系列、控台箱系列、机柜机箱系列、
舞台设备箱系列、手提箱系列、拉杆箱系列、工具箱系列、音乐/乐器设备箱系列、照明/智能家居展
示箱系列、医疗/美容仪器箱系列、工具/物流运输箱系列、专用产品定制系列等。公司严格按照客户
要求和重质量优先的原则生产，采用优质的原材料和高品质的各类配件，客户的满意是我们追求的
目标，诚信经营、品质至上是我们的核心定位。选择杨航、开启您事业上的扬帆启航。

9A-18
9A-20
9A-22

9A-19
9A-21

9A-24
9A-26

恩平市智博音响科技厂
Z-BOK AUDIO TECHNOLOGY
地址：广东省江门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C1-1号左1幢3楼
电话：13536168157
电邮：crystal_zbok@163.com
传真：
网址：www.musmuaudio.com
参展产品：专业调音台，数字调音台
公司简介：恩平智博科技成立于2005年（前身为恩平马司马音响有限公司）本公司多年来专注研发
设计生产专业调音台。经过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和专业技术沉淀，建立了占地20000平方米智博工业
园区。公司主要产品有中高端数字，模拟调音台。未来的发展有我们的努力坚信客户与我们在，与
未来同在。

Z-BOK established from 2005,(our name was MUSMU AUDIO CO.,LTD.)Our company has always
been foucused on professional mixer design. Z-BOK covers an area of 20,000 suqare metres after
10’s years stable development.Our main products are top-end,high-quality digital mixer or analog
mixer.We believe that clients will with us,together.

9A-28

广州市白云区亿禾音响器材厂

广州醇美电子有限公司

9A-42
9A-44

CMS-audio Electronics Ltd

9A-32
9A-34

9A-36
9A-38

9A-46

东莞市奥普新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香港永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惠州大道20号赛格假日广场23层12号
电话：0752-7801502
传真：0752-7801502

电邮：lisa@acousticchina.com
网址：www.acousticchina.com/

参展产品：专业灯光，音响，乐器进出口贸易
公司简介：专业灯光，音响，乐器进出口贸易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sound, musical instruments.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示范区玉溪路焦作高新技术创业中心1号厂房四楼
电话：0391-3752281
电邮：jzsgfcl@163.com
传真：0391-3902281
网址：www.sgscc.cn

广州锐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yi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电邮：Wahson_ruiying@163.com
网址：

参展产品：舞台灯具
公司简介：广州锐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舞美设备企业，专注
舞台灯光、剧场灯光、娱乐灯光、户外防雨设备、LED建筑照明及LED户外景观照明等产品。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工业南路6号松湖华科一栋6楼
电话：0769-2626-8002
电邮：pur@apxbbs.com
传真：
网址：www.apxbbs.com

HK ALWAYSFAITH INTERNATIONAL CO.,Ltd.

河南森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enan Senge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岗三元西路1号2楼201房
电话：158-7653-1894
传真：

AOPUXIN AUDIO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音频测试仪器
公司简介：东莞市奥普新音频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专业的一站式音频测试解决方案。奥
普新具备10余年的音频测试行业经验，拥有专业的研发实验室和无响室，可以为广大用户提供免费
的综合测试服务。

电邮：gabpro@163.com
网址：www.gabrielsound.cn

参展产品：单晶铜线材、高保真专业音频线缆、单晶铜漆包线
公司简介：河南森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高纯单晶铜线材、高保真专业音频线缆、高性能单晶
铜合金线等产品的研发生产，拥有多项专利技术成果，主编了国家标准《信号传输用单晶圆铜线及
其线坯GB/T26044-2010》，现为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中电元协会电声分会、中国工合声光视讯
专业委员会、河南有色金属学会等会员单位。
单晶铜线材具有高纯度、高导电、高延展的优异性能，已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主要用于音频
线缆、音频变压器、音圈、分频器等领域；单晶铜音频线缆具有衰减小、失真度低、动态响应好等
优异性能，已在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人民大会堂以及国庆60、70周年阅兵庆典等国家重大工
程中应用，受到国家有关部门表彰。

地址：No.3, North 1 Road, YuanGang East Street,Shiqi Tow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电话：+86-020-32053015
电邮： info@cms-audio.com
传真：+86-020-32053015
网址：http://www.cms-audio.com
参展产品：音频处理器，数字均衡器，DSP数字音频模块，音响及其它
公司简介：广州醇美电子有限公司是从事创新研发、精益制造、销售服务的专业技术型企业。公司
拥有DSP数字音频产品核心技术，我们的产品以声音“醇美”为设计理念，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音频
产品与服务。提供全系列数字音频处理器、多通道数字均衡器、DSP数字音频处理模块。
GuangZhou CMS-audio Electronics Ltd specialise in researc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f
professional audio products. The team members has in average 1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of professional sound systems. CMS-audio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increasingly improved technology to produce exceptional audio quality.
Provide all Series digital audio management prcessor, multi-channel digital equalizer、DSP
Module.

Gabriel Electronic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参展产品：扬声器、音箱壁挂架、音箱吊挂架、投影仪挂架
公司简介：加百利旗下产品包括扬声器、音箱壁挂架、音箱吊挂架、功率放大器、音频会议系统等
等。作为供应商我们为各种扩声工程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及周到的售后服务，针对客户的需求打造
各类音响产品。在专业精神、专心制作运营策略上，我们正跨出新的脚步,你可以看到加百利产品将
是各种会议工程的上佳之选。
Gabriel’s products include speakers, speaker brackets, speaker hangers, power amplifiers and
audio conferencing systems. As a supplier, we provide perfect solutions and thoughtful after-sales
service for all kinds of sound reinforcement projects, and create all kinds of sound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customers.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ism,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strategy.

电邮：840097740@qq.com
网址：www.gzyaying.com

参展产品：音膜，音膜组件，喇叭配件，音圈，喉塞，后盖
公司简介：广州市白云区亿禾音响器材厂主要生产经营高音音膜（材料有钛、铝、高分子材料等）,
音膜组件，喇叭周边配件，音圈，喉塞，后盖，供应钕铁硼和多种磁路组件。
Guangzhou YiHe Electro-Acoustical Fittings Factory is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tweeter
diaphragm,the material including Titanium,Aluminium Polymer material and so on,Loudspeaker
parts,Voice coils,Phase plug,Rear cover.We also supply and assemble NdFeb magnet.

恩平市加百利电声器材厂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民资外资开发区F区42号
电话：+86 750 7181120
传真：

Guangzhou YiHe Electro-Acoustical Fittings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泉溪牌坊路11号
电话：86-20-36080417
传真：86-20-36080320

9A-30

9A-40

9A-48

东莞市锦泉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JMYO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板湖工业区四街46之一
电话：0769-82308003/13929299206
传真：0769-82302003

电邮：519409328@qq.com
网址：www.jmyofan.com

参展产品：散热风扇： 直流风扇、交流风扇、鼓风机、风扇网.
公司简介：东莞市锦泉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已有多年专业从事生产散热风扇的生产厂家。
主要生产产品：直流散热风机、交流散热风机、鼓风机。
直流散热风扇特点：噪音低、振动小、温升低，运行可靠。
交流散热风扇特点：防水、防潮、使用寿命长、耐高电压。
*产品广泛应用于：
·音响设备：专业功放、调音台、效果器等;
·电子机械;
·家电设备；
·电源设备； ·车载用品及充电桩；
*我们的宗旨：“以人为本、信用第一”！

9A-5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
电话：13520566759
传真： 010-52056523

电邮：zgdgyx@126.com
网址：www.dgyx365.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中国灯光音响》杂志是一家以行业信息服务为主的专业信息服务机构。我们的工作是
根据客户的要求，不断开发各种信息服务产品、开拓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帮助企业及用户有效捕捉
商业机会，拓展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采购成本。

9A-52

DAV数字音视工程网

9B-01
9B-03

DAV01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众冠时代广场A座2009
电话：0755--82091686
传真：

9B-02
9B-04

锋镝传媒（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219号中旅商业城1501室
电话：13533769014
电邮：62250861@qq.com
传真：020-83525788
网址：http://www.fengdi.com.cn/

9A-56

9B-05

恩平市恒利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henli 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124号一栋首层
电话：0750-7127369
传真：0750-7127379

电邮：1243059523@qq.com
网址：www.maxson-audio.com

广州俊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sheng audio Co,Ltd

参展产品：专业功率放大器
公司简介：本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环牛变压器大功率舞台功放。线路主要有TD类，H类及AB类。功率
从350W到1500W,从2声道到8声道的都有。大部份原材料采用进口，产品做工精细，性能稳定，性价
比高。

MEGA STAGE INTERNATIONAL MEDIA

参展产品：国际演艺设备媒体平台
公司简介：《国际演艺 MEGA STAGE Pro-Light&Sound 》于 1996年首次发行，她依托我国文化娱
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契机，稳健地成长。杂志媒体以国际市场的敏锐触角、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技
术知识通俗易懂、操作性强、可读性高、设计新颖独特、印刷质量精美，在保持纪实与实用兼容并
蓄特色的同时，增设独家报导内容，对名人名家的专访，揭露成功背后的风雨历程，展示睿智的媒
体眼光。炫丽演出背后的舞台设计理念、以实操性为指向地介绍先进产品的性能和操作技巧、行业
会议的盛况概述、工程实例的器材搭配、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灯光技术、音响技术、视频技术、
娱乐设备、DJ器材等等的诠释及业界顶尖领军人物的专访、行业展览会的跟踪报道、将最新上市的
产品以“快递”的方式和盘托出，展现业界最新的知识、技术、资讯……。全面覆盖海内外市场和全
国业界专业人士、企事业单位等，受到从事演艺、娱乐事务的业主、广播电视电影系统及管理机

电邮：926190292@qq.com
网址：www.gzxiti.net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105国道路段自编168号志英大厦5楼502
电话：15814585959
电邮：443202709@qq.com
传真：020-66298267
网址：http://www.junshengaudio.com

国际演艺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泰路颐和山庄毓秀阁三座1604室
电话：020-36239073
电邮：info@megastage.com.cn / 404321169@qq.com
传真：020-36239067
网址：www.megastage.com.cn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岗心路27号
电话：18122360318
传真：020-39239827

参展产品：数字会议系统，无线话筒，智能混音器，天线放大器，录播话筒，音频处理器
公司简介：我们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音响产品制造企业。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范围包括：无线系统、智能会议混音器、视像跟踪系统、会议系统、多功能
会议室周边配套设备等。
其成熟及稳定的技术，使产品广泛应用在全国各地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酒店及论坛，并OEM
到世界各地，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
公司拥有资深的专业团队， 技术力量雄厚，从原材料到成品出厂，都经过严格、保证产品质量
100%优质。
以产品的不断创新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以追求优质、完美的产品质量赢得顾客的信赖，
以优善的售后服务提升产品价值是我们永恒不变的发展发针。
本着“创新无止境、服务无终结、信誉为崇旨、质量为生命”的经营理念，为广大顾客创造更多
的效益。

Fengdi media（Guangzhou）Co.,Ltd.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锋镝传媒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数据库营销服务提供商。
二十年一直专注于精准数据库营销，成功为超过5万家企业提供渠道营销服务。
锋镝传媒，全方位B2B传播推广平台，提供线上、线下整合推广方案。传播工具包括：贸易杂志
（印刷版、电子版、线上版、移动app版）、网站、微信公众号及群组、移动app、短信、邮件、展
会推广、集中市场推广、商贸配对、呼叫中心、其他专业企业服务等等。

广州雄田（台湾）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ong Tian (Taiwan) Electronics Co., Ltd.

参展产品：音箱分频器，音频电感器、电阻器、电容器
公司简介：公司专业生产、研发、调试等销售为一体的生产厂家，主要生产：音箱分频器、音频电
阻器、电感器、电容器。

电邮：web@dav01.com
网址：www.dav01.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数字音视工程网( www.dav01.com)，简称数字音视网——自2007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
于为会议、指挥、演艺、安防、广播、图像展示等数字音视工程领域搭建高效的电子商务平台，为
业内企业提供形式多样的信息服务和增值功能。经过多年发展，数字音视网已成为终端客户、集成
工程商、专业工程商、经销商、生产厂家、元器件厂家相互之间的良好沟通平台，并成为数字音视
工程领域优质的行业资源性垂直媒体。数字音视工程网以为客户提升品牌价值和扩大市场销售额为
服务目标，站立行业产业链，以广视角和多样化营销平台，整合媒体资源，专注、专心、专志为数
字音视频集成行业企业提供品牌策划和营销解决方案。
数字音视工程网围绕数字音视频系统集成下设十大行业媒体，分别是：大屏显示网、信号处理
网、集中控制网、数字会议网、音频扩音网、灯光舞台网、公共广播网、监控安防网、摄录编播网、
网络音视网。服务范围涵盖：网络广告、VIP会员、杂志广告、IDC服务、视频拍摄、广告和宣传片
拍摄及制作、展台设计及搭建、资讯传播等品牌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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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演艺制作公司、演出机构、设备租赁商、工程商、系统集成商、文艺团体、电影院线、剧院剧
场、代理商、经销商、建筑设计事务所，业界产品生产厂商、业内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音响师、
灯光师、设计师等业内专业人士的青睐与好评。除负责国际市场的香港总部外，已先后在广州、北
京、上海、成都等地设立合作工作室。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国际演艺
MEGA
STAGE
Pro-Light&Sound 》已经发展成为多平台融合媒体，包括微信、微博官方公众平台及视频号平台，
以更广阔的角度展现业界的资讯。

《中国灯光音响》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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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咏盛电子器材厂
Enping wingsing electronic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南郊开发区A28、29号（二楼）
电话：18929096191
传真：0750-7119191

电邮：837501088@qq.com
网址：www.epwsing.com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有线会议、有线会议系统
公司简介：本公司坐落于中国“著名温泉之乡”及“麦克风生产基地”之美称的—广东省恩平市，
是一家集产品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麦克风现代型生产企业。主营：无线麦
克风、无线会议麦克风、手拉手讨论型手会议系统、周边设备等系列产品。本厂技术力量雄厚，拥
有实力过硬的研发、生产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外观新颖、性能优异、质量稳定的专
业产品，并建立完善便捷的销售售后服务，各方面都深得客户一致好评。

咏盛电子本着“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经营理念，欢迎国内外朋友来
电洽谈经销，工程方案，OEM合作等业务，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选择咏盛--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选择信心的保证！
Wingsheng electronic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ltd is located in Enp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is known as "Hometown of famous hot springs" and " microphone production
base ”in China. We are engineering design in an integrate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technical supports on modern professional microphone productio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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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庚海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电邮：1587597948@qq.com
网址：www.late-audio.com

参展产品：专业功放.影院功放.影院音响系统.电源时序器
公司简介：本公司主要生产,专业功放.影院功放.电源时序器.影院音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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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易拓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ETO AUDIO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汉基大道20号D栋6楼
电话：020-39114255
传真：020-34554616

电邮：492274845@qq.com
网址：www.etoaudio.com

参展产品：有源功放模块、数字功放
公司简介：广州市易拓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设备
制造企业。公司自成立来，依托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品
质的专业音响设备；已优异稳定的性能，稳定的质量和完善的服务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
产品远销欧洲、美洲、非洲及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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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威莱电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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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Welike Electroacoustic Co.,Ltd

广州市益友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Guangdong Yiyou Cas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清远市清城区清远高新区创兴二路广东华创智汇科技产业园A1,A2栋
电话：137 2419 1087
电邮：sales@ronsencase.com
传真：
网址：www.huiyoucase.com
参展产品：ABS功放箱，乐器盒，注塑箱
公司简介：广州市汇友箱包制造有限公司有着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专业生产各类乐器箱包，U箱，
ABS工具箱，铝制工具箱等各类演出器材。公司坐落于中国广州萝岗区，占地15000多平方。
我司引进塑料板材挤出机，全自动真空吸塑成型机，PC印刷机的先进设备，拥有富于创新精神
的团队，专业的设计队伍，优秀的客服人员。凭借着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我们的产品
服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并成为了世界众多乐器知名品牌的产品供应商。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43号威莱工业园广州威莱电声有限公司
电话：020-36850667 13631481485
电邮：info@welikeaudio.cn
传真：
网址：https：//gzwelike.en.alibaba.com
https://welikeaudio.cn
参展产品：专业扬声器
公司简介：广州威莱电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扬声器的制造商，其中包括研发，生产和销售部门。
本公司成立于1997年，工厂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石塘工业区，毗邻广州新白云机
场、北二环、机场高速、广清高速，广州地铁9号线青布出口，交通便利，为客户货物运输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23年的专业OEM/ODM 生产和销售经验。产品规格全，品质高。更于2013年建立自主品牌
MUWANG穆王。
我们拥有2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标准厂房，现有员工80多人。工厂拥有多条国内先进48米长流水
生产线，更配备多台德国进口SIEMENS大容量电容充磁机，5台进口多头打胶机，3台20安注塑机等国
内外先进生产设备！严格执行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年产高低音单元超过100万个！年度
销售额超500万美元。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覆盖亚洲，欧洲，澳洲，北美，中东和非洲。主要品牌
合作伙伴有国内特美声、东方红、君力等，国外菲律宾CROWN，委内瑞拉KDY等。
现我厂主要生产舞台专业单元(高音系列，低音系列，中音系列和超重低音系列)，汽车单元(中
高音系列，低音系列），卡包单元(中高音系列，低音系列），电瓶箱单元(中高音系列，低音系列），
舞台专业用号角驱动头，玻璃钢，压电塑料高音，高音塑料号角配件等。产品大小规格全、质量可
靠。部分单元的配件（音膜，音圈，纸盆和音箱空箱），更是从国外进口，使音质更高。我厂可承
接OEM订单！
我们的优势：
1.23年的专业OEM/ODM 生产和销售经验！
2.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
3.成熟的生产线，产能高效，交期准时！
4.产品具有极高性价比！
我们的宗旨：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信用第一
我们的口号：扬声无疆，诚就威莱！
如需了解更多，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Guangzhou Shuyin Electronic Co., Ltd
地址：No. 40, Wangang Yiheng Road, Hualong Tow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电话：13928998767
电邮：11134070@qq.com
传真：020-34753002
网址：https://suiny.tmall.com
参展产品：扬声器，音膜，音箱系统周边产品
公司简介：广州市蜀音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生产专业喇叭的公司。集研发，生产和
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厂房座落于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距离广州琶洲国际进出口贸易展览中
心只有12公里，仅需要十分钟的车程，为珠三角扬声器生产基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交通非常便利。
蜀音电声主要生产高端扬声器单元，包括：高音喇叭，低音喇叭，同轴喇叭，音膜组件等专业
电声器材，主要销售人群为婚庆团队，ktv包房，舞台演出，酒吧清吧，音乐餐吧，体育馆，电影院，
剧院等专业场合；
蜀音电器一直坚持“尊重人才，坚持质量，创一流PA”的企业发展理念。严格执行ISO9001和6S
管理标准。2014年11月还通过了广州市清洁生产实地评估验收。蜀音电器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建立
一套有自己特色的品质检验标准和流程制度，确保产品的品质符合国际标准。从原材料采购，来料
检验，半成品检验到成品检验，每个重要工序都有严格的检验标准。为确保检验标准的质量，蜀音
电器引进先进的现在化高精度设备，如CLIO, LMS和DAAS扬声器测试软件，音频测试仪，信号发生器，
直流低电阻测试仪等等。
经过了近年来不断的积极探索和改进，蜀音电器汇聚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精英，同时，蜀
音电器聘用多位经验丰富的国内外专业音响工程师服务于本公司，确保了蜀音电器拥有坚实的研发、
技术和人才后盾。使得公司每年都在稳定发展和逐步壮大！多年来，蜀音电器一直是同行中的佼佼
者！而且公司的产品以高性价比的优势赢得了全球各地客户的一致好评和信任！相信，在每位蜀音
人的共同努力下，蜀音电器将打造出一流的品牌产品，走向世界，成为受人敬仰的全球化企业！！

Guangzhou Genghai Audio Equi Pment.,Co Ltd.
地址：番禺钟村钟屏岔道17号后座四楼红门
电话：13928898005
传真：

广州市蜀音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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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宏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j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市莲路新桥段240号
电话：020-39199025
传真：020-39199025

电邮：hongju@hongjukg.com
网址：www.hongjukg.com

参展产品：电子开关，电源插座，保险丝座
公司简介：广州市宏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开关研发、制造和营
销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公司主要产品系列有：船型开关系列、带灯轻触开关系列、按键开关系列、
保险丝座系列、AC电源插座系列等电子开关类产品，公司所有产品均通过UL、KTL、VDE、CE、CQC、
CCC等多国质量体系认证。产品广泛应用于电脑、通信设备、汽车、电源、仪表及家电等领域，行销
北美、欧洲及亚太等国家及地区。公司已成功注册HONGJU商标。对产品一贯执行“高品质”政策，一
丝不苟地推行全面品质管理，积极引进及实施多领域的体系管理，相继获得ISO9001、ISO14001系列
体系认证。依托全面、卓越的管理体系，以技术进步为驱动力，以生产制造与市场为中心，坚持“
品质第一，持续改善”，追求客户满意，让公司一直保持国内电子开关的领先地位。公司拥有大量
一流的自动化设备、生产设备、模具加工设备、检验测试设备和可以进行测试的UL标准实验室，可
直接进行CQC定期测试、UL例行抽样测试、及KEMA、ENEC、CB等认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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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名扬音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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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Mingyang Audio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北村庆艺街21号301
电话：13802830023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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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北路81-4号
电话：020-86976393/020-86979687
传真：020-36950377

电邮：2038428783@163.com
网址：www.rggaudio.com

参展产品：专业音响
公司简介：广州名扬音响有限公司—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方案设计、以及国际商贸服务为
一体的高端专业音响企业。
公司拥有先进的音箱装配检测流水线，木工车间，无尘喷漆车间，电子车间，箱体结构研发中
心等引进多款国内外品牌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致力于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品牌，成为行业之标
杆！
产品涵盖了专业音响，影院音响，数字娱乐，舞台音响，会议音响，等多个音箱领域。在多年
的沉淀，积累，创新，发展以及终端用户的认可下，成为国内承包高端工程音响认可的企业。
我们是一支生机勃勃、勇于开拓的专业人才队伍。公司自成立以来,凭着富于创造力的设计理
念、诚恳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事业精神、诚实守信的企业信誉，赢得了国内外一批又一批
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公司每年售出的设备数以万计，其售后服务的理念是希望每台设备可以提供长久的满意的服务。
因此我们把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作为首要任务。除了充足的产品零部件外，我们还努力建立一支强
大的服务体系，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研讨会和产品培训中，以便提供给客户最满意的服务。
我们继续坚持以产品优质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专业化、业务区域化，以诚实守信的企业形象、
让“RGG”品牌创造出卓越的文化精神和艺术世界。
Guangzhou Mingyang Audio Co., Ltd is a high-end professional audio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R&D,production, sales,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
RGG has advanced assembly and inspection assembly lines for speakers,carpentry workshop,dust-free painting workshop,electronic workshop,box struc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etc.Introduction of a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bran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esting instrument,committed to building a brand of its own in China,become the
benchmark of the industry.
The products covers a plurality of acoustic field of professional audio,theater audio,digital
entertainment,stage audio,audio conference.With years of precipitation, accumulati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end-user recognition,become the most recognized enterprise
in China to contract high-end engineering audio.
We are a vibrant and pioneering team of professionals.Since its inception, RGG has been
inspired by creative design ideas,a cordial attitude towards service,enterprising enterprise
spirit,Honest and trustworthy enterprise reputation,obtained the trust and support from many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RGG sells tens of thousands of equipment every year,the idea of after-sales service is to
hope that each equipment can provide long-term satisfactory service.So we make technical
train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 top priority.In addition to adequate product parts,we're also
trying to build a strong service system.Inves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sources in workshops
and product training,in order to provide the most satisfactory service to the customer.
We continue to insist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production scale,management specialization,business territorialization ,an honest and trustworthy corporate image,let
the "RGG" brand create an outstanding cultural spirit and artistic world.

恩平市飞迪奥音响器材厂
Enping Fedyco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B12-2号
电话：0750-7079854
电邮：fedycoaudio@163.com
传真：0750-7079850
网址：WWW.FEDYCO.COM
参展产品：数字功放，模拟功放
公司简介：恩平市飞迪奥音响器材厂是一家生产销售专业后级功放的厂家。在十年的发展历程中，
本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升级完善产品线，定制OEM/ODM专属功放，用心服务全球客户。质量
至上，服务第一是飞迪奥一直坚持的宗旨，热烈欢迎国内外客户携手共商，共创商机。
Enping FEDYCO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is a manufacturer that produces and sells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s. In the course of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we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craftsman, constantly upgrade and improve the products, we customize OEM/ODM exclusive power
amplifiers for customers. Quality and service are the tenet that Fedyco has always adhered to. We
warmly welcome you to business and create the opportunities together。

清远市博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Qingyuan Bore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电邮：3313524104@qq.com
网址：www.gzwerey.com

参展产品：8-21寸PA、KTV专业鼓纸
公司简介：清远市博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花都振扬纸盆厂）创建于1997年，是专业从事设计、
生产PA喇叭纸盆的厂家。经十余年发展壮大，产品规格从8"-21"、百余产品机种，全部采用德国、
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先进的纸盆生产技术和工艺。纸盆原材料均采用全进口木浆纤维，在巩固和
发挥传统木浆纤维材料特性基础上，我们还不断溶入国际最先进的纤维材料革新运用理念。采用当
今科学技术最前沿，被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和国防军工科技上的新型化学合成纤维，如：Carbon
Fibre、Kevlar、Glass Fibre、Chemical Fibre等材料，使纸盆产品结构的蓬松度、阻尼性、轻质
性、刚柔兼备等物理性能得到很好的提升，音色音域方面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我们长期致力于各项科技研发的投入，从技术含量促进产品质量档次的提升，现我们的产品长
期得到众多中外知名品牌客户的使用和支持，就是对我们进步的肯定和认可。
专注专业，进取图强的企业人精神，我们愿继续与中外新老客户真诚合作，携手共创美好新辉煌。
Borey Technology is located in the "Chinese sound capital"-Guangzhou City, Huadu district. The
new White Cloud international airport,High-speed Rail arranged in a crisscross pattern, highway,
runs through the area, the traffic is very convenient.
Our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97,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the design, production PA
loudspeaker paper basin of the manufacturers, after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growth, product
specifications from "8-21" inches, hundreds of product models. Cone raw material are imported
wood pulp fiber, we also haveinto the international most advanced fiber material innov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using the most cutting-edg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aviation ,aerospace and Defence Force Engineering a new synthetic fiber, technology such as
CarbonFibre, Kevlar, Glass Fibre, Chemical Fibre and other material, the production of paper basin
Product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tone range play better effe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 Division in early 2015 to move to the
new plant, the new plant a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6000 square meters.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additions and updates new equipment. The company size from hardware to software supporting
more solid one step closer . Atten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enterprising spirit of enterprise, e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new and old customers sincere cooperation, join hands in creating a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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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雅那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 Guan Anaccor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东莞市清溪镇荔横管理区百荔街
电话：0769-87739040 / 15920690634
传真：0769-87730429

电邮：jason@anaccord.net
网址：www.anaccord.net

参展产品：壁挂音箱，影音音箱，天花音箱，入墙音箱，功放产品，低音音箱
公司简介：东莞雅那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是音
响以及音频器材专业制造商,主要产品有：壁挂音箱/ 户外音箱/吊顶音箱/天花喇叭/入墙音箱/功放
/低音音箱 等产品.工厂坐落于东莞市清溪镇荔横管理区，成立已有26 年，从配件到成品都是厂内
自行生产 把控品质。诚接 ODM & OEM，欢迎来工厂考察洽谈。
We are pleased to introduce Anaccord audio factory a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on wall mounted speaker,outdoor speaker,pendant speaker,ceiling speaker,inwall speaker,amplifier,subwoofer
speaker,HIFI speaker products (website:www.anaccord.net). Our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china
more than 26 years and located in Qingxi town of Dong Guan city,China.Welcome to visit factory
when possible, welcome ODM & OEM business, Anaccord audio factory wuld be your trust partner
on busi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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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舒帕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rpass Audio Co., Ltd.
地址：No.347 Tiannan Street,Tanshan,Hualong Town,Panyu,Guangzhou,China 511434
电话：0086 1366 2520 648
电邮：info@surpass-audio.com
传真：
网址：www.surpass-audio.com
参展产品：In Wall Screen Amplifier 智能背景音乐系统、IP PA Amplifier 广播设备、
Wi-Fi Bluetooth Speaker WiFi蓝牙音响、PA Speaker 广播喇叭、
Portable Amplifier Trolley Speaker 便携功放/拉杆音箱
公司简介：我们的产品包括: 酒店/家庭智能背景音乐系统，网络广播音频消防设备，WiFi蓝牙有源
音箱，户外拉杆音响，电瓶音箱，便携式蓝牙扬声器，专业扬声器，多媒体扬声器，均衡器舞台扬
声器，家庭影院扬声器，便携式功放等。
我们的宗旨：价格实惠，质量优良，服务周到，策略共享！
我们的目标：超越您对价格，质量，服务和策略的期望。
我们有严格的质量保证，产品都符合3C，CE，RoHS，FCC, CB，C-tick，FCC或UL等证书。
我们会在4小时内答复询价，24小时内设计音响系统，48小时内解决售后问题。
现在，我们与全球20多个分销商合作，支持高质量的产品，专业的售前和售后服务，我们提供
各种广告礼品和材料来支持客户营销，我们提供全方位的公司介绍，产品技术文档和通用的系统设
计模板，以确保最终客户轻松了解我们的产品和系统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Guangzhou Surpass Audio Co., Ltd. (SURPAS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with more than
13 years experience in R&D commercial/professional AUDIO devices.
Our products includes IP PA system amplifier and speaker, EVAC system, Smart Hotel/Home
audio, Wi-Fi Bluetooth Speaker，Conference System, Professional Audio, Portable amplifier
Trolley speaker, battery speaker, portable bluetooth speakers, professional speakers, multimedia
speaker, equalizer stage speaker, home theater speaker box, etc.
Our Mission: Good Price, Good Quality, Good Service，Polity Sharing!
Our Aim: Surpass your expectation on price, quality, service and strategy.
We commit 3 years quality warranty to our customer. Most of products are compliant with 3C
CE, RoHS, CB, C-tick, FCC or UL, certificates ect.
We response to inquiry within 4 hours, design sound system within 24 hours, solve quality
compliant within 48 hours with spare parts of new replacement.
Now we working with more than 20 worldwide distributors, we support high qualified products,
professional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we provide various advertisement gifts and material to
support customer marketing, we provide full range of company presentation, product technical
documents and versatile system design templates to ensure end-customer easy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ur systems bring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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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乾方音响制造有限公司
PXD ACOUSTIC WORKS CO., LIMITED
地址：广东省东莞东城街道景祥路2号1栋4楼
电话：0769-21661365
传真：0769-23381867

电邮：marketing@pxdaudio.com
网址：httpwww.pxdspeakers.com

参展产品：喇叭及配件
公司简介：专业扬声器制造服务商
PROFESSIONAL SPEAKER MANUFACTURER
东莞市乾方音响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位于风景秀丽的东莞市植物园附近外经工业园内。
是一家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的扬声器生产制造服务商，产品包括专业PA喇叭，乐器喇叭，商用喇叭，
高端蓝牙喇叭及防水喇叭等。公司已通过ISO9001 2015 SGS 管理体系认证，拥有自主设计的自动化
生产线，配备专业的消声室，行业内专业设计及测试软件（KLIPPEL, CLIO, FINE MOTOR, FINE
CONE, LEAP, AUTO CAD, PTC CREO等）。
我们是一支年轻有热情有活力的专业团队，全体伙伴经历了11年的努力，秉承以精益生产为核
心的经营管理理念，敢想敢做，勇于挑战和打破传统制造管理模式，不断地探索智能制造，追求卓
越的产品制造工艺，通过数字化管理机器代人的生产方式，形成先进的制造工艺标准体系，从而实
现高效率低成本运营，为客户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及技术服务支持。
通过多年对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和生产制造经验的积累，以客户为中心，成功的为客户提供不
同类型的扬声器设计应用方案及制造方案，成为行业内品牌客户可信耐的合作伙伴，与客户共同成
长，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我们的信仰：将制造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要融入到我们的呼吸，血液和灵魂中去，保持克服一
切困难，一路向前的热情和冲劲。把这种信仰作为我们为之而奋斗的共同准则和目标。

电邮：1933250709qq.com
网址：www.vod-ok.com

参展产品：媒体播放器
公司简介：深圳帛佳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计算机软硬件、音视频解码和嵌入式终端开发领域的一
股新生力量。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VOD系统软硬件的开发，率先在国内推出了X86结构的
KTV专用机顶盒和IPVOD系统（适用于KTV、小区、影吧等场所的VOD系统）。我们一直坚持以客户需
求为导向，以开发优质产品为准则，以技术革新能力为持续发展的动力。深圳帛佳音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主营产品有：单屏点歌机、一体点歌机、影吧专用机、网络多媒体点播机、网络点播终端（机
顶盒）等系列产品以及Ktv控制面板、点歌台等VOD周边设备。为保障产品质量， 佳音数码颁行了严
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并已在深圳市技术监督局备案。 我们忠实地面向各行业的用户，根据各种不同的
应用需求，提供优化全面的解决方案，为用户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提供一流的服务。我们深知，
佳音数码的发展，必须要有信誉、质量好、服务好，才能在市场取得一席之地。我们珍惜每一次与
您合作的机会。成为您的最忠诚的合作伙伴。
深圳帛佳音科技有限公司现拥有视频开发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智能化系统集成、KTV点播、
嵌入式单机等方面有一定的成果。如KTV点播系统、公共液晶电视广告机等。佳音数码以深入了解客
户需要，完美实现解决方案，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为宗旨；通过自身开发的产品与国内外知名产品
相结合，力求广大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顺德勒流光电产业中心6栋503
电话：18620092688
电邮：438937860@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数字音频处理器、数字功放机
公司简介：广东爱德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制造数字音频处理器、数字功放机的高品质电子工
厂。广东爱德仕隶属于广州艾迪集团。在研发有源功放模块的同时，广东爱德仕还有GP系列数字功
放、数字音频处理器，为无源音响系统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开关电源供电，紧凑的机身，软启
动设计，自动调速的直流风扇，全功能保护电路，内置自动压限功能等多个自主研发的功能，使得
该系列功放十分稳定。HIFI级的音质，为无源音响系统提供了优质的解决方案。
Guangdong Ideasi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located in South of China,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full-invested subsidiary company ,affiliated with ADMARK Group. Ideasir specializing in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high-end patented technologies for the
professional audio market, such as power amplifier,digital sound processor, power sequences.
Ideasir’s product K series amplifier had been widely used in USA and Europe market,and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most competitive product in the global market.

深圳帛佳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牛城第二工业区218栋4楼401
电话：18922833459
传真：

广东爱德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Ideasi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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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吉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长沙路29号6栋238房
电话：15999933808
传真：

电邮：920671148@qq.com
网址：www.cn-jiyi.com

参展产品：会议系统，无线麦克风，导览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吉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新兴电子
厂的品牌产品。
主营：多功能会议系统、表决系统、同声传译系统、导览机、专业会议麦克风、专业无线麦克风
等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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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名谱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大道999号
电话：020-36918736
传真：

电邮：
网址：www.aemisen.com

参展产品：功放，音箱等电子产品
公司简介：爱美笙(AEMISEN)音响, 致力于打造中高端家用2.0/2.1/5.1/7.1,HIFI组合音响系统，以
其精湛的制作工艺以及独具匠心的个性设计理念,为客户提供更加时尚、艺术、尊贵、自然、纯真的
视听享受。
品牌寓意:爱生活，爱音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享受漫妙、惬意的音乐。“笙”是我国古老
的簧管乐器，为古代八音乐器之一，是唯一能吹凑和声的乐器，其高音清脆，甜美；中音丰满，柔
润;低音浑厚，低沉有力，正是基于“笙”的这些特点苏万强先生创立了“爱美笙”这个音响品牌，
用“爱美笙”音响来还原声音，这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表达了人们对生活，对音乐的热
爱与追求，同时也体现了音乐的无限魅力！
品牌自创立以来，一直秉承“永不放弃，精工细做，打造精品”理念，始终灌输“把细节做到
尽善尽美”的品质观念。围绕客户需求进行品质导向定位，推出“换位经营”思维，包括换位制造，
换位销售，换位服务等。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的经营理念，愿携手国
内外客户共同发展，共创行业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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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比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邮：583242912@qq.com
网址：www.btn-ind.com

参展产品：音响电子
公司简介：广州比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开关电源模块，数字功放模块，无线功放产品，
DSP处理器等产品研发及生产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自有SMT配套专业生产线，能为客户快速提供产
品及解决方案，模块及成品远销海外。
公司以高品质前沿技术为向导，欢迎品质客户来公司洽谈ODM/OEM业务.13533636188 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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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音频网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邮：mayuansheng@audiocom.cn
网址：www.audiocom.cn

参展产品：AES67音频传输模块，转接板，接口机，影院产品；音频分析仪
公司简介：Audiocom公司（深圳市音频网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音频以太网互联解决方案。通过
将通信技术、FPGA芯片技术和音频技术相结合，公司致力于提供一种全新的音频网络传输解决方案。
经过数年的研发，公司目前已经掌握并且能够提供基于AES67/AES50/AES3的完整方案以及系列产品，
并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凭借掌握的核心科技，以客户为中心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公司赢得
众多合作伙伴的信赖。继往开来，我们将更加注重了解和倾听客户诉求，为客户提供更快更好更有
竞争力的整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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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佳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JIAR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田三路56A栋二楼
电话：0755-88602725
传真：0755-88605255

电邮：zhejiangjinjia@126.com
网址：www.jinjiarun.cn

参展产品：卡侬插座，组合COMBO座，小方座
公司简介：深圳金佳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佳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85年，座落于中国浙江省
乐清市国家级自然风景保护区雁荡山麓白龙山脚下——虹桥镇高新工业园区。离温州机场约50公里，
离高铁绅纺站约5公里，离高速公路约5公里，104国道旁边，水、陆、空交通十分便利。
本公司是一家集视听、音响家用电器配件连接器插座接口等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专
业生产厂家，建筑面积约10000m2，员工约500人。主要产品有XLR插座、组合COMBO座、小方座、AV
插座、CK3.5耳机插座、CK6.35插座、DC电源插座、HDMI插座、USB插座、RJ45插座、FFC/FPC扁平、
电缆连接器、排针排母、D-S端子、KFC轻触开关、PSZ外接线柱、条形连接器和线束连接器等300余
种。广泛应用于专业音响功放、通讯、电脑、电视、打印机，家用电器及其它电子设备。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东盛路24号 鑫潮智能产业园六座
电话：020-31007339
电邮：odiaudio@126.com
传真：020-31007339
网址：www. odiaudio.com

苏州酷麦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CUEMERA SMART GEAR CO.,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杨路26号
电话： 400-928-0922
传真：020-34894552

电邮：panumrover@yeah.net
网址：ww.panumrover.com.cn

参展产品：航空箱、设备箱、保护箱、周转箱
公司简介： PANUMROVER，其前身成立于2006年，致力于为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
高端品牌及人群提供专业运输装备及配件包装存储等服务。
如今，PANUMROVER形成了以装备箱、旅行箱为主的服务体系，涵盖了从商业到民用、从生活到
工作、从专业到爱好的全方位运用，并活跃于高端市场。
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极端环境下精密仪器的特种收纳，PANUMROVER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来自
欧洲的核心技术与手工雕琢的工艺匠心，为PANUMROVER提供最全面的品质保障。100多个精选配件、
80多道匠心工艺，成就了PANUMROVER与众多知名企业的长期合作。
PANUMROVER,founded in 2006, is a service provider dedicated to providing such services as
package and storage of professional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along with the accessories for those
high-end brands and consumers from America,Germany, France and Italy,etc.
PANUMROVER , by now, has developed a service system featuring equipment, who covers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s in commercial and civil aspects on life and work occasions for
professionals and enthusiasts and whose dynamic figures are often caught in upscale market.
Be it for daily applications or the specialized storage for precise apparatus in extreme environment , PANUM ROVER can always consummate the task. The core technology from Europe and
the refined craftsmanship constitute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of quality for PANUM
ROVER . Over 100 selected components as well as more than 80 ingenious procedures pave the
way for long-term collaborations between PANUM ROVER and various prestigious enterprises.

Shenzhen Audiocom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清湖科技园 B栋A区1376室
电话：18927440386
传真：

广州市欧迪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ODi Audio Technology Co.,Limited

参展产品：会议音箱、专业音箱、功放、低音炮、线阵等音响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欧迪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国专业音响生产基地广州番禺石基镇茶东东盛路
24号鑫潮智能产业园区六座。交通便利。物流发达。
公司由多年欧洲OEM工程师独立组建成立。有着资深的专业音箱研发经验。自主扬声器研发团队
及系统工程师团队。拥有完整的研发设备及配套生产供应商。公司主要从事研发生产专业舞台音响
设备，周边音频设备，专业户外大型线阵列音响，酒吧KTV音响，点声源音响，会议剧场音响，家庭
KTV，家庭影院音响设备。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逐步推进线上线下直营及代理模式。与经销商携手共创未来。打
造ODi专业音频品牌。

Guangzhou Bitia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南路42号2楼
电话：13533636188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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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生产检测设备先进，拥有产品研发工程师15人、专业技术人员20名和产
品质量检测人员45名。并以先进的科学管理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公司获得国家轻工部颁布的“
质量信得过产品”和银行“AAA”级信用等级证书，并先后通过TS16949 、ISO9001、IS014001、UL
等认证，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一带地区。
本公司坚持以“质量求生存，科技求发展”的方针，秉承“争科技领先、创一流品质”的企业
宗旨，现正以全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努力、与时俱进，再创佳绩，并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广大用
户光临洽谈合作，共建鸿图，同创辉煌。

GUANGZHUO MIPO ELECTRONICS CO.,LTD

9B-39

广州市尚科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HANG KE AUDIO EQUIPMENT CO.,LTD
地址：Guangzhou City,panyu District Dashi Street River Village Industrial Road NO.26 4 floor
电话：020-34784573
电邮：1270503030@qq.com
传真：020-34894552
网址：http://gzsk123.b2d.hc360.com
参展产品：Damper.弹波.音膜.锦丝线
公司简介：GUANG ZHOU SHANG KE AUDIO EQUIPMENT CO.,LTD.The company is specializing

Guangzhou Huadu Guang Er Zhong Electronic Factory,specializing in the transformer switching
power supply bare board and other electronic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as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more than 300 workers.We have advanced testing equipment, strong technical force, quality management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ISO9001,
iso9001:2000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dures for standard operation,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products.Our main products are audio transformer power transformer switching power
supply power adapter bare board ring transformer magnetic ring and other products, and has
passed CE CQC UL CCC KC BIS PSE SAA Rohs FCC TUV EMC and other certification.It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pull box audio, laptop power, communication instrument, traffic light, electric
lighting, attendance machine, monitoring equipment, car audio, beauty massage equipment, fitness
equipment, medical equipment, security, access control system and other electrical fields.Also we
have our professional R&D,can meet any of your require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damper,dust cap manufacturers,the main speaker accessories.companies
adhering to the "customer first,forge ahead"business philosophy,adhere to the"customers first"principle,in the service of the industry,many well-known speaker manufacturers the factory has 20
years of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a variety of automatic and semi automatic production equipment,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cold pressing and cold pressing double,conex,blended
fabrics,nplyc,silk,worsted cotton import dozens of original mateyials,specifications and damper and
car bass double damper,for our customers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s,welcomed patronsl.
本公司专业生产弹波和防尘帽
GUANG ZHOU SHANG KE AUDIO EQUIPMENT CO.,LTDGUANG ZHOU SHANG KE AUDIO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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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迪朗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China)Performing Instrument Co.,Ltd.,located in Foshan,Guangdong of China.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工业园
电话：0757-81282308
传真：0757-81282308

电邮：dironcn@126.com
网址：http://www.flight-ca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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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灯光航空箱系列，音像航空箱系列，电源、功放机箱系列
公司简介：广东省佛山市迪朗演艺器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舞台演出航空箱的企业,主要产品有：
灯光航空箱系列：电脑摇头灯箱，追光灯箱，探照灯箱，扒灯箱，灯光控制、调光台箱；音像航空
箱系列：音箱机箱，调音台箱，等离子机箱，LED机箱，咪与接收器箱，线箱；电源、功放机箱系列：
机柜，机箱，防震机箱等。
Diron (China) Performing Instrument Co.,Ltd., located in Foshan, Guangdong of China,
dedicates on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vary flight cases and instrument cases.
Our product includes:
Tools case, Apparatus case, (LED) Flight case, Stage property case, Presentation case,
Equipment case, Photographic case, Makeup case, Jewelry case, Computer case, CD
case, Chip case, Hairdressing case, Medical case, Military equipment case,Document cas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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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虎溪线缆有限公司
电邮：HUXI@HUXI-CABLE.COM
网址：WWW.HUXI-CABLE.COM

参展产品：电源线，音响线，喇叭线，麦克风线，音视频线，连接线，配件
公司简介：海盐虎溪线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公司位于长三角，杭州湾跨海大桥旁，紧邻萧山
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港和宁波港，我们公司专业设计，制造，出口各种电线，电缆
及相关配件，特别是音视频线，电源线，音响线，组装线，扬声器线，汽车电线，汽车扩音器接线
套件，RCA连接线，音频线，麦克风线。本公司凭借技术，质量，地理位置等优势，不断扩大产品规
模，扩大出口；产品远销世界各地，您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并与我们联系，
我们一直很高兴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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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广尔中电子厂
Guangzhou Huadu Guang Er Zhong Electronic Factory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路72号
电话：86-20-86943712
传真：86-20-86944872

电邮：johntan@poweradapter.com.cn
网址：guangerzhong.en.alibaba.com

参展产品：音频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 开关电源 电源适配器 裸板 环形变压器 磁环
公司简介：广州市花都区广尔中电子厂，专业从事 变压器 开关电源 裸板等各类电子产品研发、生
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工厂工人多达三百人。本公司有先进检测设备、技术力量雄厚，
品质管理严格按ISO9001，ISO9001：2000的质理管理程序进行标准运作，确保产品安全性、可靠性。
主要产品有音频变压器 电源变压器 开关电源 电源适配器 裸板 环形变压器 磁环等一系列产品，并
已通过CE CQC UL CCC KC BIS PSE SAA Rohs FCC TUV EMC等多种认证。被广泛应用拉杆箱音响，手
提电脑电源，通讯仪表，交通灯，电气照明，机顶盒，考勤机，监控设备，汽车音响，美容按摩设
备，健身器材，医疗设备，安防，门禁系统等各类电器领域。公司具体专业产品定制能力，可根据
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出不同的方案，远销国内外。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亭石南路119号
电话：18520045601/13533763975
传真：

电邮：lita36912@foxmail.com
网址：http:www.wdlights.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光设备
公司简介：万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灯光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
企业。万达灯光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及生产人员队伍,从核心的电子软件技术到产品
的光学,机械结构等各方面开发与研究。力求使我们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WD"灯光系列一直以来过
硬的技术及严谨的制作流程,使产品无论从设计，性能，质量，工艺等方面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所
有的零部件均采用通过国际认证的优质材料,结合合理的结构,保证产品性能使用的稳定性。根据我
们的产品开发理念"放弃繁复，力求简单,方便实用"。我们将秉承"真诚为客户所想，真心为客户服
务"的企业宗旨,与各客户精诚合作，开发创新，共谋发展。
lighting Co.,LTD is a lighting research, design, production,sales, installa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for the integrated enterprise. We have a high quality special light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 all aspects from
the core software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 products to optical, mechanical structure. We strive to
make our product innovation. " WD" light series Has been to perfect the technology and stringent
production process, product in terms of design, performance, quality,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have reached international level. All parts are certified by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the a reasonabel structure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product performance use.
According to our product development philosophy, " to abandon complicated, Keep it simple,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in product design, we integrated into the master and slave, voice-activated, self-propelled And other built-in automatic function, It's to different needs of customers. We
will uphold the " good faith to Customers think, really for customer service" Business purpose,
sincere cooperation with customers to develop innovative and seek common development.

HAIYAN HUXI WIRE & CABLE CO.,LTD.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石泉工业区8号
电话：0573-86677418
传真：0573-86679419

万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D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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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锋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Fengd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燕华广场D区56号
电话：13750373805
传真：

电邮：1553499036@qq.com
网址：www.phildun.com

参展产品：数字会议系统，无线会议系统，无线麦克风，会议麦克风
公司简介：广东省锋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身的公司，公司目前主要产品
包括专业会议系统：红外线同声传译系统、数字表决系统、摄像自动跟踪会议系统、无线会议话筒、
专业型会议话筒等，产品广泛适用于KTV、酒吧、酒店宴会厅、私人会所，会议室、政府等各种场所。
公司本着技术领先、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原则为广大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公司自创立以来，积
极进取，不断创新，凭借良好的企业信誉，快速稳健的发展。公司愿与客户和合作伙伴齐心协力一
起成长，共同发展。
公司宗旨: 企业发展，服务为本；优质服务，诚信为本。
经营理念: 品质，诚信，创新，共赢
发展方向: 继续培养优质、专业的团队、使用更加多功能、复合化、轻便化、智能化和品位化的
产品，与客户共同成长、共创未来、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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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骐妙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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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山西王工业区
电话：0574-88003944
传真：0574-8800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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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南昌工业区D区A-18号4楼
电话：15899701118
传真：

电邮：1653775547@qq.com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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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音箱 功放
公司简介：音箱、喇叭、功放、研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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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双合科贸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ang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158号
电话：18565092862
传真：

电邮：
网址：

电邮：xinghua68@126.com
网址：www.hongyunbox.com

参展产品：各种规格航空箱
公司简介：佛山市南海区宏韵演艺器材有限公司以最优化的设计，最先进的航空箱制作技术与航空
箱制造工艺，生产各种高级铝合金航空箱及各类包装箱。我公司产品适用于各种工具、戏剧道具、
军用设备，舞台灯光、高科技精密仪器、电力通讯设备、精密医疗设备、专业演出租赁、电子设备、
所有器材设备、测绘仪表等设备的包装及储运。（主要产品：19”机箱系列、灯光箱系列、音响系
列-摇头灯箱、追光灯箱、探照灯箱、PAR筒灯箱、回光灯箱，灯光控制台机箱、调音台箱、音响机
箱、等离子机箱、LED灯箱、手持咪与接收器箱、DJ混音台机箱、摄像机箱，线箱、工具箱、珠宝展
示箱、连体组合机箱、行李拉杆箱、机柜、单层机箱、话筒箱，双层防震箱等诸多产品。）
Th products of our company are suitable for packaging and storage various tools,drama props,military equipments,lightings,high-tech precision instruments,the electric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s,sophisticated medical equipments,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leasings,electronic equipments,surveying and mapping instruments and ect.Main products:19"cabinet series,lighting box
series,andio series-shake head light-bos,spotlight light-box,searching light-box,PAR light-box,back
light-box,lamplight console chassis,Mixer box,plasma chassis,LED lampox,handheld microphones
and receier box,DJ mixing machine chassis,camera box,toolbox,jewelry display case,joint combination chassis,luggage lever box,tracks,monolayer chassis,microphone box double shock box and
so on.

电邮：1780590968@qq.com
网址：

TMRE
地址：广州番禺南村樟边村
电话：13535314449
传真：

佛山市南海区宏韵演艺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Nanhai Hongyun Perform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奇槎仇边工业区仇东路9号之二
电话：18666593833
传真：0757-81086861

广州市州锐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拓林电声

电邮：1614985554@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音响及检测仪器
公司简介：广州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先进仪器仪表及各类音响配件的技术开发，
系统集成，工程设计、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本着“诚信为本，服务社会”的
宗旨，秉承科技创新，技术领先，诚信求实的风格，开发和引进世界技术和产品。

LC AUDIO

参展产品：M1+
点声源系列
超薄系列
小体积系列
公司简介：广州市州锐电声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以全新的理念设计，结合多年开发经验结构，研发
出对应市场，工程的优势，专利小体积大声压级产品，对应新时代首选。

广州明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 crow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128号
电话：18613171525
传真：

恩平市民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始平大街6巷8号
电话：17512838305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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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电位器，音响的配件
公司简介：精业光华电子有限公司始创于1981年3月。自1988年开始，光华电子致力于电子元器件的
研发和生产，成为一家具有30多年丰富经验集研发、生产、质量保障于一体的企业。本公司选用日
本、美国、台湾等国外的材料。专业生产电位器、编码器和开关等系列的精密电子元器件。

ENPINGSHI MINYU ELECTRONICS CO.,LTD

参展产品：便携式可充电无线音响，专业无线麦克风，头戴麦克风，周边产品
公司简介：恩平市民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从事便携式可充电无线音响，专业无线麦克风及头戴麦克
风等电声器材产品。
本公司主要以出口业务为主，目前与韩国和东南亚以及欧洲，美国等客户合作多年。
本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具备多年研发经验。在国内和韩国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软
件，硬件开发和设计团队，给国内外客户量身定做打造最完美，最适合的产品。
Enping miny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engaged in portable rechargeable wireless P.A
amplifier, professional wireless microphone and headset microphone and other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products.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export business, with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ustomers cooperation for many years.
The company s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in one, with many year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e have an experienc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team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which can provide the most perfect and suitable
products for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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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厦西三联开发区光华电子厂
电话：0757-81287507
电邮：1114842373@QQ.COM
传真：0757-86791555
网址：www.ghelectronic.com

电邮：Sales@cycaduio.com
网址：www.top-sound.com

参展产品：PA喇叭
公司简介：Cyclone Audio from 2002 we established, so many years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acoustics and loudspeaker technology and a future oriented engage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us the high quality standard of our production,we are nowadays a specialised and world
successfully operating China loudspeaker manufacturer.
Cyclone put everything into this development that is currently possible for guarantee a reliable
sound of quality.Our team analyxed,simulated,made handmade models to work out details,built
prototypes and tuned the acoustics in countless auditions,until we were finally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What we have achieved is a masterpiece that is the ambodiment of a great deal of love and
respect for detail.
Cyclone has a wide range of loudspeaker units with a complete programe of woofers,midrange
and tweeters including special custom designs.
Cyclone goals: always produce the best speakers for the customers of ours class.

佛山市南海区精业光华电子有限公司
GH ELECTRONIC CO.,LTD

电邮：bm3025@163.com
网址：www.toweeh.com

参展产品：音响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市双合科贸有限公司是音视频系统集成服务提供商，公司拥有领先的自主研发平台
和顶尖的运营团队，专业的设计人才以及优质的服务人员，为用户提供大屏显示系统、智能化中央
集成控制系统、远程视频会议系统、专业数字会议系统、信号接口处理系统、专业音响扩声系统、
专业舞台灯光系统等一系列集成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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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声程电子厂
soundprese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二区V1帕思高3幢 右边2楼
电话：13822481120
电邮：542054603@qq.com
传真：0750-7122092
网址：http://www.soundpr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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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麦克风
公司简介：声程电子厂成立于2014年，是中国电声行业先驱者，作为中国民族品牌企业享誉国内外，
一直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最优秀的声音处理解决方案。公司旗下“soundprese”品牌，提供个人
音频、专业音频、工程应用等设备和服务，通过创新的技术和优质的产品，实现人们享受更高品质
娱乐生活 企业愿景：创名牌，创一流，创百年伟业。发展战略：全国著名的麦克风制造商。经营理
念：把企业建设成和谐、奋进、真诚、坦荡、永远值得信赖，员工、社会和客户均热爱的优秀的群
体。通过与客共赢，使客户满意，使客户在与我们的合作中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稳定、快速地
发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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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瑞通方线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电声用漆包方线、扁线及其黑线
公司简介：珠海瑞通方线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6年，位于珠海市金湾区，是一家从事精密微细自
粘性漆包方线，扁线研发生产加工，掌握着核心知识产权（国家发明专利号：ZL201611166550.6）
公司。
公司拥有成熟的精密漆包方线及扁线生产线，品种齐全，导体材质拥有铜、铝、铜包铝及其合金
等；绝缘漆膜品种为聚酯亚胺、聚酰胺酰亚胺及聚酰亚胺及其黑色漆膜；耐热等级涵盖了155、180、
200、220及240等。
公司可以参照IEC 60317, NEMA MW1000和JIS C3202标准，或者按照客户的特殊要求定制生产。
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持“制造优良产品，提供优质服务”宗旨，持续改善和不断创新，在为社
会创造价值，造福和服务人类同时，持续推进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实现绿色工厂的目标而努力。
Founded in 2016, Zhuhai Rectangle Wire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JinWan District of
Zhuhai city. It is a company engaged in precision micro self-bonding enameled square wire,
Rectangular wire R & 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mastering the co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number: ZL201611166550.6).
The company has mature fine enameled square wire and rectangular wire production line, the
product is complete, the conductor material is copper, aluminum, copper clad aluminum and alloy
wire, and the insulating film varieties are polyester-imide, polyamide-imide and polyimide and its
black paint film; thermal class include 155, 180, 200, 220 and 240.
Company can produce refer to IEC 60317, NEMA MW1000 and JIS C3202 standards, or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custome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holds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enterprises and steady growth with technology,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order
to create value for society, benefit and serve mankind, we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save energy and
reduce emission,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reen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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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会刊
公司简介：广东省湖南商会演艺设备专委会是由湘籍在粤投资注册登记且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法人
或股东从事灯光、音频、视频等行业及上下游供应链企业自愿申请加入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联合
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本会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本会秉承服务行业、服务会员单位，坚
持同心、同行、共享、共赢原则开展活动。

恩平市佰禾音响器材厂
EnPing BaiH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恩平市恩城中南南昌水洲新区A5-5.6第五层
电话：15807507889
传真：

电邮：
网址：

佛山市荣强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wer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大富村南工业区联合路1号
电话：0757-82580051
传真：0757-82580051

电邮：fangxp@h-wit.com
网址：www.beatnote.cn

参展产品：数字会议系统、专业音箱、功放、AV管理中心及周边数字处理器
公司简介：荣强电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以用户的身份思考与践
行产品开发、品质把控、售后服务。提供智能、集成、数字、网络的技术解决方案，满足空间音频
对声音人性化舒适体验的需求。主营产品：数字会议系统、网络会议系统、AV数字多媒体管理中心、
专业功放、数字周遍设备、智能电源管理器、隐形音箱、专业音箱等，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
拥有自己“BEATNOTE”品牌，同时为客户提供OEM、ODM生产定制设计服务。
WinPower Electronics is a modern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tegrated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s. It devotes to produc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control and after-sale service in the view of
customer. Besides, they will provide technical solution with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digital and
internet, and satisfy the comfortable needs for customer of spatial audio. Main product: 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Internet conference system, AV digital multimedia management center,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digital peripheral equipment, intelligent power manager, invisible speaker,
professional speaker etc., with reliable quality control. It owns "BEATNOTE" brand and also provide
OEM and ODM service for customer.

广东省湖南商会演艺设备专委会
电邮：3021252026@qq.com
网址：

电邮：www.1355126016@qq.com
网址：http://cn-benlong.chinaepu.com

参展产品：音响器材
公司简介：恩平市佰禾音响器材厂主要生产音箱，音频数字处理器，电子产品。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Guangdong Hunan Chamber of Commerce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八路22号2楼
电话：13925025799
传真：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阳明科技工业园区舜泰路6号
电话：0574-62833818
传真：0574-62502625

参展产品：音响配件
公司简介：余姚市奔龙电声器材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是一家专业生产音箱塑料配件、音箱金属
配件以及成品音箱的企业。厂区占地面积113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160000平方米。现有员工100
余人，坐落在交通便利的海边城市宁波余姚。公司以“高起点、高品质、高效益”为立足之本，通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企业已通过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企业拥有自己的研发队伍，坚持走自
主创新、产研结合的发展之路，不断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引领时尚消费；公司生产设备先
进，设施配套完善。现有60g-12000g塑料注塑机、数控冲床以及音箱装配流水线，注塑生产配备先
进的气体辅助注塑成型技术，是塑料产品更加饱满，无熔接痕，箱体抗共振力得到明显改善，尤其
是节能效果更加突出。公司十分注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环境保护，积极营造安全、舒适、整洁
的生产和工作环境；公司更是以“认真、快、坚守承诺，绝不找借口”的行为准则和优质、用心、
真诚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好评。公司本着“诚信主品牌，和谐求发展”的经营理念，坚持“质量
第一、信誉至上”的宗旨，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真诚的服务态度，热忱欢迎海内外新老客户光临惠
顾。

Zhuhai Rectangle Wire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港新路1号4#厂房一楼
电话：0756-8985686
电邮：rectanglewire@163.com
传真：0756-5160789
网址：

余姚市奔龙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YUYAO BENLONG ELECTRIC ＆ SOUND COMPONENT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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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科智音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ke Zhiyin sound apparatus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旭街3号
电话：13528388088
传真：0750-7813775
参展产品：麦克风
公司简介：本公司生产与销售一体化的，欢迎OEM

电邮：350818792@QQ.COM
网址：WWW.HKZY360.COM

9C-22
9C-24

元化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公司秉承个人、集体、社会效益一个不能少的企业理念，打造民族品牌，立
志成为独立自主创新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及制造商。

广州众鑫音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Fedaxy Audio Electronic Co.,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小龙村塱尾工业区18号二楼
电话：13416126252
传真：

电邮：fayehuang@126.com
网址：www.fedaxy.com

参展产品：Class H , Class TD, Class D AMPLIFIER
公司简介：广州众鑫音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是一家专业从事功放生产与销
售的企业。 十余年的沉淀和不断的技术创新使我们拥有了雄厚的研发和技术实力。公司产品涵盖了
经典的H类模拟功放，高效率的TD类功放，最新的D类数字功放。我们紧跟市场脚步，为客户独家打
造最适合的产品。公司产品已取得CE, ROHS, CB证书，广泛应用于酒吧, KTV, 剧院, 体育馆, 户外
演出等场合，深受客户喜爱。 90%产品出口至亚洲，非洲，美洲等市场。我们始终坚持质量第一，
客户至上的原则。 认真做好每一台功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
Fedaxy Audio located i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It is a professional amplifier manufactur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precipitation and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ke us have
strong R&D and technical strength. Our products covering the classical analog amplifier, high
efficiency class TD amplifier, the latest class D digital power amplifier. We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market, exclusive for customers to create the most suitable products. Now our products have
obtained CE, ROHS, CB certificates, widely used in bars, KTV, theatres, stadiums, outdoor performances and other occasions, loved by customers. 90% of the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Asia, Africa,
America and other markets. We alway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 and customer first”.
Do every amplifier carefully, is our firm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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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恩平市高新产业园万里辉园区1栋1楼
电话：0750-7816905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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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音响旋钮，音响控制按键，Audio knob, Audio control button
公司简介：我公司位于中国广东省，素有中国“铝业之都”、“中国铝业第一镇”之称的南海区大沥镇。
公司集多轴加工中心、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冲床、锯床、钻床、自动车床加工，压铸模具、塑料
模具制造、各种锌、铝合金压铸，阳极氧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五金加工企业。
本公司具有合理的管理体系和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工，专业加工汽车配件、音响配件、气动
元件、运动休闲类器材、医疗设备配件、家具类配件；已有十多年的生产设计经验。
本公司将以高品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竭诚为新老客户服务。希望能与你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My company is loca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known as Chinese "Aluminum Capital",
"China Aluminum First Town," said the Nanhai District Dali Town.
The company sets the multi-axis machining center, the numerical control lathe, the numerical
control milling machine, the punch press, the saw machine, the drill machine, the automatic lathe
processing, the die-casting mold, the plastic mold manufacturing, the various zinc, the aluminum
alloy die-casting, the anodic oxidation as one of the comprehensive hardware processing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has a reasonabl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group of experienced technical staff,
professional processing auto parts, audio parts, pneumatic components, sports and leisure equipment, medical equipment accessories, furniture accessories; More than 10 years of production and
design experience.
The company will be high quality products, reasonable price, dedicated to the new and old
customer service. Hope to work with you hand in hand to create brilliant!

佛山市泰乐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无线内部通话系统
公司简介：佛山市泰乐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从事舞台高端设备销售、售后为一体。坚持
提供最高品质的舞台设备。主要业务是舞台灯光、舞台特效设备及舞台专业无线内通系统：经营品
牌有台湾安特利（ANTARI）烟雾机、低烟特效、气柱特效、雪花机、泡泡机等一系列的产品及各式
设备耗材；捷克 ROBE灯光；新加坡DSE舞台灯光、NAYA无线内部通话系统。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
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话剧团以及影视娱乐等场所。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
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我们始终心怀感激，对于所有支持我们的客户朋友。未来，我们将专注提供更新、更好、性价
比更高的优质产品，不继提高售前售后服务。期待与你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明天。

钜钻电子有限公司

Juzuan Electronics Co., Ltd.
电邮：AJQ_AUDIO@163.COM
网址：

参展产品：无线麦克风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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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昌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200号G2
电话：0510-85169977
传真：0510-85165556

电邮：sales@cdwdz.com
网址：http://www.cdwdz.com

参展产品：低频大功率三极管、IGBT单管、FRED、肖特基二极管、MOS
公司简介：无锡昌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是一家集功率半导体器件设计、生产、销
售的为一体的专业公司，昌德微电于2015年10月在新三板上市。公司坚持技术自主创新，积极拓展
产品种类及应用领域，开发先进的封装技术，不断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设备，向客户提供国际
一流的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优质产品。公司引进业界高端人才、强化生产管理，以专业化带动多

佛山市鑫汇盛科技有限公司
TAIZHAN GROUP-XINHUISHENG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泌冲村台展工业区自编01号D栋第一层之一
电话：139 2726 6389
电邮：tz_fsxhs@163.com
传真：
网址：

FOSHAN TAILE STAGE EQUIPMENT CO.LTD

地址：恩平市东安工业区F区45-3号
电话：15089813800
传真：

电邮：
网址：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乐威音响一直坚持以高质量、高要求、高标准的产品。精准的市场定位，并以技术创新
为指导思想，赢得了广大客户高度评价。创专业演出、娱乐音箱开发生产厂家。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华南电光源灯饰城内第D区1路27号
电话：0757-86402070
电邮：2759440464@qq.com
传真：0757-86402070
网址：http://www.tylerst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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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乐威音响厂

浙江百润轴承有限公司
ZheJiang Baron Bearing Co.,Ltd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兴曹路333号
电话：0571-88092651
传真：0571-88095191

电邮：zgq@brbearing.cn
网址：www.brbearing.cn

参展产品：精密薄壁轴承
公司简介：浙江百润轴承有限公司坐落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中心地带，濒临上海，紧邻杭州湾
跨海大桥北接线，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
百润轴承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的精密薄壁轴承、不锈钢薄壁轴承、微型法兰轴承
专业制造商;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科技产品、机器人、金融设备、医疗器械、健身器材等.拥有先进
的全自动轴承生产线，以及高素质的技术开发团队和精干熟练的员工，精心打造了BARON这个品牌轴
承，为满足不同用户专业量身定制轴承服务方案.
百润轴承本着“诚信、双赢”的发展理念，愿与国内外客商精诚合作，携手前进，共创美好未来。

Zhejiang Baron Bearing Co,.Ltd is loc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Hangijahu Plain, the brink
of the shanghai City, close to the Hangzhou Bay cross-sea bridge piers, geography favorable condition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Baron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which is specializes in theresearches,developments,manufsctures and sells of precision thin-wall bearing,stainless stell
thin-wall bearing,miniature flange bearing,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electronic products,financial
equipment,medical equipment,fitness equipment,etc. Together with high-qualified technical development team and skilled staffs,Bairun built BARON Bearing to customize professional bearing for
different customers."Integrity,winwin" is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Baron, we are sincerely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hand in hand for a better future.

9C-33

9C-36
9C-38

清远市顺俐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电邮：
网址：

参展产品：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喷雾器
公司简介：清远顺俐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主要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各种舞台烟雾机，雪花机，泡
泡机及各种雾化设备，公司精益求精的质量追求一直得到很好的市场反馈，公司严格按照生产要求
做到每台设备都符合安全、稳定的质量要求，荣获了CE机构认证，FCC认证，ROHS认证等国际认证，
并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在智能高端化产品上继续迈出坚实的步伐。欢迎广大客户来电来邮咨
询！

9C-34

广州市科纳威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enawei sound equipment co., I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道红棉大道官禄市场旁矮岭墩四巷1号7楼
电话：15697592617
电邮：64504192@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产品：拉杆音响、专业音响
公司简介：广州市科纳威音响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研发拉杆音响和专业音响，公司创立于2018年初，
本公司坐落于广州花都区，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加工于一体的厂企，是目前广东省音响行业中较
有实力的企业，本公司的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并受到广大客户及消费者的强烈喜爱和一致好评，
是最具竞争实力的企业之一。
Guangzhou Conaway Audio Equipment Co., Ltd. specializ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lever audio and professional audio.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early 2018.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It is a professional R&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factory. It is a powerful enterprise in the audio indust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Our products
sell well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and are strongly loved and praised by customers
and consumers. It is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9C-35

广州市敏凯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minkaiEIectronicTechnoIogy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横领南路十社工业区
电话：13826017893
传真：020-86499424

电邮：3242770079@qq.com
网址：http;//www.gzmkdz.com

参展产品：音响设备配件
公司简介：我公司主要经营电子真空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及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电器辅件、配电或控制设备的零件制造；电容器及其配
套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五金配件制造、器材，音响设备器材等。

ZHONGSHAN CASCOO METAL MACHINERY CO.,LTD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兆益路108号
No.108 Zhaoyi Road, Dongsheng Town, Zhongshan, Guangdong, China.
电话：0760-89821559
电邮：sales@cascoo.com
传真：0760-89821556
网址：www.cascoo.com
参展产品：脚轮 castor
公司简介：中山市奔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科技创造和科学管理的脚轮制造企业。 CASCOO
品牌是欧洲脚轮市场的主导品牌。
CASCOO的创意源于以脚轮（CASTOR）为载体，实现两大合作（COOPERATION) –与全球客户朋友般合
作，让全体员工家庭般合作。
CASCOO提供产品研发、模具制造、五金冲压，注塑、橡胶硫化，PU注射等全产业柔性供应链。
2011年 CASCOO在广东中山成立
2013年 欧洲CASCOO成立并建立欧洲物流中心
2014年CASCOO全球制造基地在中山破土动工
2015年 搬迁入全新现代化工厂，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
2016年 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南非CASCOO成立
2017年 欧洲CASCOO仓库扩大到10000平方，CASCOO进入欧洲前十脚轮品牌，并成为唯一一家进入德
国主流市场的中国脚轮品牌
2018年CASCOO中国工厂通过BSCI（商业社会标准认证）
2019年CASCOO英国成立。
2020年CASCOO中国二期厂房动工
Zhongshan CASCOO Metal Machinery Co. Ltd, bas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a professional cast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CASCOO is one of the leading
brands in the European castor market.
In 2011, Cascoo was founded in Xiaolan, Zhongshan, Guangdong Province. CASCOO’s modern
plant building covers more than 20,000 sqm. Our ability includes R&D, tooling, metal stamping,
plastic injection, rubber vulcanization, polyurethane casting and finally assembly lines.
In 2016, CASCOO was officially rated and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as a high-tech enterprise b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the same time, Cascoo South Africa established.
In 2017, Cascoo Europe GmbH expanded to 10,000 sqm.
In 2018, Cascoo has been audited by BSCI and qualified by ISO:9001:2015 Standard
In 2019, Cascoo UK established.

Qingyuan shunli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洲心工业区洲联一路四栋
电话：13711420065
传真：

中山市奔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9C-37

乔牌（广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Jopad (Guangzhou)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古东村古龙路3号211
电话：020-39950621
传真：020-39950621

电邮：115639128@qq.com
网址：www.vwillaudio.com

参展产品：电源时序器
公司简介：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电源时序器、音频处理
器及其它音响设备。

9C-39
9C-41

恩平市雅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Yaxin Eletronl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恩城街道工业四路152号
电话：0750-7777721
传真：

电邮：
网址：

参展产品：功放调音台、音箱、麦克风
公司简介：雅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麦克风电子之乡的恩平东安工业区，公司主营影音电器等一
系列相关产品，现也已有10年历史之久，其中生产的调音台功放一体机能有效告别分体机的接线繁
乱问题，突破传统分体机的混乱场面，真正为客户考虑，为客服专心研发，同时在行业中也有丰厚
的经验与实力，占据绝对的优势，在产品上，我们热衷创新，共同进步，架构完善，产品丰富；优
秀的员工，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设备，严格的管理使我们公司得以不断的发展壮大，“创新，专业，
服务”是我们公司始终秉持的经营理念，旷日积晷，不忘初心

M2-A

9C-40
9C-42
9C-44
9C-46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永丰路20号(厂房)首层103
电话：020-85826383
传真：020-85826383

9C-43
9C-45

Guangxi Guanpeng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众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lian Culture Tech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八路22号
电话：020-22928377
传真：

电邮：3086485806@qq.com
网址：

参展产品：音响、灯光、投影设备
公司简介：众联是国内专业的音响、舞台灯光、视频系统、桁架舞台、舞 台机械、中控矩阵、会议
系统、公共广播、工程投影、影院系统 声学装修、户外亮化等工程设计、施工、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综合型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集成企业。先后成功为长隆集团、海印集团、勤天熹乐谷温泉度假区、
广州东塔、清远清新区政府、滨海金控、番禺宾馆、中颐集团、番禺大厦等客户提供专业的系统解
决设计方案及实施。
众联拥有一批专业的工程技术团队，在声、光、电、像、中控、舞台机械控制等领域均是国内
顶尖水平，具有丰富的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设备维护经验。专业承接剧场剧院、酒店宴会厅、多
功能厅、会议中心、演播室、礼堂、文化艺术中心、体育场馆、电影院、博物馆、KTV、商场等舞台
灯光音响、舞台机械幕布、LED 屏幕、桁 架、活动舞台、公共广播、多媒体工程投影、智能中控矩
阵、广播电视设备及户外景观艺术照明等声像灯光舞台机械幕布系统工程。
展望未来，众联坚持以专注专业为核心，通过不断学习国内外技术交流，不断巩固和完善市场
营销网络，提高整体解决方案服务水平，向各个业务领域进行深度拓展。

广西冠鹏科技有限公司
电邮：369839577@qq.com
网址：

广州市锐兆电子有限公司

《家庭影院技术》杂志社

电邮：monzou@lovdmx.com
网址：https://www.lovdmx.com/

电邮：63858776@qq.com
网址：www.gzruizhao.com

参展产品：数字网络广播、无纸化会议、专业音箱、中控系统
公司简介：广州市锐兆电子有限公司，德国LCA品牌从德国引进先进音频技术，在国内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有：数字公共广播、会议、无纸化会议、中控、音响、LED屏、拼接屏等音
视频系统。公司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3C）认证、省级检测报告、ISO认证、多项专利等等。建立了
科学的管理体系，为制造高品质产品提供了制度保证，为制造高品质产品提供了技术保证。我公司
依靠科学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构筑
了音频产品的专业品质。

9D-02

Shanghai LOVDMX Lighting Technologies Co., Ltd

参展产品：灯光控制系统、点控灯条、3D水晶灯、平板灯、玻璃幕墙专用灯、透明屏、软膜屏
公司简介：上海雷舞照明技术有限公司,以DMX512协议为技术背景，从LED驱动芯片、DMX512灯具、
透明软膜屏、带DMX512灯库的灯具控制器、带DMX512灯库的灯光效果生成器、到面向个人的控制面
板、到面向公众的城市集控中心……从2008年开始，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LED控制技术产业链。
现涉足LED驱动芯片、LED照明、LED舞台专用灯光、LED定制软膜透明屏、LED工程、艺术美陈……
未来将向互联网照明、物联网照明、Ai照明等领域发展。

Guangzhou Ruizhao Electronid Co.,Ltd
地址：广州番禺迎宾路大石段200号
电话：020-39231988
传真：

上海雷舞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砖南路255弄100号
电话：021-57772701
传真：

参展产品：led，照明器材等
公司简介：我们是专业照明、家居照明的领导者。我们的高效节能照明产品、系统和服务让客户能
够获得优质的照明，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安全舒适，让企业更高效，让城市更宜居。

9D-01
9D-03

电邮：eway@gzeway.com
网址：www.gzeway.com

参展产品：舞台特效设备
公司简介：广州翼维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舞台特效设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
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厂家.主要产品包括舞台电子烟花机，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彩纸机，二氧化
碳气柱机等特效产品以及各种特效耗材。以可靠的品质，创新的技术，周到的服务，为整体舞台特
效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Guangzhou Eway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equipment manufacturer that provide research ,design,product,sale and after-sales service.We offer a wide range of
stage effect equipment such as :Spark machine, Fog machine ,Hazer machine,Snow machine
,Bubble machine,Confetti machine ,CO2 machine,all kinds of consumables ,etc .We provide superior OEM ,ODM service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 clients.Eway has taken "Remarkable Quality,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erfect Service" as objective and we firmly believe that customer's
satisfaction is our success.

M2-B

地址：柳州市文惠路36号
电话：13481070014
传真：

广州翼维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Eway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

影音中国网

Home Theater Tech magazine // www.hdavchina.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保利中汇广场A座1511室
电话：020-38615681
电邮：1813547422@qq.com
传真：
网址： www.hdavchina.com
参展产品：
公司简介：《家庭影院技术》杂志致力于宣传高品质的影音产品和高品位的影音文化，是国内唯一
一本以家庭影院为主题的大型月刊，是影音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媒体之一。
Home Theater is a monthly magazine released by post over China. It dedicates propagandizing
“Audio&Video” productions in high quality and AV culture on high grade. Being the only magazine
in China which is published in the topic of home theater, it’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fessional
medium in AV industry.

M2-C

广州可莱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aisi Stage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湖北路一号工业园
电话：18922703633
传真：

电邮：779853844@qq.com
网址：www.laisi-light.com

参展产品：LED电脑摇头灯 LED投光灯 LED面光灯
公司简介：广州可莱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历经10年专业从事舞台演艺，文旅景观
照明，城市量化灯光的研发，制造，工程，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秉持：造中国自己的品牌，不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良与升级，经过10
的用心经营，今日的莱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完善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
认可。

M2-D

广州百伦舞台灯具有限公司

M2-F

LITEFOCU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三东大道东东联路1号
电话：020-36251450-806
传真：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龙滘路980号B栋
电话：020-36671462
传真：020-36671462

电邮：sales@birunlighting.com
网址：www.birunlighting.com

参展产品：信号放大器，控制器，LED灯具,烟机
公司简介：广州百伦舞台灯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舞台灯光产品
的企业，其主要产品包括控台系列，信号放大器系列，烟机系列，LED灯系列等专业舞台灯光产品。
我司一直坚持科技创新研发，拥有强大的研发机构及售后服务团队，在舞台灯光领域拥有一流
的研发能力。近年来，我们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已成为国外
知名公司争抢的OEM合作企业。
LITEFOCU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founded in 2005, is a company which
specializes in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after-sale servicing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s and DMX controller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BIRUN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several
big purchasers,providing OEM production with 100% export.
We consistently maintains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ights
standards. With strong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philosophy, it is sure that
we can keep steady progress pace in the changing market.
Adhering to the quality-oriented, customer-oriented and innovation-oriented concept , we
are going to cooperate with all friend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table quality, reasonable
price and perfect customer service.

M2-E

深圳市美尔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ega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时代景苑二期2栋405
电话：18603064960
电邮：INFO@MEGACASES.CN
传真：
网址：WWW.MEGACASES.CN
参展产品：航空箱
公司简介：MEGA, it stands for the four brothers Miguel, Elio, Guillermo and Arturo who founded
the company in 2000. They brought their collective experience in entertainment and sales together
to form what is now one of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s in the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ir partner
Jennifer Yuan they have started a business venture opening a Mega Cases factory in china to be
able to serve cli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deliver the best quality cases that they were so well
known for. This company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cutting-edge, quality gear and providing
outstanding service. Its products are sold internationally through an expanding dealer network and
team of sales representatives.
MEGA carries a wide variety of cas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ighting cases, Video cases,
Rack Mounts, Aluminum carts, Motor cases, Trunk cases, Audio cases, Console cases and much
more.

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 Young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电邮：youyoungl@163.com
网址：www.youyoungl.com

参展产品：LED帕灯，LED面光灯，LED效果灯，230/260/350/380/440光束灯，舞台特效等
公司简介：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安装为一体的舞
台灯光音响设备制造工厂。
我们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完整的研发体系，常年以专注、务实、创新的经营理念
在产品设计上推陈出新，在产品工艺上精益求精。
我们根据市场导向和客户需求在质量与成本之间找平衡，
狠抓质量，严控成本，以高性价比立足于中端市场。 我们专心做好每一个细节，
让产品质量有保障，以稳定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
细心听取客户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全面化的技术支持，
包括技术咨询、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
我们拥有完整的质量检测认证体系和严格的自检体系，
多款产品通过专业检测机构检测获得国家质量检测报告，CE，RoHS，ISO9001等证书。
公司本着优质环保，诚信守法，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陆续荣获“中国节能环保产品”，“全国重合同守信用”，“政府采购优秀供应商”等荣誉证书。
我们将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及时、快速、专业的售后服务，为您解除后顾之忧，
真正做到为客户着想，让您安心、放心、称心。

M2-K
M2-J

深圳大道半导体有限公司
SHENZHEN DAODAO SEMICONDUCTOR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东龙兴科技园3栋3楼
电话：0755-22677817
传真：0755-865230603

电邮：lg@cspleds.com
网址：www.cspleds.com

参展产品：舞台灯LED光源
公司简介：企业愿景：强光与微米显示科技与工程的领军企业，让光改变世界。
核心技术：基于倒装芯片及其芯片级封装技术与应用；基于巨量转移和单芯片自由排列模式的薄膜
倒装芯片制造及其芯片级封装技术与应用。
核心产品：强光光源及其模组、微米显示光源及其模组、CSPLED及其彩光光源；CSP集成光源及其模
组；陶瓷倒装COB光源等。
专利布局：在薄膜倒装芯片及其芯片级封装领域拥有授权发明专利十余项，授权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十余项。
企业资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器技术分会委员单位。
品质体系：ISO/TS 16949、汽车行业质量保障体系认证、ISO9001 品质保障体系认证、陶瓷倒装大
功率COB美国LM-80品质认证。
团队荣誉：曾获深圳市科技创新奖、深圳市技术进步奖、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上海市技术发明
三等奖。
主要应用领域： 汽车照明、投影光源、微米显示与电影电视、微米背光、新一代高效聚光室外高杆
室内高棚投射照明、长距离探照与聚光照明、小角度方向性投射类照明、便携式强光与致盲照明、
舞台娱乐摄影拍照美术照明、景观建筑染色照明、智能彩光照明、植物照明、闪光照明、医疗与显
微器械光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