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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综合信息

— 展会名称
2018年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博览会
— 展览时间
2018年9月14日 9：00--17：30
2018年9月15日 9：30--17：30
2018年9月16日 9：30--15：30
— 展会地点
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成都市双流区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 指导单位
四川省文化厅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成都市音乐影视产业推进办公室
成都市博览局
— 主办单位
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
— 协办单位
成都市音乐产业促进会
— 承办单位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 合作/支持专业媒体
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World Show、慧聪网、国际演艺、中国灯光音响、
分域展览、依马狮传媒、亚洲专业视听、寰球精准传媒、锋镝传媒

Introduction

商会简介

广 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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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核心会员近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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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开始在成都主办“成
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博览会”。每年主办两大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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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商会简介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Spontaneously founded by a number of well-known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on March
28th, 2008, SCEE is a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 officially approved by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Civil Affairs. Until 2018, there are about 500 core member enterprises. The
member enterprises, which mainly produce professional lighting, sound, microphone, power
amplifier, conference system and stage peripherals, spread across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y cover most of the well-known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industry standard formulating enterprises, the key national culture exporting enterprises, the national culture industry
demonstration base enterpris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CEE has been constantly integrated multi-resources and set up
multiple platforms, striving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for the industry and accelerat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1. Industry Exchange Platform
SCEE has given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industry exchange platform, actively held different type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dustry standards seminar and summit forum,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embers and unite the strength of the industry. It has made
positive efforts to improve service level of the industry and sufficiently explor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s, achieving win-win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2. Service Activities Platform
SCEE has been stuck to serve the industry and the members. It has set up a wide
exchange platform through trade and exhibition activities, academic exchange, standard-sett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t also irregularly organizes various activities for the member enterprises such as site visits, golf competition, bicycle riding and outdoor camping to enrich their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What's more, it would elaborately send wishes to the members in
some meaningful dates like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their birthdays,
that has improved the members’ sense of belonging.
3. Industry Development Guiding Platform
SCEE actively follows the advic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mber enterprises. It
regularly organizes and participates in 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reports the jobs and advices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at has increased the communication opportunit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s. It also integrates resour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broadens its horizon to help the industry enterprises
catch up with the times and cultivate new impetus to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4. Public-benefit Exhibition Platform
SCEE takes “public-benefit exhibition” as its purpose. Since 2011, it has been holding the
Guangzhou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Show (GETshow) yearly. And it has started to hold the
Music Culture Industry Expo in Chengdu since 2017. Now SCEE holds two exhibitions a year,
and it has sufficiently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chain,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green exhibition, making unremitting efforts to promot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and improving the popularity and reputatian of our national brand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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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广 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从2011年起，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主办、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承办GETshow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简称GETshow广州展）。
时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累计服务参展企业近5000家，吸引海内外专业
观众50万人次，每届展览面积逾7万平方米。
2017年开始，由商会主办、高效展览承办“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博
览会”（简称GETshow成都展）。产业基地，公益办展！每年主办广州、成都两大展
会，充分结合产业链优势，提升我国民族品牌在海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广
东演艺设备行业乃至全球的演艺设备企业提供一个难得的国际水准的展示平台。
GETshow成都展会介绍：
2017首届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博览会获得空前成功，并得到行业一致
好评。2018年将举办第二届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博览会，本届博览会计
划设立专业灯光馆1个、专业音响馆1个和乐器馆1个，参展企业品牌拟邀请400多家
国内外的音乐教育、乐器、音响灯光及周边产品关联企业品牌，预计招待海内外参展
商及观众50,000人次，打造全国音乐创意文化集散地，吸纳更多音乐文化产业和有识
之士聚集成都。
展品范围：
国内外音乐（演艺）领域高端灯光、音响设施设备器材（公共广播、会议系统、
麦克风、DJ表演、控台、LED、激光、舞台特效、舞台机械、桁架及周边配件设备等
），各类音乐乐器（弦类乐器、打击类乐器、键盘类乐器、吹奏类乐器等）音乐创意
交流、音乐教育培训服务。
观众范围：
生产商，工程商/代理商，进出口代理，集成商，系统开发商，乐器商，电台/电
视台，演艺团体，艺校/科研，影剧院/体育馆/俱乐部/音乐厅，政府机关，媒体，相
关协会等。

联系我们：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179号时代创意园B栋802-803室
电话：+86-20-8479 0060

传真：+86-20-8479 0162

邮箱：info@getshow.com.cn

网址：www.getshow.com.cn

微信：GET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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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Since 2011, sponsored by SCEE and organized by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the Guangzhou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Show (GETshow Guangzhou) has been held
yearly. Until 2018, the GETshow Guangzhou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8 times. With an
exhibition area of more than 70,000 square meters every year, it has served over 5000 exhibitors and attracted 5000,000 visitors in all.
Since 2017, sponsored by SCEE and organized by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the Chengdu Music Culture Industry Expo (GETshow Chengdu) has been started to be
held. Now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holds two exhibitions a year, and it has
sufficiently combined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 chain, improved the popularity and reputation of our national bran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ovided a great international show
platform for the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enterprises from Guangdong and even all over the
world.
GETshow Chengdu Exhibition Profile:
The first Music Culture Industry Expo (Chengdu) in 2017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nd has gained high praise from the industry. In 2018, the second Music Culture Industry
Expo (Chengdu) will be held in Western China International Expo City. There will be 1 pro-light
hall, 1 pro-sound hall, 1 musical instrument hall and outdoor line array display area. We will
invite about 400 exhibitors from music education, musical instruments, pro-light, pro-sound
and peripheral products, and the total exhibitors and visitors are estimated at around 50 thousands person-time, that will make Chengdu the national creative culture distributing centre
and attract more music culture industry elites to gather in Chengdu.
Exhibit Profile:
High-tech lighting in entertainment sector at home and abroad, sound equitment (public
broadcasting, conference system, microphone, DJ show, console, LED display, laser, stage
effects, stage machinery, truss and the peripheral equipment), various musical instruments
(strings, percussion, keyboards, brass & woodwind), service for music exchange and music
education.
Visitor Profile:
Manufacturer, contractor/agent, import and export agent, integrator, system developer,
musical instrument merchant, radio station/TV station, performing organization, art school/academics, theaters/gymnasium/club/concert hall, government agency, media, relevant association, etc.
Contact Us: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Address:
Room 802-803, Building B, Times Originality Park, No. 179, Yingbin Road,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P.R. China.
Tel: +86-20-8479 0060

Fax: +86-20-8479 0162

Website: www.getshow.com.cn

Wechat: GETshow

Email: info@getsho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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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成都展展商名录

No.
音响馆

（14号音响馆）

A区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4A-01

广州市艺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shi YIJI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4A-01B

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ovoum Audio Equipment Co., Ltd.

14A-02A

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foshan lingjie Professional sound co.,ltd

14A-02B

广州浪源音响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Shawan Branch

14A-02C

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DVON Professional Audio Co., Ltd.

14A-03A

天工（广州）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ky-art Audio

14A-03B

锦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ARTSOU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4B-01A

恩平市影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ffect Audio Technology Co.,Ltd

14B-01B

广州珥聆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E.L electronic acoustics co., LTD

14B-02A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14B-02B

广州高达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iend Plus Electronic CO.Ltd.

14B-03A

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sh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s Co.,Ltd

14B-03B

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SOUND AV TECHNOLOGY CO., LTD.

14B-04

北京妙音众信电子科技有限司

BeiJing MusicGreat Technological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4C-01A

深圳市一线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EFSHIU ELECTRONICS CO.LTD.

14C-01B

恩平市雷域音响器材厂

LEI YU SOUND DEVICE CO.,LTD

14C-02A

广州市威能士达电业制造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d Forc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o.,Ltd

14C-02B

西部演艺联盟

Western performing Art Community of China

14C-03A

成都恒赢音视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C-03B

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ncord Sound lndustrial Co.Ltd

14C-04A

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sam Audio Co.,LTD

14C-04B

广州市力韵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yun Acoustic Equipment Co.,Ltd

B区

C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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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成都展展商名录

No.
音响馆

（14号音响馆）

D区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14D-01

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

SHEN ZHEN DVAE AUDID CO.,LTD.

14D-02A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SPPA Audio Co., Ltd.

14D-02B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ME Technologies Co.,Ltd

14D-03A

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Ltd.

14D-03B

奇能音响

QANON AUDIO

广州千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Qian Hai Yu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广州市航韵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NGYUN AUDIO EQUIPMENT CO.,LTD

14D-04B

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14D-05-06

广东顶力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DIGISYNTHETIC Co.Ltd

14D-07-08

广州康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angc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4D-08

恩平市领新电子厂

ENPING LIN XIN ELECTROACOUSTIC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14E-02

深圳市艺能声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YI NENG SHENG ACOUSTICS ENGINEERING CO.,LTD SHEN ZHEN

14E-03

广州市朗锐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eer Audio

14E-04

广州市比格舒尔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Big show

14E-05

广州谷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ICGRAIN

14E-06

广州大音希声建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 Yin Xi She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14E-07

恩平市曼卡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acad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4E-08

恩平市领新电子厂

ENPING LINXIN ELECTROACOUSTIC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4F-01A

广州市奇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QiHui Pro-Audio Co.,Ltd

14F-01B

恩平市金丰电子器材厂

Enping Jinf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14F-01C

广州百声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isheng Audio Equipment Co.,LTD

14F-01D

上海炫诺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Xuano Electronics Co.Ltd.

14D-04A

Company Name

Company Name

E

F

区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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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成都展展商名录

No.
音响馆

（14号音响馆）

F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4F-02A

佛山市南海蜚声演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SAE Audio

14F-02B

珠海市华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Hua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4F-03A

崇州街子音乐小镇、龙泉洛带音乐小镇

LuoDai

14F-03B

斑竹园镇人民政府

14F-03C

成都丹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F-03D

天府沸腾小镇

14F-04A

大邑安仁音乐小镇

14F-04B

成都音乐坊街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Chengdu Musical Fun Distict Business Management Co.,Ltd.

14F-05

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DS ELECTRONICS CO.

14F-06

恩平市高声电子器材厂

14F-07

北京中通中欣科贸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tong Zhongxin Trade Co., Ltd..

14F-08

广州市恒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in electronics CO.LTD

14F-09

恩平市迈威仕电子厂

Enping MAWESI Electronic.,Ltd

14F-10-12-13

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ABLPOWER

14F-14

广州市万佳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jia acoustics Co., Ltd.

14F-15

温州逸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Yitan Electronic&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14G-01A/01B/02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mpany Name

区

G区

RUIFENG Tech.

14G-03

邛崃市平乐镇人民政府

14G-05

恩平市声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sound pa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4G-06

恩平市恒一音响器材厂

H1 Audio Equiprnent Factory

14G-07-08

广州市骏创（飞扬）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Chuang(Feyon) Audio Equipment Co.Ltd

14G-09

深圳市睿臻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infoSVC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ervice Co., Ltd.

14G-10

成都那些声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G-13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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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4.1号乐器馆）

乐器馆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4.1A-01-02

杭州喵音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Hangzhou miao music culture and art planning Co. Ltd.

14.1A-03A

过云琴堂古琴作坊

14.1A-03C

扬州市无弦堂斫琴研究所

14.1A-04A

扬州汉风琴坊

14.1A-04B

扬州翰艺民族乐器厂

14.1A-04C

扬州市金艺乐器有限公司

14.1A-04D

扬州九一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14.1B-01A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星辉乐器配件厂

14.1B-01B

天之乐民族乐器厂

TianZhiYueMinZuYueQiChang

14.1B-01C

江阴市兴涛琴社

Xingtao Piano Club, Jiangyin City

14.1B-02A

江都天圣民族乐器研发中心

14.1B-02B

北京陪练蛙科技有限公司

14.1B-03A

江苏禅商艺术品发展有限公司

14.1B-03B

布鲁克斯(廈門)樂器有限公司

14.1B-04A

邗江区希音古琴工作室

14.1B-04C

成都王师傅乐器有限公司

A区

Yangzhou Wuxiantang Guqin R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Name

beijing fr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brocks(xiamen)instrument Co.,ltd.

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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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4.1号乐器馆）

乐器馆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4.1C-01

深圳市科汇兴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Konix Technology Co.,Ltd

14.1C-02

苏州市美馨琴弓厂

SHUZHOUSHI MEIXIN VIOLIN & BOW FACTORY

14.1C-03-04

饶阳县佳音乐器厂

14.1C-05&14.1D-05

河南高山流水乐器有限公司

14.1C-06

永康市显伦二胡

14.1C-07

深圳市吉合昌电子有限公司

14.1C-09-10

扬州东方神韵琴筝厂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14.1D-01

云南静鑫乐器厂

14.1D-07-08

深圳市爱尚达电子有限公司

C区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Company Name

HONBO AUDIO CHINA LIMITED

D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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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灯光馆

（15号灯光馆）

A区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5A-01A

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emar Equipment Co.,Ltd

15A-01B

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u Yi Electronics Co.,Ltd

15A-02A

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PR LIGHTING LTD.

15A-02B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Foshan YiFeng Electric Industrial Co.,Ltd.

15A-03A

广州市升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ly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15A-03B

广州市鸿粤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 yue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15A-03C

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nka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15A-04A

广州市我爱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520Laser Co., LTD.

15A-04B

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yafeng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B区

1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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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B-01B

广州擎田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SHINE LIGHTING TECHNOL CO,LTD

15B-02B

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OMARTE LIGHTING CO.,LTD

15B-03A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CKC LIGHTING CO..LTD

15B-03B

广州夜鹰照明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jar Stage Lighting Co.,Ltd

15B-03C

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ANGMING LIGHT LIMITED

15B-04A 河北怀鸽起重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5B-04B

HEBEI HUAIGE HOISTING GROUP CO.,LTD

河北万里舞台幕布有限公司

C区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5C-01

佛山市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Kez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15C-02

广州达森灯光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SEN LIGHTING CORP

15C-03A

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TD Lighting Technology Limited

15C-03B

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HON STAGE LIGHT LIMITED

15C-03C

广州红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REDS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15C-04A

广州联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anchua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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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灯光馆

（15号灯光馆）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5D-02A

Vivitek(丽讯)

Vivitek

15D-02B

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D区

广东省声像灯光科技促进会
15D-03Ａ

广东中南声像灯光设计研究院
广州广大声像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15D-03B

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15D-03C

广州万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15D-03D

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 youngl light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15D-04A

广州科励特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reat stage equipment CO.,LTD.

15D-04B

佛山市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Yiton Lighting&Audio Co.,Ltd

15D-05A

广州华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UN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Ltd

15D-05B

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td

15D-06A

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

TRINITY TECHNOLOGY LTD.

15D-06B

DET德浩

DET德浩

15D-07A

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eam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15D-07B

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15D-09-10

捷仕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GISCH Lifting Equipment（Shanghai）Co.,Ltd

15D-11

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15D-13

广州迪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J STA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15D-14

《中国灯光音响》杂志

15D-15

依马狮传媒

IMAS MEDIA & EXHIBITIONS(INT'L)LTD.

15D-16

国际演艺传媒有限公司

Mega Stage Intl'Pro Magazine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5E-01A

广州铭亮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OLORFUL LIGHT (HK) LIMITED

15E-02A

广州市番禺怡陇光学厂

YILONG OPTICS，Panyu Guangzhou

15E-02B

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

SUN LIGHTING Enterprise Co., Ltd.

15E-03A

广州影烽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ngf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Ltd

E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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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灯光馆

（15号灯光馆）

E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15E-03B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15E--05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 Chu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15E--06

广州市燕林舞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Yls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15E--07

广州市煜彩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ENITH AURORA LIGHTING CO.,LTD

15E--08

锋镝传媒（广州）有限公司

Guangzhou FD Advertisement Co.,Ltd

15E--09

佛山市猛进科技有限公司

15E--10

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LTD.

15E--11

广州市平果灯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PINGGUO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15E--12

怡达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5F-01-02

广州市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RI (XHR)LASER COMPANY

15F-05

广州三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5F-08-09

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K Lighting Co.Ltd

15F-10

三亚声益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YI ELECTROACOUSTIC LIMITED

15F-11-12

上海伟俊金属制品厂

Shanghai Wei Jun metal products factory

15F-13

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

15F-14

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Company Name

F

区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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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艺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SHI YIJI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14A-01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14号楼907室
电话：+86-20-3235 4850

传真：+86-20-3235 4850-888

邮箱：yjcompany@yeah.net

网址：WWW.YJ-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意大利

LSS

广州市艺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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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ovoum Audio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江南二区一横路1号405 （即创富时尚产业园）

14A-01B

电话：+86-139 288 94488

传真：

邮箱：novoum@163.com

网址：WWW.NOVOUM.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PRO

Dgsystems西班牙原装进口音箱

PRO DGSYSTEMS扬声器系统出自于西班牙南岸，至今已超过30年的历史。是由西班牙JCL 公
司设计制造，该公司是欧洲著名顶级专业扬声器制造公司之一，它具有雄厚的开发、设计团队
和精密的制造技术，先进的EFMQ作为品质管理系统。扬声器系统在品质上被要求极为苛刻，工
业设计上精益求精，它是应用世界先进工艺制造技术，包括缓蚀切割技术和高度机械一体化等
工业制造科技生产，TEMS扬声器也是世界上首例喇叭上采用玻璃纤维技术制作的品牌。
扬声器系统通常会为一些特殊场所订制特别环境的扩声系统，所以产品多用于西班牙皇室活动
扩声、歌剧院、演讲现场、音乐厅及世界上一些星级酒店等对声学环境要求较高的场所。产品
在外观和音质的标准和其他品牌风格不同，在看似简单的工艺和产品中它有自己独特工业风格
和艺术风格，在重放技术上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还原，音质上追求是细腻，悦耳，动感和饱
和，工艺上追求大气简洁为主。

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foshan lingjie professional sound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14A-02A

电话：+86-20-8142 8138

传真：+86-20-8142 8011

邮箱：2850123950@qq.com

网址：www.kuledy.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TRS
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原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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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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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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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浪源音响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Shawan Branch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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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3483 2239
邮箱：625134998@qq.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SEEBURG

14A-02B

传真：+86-20-3483 5132
网址：www.seeburg-audio.com/index.html

HLA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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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EXP影K系统是我们的三个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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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 and EXP home cinema system are our independent
brands, with complete product lines and strictly quality control, w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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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DVON PROFESSIONAL AUDIO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东环街蔡边一村广珠东线侧（市桥二中斜对面）

14A-02C

电话：+86-20-3999 1902

传真：+86-20-3999 1738

邮箱：dvon@dvon.com.cn

网址：www.dvon.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DVON无线麦克风
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位于番禺区东环街蔡边一村番禺大道侧（市桥二中斜对面）。本
公司已有十九年的研发生产经验，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并有进出口经管权的外向
型企业。本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专业的工程队伍和精湛的技术人员，管理科学严谨，现正
发展成为集生产，贸易，开发等多元化经营于一体的经济实体。公司主要引进德国技术以生产
DVON（迪华澳），UHF系列专业无线麦克风，会议麦克风。特别是近几年，DVON（迪华
澳）专业无线麦克风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率不断提高。公司的主力产品UHF带LCD显示，
100.200信道可调的专业无线麦克风,在国内外市场深受欢迎.产品通过多项CE.FCC等国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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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广州）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ky-art Audio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工业区西线路16号
电话：+86-20-6195 5888

传真：+86-20-6195 5888

邮箱： stvdiodue@vip.163.com

网址：www.stvdiodue.com.cn

品牌： STVDIODUE
产品： 专业音箱、专业功放、卡拉OK功放、四通道功放、周边设备

14A-03A

广州天工音响是一家从事专业功放设计，研发及生产制造的企业，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经过
10年的不断进步，产品的质量与服务水平赢得全球广大客商的认同和肯定。
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功放的设计上特别注重稳定性及音质。每一款功放都经精心设计和反复的声音
调校，以至其音色的分析及表现力都十分出众，在国内产品中处领先地位。
我们的理念是：精心设计，严格选材。
以技术理念的创新求稳定，以质量观念的不断超越求竞争，以合理价格求发展。
Sky-art Audio Electronical Device Manufacturer has engaged in designing, reaching and
producing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since 2000. After 10 years developing and growing
our good quality and perfect after sells service wins very good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market.
Our R&D engineers place a great emphasis on the stablity and quality of the sound. Each
amplifier was carefully desgined and tested repeatedly by our QC and QA staff to ensure
the sound is perfect and becomes the leading amplifiers in the China area.
Our principle: Best design, select materials strictly. With innovation
Technology to survival, with good quality to compete and with the reasonable price to
develop.

锦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ARTSOU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清河东路338号中银大厦2201室
电话：+86-20-8462 9939
网址：www.artsound.com.cn

14A-03B

品牌/产品： Sennheiser
锦艺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从事世界知名品牌的专业音响设备和舞台灯光设备在中
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推广、销售和工程建设,具有完善的内部管理组织机构和全国的销售网络
体系，在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公司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极栽培高精尖的高素质人才，在职员工超过200人，已建立起集
研发、代理、销售、现代化物流、完善售后为一体的企业内部架构，全面为品牌商及消费者提
供优质的服务。
旗下拥有世界顶尖级的德国森海塞尔革命系列话筒、XSW系列话筒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
代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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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影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ﬀect Audio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恩城茶坑管理新联工业区影响电子厂
电话：+86-750-772 1079

传真：+86-750-771 0589

邮箱： cpl_corporal@126.com

网址：www.cpl-audio.com

品牌： CPL君子龙

14B-01A

影响电子科技是一家从事音响设备制造的专业公司，由北京唐人合力公司的余万明先生在广东省
恩平市于2013年注册创立。
影响电子科技在中国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品牌是英文：cpl

中文：君子龙

The Yingxi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company which is
engaged in audio equipment manufacturing.The company was originally founded and
registered in 2013 in Enp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by Mr. Yu Wanming (from Beijing
Tangrenheli CO., LTD) .The registered English brand name of the company is cpl , and the
Chinese name is Jun Zilong. Both of the brand names are already registered in National
Trademark Bureau.

广州珥聆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E.L electronic acoustics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富怡路13号宝怡集团3栋7楼
电话：+86-20-3483 5702

传真：+86-20-3483 5700

邮箱： 719957088@qq.com

网址：www.gzelaudio.com

品牌： VIV
广州珥聆电声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VIV、MY、LDH）是一家集产品研发、工程设计施工、

14B-01B

演出器材租赁和产品批发零售于一体多元化高端专业音响系统的综合性大型企业。业务涉及工程
设计、安装、调试及技术咨询、技术支持、技术培训、大型演出租赁等.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技术团队由多名资深专业音频研发师、设计师、工程师以及具有丰富实操经
验的精英人才组成，不仅在国内众多大型工程项目中大显身手，同时也顺利完成了众多国际巨星
的重大演出活动、剧院剧场的灯光音响工程。特别是我们有着对国内娱乐市场及高端娱乐音响需
求的深入理解，针对娱乐音响系统我们有非常独到的优化解决方案。此外我们还具有对众多品牌
的对比分析，对客户需求的深入研究等经验，使我们能更好做到“以客户需求为核心”提供给客户更
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系统解决方案，真正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进一步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应用经验，与国内同行建立广泛的技术交
流，让服务更体现真诚，让品牌更深入人心，为公司在国内外扩展更大的市场空间而努力。
“敬天爱人”是公司的经营理念，汇集全体同仁的智慧共同努力，将和您建立平等、尊重、共赢的合
作关系，共同为创造中国好声音树立品质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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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滘新路33号（声扬音响）
电话：+86-20-3483 3101
邮箱：zsmarket@prozs.com

传真：+86-20-3483 3010
网址：www.prozs.com

品牌： VCX线阵列音箱/ZSOUND品牌

14B-02A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销售ZSOUND品牌专业音响器材的企业。
08年成立至今，声扬不断的实验、测试、改进，开发出VC、LA、S、CM、M、P、K、U等系列高
品质的音箱，各系列音箱大量应用于流动演出及体育场馆、教堂、会议室、酒吧、KTV、电视台等
不同场合。2011-2015年期间，声扬成功组建大型消音室，购入两个OUTLINE3D测试转台及EASE
FOCUS 2软件，进行多款音箱的3D指向性测试，完成了测试数据的转换和GLL数据生成工作，成为
国内首家可以自行做3D指向性测试和GLL数据生成的音响企业。
2009年至今，声扬成功开创了扩声系统、演出系统及基础培训三大培训模式，在全国十余个城市
成功举办了五十多期培训班，为音响爱好者创造了一个技术经验交流的平台。
Guangzhou ZSOUND Proaudio Technology Co., Ltd engages in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Since 2008, along with many years’ project and performance
design, installation, alignment, they developed VC, LA, S, CM, M, K, U series speaker with
high-quality sound, and each series speakers are widely used in different occasions, such as
touring performance, stadium, church, conference room, bar, KTV, TV station and so on.
From 2011 to 2015, ZSOUND began to design Anechoic chamber, and company purchased
two OUTLINE 3D testing table and EASE FOCUS 2 software. Meanwhile, they used 3D directivity to test and finished the conversion of test data and the generation of GLL data.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ZSOUND is the first audio factory who makes 3D directivity test and
GLL data in China.
ZSOUND successfully set up a series of training since 2009, including reinforcement system,
performance system and basic system, and held about 30 training courses in more than ten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ich creates a platform for audio enthusiasts to communicate
technology experience.

广州高达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iend Plus Electronic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沙涌村长沙路34号之二A幢
电话：+86-20-3456 6166
邮箱： Ton.chen@hiendplus.com

网址：www.hiendplus.com

品牌/产品： 音响系统

14B-02B

广州高达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iend Plus Electronic CO.Ltd.)坐落于专业灯光音响福地--番禺。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提供专业音响系统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7年中，一群在专业音响界富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创立。公司创立之初定下了
以技术为主导的企业作风，整合全球前沿技术资源创立HiendPlus品牌，并以向国际品牌迈进作
为目标。
公司实行国际化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作为公司管理准则，开发的产品已通过国内外权威机构检测及
认证。所有的产品在研发、生产、调试、检验和试验等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严格贯彻相关国际质量
体系指令。公司将一如既往潜心打造自身品牌，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运作水平，积极配合客户所需
，继续树行业之新，标行业之异。
广州高达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生产、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
识，产品设计和生产管理经验；公司设有完善的标准测试实验室、拥有国外先进的实验设备，为
产品试验、检验提供可靠的品质保证。
竞争是我们的动力，质量是我们的保证，服务是我们的根本，高达尚将为用户提供全面、专业、
先进的专业音响产品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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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sh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番山创业中心1号楼1区5楼

14B-03A

电话：+86-20-8488 1200

传真：+86-20-8482 1881

邮箱：info@china-rs.com

网址：www.china-rs.com

品牌： JBL

, RAMaudio, Seeburg Acoustic Line,
Soundcraft, M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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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SOUND AV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星中路骏盈大楼A301
电话：+86-20-3918 6688

传真：+86-20-3106 0123

邮箱：max@win-sound.com

网址：www.win-sound.com

品牌： MIDAS、TURBOSOUND、KLARK

TEKNIK、
TANNOY、LAB.GRUPPEN·LAKE、TC ELECTRONIC

14B-03B

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历经五年的沉淀与发展，继被德国“Music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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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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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承诺等一条龙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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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RKTEKN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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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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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妙音众信电子科技有限司
BeiJing MusicGreat Technological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碑店村东区C5-7
电话：+86-10-6576 3625
传真：+86-10-6576 3921
邮箱：nickjrv@126.com
品牌： SHURE/NEUMANN/SOUNDCRAFT/JBL/SENNHEISER

14B-04

北京妙音众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视频、音频领域国外几大品牌的代理经销商。
信誉卓越的北京妙音众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代理了SHURE话筒NEUMANN话筒与音箱、SENNHEISER话
筒、JBL音箱、 SOUNDCRAFT调音台等著名设备品牌，其出类拔萃的商品品质，远见卓识的经营策略，
稳妥周到的售后服务，在中国专业舞台音响市场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着“专业、信誉、服务”为宗旨，北京妙音众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主要包括：提
供音频产品的介绍、工程设计、专业培训、现场测试、技术咨询、组织大型活动等。
我们除了精通专业器材以外，工程人员都是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现时有负责音响的工程师，精通电力、电
子、机械、结构等国家及国际认可的专业人士，可以协助阁下完成各项专业工程项目，并提供最专业的咨
询服务。
BeiJing MusicGreat Technological Co.,LTD. is an agent dealer of several foreign brands in the field of
video and audio.
The prestigious Beijing MusicGreat Technological Co.,LTD acts as the agent of SHURE microphone
NEUMANN microphone and speaker, SENNHEISER microphone, JBL speaker, SOUNDCRAFT mixer
and other well-known equipment brands. Its outstanding product quality, foresight and knowledgeable business strategy, sound and thoughtful after-sales service in China's professional stage The
market occupie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Beijing MusicGreat Technology Co., Ltd. provides all-round technical services with the aim of "professionalism, reputation and service". It mainly provides audio products introduction, engineering
design, professional training, on-site testing, technical consultation and large-scale activities.
Apart from being proficient in professional equipment, engineers are professionals in all fields. At
present, there are engineers in charge of audio, an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zed professionals who are proficient in power, electronics, machinery, structure and so on. They can help you to
complete various professional projects and provide the most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services.

深圳市一线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EFSHIU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燕川北方永发科技园8栋
电话：+86-755-8144 0955
传真：+86-755-2977 0789
邮箱：545408024qq.com
网址：www.szyixian.cn
品牌： 一线丰旭

14C-01A

深圳市一线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是一家专业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一线丰旭”品牌高品质
AV线、数字高清HDMI线、电脑周边数据线、智能家装工程线、专业音响工程线和安防工程线等弱电线电
缆的专业企业。
2012年6月，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8版的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认证，高品质、高效率、高起点、永远追求
卓越是公司的品质经营理念；努力让客户感动，永远为客户提供最佳的产品和服务更是公司的经营宗旨。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9年的不懈努力，一线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及雄厚的技术力量，已发展成为
该行业规模较大，技术领先，品种众多，规格齐全的中国知名企业。“一线丰旭”品牌，已形成了以线上和
线下销售渠道的营销布局，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渠道经营者和工程商的认可，并远销亚、欧、美市场。
一线公司组建了一支高效能团队，以有德、有信、共勉、创新的企业精神和长久、和谐、共赢、发展的企
业愿景；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合作者和投资者创造效益，为社会承担责任的企业使命；
以有道、有循、良性、和谐的经营理念并坚持不懈努力地追求融洽社会、容纳百川、融睿汇通、容易获
得，在顾客、员工、合作者和投资者之间形成多方共赢受益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让顾客感动我们才能满
意的服务理念。
为智享生活不断提供最佳产品和服务，是一线人奋斗的目标，携手合作，共赢发展并以脚踏实地的精神，
将“一线丰旭”打造成国际一线品牌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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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雷域音响器材厂
LEI YU SOUND DEVICE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F区28、29号
电话：+86-750-718 6633

传真：+86-750-718 6632

邮箱：zhengjuquan2008@126.com

邮箱：www.cn-egt.com

品牌/产品：专业音箱和功放

14C-01B

雷域音响创建于2004年，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专注于专业音响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逐渐成为一
家拥有较大规模，具备较强实力，享有较高声望的音响设备制造商。我们一直把“科技创新”作为核
心的企业文化，并矢志不渝的坚持。在过去十多年中，凭借优秀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受到众多
客户好评，并与海内外众多客户建立合作关系。
近年来，公司先后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3C认证，并在广州设立了研发工作室。产品
远销美、欧、亚、非洲等75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将不懈努力，与时俱进，追求更高、更远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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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钟盛路力丰工业园1栋2楼
电话：+86-20-6660 6020

传真：+86-20-6661 8678

邮箱：windforce@biema.com

邮箱：www.biema.com

品牌/产品：BIEMA品牌、音箱、功放调音台、话筒、各类效果器、

会议音响系统、灯光、LED、舞台机械

14C-02A

拜玛音响继F2系列黄金分割音箱、T2系列15度定义扬声器、Ω系列方阵投射系统、Φ系列全功能
音箱系统及Σ有源线性阵列音箱系统；SYSTEM系列全天候音箱等专利产品成功上市后，本次展会
将亮相X全系列中小型有源流动演出系统；不插电有源音箱系统；专利有源音箱组合系统；黑科技
网络音响系统；全生态商用音响系统；多媒体民用音响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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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14号馆
14C02A；户外线阵演示：四号位。
After Biema had occupied a big market share for its stunning F2 Golden Cut speakers, T2
15 Definition speakers, Ω and Φ series line array speakers as well as System series
all-weather speaker, Biema will exhibit its full X series active touring speakers for medium
to small venues, POE active speakers, patented active speakers, black-tech network sound
system and multimedia home audio systems. Biema product engineer, system engineer
and project engineer will give demonstrations for those speakers during the show.
Welcome to visit us at Booth 14C02A, Hal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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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演艺联盟
Western performing Art Community of China

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音乐坊致民路1号
电话：+86-158 286 22190
传真：+86-28-8338 7111
邮箱：283424720@qq.com
邮箱：
品牌/产品：西部文化演艺行业技术交流服务平台

14C-02B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能够走得更远！”
怀大格局、行高标准，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积极响
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服务基层人民，“西部演艺联盟”在各级主管领导、行业前辈及专家的信任与指导下
积极开拓创新，以实干务实为宗旨，汇聚了业内众多顶尖技术高手，紧握行业发展趋势热点、率先在全
国采用了更多新颖的学习形式，力求将国际国内最前沿的知识与技术，用最便捷、最实用的方式带给基
层从业者。
一、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首次主办《演出安全》专题培训取得圆满成功；
二、传承、发展、创新——全国首创行业技术谈话节目《演艺龙门阵》，致力于打造有质感、接地气的
节目，听前辈老师轻松幽默分享丰富从业经验，无形之中传授给年轻一代宝贵知识；
三、公益性、高标准——“全国首创网络技术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场，论坛内容全面实用，惠及了数千人
次行业人士；
四、至今已开展多场技术专题讨论和针对性解决技术难题等……多种服务活动持续开展中。
联盟所有技术与学习资料，征得老师同意全部公开分享在微信公众号，方便随时查看学习。旨在搭建技
术研究与实用领域的交流桥梁、实现资源优化共享，宣传普及标准规范、提高行业整体技术实力和安全
防范意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及广泛认可，对推动行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道相同、心相知、力相合，社会需要正能量，行业更需要规范与团结。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努力一定能
逐步缩小西部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而为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实力贡献力量。
请关注“西部演艺联盟中心”、“西部演艺联盟”微信公众号，我们愿与您一路同行！

成都恒赢音视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成华街18号金粤电器城A-17号
电话：+86-28-6626 1231
传真：+86-28-8323 0193
邮箱：hengying654321@163.com
网址：www.schykj.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BOSE/（Martin

14C-03A

audio）玛田/ENNE

成都恒赢音视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始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金1000万人民币，是西南地区具有较大规
模的一家从事扩声专业音响、舞台灯光的工程公司。公司服务于：影剧院、演播厅、体育场馆、多媒
体视频会议、视频同传会议系统、多功能厅、舞厅、酒吧、迪吧、量贩KTV、小区和校园广播、公共
场所背景音乐、酒店弱电系统等等有关音频、视频、灯光音响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调试、
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服务。公司以“专业诚信、恒远共赢”的企业精神，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水平和不懈
努力，为我们的新老合作伙伴共同创造美好明天！十多年来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与创新，在经营管理
上，本着诚挚的合作态度，优质的工程质量服务体系，对承接工程做到：从工程场地的勘测到初步预
算，从工程设计到系统设备的配置选用，从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到工程验收，无不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指导帮助。
公司现经营代理多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美国BOSE、英国MARTIN、中国DMX等。
1、美国BOSE作为全球知名音响品牌之一，经过十余年的研发，BOSE已拥有了DeltaQ™阵列及波导
科技、铰接列阵技术、线性列阵技术、声学矩阵技术和音响气量流扬声器科技等专利技术。BOSE所
涉足的全是全世界各地一流的场所；之所以世界上有无数的人为BOSE的优秀卓越的品质疯狂，是因
其不光能为欣赏者提供最优美的音乐享受，还为业主带来无比强大的后续战斗力，并为业主占领市场
提供无穷动力。选择BOSE音响是打造一流的生活休闲氛围，它是企业成功的第一步！
2、英国MARTIN音响已成为世界知名音响品牌之一。MLA系列产品因其在技术上的创新而屡获殊
荣，该系列由MLA、MLA Compact和MLA Mini组成，它们代表了自线阵列被发明以来20多年内业
界在阵列技术上第一次根本的改变。MLA、MLA Compact和MLA Mini全部搭载了蜂窝式驱动单
元，该技术实现了在阵列中的每一个低频、中频和高频单元都有自己专属的板载DSP和功放，并通过
DISPLAY2.1™自动化智能软件对这些DSP和功放进行控制。
3、美国ENNE已经有超过二十年的历史。从最初的音响设计顾问公司到现在专业的音频设备制造公
司，ENNE 的创始人 Edward Noland 先生非常明白客户和市场的要求。因此，在这二十年中，
ENNE 在固定安装、流动演出、娱乐和电影等专业扩声市场都有自己的产品，产品类型包括扬声器、
功放和DSP处理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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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ncord Sound lndustrial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沙头街大平工业街36号
电话：+86-20-3480 3480
传真：+86-20-3480 3479
邮箱：13760639094@139.com
网址：www.pro-vasy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携重磅年度产品，合和音响VA品牌又来啦！全新的展位设计，一贯的科技风格，处处透露着这个
品牌的非凡之处！作为国产高端系列代名词的合和音响，此次登陆2018GETShow成都展，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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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一起来看看！
经典旗舰双12寸三分频三驱动线阵列扩声系统LAL+S28：这次VA依然会展出这套令人血脉喷张
的专业线阵系统，想必大家对于LAL已经耳熟能详，我们重点介绍它的低音下潜弥补系统——双
18寸倒相式超低音箱S28，一款频响下潜极致到28HZ的音箱！拥有同价位无敌的低音弹性和力度
，也被许多人誉为“VA灵魂”！相信这一次成都展，会有更加不一样的惊喜呈现！
黑科技双10寸线阵列扩声系统LAM+LAM-S2：作为2018年度旗舰，VA在这套音响上可谓大刀
阔斧，花费无数心血成功研制出可Downfill吊挂全频音箱以及心形指向超低音箱，实用性以及行
业突破意义堪称翘楚！那么本次展会我们将在户外看到这一幕：“LAL与LAM共同吊挂在户外，双
18寸超低S28经过特殊吊挂件也一同在天空，VA家族系统的完美融合，将吸引众多展客前去聆听
......”
除此之外，还有同轴线阵LAC、可吊挂功放机柜PRK12U-S，15寸同轴舞台监听音箱CM1......无论
是哪一样，都将成为2018GETShow成都展会最令人期待的一部分！让我们共同关注“广州市合和
音响实业有限公司（展位14C-03B)”，关注国产顶尖线阵，关注2018专业音响灯光展！

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sam Audio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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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8582 0729
传真：
邮箱：3145547210@qq.com
网址：www.db-mark.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音频处理器，数字无损音频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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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放大器，调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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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专业音响公司。
迪声坚持以DSP为核心技术，敢于创新，不断突破，在DSP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的DSP
产品深受全球用户美誉。

软件方面，我们有DSP及单片机开发平台，并积累了多年的DSP软件

及硬件研发经验，有完全的DSP研发能力。
“不断学习，敢于创新，永不停步”是我们的精神，“力求更好”是我们的目标。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力韵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yun Acoustic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西路842号力韵大厦
电话：+86-20-3460 8102

传真：+86-20-3460 8100

邮箱：Liyun_audio@vip.163.com

网址：www.liyun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J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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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力韵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位于中国专业音响生产基地广州市番禺区，主要
从事专业音响、功放、调音台、周边设备、JTS品牌全系列产品中国大陆的推广和销售。
力韵秉承“专注细节，追求完美”的经营理念，以卓越的品质、专业的技术、贴心的服务为各位用
户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售后全程跟踪服务。经过十多年的成长与发展，我们已拥有一支强
有力的核心团队，具有完善的内部管理结构和市场推广体系。为达到完美的原音重现，力韵培
训了一批拥有专业技术的工程师；同时配备专业的试音场所，产品展示厅，拥有完善的系统管
理及技术力量，为各种专业演出、剧场、KTV、政府及学校会议室等场所提供专业的音响系统方
案设计、工程技术咨询、安装调试、保养维护等一站式服务。

Guangzhou

Liyu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0.It is located in Panyu District. It mainly
engages in the promotion and sales of professional audio, amplifier, mixer, peripheral
equipment and JTS brand products in mainland China.
LiYun enterprises adhering to the "focus on details,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business
philosophy to excellence in quality, professional skills, caring service for you to provide
users with high-quality pre-sale, sale, after-sale tracking service.

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
SHEN ZHEN DVAE AUDID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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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14D-01

电话：+86-755-3663 0947

传真：

邮箱：Davewang@dvae.com.cn

网址：www.dvae.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DVAE
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主要为数字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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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
一、专注、专心、专业做好一个领域，为市场提供强有竞争力的产品。
公司主营产品：数字音频类产品开发 非标准测试设备开发 嵌入式网络设备开发 嵌入式硬件、软
件开发 OEM、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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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SPPA Audio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夏荷路1号
电话：+86-20-2834 6168

传真：+86-20-8130 0239

邮箱：dsppa@dsppa.com

网址：www.dspp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DSPPA

Clound-云会议平台、
DSPPA Clound-云教育平台、
网络化广播系统、全系列多模应急广播系统、
音视频一线通智慧校园系统、高清录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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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普始创于1988年，属实力雄厚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公共广播国家标准主编单位。专注音
视频技术30载，产品以云计算技术为依托，向迪士普云平台进行战略升级，全力打造云教育、
云会议新平台。先后成为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中国高铁、亚欧首脑会议、杭州G20
峰会等国内外重大工程项目和众多学校、酒店、机场、轨道交通、办公大楼、政府机构等音视
频设备供应商。
迪士普一直走国际化道路，品牌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并建立营销网络。2018年，迪
士普签约成为第18届亚运会官方支持合作伙伴，并成为第18届亚运会官方指定唯一公共广播及
智能会议系统。亚洲能量，中国榜样！再次参与亚运，国际舞台再现民族品牌，迪士普让中国
制造走向全世界！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ME Technologie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工业区兴业大道东七横路北排六号
电话：+86-20-3483 8008

传真：+86-20-3483 1010

邮箱：ryan@YMESYSTEMS.com

网址：www.YMESYSTEM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YME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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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妙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承 “匠心智造，品质品牌”的公司发展
理念，致力于提供专业音响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
凭借骨干团队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方面拥有的超过20年的专业经验，应用业界先进的软硬件
科技手段，公司为专业音响行业研发出极具自主创新的特色产品，包括：
1.YOGA--国家发明级专利的单10寸有源一体化流动演出线阵系统；
2.GT13--全球首款双13寸三分频四驱动高性能大型演出线阵系统；
3.GT11--全球首款双11寸三分频高性能跨界中大型演出线性阵列。
产品迅速得到国内专业演出市场的广泛认可，同时远销欧美，亚洲及拉丁美洲。同时，公司也
大力发展工程设计，安装及演出业务。主要承接电视台、剧场、多功能厅、礼堂、录音棚等扩
声、灯光、舞台机械及各种大型演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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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Audio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滘新路117号
电话：+86-20-3483 1860
传真：+86-20-3483 1861
邮箱：pla@plapro.net
网址：www.plapro.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DI盒、无源话筒分配器、信号分配器、

主备系统切换器、前级处理器系列、
电源接口箱系列、电动葫芦控制器和周边设备等;
代理品牌： 美国UE耳机、SENNHEIS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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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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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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和中国演出行业舞台音响工程企业（一级）资质，同时还是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
副会长单位、广东录音师协会理事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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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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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能音响
QANON AUDIO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官胡开发区石新路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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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8270 7301

传真：+86-20-8260 1726

邮箱：qanonaudio@163.com

网址：www.qanon-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V15、V12、V10、V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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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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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航韵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NGYUN AUDIO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大地工业区F1号
电话：+86-20-8174 5808
传真：+86-20-8174 5808
邮箱：741791027@qq.com
网址：www.tshkx.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
广州市航韵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多年经验的专业制造、设计、销售于一体的专业音响
企业。
公司生产的多型号、多款式机柜音箱、航空箱以精湛完美的工艺，优惠的价格远销欧美等地，
公司拥有先进的硬件设施和多年的箱体生产经验，可提供产品的OEM,ODM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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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先后与国内外多家单位合作，“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是我们一贯的宗旨，我们将不
但创新，锐意进取，为客户提供完美的服务。

广州千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Qian Hai Yu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番禺市桥光明北路225号银都大厦2202
电话：+86-20-8489 6258
传真：+86-20-8489 6258
邮箱：924020488@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矩阵音响，同轴音响，功放，话筒，前级等等
广州千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专业做同轴音响的厂家，
用了国际顶尖的纳米技术，结合钕磁碳纤维结构，全新完美的轻便组合，打造独一无二的矩阵
钕磁同轴音响，一向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市场的需求，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的用户提供和
介绍当今最新进的技术，制造出更多的，更新颖的音响产品。 千海乐的宗旨：诚信、开拓、进
取、创新是我们永不改变的信念！

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江门市产业转移园恩平园三区B3
电话：+86-1893 3150 518
传真：+86-750-777 4231
邮箱：973824458@qq.com
网址：www.e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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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系统麦克风
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无线麦克风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1997年，坐
落于中国麦克风之乡--广东省恩平市。公司成立之日起就以“重质量、树品牌”作为自己的经营理
想，赢得了国内外大客户的依赖与好评。公司积累丰富的管理经验，有着完善的品质管理体系
，拥有一批高质素的员工和专业技术人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检测设备，达到年产10
万套无线麦克风的能力。产品获得国内国际多项认证，畅销全国各地、出口到海外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凭借公司多年的积累和优质的服务，在同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成功地塑造“恩宝创造”
的品牌形象。
欢迎海内外客户到我公司考察，期待着与你的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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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顶力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DIGISYNTHETIC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天资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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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58-831 5888

传真：+86-758-831 5899

邮箱：2850287351@qq.com

网址：www.digisyntheti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DSP电子产品/顶力品牌（DIGISYNTHETIC）
顶力视听科技有限公司（DIGISYNTHETIC) 成立于1996年, 是一家专门研发、制造、销售专业视
听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顶力拥有20年专业生产和研发经验, 在数字DSP产品上, 包括数字音频
矩阵处理器, DSP数字音箱处理器, 专业数字网络功放, 数字功放, DSP模块, KTV功放及KTV前级
处理器, 有源音箱, 反馈抑制器等。
DIGISYNTHETIC has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D and production of digital professional audio. On DSP products, our product lines include DSP Matrix Processors, Digital
Loudspeaker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DSP Network Power Amplifiers, Class D Amplifiers, Active Speak and Line Array Loudspeakers, DSP Modules, Amplifier Modules of
Active Speakers, Guitar Amplifiers, DSP Effect Pedals, KTV Power Amplifiers, KTV Processors and Speakers, etc.

广州康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angc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村东七巷10号
电话：+86-18029360642

传真：

邮箱：

网址：www.ea-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全天候多功能专业线柱音响/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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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康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繁华的广州番禺，旗下主要品牌“EA”全天候指向性专业
线柱音响。公司拥有十多年的技术研发经验，产品从扬声器、箱体、电子元件、芯片程序都经
历无数次筛选、反复试验和研究，力求声音的真正原始与完美。
2018新一代全天候指向性线柱，拥有无与伦比的清晰度与震撼力，让听众区获得更多的直达声
覆盖，减少反射，广泛应用于各种复杂的扩声场所，（如：机场、体育场馆、室内外演出
等）。
公司以先进的技术、强大的研发实力、卓越的品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好评。同
时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把握市场脉搏、以全新的产品、蓬勃的活力、稳健的姿态
与广大客户一起与时俱进、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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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领新电子厂
ENPING JSGEE ELECTROACOUSTIC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A5-1号厂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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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50-778 2268

传真：+86-750-781 8820

邮箱：323207333@qq.com

网址：www.lxdz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喇叭
专业从事中高端PA喇叭在“品质加服务加创新”的经营理念指导下，为众多国内外客戶提供OEM和
ODM方案。

深圳市艺能声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YI NENG SHENG ACOUSTICS ENGINEERING CO.,LTD SHEN ZHEN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龙村龙兴路24-2号B栋3楼
电话：+86-755-8426 0655

传真：+86-755-8426 0659

邮箱：2355606816@qq.com

网址：www.realsound-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Real

Sound（瑞耳嗓）

深圳市艺能声音响工程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研究、开发并生产扬声器设备的公司，拥有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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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厂，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企业形象，准确的市场定位，以科技为体的
引导思想上，大胆创新。公司拥有专业电声研究开发技术队伍、全部电脑化的科学管理，设计
电脑化，生产机械化，CNC机床（电脑加工中心），连续喷漆生产线等先进设备的引入，先进
的立体化仓库，多重的质量检验，每个元件都经过测试，每步工序都严格把关，经过多年生产
经验的积累，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生产体系。KMAX

812大型线性阵列系统，具有高效率高效

能，并且将高、中、低频单元共同整合在一起的扬声器单体，梯形的箱体不仅美观，而且安装
方便巧妙，每只音箱均带有组合插件，而且每个插件均有钢丝保险绳连带，这样令整套系统安
装简便，而且配件不容易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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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朗锐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eer Audio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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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3473 4068
传真：+86-20-3994 5733
邮箱：
网址：WWW.SEER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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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 FDK BRAE

Seer Audio朗声音响公司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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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个国家注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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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比格舒尔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Big show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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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1742号B座3楼
电话：+86-20-3314 0543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

广州谷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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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茶东村东兴路一号三楼
电话：+86-135 3355 2257
传真：+86-20-2817 0629
邮箱：1151692308@qq.com
网址：www.micgrai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MICGRAIN(麦谷)
广州谷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KTV娱乐麦克风！演出麦克风！无线会议！手拉手多功能会
议以及周边器材。更多资讯请登录公司网址：WWW.MICGRA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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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音希声建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 Yin Xi Sheng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大冲工业区大圣堂二路
电话：+86-757-8557 7596
传真：+86-757-8557 7596
邮箱：13925060326@163.com
网址：www.dayinsx.com
品牌/产品：木质吸音板，聚酯纤维吸声板、生态木吸音板、布艺吸声板、

木丝吸音板、隔音板、隔音毡、隔音减震垫、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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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音希声建材有限公司是以声学材料生产制造及声学工程施工为一体的现代新型声学企业。
公司产品由国内外权威声学专家、声学设计师研发设计保证了材料的声学性能和装饰效果；同时
为了满足客户的更高需求公司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在产品质量和工艺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公司经过多年高速发展，已具备年产50万余平方各类声学材料的规模；正是因为如此公司赢得了
社会和同行业的高度认可，同时产品也远销欧美及全球20余个国家。
主营产品： 木质吸音板，聚酯纤维吸声板、生态木吸音板、布艺吸声板、木丝吸音板、隔音板、
隔音毡、隔音减震垫、减振器，干挂板，装饰板，与新开发产品声学活动隔断，固定高隔间，各
类生态木室内外装饰板,以及各种声学材料等。
大音希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声学装饰材料，为我们的生活缔造优雅视听空间。一直以来
我们秉承着“吸音隔音 声学专家”的专业姿态，为客户提供各类声学材料及声学方案同时在声学领
域不断巩固自己领先的地位。经过多年的锤炼产品已应用于国内外众多体育馆、剧院、影院、酒
店、会议室、娱乐场所及科研单位。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将严格按照国际质量管理认证体系要求执行每道生产工序，严把产品质
量和品质关。未来我们以更加专业、专注、信赖、贴身的个性化服务每位客户，致力于建立长远
的合作关系为目标，与新老客户携手共赢。

恩平市曼卡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acad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市园区工业四路C5-1
电话：+86-750-718 2855
传真：+86-750-718 2860
邮箱： yewu@macadn.com
网址：www.macad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放，调音台，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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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卡顿（macadn）品牌创建于2000年，拥有2000平方米生产车间，是服务全球化的专业功放、
调音台、周边设备设计的综合生产制造商、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以及优质服
务。目前、本公司产品：FP开关电源功放，CA系列大功率功放，D系列功放，DH系列功放，
DP1U功放，P系列功放，专业调音台和周边设备等等一系列配套的在不同场合使用的音响设备。
曼卡顿拥有一批精通音频电子技术的专业人士,多年来与众多国外知名品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
OEM，ODM合作伙伴，把曼卡顿设计，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MACADN was brand founded in 2000,WITH production workshop 2000 square meters,this
is the globalization of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power amplefier、mixer、peripheral equipment design、production maunfacturers、committed to providing customer with innovation with intellect property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AT present，MACADN audio
products：FP switching power amplifier，CA series high power amplifier，D series power
amplifier ，DH series power amplifier，DP1U power amplifier，P series amplifier、mixer、
peripheral equipment and so on，can satisfy different occasions for audio equipment。。。。MACADN has a number of good audio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to establish long-term stable OEM，over the years with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well-know brand enterprise ODM,partner,the Mancadn design,production of products are
sold to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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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领新电子厂
ENPING LIN XIN ELECTROACOUSTIC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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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A5-1号厂房一
电话：+86-750-778 2268
传真：+86-750-781 8820
邮箱： 323207333@qq.com
网址：www.lxdz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喇叭
专业从事中高端PA喇叭
和ODM方案

在“品质加服务加创新”的经营理念指导下，为众多国内外客戶提供OEM

广州市奇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QiHui Pro-Audio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珠岗路第一工业区
电话：+86-1371 9108 688
传真：+86-20-8351 4033
邮箱： 511543769@qq.com
网址：www.qhsound.com

14F-01A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QH
奇辉音响始创于2000年初，广州奇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其在大陆中国广州有制造基地。奇辉音响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专业音响机构，业务遍及全球。公司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音响市
场主要以自有品牌推广多渠道销售本公司的产品，也以OEM,ODM,OBM多形式与新老客户更好
的全面合作。与此同时奇辉音响在东南亚、欧洲、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均设有代理机构及工
程商户。奇辉音响一直致力于走中高端产品质量路线，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客户，奇辉人将会更加
努力的以优质的产品、人性化的销售模式以及贴心便捷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与您共同塑造
一个全新的国际级专业音响品牌。 Guangzhou Qihui Pro-audio Co.,Ltd.was founded in early
2000,which manufacturer center locates in Guangzhou,China.We specialized in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marketing as a whole,which has a global business scope.We are also
familiar with OEM,ODM and OBM.Our agents and project conractor can be found in
southeastem Asia,Euro,North,America and Caribbean.

恩平市金丰电子器材厂
Enping Jinf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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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恩平市东安工业区工业4路C6-2A幢 金丰工业大厦
电话：+86-1382 2328 771
传真：+86-750-853 2796
邮箱：1010388521@qq.com
网址：www.bekrl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设备，会议视频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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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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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百声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isheng audio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东兴路西一横路4号4座101
电话：+86-20-8485 9903
传真：+86-20-8485 7761
邮箱： bs501@163.com
网址：WWW.MKLE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MKLEN
M.KLEN音响公司创立于2002年6月，工厂面积3000多平方米。产品的研发方向，是凭借了16年
来在一线的工程应用技术经验，以及近千个工程应用案例的经验积累，我们坚持以正统的音乐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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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导向为前提，坚持走精品路线，将音乐艺术灵魂灌注到M.KLEN产品里面。
从标准化声场的产品研发室，到系统化规模的生产装配车间，再到产品老化测试室，经过层层把
关，缔造一个以最高“性、价、比”为基础，以品质管制为核心的产品。自M.KLEN产品的出台，多
次得到了行业的专家、教授以及业界的技术同行们极高的评价！公司具有向客户提供扩声系统方
案设计、产品开发制造、技术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能力，是目前国內生产专业音响系统技术实
力较强的生产企业之一。
M.KLEN产品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高端影院、娱乐场所、大型戶外流动演出、影剧院和剧场、大型体
育馆/场、多功能用途厅及会议中心等。现已销售销售欧、美、东南亚和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多年来，我们本着 “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精益求精、共赢共进”的经营理念。 未来，工厂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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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炫诺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Xuano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蒲东新区海徐路2577号
电话：400-8118-411

传真：

邮箱：

网址：www.xuano.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集分式音视频管理系统、智能拼接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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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中控、高清音视频传输系列、
高清视频信息转换系列、
高标清混合矩阵系列/XUANO

上海炫诺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专业视听领域，为客户提供最具专业的音视频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生产及销售团队，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营销平台，并逐步开展海外市场。
目前已获得了多项专利及产品资质认证。
炫诺电子通过不断创新与探索，陆续推出了集分式音视频管理系统、智能拼接处理器、智能中控
系统、高清音视频传输系列、高清视频信号转换系列、高标清混合矩阵系列。广泛应用于公安、
电力、能源、金融、司法、政府等行业的视频会议改造及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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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蜚声演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SAE Audio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和顺文教东段39号蜚声工业园
电话：+86-757-8512 9008

传真：

邮箱： hannah@saechina.com

网址：www.sae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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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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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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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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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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华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Hua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华宇路311号金喜悦大厦三层
电话：+86-756-863 2108
传真：+86-756-863 2109
邮箱： huain@huain-av.com
网址：www.huain-av.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HUAIN/华音，数字会议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

同声传译系统、表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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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华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现代会议类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高科技型企业。目前已拥有全数字会议系统、智慧型无纸华会议系统、2.4G无线会议系统、无咪
杆阵列式会议系统、同声传译系统、电子投票表决系统、视频跟踪系统、电子桌牌显示系统、中
央控制系统、矩阵切换系统、音频扩声系统等20多个品类，400多个产品型号。目前已在各大政
府部门、事业单位等广泛应用，并得到客户认可。
本着“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根本”的企业文化，我公司所有产品均取得了CCC、CE、ROHS、FCC、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中国绿色环保产品认证》、IP68认证、IC认证以及荣
获“质量、服务、诚信AAA企业”荣誉证书及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多项权威认
证。
我公司可提供从小型会议室到大型国际会议系统解决方案，也是全球领先的现代会议系统设备研
发制造厂商。我公司可提供代理、包销、定制行业里最有影响力的AV类所有产品，我们热切欢迎
行业内客户与我们携手，实现共赢!
Zhuhai Hua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modern conference product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the digital intelligent conference
system, programmable central control system and peripheral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areas to seek a breakthroug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for the mission, so that digital high-quality audio and video
systems products for partners to provide more Competitive solutions and services!
Huain adhere to the "professional foc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company has a group of advanced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oustic laboratory, audio test laboratory, radio frequency laboratory and other professional bodies, the full
start of high-end all-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programmable central control system,
signal switching system, conference recording and broadcasting system, conference
sound system and peripheral processing equipment Produc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curement, prod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ll products using advanced SMT
chip production process. At present, there are all-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2.4G 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 no microphone array system,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ystem,
electronic voting system, video tracking system, electronic table display system, paperless
conference system, central control System, matrix switching system, audio sound
reinforcement system, more than 20 categories, more than 400 product models. I can
provide companies from small conference rooms to lar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ystem
solutions, but also the world's leading modern conference system equipment R & D manufacturers.
In the "quality is the fundamental survival of enterprises," the corporate culture, all my
products have made a national mandatory product CCC certification, the European CE
certification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certification and safety certification), the US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certification,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ISO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s convenient,
OHSAS18001 health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China's green product certification, and so
on a number of authoritative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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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街子音乐小镇
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街子镇
电话：+86-28-8229 4190

传真：+86-28-8229 4770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街子特色音乐小镇
街子特色音乐小镇位于成都市区以西，崇州西北，为都江堰精华罐区。镇域幅员面积41.18平方公
里，全镇3.25万人，境内有味江河、泊江河、干五里河，全年气候温和，植物资源丰富，种类达
1000 余种。全域位于成都市确定的崇州康养旅游聚集区，境内有明代皇家古寺光严禅院、凤栖山
旅游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现已引进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等康养项目。小镇以音乐演
艺、音乐培训、音乐创作、乐器制作和特色音乐民宿打造为抓手，基本形成了以鸾飞凤舞音乐广
场（约3000平方米）、民歌村音乐场馆、味江景区音乐舞台、音乐酒吧一条街为载体的音乐基。
初步形成了民乐文创和音乐康养产业基础，并先后创建为四川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都市音乐
产业基地。

14F-03A

洛带古镇

LuoDai

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
电话：+86-28-8489 3729
邮箱：

传真：
网址：www.luodai.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龙泉驿区洛带镇位于成都市东郊，是成都向东发展的重要区域。洛带镇是全国首批重点镇、全国
特色小镇、中国历史文化民镇、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是成都市“中优”、
“东进”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成都市音乐产业优先发展的“音乐小镇”，位于中法（成都）生态园核
心区域；是国家AAAA级景区。
洛带镇历史悠久，汉代即成街，名“万景街”；后因蜀汉后主刘阿斗的玉带落入镇旁八角井而更名为
“落带”。镇域内丛林掩映、山青水秀，国际桃花节、枇杷节、客家水（火）龙节、民俗风情节等活
动四季轮回上演，广产葡萄、枇杷、梨、桃、草莓等优质水果，呈现“四季花不断、八节佳果香”的
美景，形成了“走进历史—回归自然—体验山水”的文化生态旅游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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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园镇人民政府
联系方式
地址：新都区斑竹园镇三河村
电话：+86-1822 7983 350

传真：

邮箱： 412348252@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斑竹园音乐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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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园音乐小镇位于新都区斑竹园镇三河村。小镇秉承“田园音乐+”规划建设理念，结合农业项目
和农村田园风光的生态本底，整合四川音乐学院、特色农产品及“成都足球第一村”等人才、品牌资
源，盘活利用废旧厂房、居民闲置用地等存量土地，集中建设“一杯时光”“小坐”“时光·小筑”“FINE
乐团”等创客基地，策划开发“音乐公社”会场演出，着力打造以音乐教育、创作、展示、民居民宿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互动体验示范，全力构建乡村音乐文创产业经济生态圈，实现农业有看头、农
村有干头、农民有奔头。
小镇核心规划区域2.5平方公里，以三河村为建设核心，涵盖斑竹园镇三河、安乐、雷家、福田、
金文5个行政村，涉及农业人口9000余人，规划多彩沃土、青春肆坊、理想国度、田野派对、大
地物华、经典重现、奇音妙想7个区域，将该片区打造成为乡村音乐产业集大成之地、四川音乐学
院泛音乐专业配套场地、新都地区高校泛艺术类专业展示创作场地、文创产业孵化基地，让音乐
情景成为乡村的日常。
通过与四川音乐学院合作，引入音乐人才，注重音乐元素的融入与设计，将音乐元素植入乡村田
园，打造区域连通全系网，构建乡村田园生活新景观，按照全年演出计划，形成“天天有音乐、周
周有演出、月月有明星”的音乐文化氛围。

成都丹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新都区宝光大道258号

14F-03C

电话：+86-28-8354 2590

传真：

邮箱： service@skart.cn

网址：www.danyunar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香城国际艺术港是成都市三大文创园之一，是成都市重点文创产业项目。园区占地面积75亩，建
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总投资4.88亿。艺术港利用汽车零部件工厂改建，国际流行loft艺术风格。
2017年8月完成立项，10月开工建设，2019年8月项目竣工。艺术港规划“一区四中心”，即艺术
展览中心、艺术演绎中心、艺术双创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艺术生活区。
其中艺术演绎中心--原.艺术空间，是利用车间改造而成，占地面积约1600平米，可容纳约1200
人，是新都区唯一大型公共演绎空间。演绎中心将致力于打造“香城音乐之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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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沸腾小镇
联系方式
地址：新都区三河街道二台子叠秀路
电话：+86-28-8390 9103
传真：+86-28-8390 8699
邮箱： shjdofficial@163.com 网址：jcpt.chengdu.gov.cn/xinduqu/sanhejie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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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新都区天府沸腾小镇——火锅·音乐文化
天府沸腾小镇位于新都区三河街道，紧邻成都大熊猫基地和香城湿地公园，占地约6000余亩，由
政府、企业共同投资打造，共有七个项目，总投资20亿元。小镇核心为音乐、火锅文化，贯穿艺
术展示、音乐展演、文化创意等主题形式，致力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助力成都音乐之
都和西部文创中心建设。

大邑县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
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大邑县桃源大道2号
电话：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安仁音乐小镇
2016年底，华侨城集团入驻安仁古镇，与成都文旅集团联合创立成都安仁华侨城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将安仁古镇打造成世界博物馆小镇、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国家
级文化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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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自入驻安仁以来，就以这座小镇为原点，围绕其开展了不少工作。同时，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致力于将安仁打造成为音乐小镇。因此安仁华侨城创新采用“音乐+旅游”的模式，衍生了不
少以“蓉城之秋·安仁国际艺术音乐节”、“《我是川军》大型音乐剧”为代表的音乐艺术活动。同
时，安仁华侨城还创新玩起了跨界合作。首次与成都儿童音乐节携手所打造的超级盛典，就创下
了西南亲子文化音乐盛事之最，在社会各界中颇有影响力。为了不断落地推进，2018年安仁华
侨城成功将成都儿童音乐节引进至安仁古镇，在未来也将持续进行，使其为安仁古镇打造成为音
乐小镇不断添砖加瓦。值得一提的是，安仁古镇在《2018年6月中国特色小镇项目品牌力》排名
全国第六。未来，安仁华侨城也将不断努力，打造安仁新生。相信在安仁这座具有丰厚历史底蕴
的文博小镇，定能借助音乐的力量实现其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文化旅游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示范
项目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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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音乐坊街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Chengdu Musical Fun Distict Business Manage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武侯区望江路1号中海广场2003
电话：+86-28-6112 4009
邮箱： likeli@musical-f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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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网址：www.musical-fu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成都音乐坊
成都音乐坊是成都市按照“国际性、现代性、音乐性”的产业发展构想，对音乐产业进行高起点规划
编制，打造以音乐产业为引领的成都又一张魅力文化名片。
成都音乐坊地处成都市核心区，项目规划区域为南至一环路南一段，西至新南路、东至锦江的一
个“钻石形”范围，面积约1.2平方公里。距离城市核心天府广场约1.6公里，距离商业核心春熙路片
区约1公里。地铁3号线、17号线（规划）从区域内穿过，并设立新南门、磨子桥、九眼桥（待
建）三个地铁站点。区域内公交线路密集，20条公交线路实现全区域覆盖。项目将建设具有国际
一流水准的城市音乐厅，包括1600座的歌剧院、1400座的音乐厅、400座的戏剧厅和200座的小
音乐厅。城市音乐厅将作为成都音乐坊的核心，为音乐艺术演艺提供一流的舞台资源。街区内周
边遍布历史遗迹与文化景点，毗邻水井坊博物馆、四川大学、成都旅游集散中心、磨子桥创新创
业街区，人文资源优势明显。
成都音乐坊将重点发展原创音乐孵化、音乐培养教育、演艺演出经济、音乐文化传播及版权、乐
器产销等五大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以音乐产业为引领的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旅游集聚的中国西
部文创中心示范区，致力于将成都音乐坊打造为国家级音乐产业示范区，成为音乐之都的核心驱
动力和世界音乐族的追梦天堂。

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DS ELECTRONICS CO.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东平横岗东路18号
电话：+86-20-2207 3446

传真：+86-20-2207 3446

邮箱：bds@bds.com.tw

网址：www.bds.com.tw

参展商品牌/产品： BDS

14F-05

BDS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在台湾台北。本公司负责人璩宝庆曾是台北著名
的DISCO DJ与舞台灯光音响公司。广告企划公司负责人。对于演出相关器材及播放器应用与需求
非常了解。所以能设计出既人性化又感觉亮点的产品。公司成立初期为研发性价比高的音视频产
品。未来本公司的研发方向。将朝向数字化音视频方面周边器材与高清播放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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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架式高清视频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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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用相关配件与优质3C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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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高声电子器材厂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恩君路6号B栋2楼
电话：+86-1392 9098 175
传真：+86-750-711 6758
邮箱： 948917117@qq.com
网址：www.gson-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高声会议话筒音响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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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高声电子器材厂(GSON)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于一体的音视频产品高科技企
业，致力于话筒、会议、音频、视频高端领域。经过多年的沉淀已经形成智能会议、中控、矩
阵、功放、话筒等产品系列。GSON以创意文化为核心的音视频厂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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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高端智能音视频解决方案。技术力量雄厚，
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先进的生产工艺流程和严格的质量检测监控及科学管理，GSON以“团结，
创新，务实，高效”的企业精神竭诚与各界人士友好合作，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北京中通中欣科贸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tong Zhongxin Trade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东贯市新村南工业园区南01号
电话：+86-1362 1023 560
传真：+86-10-6290 6902
邮箱： 652611295@qq.com
网址：www.bjztzx.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中通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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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中欣---提供：编曲工作台，音频工作台，音频控制台，音箱支架，编辑台，木制机箱，耳放
架等专业录音棚实用性产品；公司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满足使用
要求，工作台和机柜，颜色可选，我们提供生产图纸确认，产品安装等多项服务；
Zhongtong Zhongxin-provides: arranger workbench, audio workbench, audio console,
speaker support, editing desk, wooden chassis, ear holder and other professional recording studio practical products; The company integrates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can
be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user needs, meet the requirements, worktables and cabinets,
colors are available, we provide production drawings confirmation, product installation
and oth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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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恒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i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长沙路18号
电话：+86-20-3110 0850
传真：+86-20-3110 0850
邮箱： 1692516052@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PASPA
广州市恒音电子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喇叭开发销售
的公司。主要从事专业高音和低音喇叭的开发、设计和制造。经过公司不懈努力，现有多个系列
产品已经成熟量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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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宗旨是”诚信立足、创新致远”。建立健全了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以确保产品的品质。同时
还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一定能够实现与合作伙
伴的互利共赢。
Hengyin Electronics Co.Ltd ,established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China in
February 2015.,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development and sales of horn
and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fessional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tweeter and woofer.
Series of our products have been in mass production and launched to the market after the
company's years of tireless endeavour.
Credibility and innovation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the company.
In order to ensure product quality,our company established a strict quality inspection
standards which have been enhanced and improved continuously .At the same time, a
user-friendly after-sale service system is introdued to solve related issues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our continuous efforts and pursuit, we will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with our business partners.

恩平市迈威仕电子厂

Enping MAWESI Electronic.,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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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二区工业四路C5－1
电话：+86-750-718 1255
传真：
邮箱： mawesi@163.com
网址：www.mawes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前级效果器系列，音频处理，防啸叫抑制，

卡拉OK功放，电源时序器

迈威仕电子有限公司位于“中国麦克风生产基地”恩平市的北郊工业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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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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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ABLPOWER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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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东村南阳南街8号3楼
电话：+86-20-3113 7282
传真：+86-20-3113 7282
邮箱： 2355426819@qq.com
网址：WWW.ABL-POW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源时序器、直通箱、稳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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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万佳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jia acoustics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北园路12巷7号
电话：+86-20-8476 6989
传真：+86-20-8476 6989
邮箱： 3165282848@QQ.COM
网址：WWW.LABGZ.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LAB
广州市万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音响产业基地广州番禺，是一家集专业扬声器研发、生产、电
子产品制造、音频系统配套服务、大型演出器材租赁、大型音频扩音方案实施为一体的厂家。公
司现拥有多名技术开发人员，有专业的单元生产车间、箱体制造车间、功放生产车间及组装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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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公司旗下品牌有LAB;CS专业音响。
LAB音响自创立至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最早的单一的产品系列到现在拥有针对不同场合
的四十余款40多个型号的产品……公司产品被多次运用到大型演出演唱、各类体育场馆、大型娱
乐工程等地。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在行内一直享有盛誉。
LAB音响一直秉乘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导向、以产品质量为立身之本、以诚信务实为行为准则。想
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产品开发切合市场消费观念和趋势，服务机制灵活快捷，力图让消
费者使用我公司产品省心、舒心、放心。
LAB的今天，离不开各位朋友的支持。感谢一直以来对我公司予以支持和帮助的业界朋友。我们
会更加努力。在以后日子里，我们会以更加优质的产品及服务贡献给大家。同时诚邀各地朋友与
我们合作，共同开创更加辉煌美好的明天！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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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逸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Yitan Electronic&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象阳工业区
电话：+86-577-6272 3851
传真：+86-577-6261 8183
邮箱： eata@eata-china.com
网址：www.cne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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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EATA/逸坦
温州逸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座落于“电器之都"---柳市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商贸于一体的公
司。
公司专业生产工业用插头，插座，连接器，电源插座箱等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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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IS09001: 2000质量管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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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群里树立了“逸坦”(EATA)的品牌信誉。
公司产品已分别通过CCC安全认证，.CE安全认证等，公司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力争追求产品出
厂质量100%，客户满意率100%,客户投诉率0。
公司拥有自主出口权，产品70%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青睐。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UIFENG Tech.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石楼路段10号
电话：+86-20-3928 0111
传真：+86-20-3928 0123
邮箱： lax@lax-pro.com
网址：www.lax-pr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AX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3548，以下称

“锐丰科技

”）,

其前身是于

1993 年创建的广州市锐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自成立 20 多年以来一直以 “让世界听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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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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下控股或参股多间公司：广州市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锐丰建声灯光音响器材工程安装
有限公司、北京锐丰星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市浪源音响器
材有限公司、广州市锐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市锐丰视听创意有限公司，和广州市锐丰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广州国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广州市锐丰物联网有限公司。
锐丰科技，作为以创意文化为核心的声光电综合服务集成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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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超越的路上永不止步，锐丰科技“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个筑梦工程将坚持到底，继续刷新
业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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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市平乐镇人民政府
联系方式
地址：邛崃市平乐镇新兴街139号
电话：
邮箱：

传真：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邛崃音乐产业发展成果和重点音乐产业项目推广
邛崃是古南丝路的起点，汉代才女卓文君的故乡。“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千古爱情佳话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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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一曲《凤求凰》传唱两千多年，如今你走在邛崃平乐音乐小镇上，还有余音绕梁、梦回古汉
之感。当代劳动者之歌《竹麻号子》、之舞《竹龙》、之器“瓷胎竹编”，传承着千年的民间艺术。
“临邛自古称繁庶，尤以酿酒胜其名”，美酒佳肴自是不可少，在邛崃，还能品黑茶、参观邛窑遗
址。人约在平乐古镇黄昏的茶马古道上，牵手在仙侣牧云桥上，赏乐在白沫江畔的夕阳余晖中，微
熏于音吧酒肆内，露宿于青山绿水间，看往来众仙，何似在人间。
平乐音乐小镇正在打造世界知名的“南丝路”音乐小镇、民谣创作朝圣地、音乐体验目的地、音乐产
品输出地，将建造规模适宜、布局合理的室内、户外演出空间体系，建造30万平方米以上的音乐文
创园区，引进一批音乐人才和音乐企业，建造100个以上具有音乐特色的工作室、录音棚、小剧
场、微影院、博物馆、主题酒店等音乐工坊和文创空间。
开放的邛崃、开放的平乐，期待您的加入。

恩平市声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sound pa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B2-1A座三楼
电话：+86-750-781 6262
传真：+86-750-782 2303
邮箱： soundpath@163.com
网址：www.soundpath.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sound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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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路致力于高端麦克同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坚持以质量为根本，创新为
动力，执着于每一个细节，务求生产出来的每一款产品都是精品为理念。公司座落于中国最大的麦
克风生产基地-恩平市，并在全国、东南亚、南非、南美等地均有业务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专
业、细致、深入的服务精神是我们的宗指，并更好地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
Sound road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high-end Mike with
the product, production, sales in one of the modern enterprise.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quality,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focus on every detail, every product we produced are
fine for the idea.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China's largest production base of microphone Enping City, and in the country, Southeast Asia, South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have business partners.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professional, meticulous, in-depth
service spirit is our case, and to better provide customers with qualit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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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恒一音响器材厂
H1 Audio Equiprn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恩城镇平石工业区六合村文化楼2楼
电话：+86-750-711 1989
传真：+86-750-711 1989
邮箱： H1AUDIO@163.COM
网址：WWW.H1-AU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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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H1-4×4反馈抑制器
恒一音响器材厂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恩平，实力雄厚,专业生产各类音响设备，集生
产-销售-售后为一体。
我司以“不断创新，保证品质，用心效劳”为价值中心，不断致力于产品的开发与创新，力求为广大
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以及更优秀的服务。
我司主营产品包括：无线麦，摇摆麦，电容麦和会议系统等各类型麦克风，同时接受OEM。欢迎
各位新老客户前来咨询！

广州市骏创（飞 扬）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Chuang(Feyon) Audio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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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金山村华创动漫产业园A10栋
电话：+86-20-3912 7393/1366 0751 205
传真：+86-20-3912 7370-8666
邮箱：
网址：www.feyon.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FEYON,V-NICE
专业制造高端扬声器的厂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公司主导产品：专业扬声器、音箱
OEM/ODM及其周边的电子设备配套产品服务

深圳市睿臻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henzhen infoSVC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ervice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龙华
电话：+86-1391 0427 336
邮箱： gaoxu73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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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网址：www.iweex.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GAODIMIC®
致力于数字无线音频传输，音频设备开发。GAODIMIC®音频隔离保护器服务上万国内用户，一代
无线数字手雷服务数千从业者，数字无线会议系统（无线手拉手）简易操作，保密传输，国内有数
千工程项目使用。
We are dedicated to develop digital wireless audio transmission and audio devices.
GAODIMIC Audio-Isolator and protector (FRAIP-D)serves over ten thousand users.
The First Generation Wireless Digital Grenade helps thousands of employees. The Digital
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 (wireless Discussion system) is used for thousands of Meetingroom projects for the simple operation and secrecy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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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那些声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五街菁蓉广场A座
电话：+86-1368 3589 255
传真：
邮箱： zhangchenxi66@126.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那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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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a One 黑胶唱机

那些声音品牌2014年成立于北京，18年入驻成都高新区，成立成都那些声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旨在推广原创音乐及黑胶文化，成立“音乐生活空间”实体，面向大众推行全新音乐生活方式，
自主研发设计“pandaOne”熊猫唱机以传统音乐复兴为己任，用中国制造使成都走向世界，实现伟
大复兴中国梦。
“那些声音PandaOne黑胶唱机”是国内首款面向年轻人市场的便携式黑胶唱机，拥有完整的唱放系
统和国际先进的动磁技术。这款黑胶唱机是国内首款实现无线连接，充电便携的黑胶唱机，无需调
试另配音箱，支持多种规格的黑胶唱片，8mm铝合金唱盘配合稳定针压的唱针，功能上创新的同
时操作便捷、性价比极高。年轻化的设计填补国内黑胶唱机市场空白。那些声音PandaOne黑胶唱
机定位年轻群体，提升音乐消费升级，以互联网思维结合国内外线上线下渠道，全球化营销战略全
面占领市场，打造品牌IP ，必将在国内掀起黑胶文化热潮，带动黑胶产业全面复兴。

四川正火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东洪路666号梵木创艺区
电话：+86-1588 2309 547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梵木创艺区
梵木创艺区位于成都市东洪路666号，属于废旧厂房改造项目，由丙火创意产业机构建设打造，正
火传媒投资运营。目前包含已投入使用的一期和规划中的二期，其中一期改造面积4万平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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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亿元。以打造“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四川原创音乐基地”为核心。汇集创意设计、音乐产
业、青年创业孵化、艺术创作、产品研发、艺术展示体验等功能。每年开展大型艺术活动及小型
演出120余场。现已入驻文创类团队近50家，入驻音乐产业类企业30余家，综合年产值近5亿元。
是西部唯一以“创意设计+音乐产业”为核心的双产业链文创园区。
项目先后获得四川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四川省天府新区原创音乐基地等荣誉称号。2016年6
月，作为四川天府新区重要文创载体，梵木创艺区获得了国家发改委“201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目前已成为成都打造“中国音乐之都”“1+4+4”战略规划的四大音乐产
业园区之一。被列入成都市打造“西部文创中心”重点项目。获评人民日报社“中国最佳旅游文创项
目top20”奖项。
规划中的梵木创艺区二期占地55亩，计划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10万平米。依托“创意设计、音
乐产业、文博艺术、人才孵化四个产业聚集区”的总架构，新建包含艺术剧场、典礼中心、艺术展
览中心、艺术酒店、艺术馆群落、创意总部基地、音乐公园在内的多种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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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喵音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Hangzhou miao music culture and art planning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西溪润景大厦1-522
电话：+86-1338 6530 525
传真：
邮箱： 743076829@qq.com
网址：www.miaoyinyu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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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天猫乐器体验馆、麦卡伦钢琴、艺术留学广场、润扬古筝
喵音文化是天猫乐器体验馆运营商，涵盖海伦钢琴、麦卡伦钢琴，南风古琴、润扬古筝等乐器厂
商，用户在天猫店咨询乐器后，可在线下实体店体验乐器、上免费的体验课，而后决定是否购买，
如需购买可扫描乐器上的二维码，在相应天猫店下单；同时为用户提供校音、乐器维修、培训课程
等服务；目前线下乐器体验馆已开设20家，分布在北京、南京、西安、苏州、重庆等地。

过云琴堂古琴作坊
联系方式
地址：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新杨村西庄10号
电话：+86-1395 2783 178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过云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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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琴堂古琴坊，成立于2000年，公司以制斫、销售古琴为主。制琴的工艺，秉承了传统手工工
艺，选料以百年老木杉为主，以天然的古树漆擦制。琴的造型古朴端庄，音质浑厚，苍劲有力，品
种有几十种之多，多销往台湾，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深受古琴爱好者的青睐和好评。
公司的服务理念：秉承传统，做工精细 ，用心制作出最精致的古琴。
公司的宗旨：古朴健康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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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无弦堂斫琴研究所
Yangzhou Wuxiantang Guqin Research Institute

联系方式
地址：扬州市经济开发区鸿扬路8号
电话：400 6719 666
邮箱：3417889312@qq.com

传真：
网址：www.guqinwx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無弦堂古琴
昔时《晋书•陶潜传》有云：性不解音，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

14.1A
03C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無弦堂斫琴坊隐于扬州古运河畔广陵南隅一处雅致静谧的别苑。一张蒲亭、一方雅竹，一围古树
……院落闹中取静，曲径幽通，点滴细节之间凝聚着斫琴者的意趣，渗透着浓郁的琴韵文化。
無弦堂斫琴坊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创始人熊立群先生，珍视华夏瑰宝，蒙诸多名师教诲，十年饮
冰，难凉热血，从选材到制作，一路承袭传统，熔古铸今。
無弦堂斫琴坊抱以“斫仁智之器，觅天下知音” 的愿景，不改初心，秉持“志斫良琴，矢为传承”的胸
襟和情怀，攻苦食淡，孜孜以求，为海内外琴友斫制精品，以此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动中国古琴
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Yangzhou Wuxiantang Guqin Research Institute is located near the Grand Canal. Founded in
the 1990’s, Wuxiantang is greatly favored by Guqin lovers of various levels in China. The
products are carefully made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natural raw materials and perfect
workmanship. In the future,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adhering to the enterprise vision of
“To Make The Best Instruments, To Find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Wuxiantang is on its way
of building a national famous brand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扬州汉风琴坊
联系方式
地址：扬州市仪征市新集镇华航物流向南100米汉风琴坊
电话：+86-1395 2566 163
传真：
邮箱：
网址：

14.1A
04A

参展商品牌/产品： 宝来汉风
汉风古琴坊坐落于风景如画的扬州市，建厂以来始终把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作为出发点和
宗旨。我厂为专业斫制古琴，过硬的质量、合理的价格、良好的信誉、准确的市场定位、科学的管
理机制、优秀的技师队伍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广大琴友提供制作精良的各种级别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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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翰艺民族乐器厂
联系方式

14.1A
04B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武坚镇黄思古琴厂
电话：+86-1808 3792 955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翰艺
扬州翰艺民族乐器厂成立于2005年，位于美丽的古城--扬州。我厂主要生产民族乐器古琴，以传承
国家非物质化文化遗产为宗旨，服务为目标，让广大客户更放心我们的产品。
我们始终以为客户提供完善，优质的坚定不移地贯彻品牌经营的理念，走知本融合之道，赋予时
尚、文化、人性化的品牌内涵。
扬州翰艺民族乐器厂会用最专业的态度和精神，创建中国乐器行业领导品牌。

扬州市金艺乐器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4.1A
04C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宜陵工业区尚任路
电话：+86-1390 5250 918
传真：+86-514-8656 7822
邮箱： 706746233@qq.com
网址：www.yzjyyq.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金艺牌
扬州市扬州金艺乐器有限公司，座落于扬州东郊，千年古镇宜陵。自82年本厂从事乐器制造以来，
产品已远销世界各地，特别在东南亚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开始从小型加工，到现在建立了一个花
园式古色古香的工厂。冷步年先生在原来古筝上没有花色装饰到各种工艺运用到古筝装饰上，做了
大量的设计，使现在的古筝花色争奇斗艳，成为艺术植入古筝的扬州第一人”。并在2009年被扬州
市政府命名为 “乐器制造工艺美术大师” 的光荣称号。本厂大师级一名， 工艺技师40名，员工总人
数已达90多人。年产量在两万五干台以上，无论从产量、质量上已名列扬州地区前矛。
近年来，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金艺乐器开始了精品古琴的斫制，从木杯选材，到灰胎、油漆工
艺，每一道工序，都由专业的琴师严格把控品质，力求从外观至音色达到完美的统一。

扬州九一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4.1A
04D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宜陵工业园区尚仁路九一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86-1319 6499 870
传真：
邮箱：417899305@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九一堂
扬州九一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古城扬州，作为有着千百年传承的能工巧匠之乡。闻
名天下的“扬州工”中之大漆技艺继而登扬。扬州漆艺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漆器工艺，以鹿角霜、八宝
灰为底，并用传统生漆手工多步骤刷制。“九一堂”要最大限度地从根本上去接近存世名琴。唐音，
也就是隋唐时古琴的音色。这应该成为今天古琴要去接近和达到的目标。唐音千年，并未散落得无
影无踪，有唐代传下来的“九霄环佩”在，有“大圣遗音”在，“九一堂”古琴可以有目标去接近理想中
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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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牛塘星辉乐器配件厂
联系方式

14.1B
01A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东龙路11号星辉乐器
电话：+86-519-8639 9659
传真：
邮箱： 49332126@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星辉乐器配件厂是一家专业生产钢琴凳及乐器配件的厂家，拥有专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产品远
销欧美及东南亚。本厂本着:诚信经营，优质创新，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不断发展创新。 星辉
乐器期待你的诚信合作！

天之乐民族乐器厂

TianZhiYueMinZuYueQiChang

联系方式

14.1B
01B

地址：河南省兰考县
电话：+86-1771 3227 737
邮箱：

传真：
网址：www.tianzhiyuegz.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天之乐
天之乐乐器是由一群一线古筝老师创立的品牌，旨在追求最完美的声音之源，打造最悦人悦己、最
受老师和学生喜欢的古筝品牌。
从设计研发到选料取材，从样品制作到细节雕琢，从品质鉴定到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由一线
古筝老师亲自掌控。用专业的水准打造专业的产品，用专业的产品打动专业的人！
天赐佳音，乐奏神韵。与天之乐结缘，醉于音，悦于形，未成曲调已生情。

江阴市兴涛琴社

Xingtao Piano Club, Jiangyin City

联系方式

14.1B
01C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南村北前头154号
电话：+86-1319 6519 329
传真：+86-510-8636 7687
邮箱：1722090042@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兴涛
江苏省江阴市兴涛琴社坐落在中华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故乡，企业经过厂长孔振平及各方面演奏家
的支持和20多年的发展，壮大现已注册商标生产“长乐”“凤吟”“兴涛”系列品牌。经多年研究，二胡
品质得到国家级演奏家和同行的认可。二胡声音不仅发音洪亮，音阶准确，外观别致，结构精巧，
上下把位顺畅，而且音色极富物色，有圆润，古朴，醇厚，低沉的特点。富含了江南水乡的气息，
受到了广大二胡爱好者的喜爱和青睐。并已畅销全国，并出口到台湾，东南亚，欧美，日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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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天圣民族乐器研发中心
联系方式

14.1B
02A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砖桥阿波罗花木市场对面
电话：+86-1377 6438 888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天圣
江都天圣民族乐器研发中心是由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专家、扬州市工艺美术师韩天圣先
生于2011年创办，凭借天圣琴筝的研发技术和专业制作工艺，其所制作的琴筝产品音质通透，手
感舒适，外观精致。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创新，目前，我厂所经营的天圣牌古筝、古琴产品得到了各
大专业院校专家的认可与喜爱。并且拥有多项国家专利与奖项，形成了集产品研发、制作、销售全
国培训连锁等各项职能的专业团队。
筝途漫漫，天圣琴筝感谢您对我厂产品的支持与认可。琴音渺渺，天圣文化衷心的祝愿您拥有美好
的琴筝岁月！

北京陪练蛙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fr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14.1B
02B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高井甲8号红星美凯龙E8013
电话：+86-10-6057 2971/1352 0551 433
传真：
邮箱： bj_peiliawn@163.com
网址：www.peilianw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陪练蛙
北京陪练蛙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制作所有乐器伴奏的平台，打破了音乐教育市场多年来伴奏
奇缺的现状。希望通过APP陪练的方式让所有的孩子爱上练琴，帮助孩子学习音乐，帮助老师教好
音乐，帮助机构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致力改善中国艺术教育不规范现状。让所有教育机构聚集起
来，形成一个大IP，组建规范的行业联盟。

江苏禅商艺术品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4.1B
03A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蠡路52号
电话：+86-1801 3762 309
邮箱： 1720682228@qq.com

传真：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禅商草堂
江苏禅商艺术品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6年11月26日，注册地址在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苏蠡路
52号，主要从事设计、研发、销售：工艺品；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市场调研；庆典礼仪服务；
非医疗性健康信息咨询；非医疗性心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欢迎交流合作！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布鲁克斯(廈門)樂器有限公司
brocks(xiamen)instru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仙岳路430-3號一樓
电话：+86-592-351 4366/1885 9200 123
传真：
邮箱： 987012328@qq.com
网址：www.brockespian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布鲁克斯钢琴

14.1B
03B

源自美国的高端品牌布鲁克斯钢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追求极致的工艺和清澈音色的布鲁克斯钢
琴，根据客户的诉求为客户打造最佳钢琴。追求每一道工艺程序，在艺术的创造和制作的工艺上，
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同于其他钢琴的流水线，布鲁克斯钢琴严格掌控每一道制作工艺，采
用的材料经过严格挑选，然后经由经验丰富的钢琴工艺师精心制作，尽显钢琴的魅力。布鲁克斯钢
琴不仅仅是传承钢琴工艺，更是将几代布鲁克斯匠人的心血凝结其中，是一种追求美的精神。
弹奏每一个有生命的音符，在尘世间萦绕飞扬，音乐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点缀人们的生活，而
拥有一架布鲁克斯钢琴，则是对音乐这个美妙的语言最好的诠释。用音乐直抒胸臆，用布鲁克斯钢
琴演奏人生，用音符书写传奇，让布鲁克斯的琴声成为永恒的经典。
在布鲁克斯的钢琴世界里，用行云流水般的音符阐释多样情怀，精彩的演奏，带给我们别样的视听
盛宴。

邗江区希音古琴工作室
联系方式
地址：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东浮桥旁
电话：+86-1366 5220 510
邮箱：

14.1B
04A

传真：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希音
邗江区希音古琴工作室座落于风景如画的扬州市西郊。邗江区希音古琴工作室成立以来，始终把弘
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坊为专业斫制古琴，以其对古琴内涵的深刻理
解，过硬的质量、适当的价格、良好的信誉。准确的市场定位、科学的管理机制、优秀的技师队
伍，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依托，为广大琴友提供制作精良的各种级别古琴。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已被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大的收藏价值。希音古琴坊始终
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为理念”的经营方针，竭诚欢迎各国客商光临指导，洽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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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王师傅乐器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4.1B
04C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南段1167号
电话：+86-1812 1877 680
传真：
邮箱：1833783204@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王师傅专利带吹嘴式洞箫&笛子/陈斌提琴
成都王师傅乐器有限公司主要批发零售“王师傅”专利产品加吹嘴铝合金洞箫和加吹嘴铝合金笛子系
列产品，注册商标“王师傅”。助你快捷学习洞箫、笛子，圆你音乐梦，欢迎培训机构及各位老师订
购，订购热线-18121877680（王先生）。陈斌提琴琴库出售乌木轴、乌木指板，实木普级400到
手工国产2000左右小提，欧料3500-15000小提、中提、大提、贝司，欢迎选购。订购热线
-13975546136（陈先生）

深圳市科汇兴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Konix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上塘宇丰工业区2栋2楼
电话：+86-755-2982 2103
传真：+86-755-2982 2153
邮箱：160937729@qq.com
网址： www.konixtech.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科汇兴
科汇兴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公司，其品牌名称为“科汇兴”，公司多年来对“手卷钢
琴，手卷电子鼓”市场进行产品定位和产品比对，最终以要解决消费者购买钢琴贵，占空间，携带

14.1C
01

困难等实际问题，我公司开发的“手卷钢琴，手卷电子鼓”等早教益智类产品，本身便携不占空间，
新款产品更可以让广大音乐爱好及学习者在APP游戏互动教学的过程中获得无穷的学习趣味,其创新
设计理念带来了很好的市场效应。目前手卷钢琴，手卷电子鼓此类益智智能学习产品在市场属于空
白，科汇兴公司始终致力于成为智能手卷钢琴，手卷电子鼓等音乐早教产品行业的先驱，为广大音
乐爱好者开发出更先进，更智能的音乐早教产品。
Shenzhen Konix Technology Co., Ltd is one of the largest silicone flexible keyboard, silicone
electronic drum kits and roll up piano producer in china.
Until now we have accumulated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and possessed
more than 200 professional staffs.Now, all of our roll keyboards,drum kits and roll pianos
have already passed the CE, FCC, BQB and RoHS certifications Currently we export about
50,000pcs roll pianos per month respectively, which can well prove our most competitive
prices and dependabl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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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美馨琴弓厂

14.1C
02

联系方式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渭中东路盛泽荡村委会门面房东边第五幢
电话：+86-189 6219 7508
传真：+86-512-6590 6402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美馨
我厂主要生产巴西苏木，巴西檀木，南美洲蛇纹木，碳纤维，包皮碳纤维，花格子碳纤维，黑色碳
纤维，小提弓子，中提弓子，大提弓子，贝司弓子等，欢迎新老客户光临。

饶阳县佳音乐器厂

SHUZHOUSHI MEIXIN VIOLIN & BOW FACTORY

联系方式

14.1C
03-04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大官亭镇后铺村二区4号
电话：+86-1563 2879 808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天成乐器
本厂专业制作琵琶、阮等弹拨乐器及配件，高、中、低档二胡、中胡、板胡、京胡、京二胡、高
胡、坠胡、四胡等各种拉弦乐器，并承担维修订做业务。先做人后做事，先做朋友后做生意。

河南高山流水乐器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14.1C-05
14.1D-05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固阳镇乐器园区
电话：+86-1341 9777 978
传真：
邮箱：554986329@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古筝、古琴、琵琶及周边配件/泡桐花
河南高山流水乐器有限公司位于兰考县固阳镇乐器园区，公司利用本地特有泡桐木资源生产的乐器
相较其它地区生产的乐器更加清脆悦耳、余音悠扬。公司制作乐器主要用材：花梨木、酸枝木、楠
木、黑檀木、紫檀木、阔叶黄檀木等名贵木材。客户可来料加工各款系列乐器！公司特聘请徐振高
大师高徒柳昌杰先生为公司技术总监、监督指导公司生产事宜。公司使用琴弦品牌：乐圣、爱丽
丝、醉声等名牌产品。欢迎各界人士来公司指导交流经验！高山流水乐器期待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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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显伦二胡
联系方式

14.1C
06

地址：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后城大街300号
电话：+86-1385 8916 629
传真：
邮箱：71087568@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二胡销售
本公司以二胡为主打产品，拥有几十年的制作经验，生产中高档紫檀，老红木二胡等，传统二胡工
艺与高品质木料和皮张完美结合，制作的二胡在全国二胡爱好者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口碑
本公司手工制作的新琴上手，手感佳，声音清晰、圆润、明亮、平衡，并有适当的音量，随着二胡
声音的不断成熟，丰满、柔和度将不断提高。

深圳市吉合昌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同乐社区同庆路工业区26号
电话：+86-755-8429 9680
传真：+86-755-8429 3930
邮箱：
网址：www.szjh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晶麦风

14.1C
07

晶麦风2004年在深圳成立，是一家从事专业音频产品的技术企业。一直致力于电容麦克风、无线
乐器麦克风、2.4G无线麦克风、迷你麦克风等专业音频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制造。
晶麦风拥有一流的研发设计团队和实验中心。我们研发的产品已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
型专利。产品均已通过3C、CE、FCC、ROHS、REACH等认证。我们拥有十万级无尘净化车间、
消声实验室、产品可靠性实验室、B&K音频分析仪、DASS音频分析仪、半自动化生产设备等。
晶麦风一个专业与艺术并重的民族麦克风品牌。我们将以“创造世界一流的麦克风产品，打造世界
知名的麦克风品牌”为使命，坚持不懈，努力奋斗，争取早日让晶麦风成为享誉全球的民族麦克风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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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东方神韵琴筝厂
联系方式

14.1C
09-10

地址：扬州市广陵区运河东路，汽车东站东
电话：+86-1385 2789 359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神艺牌
东方神韵琴筝厂是集琴筝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品牌企业，扬州琴筝的后起之秀。我们始终坚
持“彰显东方神韵，传承琴筝文化”的经营理念，一如既往地打造着代表扬州琴筝水平的精品；不断
革新琴筝制作技艺，使得东方神韵琴筝的“可收藏性”深入人心。主要生产“神艺”、“神韵”和“东方神
韵”牌古筝、古琴。具备了年产8000台的生产能力；拥有刻字筝、麦画筝、花板筝、浅雕筝、螺细
筝、宝螺筝、挖嵌筝、红木筝、楠木筝等系列产品，特殊要求可定制。

云南静鑫乐器厂
联系方式

14.1D
01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渡古镇西庄三组13号
电话：+86-1310 8893 878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静鑫
云南静鑫乐器厂始创于1999年，前身是云南静鑫民乐工作室，是一家专业生产和销售云南民族乐
器葫芦丝、巴乌的厂家！
本厂秉承敬业奉献、锐意创新的精神，开发和创新的静鑫牌产品:

做工考究，音色优美，造型美

观，深受广大用户的好评！
现在担任云南静鑫乐器厂的申鑫先生，已经从事葫芦丝、巴乌的生产销售和教学培训十八年，总结
出了一系列的制作经验和教学经验，培养了许多擅长演奏和制作的专业人员，申鑫先生将继续对传
统产品进行不断改良，创新和开发！

深圳市爱尚达电子有限公司
HONBO
AUDIOJHC
CHINA
LIMITED
SHENZHEN
ELECTRONICS
CO.,LTD

14.1D
07-08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保利上城6栋617
电话：+86-755-2890 5200
传真：
邮箱：2567112026@qq.com
网址：www.acemi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ACEMIC
深圳市爱尚达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乐器麦克风系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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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emar
Equipment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解放路208-1号
电话：+86-20-3480 8808
传真： +86-20-3480 8318
邮箱：gzgema@126.com
网址：www.gz-gem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以色列compulite（康宝来）调光设备、

中国Novacorp(诺华格）特效设备
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经多年的努力及社会各界的支持，现已成为集销售、
租赁、教学及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专业灯光系统公司。主要产品有意大利coemar歌玛电脑
灯具、以色列compulite康宝来调光控制系统、意大利redlighting LED灯具，中国Novacorp诺华
格特效设备，因此在剧场、演播厅及娱乐项目上有独特的优势。
Compulite成立于1978年，是国际上最早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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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88年在台湾台南市成立，迄今已有30年历史，诺华格品牌产品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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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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多个知名品牌做代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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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uJHC
Yi Electronics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南园大道一巷31号
电话：+86-20-3999 6060
传真： +86-20-3999 6050
邮箱：2848739325@qq.com
网址：www.6yi.net.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设备
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技术力量雄厚的，集专业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工程承接、
安装调试、技术咨询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公司。
我司主要研制生产销售自有注册品牌SwwPoo（色普灯光）专业舞台灯光设备，主要生产专业舞台
灯光：光束摇头灯系列、LED摇头染色灯系列、LED帕灯、LED效果灯、LED影视灯和展览照明灯
具系列等。产品广泛运用于舞台、展台、会议厅、城市亮化工程等多种场合。
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六艺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团队，具有丰富的产
品研发、生产、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设备维护经验，主要承接各种体育场馆、礼堂、演播厅、夜
总会、卡拉OK多功能厅等专业场所的灯光、音响以及会议系统、舞台机械、幕布、电教设备、声
学设计装修、公共广播、背景音乐、等专业工程。
Guangzhou Liu Yi Electronics Co., Ltd.is a strong technical force, professional lighting 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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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ts production and sales; Sound agent and engineering undertaking, install and debugging, technical advisory services for an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company.
Our company is mainly develop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our own registered brand
SwwPoo (SwwPoo light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The main products are
Beam lamp series ,moving head beam light series,LED Palmer lamp series,LED effect
light,LED video light series ,exhibition lighting lamps and lantern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All products are wildly suitable for stage，exhibition，meeting room，
Designs city-lighting project and other occas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cent years,Liu Yi has the first-clas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eam ,which has the rich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and engineering design,installation,debugging and maintenance
experience .Mainly to undertake various kinds of sports,halls,studio,DISCO,nightclub,karaoke multi-function hal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laces of the lighting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sound, and conference system, stage machinery, curtain, decoration, public broadcasting,
electronic equipments, acoustic design background music and other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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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PRSHENZHEN
LIGHTING LTD.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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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3995 2888
传真： +86-20-3995 2386
邮箱：pr@pr-lighting.com
网址：www.pr-lighting.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尊能摇头电脑灯系列/劲能摇头电脑灯系列/

全能摇头电脑灯系列/聚能摇头电脑灯系列/
LED电脑灯系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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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化演艺灯光和景观建筑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双软（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企业。前身是创立于1984年
的珠江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拥有60000平方米的珠江灯光高新科技园，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专业灯光企业，是国内灯光行业的领导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2000年，珠江灯光开始以自主品牌——PR进军国际市场，全面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聘请国际
顶尖灯光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采用国际先进的制造设备进行产品生产。目前，珠江灯光大量的
产品出口至欧、美、亚等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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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
灯光在光、电、机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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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一百
多项技术专利和国际品质认证证书。珠江灯光产品被运用到天安门建国周年庆典文艺晚会、北京奥
运会开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及中国国家馆、亚运会开闭幕式、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闭幕式、
德国莱茵剧院、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杭州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上合峰会、法国国庆庆典、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家大剧院等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和
单位。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Foshan
YiFengJHC
Electric
Industrial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898号，邮编528511
电话：+86-757-8832 5001
传真： +86-757-8832 5008
邮箱：sales@acme.com.cn
网址：www.acme.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A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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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E集团成立于1985年，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业内领先生产舞台、娱乐灯光、建筑和
商业照明、音响、功放与控制系统的专业制造商，拥有世界级的生产环境、严格的管理模式、强大
的研发设计能力和完善的销售售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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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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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升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lySHENZHEN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园（平步大道西）云峰路51号
电话：+86-20-6182 8288
传真： +86-20-6182 8188
邮箱：flydragon@lightsky.com.cn
网址：www.lightsky.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防水光束灯、切割灯、电脑摇头灯、LED灯
升龙灯光于2011年推出的大黄蜂系列产品，开创了行业小体积、高亮度电脑光束灯先河，应用在
无数个大型音乐节、演唱会、电视台等、以速度快、定位准、光束亮、质量稳定被业内誉为经典！
2014年在行业成功推出光束、图案、染色三合一灯具，引起行业强烈反响，标志着严格意义的光
束、图案、染色能融合在一台灯具上应用。
2014年在率先行业推出放电气体泡光源的防水光束灯IP系列，先后应用在G20《最忆是杭州》实景
演出，《欧歌赛》、美国迪士尼、悉尼国际灯光节等重要场所！并于2017年推出更优秀的大黄蜂
Ⅱ代产品。
2018年，经过技术优化及制造工艺改进、上游原材料、配件升级等。我们新推出了第三代三合一
电脑摇头灯F400BSW、第二代防水光束灯等产品，将以更卓越的性能及性价比献给广大用户！
In 2011, Fly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s launched Bumblebee Series, creating
new beam with Small volume & high brightness firstly. It can be widely used in great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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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concert, television station, etc. The series are well-known for its high speed, exact
location and high brightness in the industry.
In 2014, Moving Beam Spot Wash has launched, which marked a great milestone in the
industry.
In 2014, IP Series (waterproof) has firstly launched, applying in G20 "Magnificent memories
in Hangzhou"’s live performances, "European song", the Disney in US,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estival in Sydney and other important occasions.
In 2017, Bumblebee Series II has come out.
In 2018,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together with updated
raw materials and accessories, we have launched F400BSW III and Waterproof Beam II and
so on.
We are dedicated to producing more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cost-effective products to
the majority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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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鸿粤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
yue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沙井东路17号
电话：+86-1392 6274 537
传真：
邮箱：
网址：WWW.HONGYEAH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S-260（光束）、S-380（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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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80BSW（三合一）、S-2415（摇头染色）、
S-2410（防水染色）
广州市鸿粤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该
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HONGYEAHLIGHT”品牌系列产品有：新型“S”系列摇头电脑灯系列、舞台
LED灯具产品以其创新、稳定、耐用的鲜明特点而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
鸿粤灯光（HONGYEAHLIGHT）品牌，一直以“打造世界一流灯光企业”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始
终坚信通过公司团队的不断努力和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鸿粤灯光一定会璀璨闪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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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灯光大舞台大放异彩！

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nkang
PhotoelectricCO.,LTD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冈街119号三楼-五楼
电话：+86-20-2890 8899
传真：+86-20-62648839
邮箱：875088358@qq.com
网址：www.rk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配电柜

直通箱 数字硅箱
DMX调光器 DMX直通柜 防水直通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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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白云空港，白云湖之畔，是一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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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牌的RKL系列舞台
灯光产品：电脑光束摇头灯、LED影视灯、LED平板灯、专业数字调光器以及舞台周边效果设备
等。
稳定性和可靠性高的产品是我们的生存之本，给客户提供真诚周到的服务是我们的发展之道，“安
全、节能、环保”的润康光电产品以其卓越的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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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铸造高品质舞台灯光：始终以诚挚的信念与客户共进退—想客户之所想，急客
户之所急，给客户无微不至的关怀；用心追求卓越，永远追求更加完美！竭诚与国内外同行紧密合
作，携手共创舞台灯光事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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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我爱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520Laser
Co., 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镜湖大道石塘工业园邦盛一路(雅氏创意园内)
电话：+86-20-8628 9329
传真： +86-20-8628 9329
邮箱：info@520laser.com
网址：www.520las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我爱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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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我爱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秉承着“技术领先、诚信服务、精益求精”的经营理
念，置身激光行业前端，专注灯光演出表演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司将继续本着以优质精确、创新高效、严谨负责、诚信务实的精神态度，为广大用户提供最优质
的产品、技术和完善的、规范的、专业化的服务，坚持以技术创新、客户第一、追求卓越、立存久
远的原则，务求将最优质的激光灯送到世界各地的客户手中。
520Laser Limited is a company which is specialized in the pure diode laser.From houaing
desige,laser module,scanner producing to package,are all made by ourselves.All laser products would be sent to client after safety testing High quality,competitive price,and bettter
service make us well kuown in the world.Trust us! We can give you the real laser!

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yafeng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横沥北街自编33号之一
电话：+86-20-3152 3303
传真：
邮箱：
网址：www.yafenglight.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YF-8380S、YF-380、YF-6260S、YF-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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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雅锋光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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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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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际标准化管理。产品
设备广泛应用于专业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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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亮化工程等等。公司位于白云区人和镇横沥北街自编33号。17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艰苦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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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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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莱菲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AGE LIGHTING
SHENZHEN LIGHTFUL
JHC ELECTRONICS
CO.,LTD& SOUND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巴江东路6号B栋二楼
电话：+86-1380 2767 482
传真： +86-20-3654 0926
邮箱：info@laserlightful.com
网址：www.laserlightfu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莱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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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工业区
内，生产厂房面积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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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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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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zhou Lightful Stage Lighting & Sound Equipment Co., Ltd, founded in 2012, is located
in Jianggao private industri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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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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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擎田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SHINE
LIGHTING TECHNOL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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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唐阁村涌头工业区D栋5楼
电话：+86-1562 5052 543
传真：
邮箱：455124885@qq.com
网址：www.qt-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擎田灯光
我司是一家专注生产高标准的舞台灯光设备厂家，这次参展的产品以防水灯具为主，有防水图案
灯、水纹灯、防水光束灯，到时会在展会上一一为大家呈现产品效果，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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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GHTING CO.,LTD
SHENZHEN OMARTE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岑镜西路26号
电话：+86-20-6180 7798
传真：+86-20-6180 7768
邮箱：sales@omarte.com
网址：www.omar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脑灯、LED灯、追光灯

15B-02B

Omarte欧玛灯光是一家从事智能化演艺灯光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
司参与制定了多项行业标准，并连续多年获得“演艺设备优质产品奖”、“PALM展产品技术进步奖”
等多个奖项，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剧院、体育场馆、电视台及各种演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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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CKC
LIGHTINGJHC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官坑工业园A栋二楼
电话：+86-20-3920 4506
传真：+86-20-3920 4631
邮箱：smd@ckclighting.com
网址：www.ckclighting.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户外亮化灯具/ckc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广州番禺区大石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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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的高科技LED照明企业，专业生产LED舞台灯具及户外亮化灯具等。产品主要销往欧洲、美
洲等高端市场，适用于各大型综艺晚会、电视演播厅、体育场馆、剧院等专业场所。
防水观众灯
1、高亮度的175W定制光源；2、全天侯IP65防水功能；3、进口防水接插件；4、快捷无缝安装卡
扣；5、65°/15°光学透镜快捷转换；6、传统的钨丝灯效果；7、可调的1900K-3200K色温。
VINTAGE回光灯
1、OSRAM 575W钨丝灯；2、全PWM调光；3、1.8寸液晶显示屏；4、可选择无线DMX控制系
统；5、色温可调1900K-3200K；6、装备大功率LED背光灯形成靓丽的装饰效果；7、可快速悬
挂，亦可配脚架使用；8、灯光柔和适用于演播厅、流动演出等大型娱乐场所使用。
摇头切割500 Profile 500
1、采用单颗 500W LED 为光源；2、8-45°超大角度范围变焦；3、水平、垂直采用三相电机响应
快速平滑，绚丽的动态效果盘，独特棱镜效果，切割均匀变换，网络控制技术；4、带自动切割、
带菱镜、火盘、CMY/CTO/C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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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夜鹰照明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jar
Stage Lighting CO.,LTD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大道沙场路8号逸智大厦
电话：+86-1328 8840 260
传真：+86-20-8602 6899
邮箱：2296107933@qq.com
网址：www.nightjar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夜鹰/Nightjar
广州夜鹰照明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灯光设备的研究、设计、生产、安装、租赁、咨询及售后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专业生产户外防水摇头光束灯，LED防水染色灯，洗墙灯，光束摇头
灯，LED摇头灯，LED灯，效果灯等，产品广泛用于旅游景区，酒店建筑，江边，鼓楼，大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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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各型舞台演出、舞台场馆、专业剧场、娱乐中心、酒吧、俱乐部、夜总会及各企事业单位多功
能会议厅等场所。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日趋完善，产品严格按照CE、ROHS
认证管理体系运作。以质量稳定、工艺精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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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jar Stage Lighting
CO., Limited is specializing in outdoor moving head light，beam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大道沙场路8号逸智大厦

moving head light，LED stage lighting，LED waterproof wash light，effect lights etc，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ourist attractions,hotel buildings,riverside,drum tower,large
square,various types of stage performances，stage venues，professional theater，entertainment

centers，bars，clubs，nightclubs

and

various

enterprises，multi-functional

conference rooms and other places.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the effect is prominent，
fashionable and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thus winning the trus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We pay attention to not only honor，pay more attention to customer
acceptance，customer first，a professional, loyal, responsible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our
customers!

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GHT LIMITED
SHENZHEN XIANGMING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龙心路1号
电话：+86-20-3770 1875
传真：+86-20-2860 7102
邮箱：info@xmlite.net
网址：www.movinghead.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P1400切割灯、EXP660切割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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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成立于2010年。生产厂房面积8000
平米，在职员工120名，其中研发工程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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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
备自营进出口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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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
司是OSRAM欧司朗和法国Gaggione在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和台湾YODN优灯是战略合作
伙伴，公司是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单位，2014年获得慧聪灯光音响十大最佳成长品牌，
2018年新推出3款市场主流切割灯,为客户更好的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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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怀鸽起重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HEBEI
HUAIGEJHC
HOISTING
GROUP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东吕乡
电话：+86-312-8198 9892
邮箱：2849617595@qq.com

传真：+86-312-8498 9896
网址：www.huaigeqz.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电动葫芦、手拉葫芦/怀鸽牌
怀鸽起重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89年，是一个根植于燕赵大地，历经20 多年不懈奋斗脱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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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轻小型起重机械制造企业；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专业起重机械设备及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
公司主要产品：舞台专用葫芦系列产品、手拉葫芦、手扳葫芦、电动葫芦、单轨小车、吊装带及索
具配件产品。
Huaige Hoisti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being established in 1989, which located
in Hebei Province, after 20 years of unremitting struggle to stand out of the light small lifti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t is a professional modern enterprise engaged in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大道沙场路8号逸智大厦
manufacturing high quality hoisting machines and equipment supporting product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佛山市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Kezun JHC
StageELECTRONICS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SHENZHEN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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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310 6665 111
传真：+86-757-8562 3159
邮箱：811263380@qq.com
网址：www.kz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设备/科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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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灯光
企业,产品函盖光束灯、摇头灯、激光灯、追光灯、LED产品、舞台特效设备等灯光设备。

科尊舞

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具备一般纳税人资质,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标准体系要求认
证以及业内通过了GB/T29490企业知产权规范要求认证和海关认证企业认证。产品获得多项技术
专利和国际品质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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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森灯光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GHTING CORP
SHENZHEN DAS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侨科技工业园育才路12号
电话：+86-20-6680 5880
传真：
邮箱：md07@topledlighting.com
网址：www.dasenlite.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达森Intuiit
广州达森灯光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10年，是集“方案设计、研发制造、控制编程、
施工安装、维护升级”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舞台灯光、景观照明、全息
投影等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占地面积达35000多平方米，拥有价值一千余万元的先进自动化
生产设备及各种研发实验和品检设备，于2015年 登陆新三板，成为国内第一家舞台灯光制造企业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835277。
我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拥有三百余项LED灯光专利，以“夜游经济”为载体，凭借集大成的光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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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优势和艺术文化理念，创领舞台灯光、景观照明、全息投影等大跨界、大融合，为伦敦奥运会、
巴西世界杯、日本富士电视台、 梅赛德斯一AMG、湖北卫视等众多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贴心的
服务以及卓越的品牌体验。
Guangzhou Dasen Lighting Corp, founded in 2010. is a national high- tech enterprise which
integrates with“Lighting Design,Product R&D and manufacturing, Control 8 programming,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 upgrading". We provide Customers with the overall solution
includ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landscape lighting, holographic projection ,etc. Covering an area of 3500square meters,we now have advanced automat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various kinds of experiment research and quality inspection equipment which
worth more than ten million RMB. Listed on NEW OTC Market on 2015, Dasen become the
first domestic listed company in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ing. Stock code:835277.
Al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lletual property ,we own more than 300 patents of LED
lights Taking" vigil economy" as the carrier, wih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ed light and color
technology artistic culture idea .Creating the big crossover and integratio of LED stage lighting. landscape lighting, holographic projection, etc. We provide quality products, attentive
service. as well as excellent brand experience to our many customers, such as the London
Olympic Games, the World Cup in Brazil. Japan Fuji TV, Mercedes- AMG, Hube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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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TD
Lighting Technology
Limited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永利路86号
电话：+86-20-6180 8288
邮箱：marketing@gtd-china.com

传真：+86-20-6181 2282
网址：www.gtd-chin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户外景观及建筑照明、桁架
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
体的专业舞台灯光及娱乐灯光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短短六年，明道凭借优质的产品和强大的营销服
务迅速成长为中国专业舞台灯光行业领军企业。
明道（GTD）产品被广泛应用于近几年国内几乎所有重大项目和知名单位中，例如G20杭州峰会文
艺晚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开幕式文艺晚会、CCTV春晚、国家大剧院、2014年南京青奥会开闭幕
式晚会、连续四季的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宋城集团近四年所有新建剧场、广州长隆国际大马
戏、连续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晚会等。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未来五年，明道灯光将打造成为世界最大的专业舞台灯光公司，让全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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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明道的卓越产品和优质服务。
Founded in 2012, GTD Lighting Co.Ltd.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sales, design and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nd DJ
lighting. Though a young player, the five-year-old GTD Lighting has been making substantive headway and become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with its quality products and powerful
sales network and services.
GTD Lighting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almost all recent key entertainment
programs in China such as the G20 cultural performance, the 2017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for Nanjing Youth Olympics, four consecutive
seasons of “I Am a Singer” by Hunan TV and five successiv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Golden Rooster and Hundred Flowers Film Festival, while GTD Lighting clients also include
numerous renown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Songcheng Group which employed GTD Lighting products in all of its newly-built theatres in
the past four years, Guangzhou Chime-long International Circus and the Russia Nikulin
Circus.
What's past is prologue. GTD Lighting targets at establishing itself as the biggest company
in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perfecting i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he clien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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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AGE LIGHT
LIMITED
SHENZHEN JINHO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茅向西大道八横路1号
电话：+86-20-2628 9166
传真：
邮箱：
网址：www.gtbett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GTB-600p

切割灯 、 GL550B 超级光束 、
GL600S 461三合一、GL371纯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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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GTBetter)------是一家专业从事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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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弘灯光，只为更好！

广州红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SHENZHEN REDSU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贤路自编1号
电话：+86-20-3639 6053
传真：+86-20-36396053
邮箱： info@gzredsun.com
网址：www.gzredsu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REDSUN
广州市红阳舞台灯光音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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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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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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s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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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经营摇头灯、追光灯、帕灯、图案灯、LED灯、激光灯、频闪灯等一系列产品。经过多年
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业逐步完善。红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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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zhou Redsun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is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installation of enterprise-stop services. To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excellent quality, perfect detection system, launched "Redsun" brand.
Our main products are Moving Head Light, PAR Light, LED DJ Effect Light, Strobe, Laser and
others products. After many years development, Our company has been expanding, the
management also gradually improved. We sincerely provide OEM and ODM service with the
customers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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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联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anchua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旧水坑工业区旧村西路10号
电话：+86-20-8566 2063
传真：+86-20-8566 8446
邮箱：gzlianchuang@yeah.net
网址：www.lcstag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颂拓、联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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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联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广州市一家集产品生产，研发，销售，安装调试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
我们的产品用途广泛，适用于剧场剧院，文化艺术中心，政府礼堂，广播电视台，学校礼堂，体育
场馆，多功能厅，产品展厅及各类文化旅游产业等场所。
我们公司专注研发生产电动吊杆机，对开拉幕机，升降旋转舞台，伸缩舞台，对开拉幕机等产品。
所有产品生产流程均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我们将继续弘扬精益求精的精神，认真做舞台机械产品事业，努力做好产品的科研开发，强化质量
第一，诚信为本的企业精神。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持创新和进步，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同时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Guangzhou LianChua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roduction, R&D, sales,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in Guangzhou City.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aters, cultural and arts centers, government auditoriums,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school auditoriums, stadiums, multi-purpose halls, product
showrooms and variou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electric hangers, off-drawing machines, lifting
and rotating stage, retractable stage, and other products. All product production processes
have passed ISO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excellence, conscientiously do the cause of stage
machinery products, strive to do a good job in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the first, honesty-based enterprise spirit.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insist on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provide more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create maximum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Vivitek(丽讯)
Vivitek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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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东路1675号1幢1层、7-8层
电话：
传真：
邮箱：amy.hu@mediabook.com.cn
网址：www.vivitek.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Vivitek(丽讯)
Vivitek(丽讯)为台达集团旗下品牌，主要产品为投影机。其销售据点依赖台达集团实力遍布美洲、
欧洲、亚太、中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Vivitek(丽讯)是全球拥有DLP技术从低端到10,000流明以
上高端完整产品线的仅有几个品牌之一。Vivitek(丽讯)并致力于将欧美先进的应用科技转化为推动
投影行业发展的人性化产品，应用于政府机关、演唱会、教育单位、商务简报及家庭影院等广泛领
域。同时，Vivitek拥有个性化产品线，提供全球用户丰富选择 -「台达出品，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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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15D-02B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兴镇街1618号
电话：+86-574-6327 6260
传真：+86-574-6327 6259
邮箱：jeg@jeglighting.com
网址：www.jeg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J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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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LED成像灯、LED追光灯、LED全系列的成像灯……；2018年“GET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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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 light, Led profile spot, Led follow
spot...... jeg warmly welcome you to visit us during 2018 Get show.

广东省声像灯光科技促进会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广州大学声像灯光工程楼
电话：+86-20-3936 6842
传真：
邮箱：gavlps@163.com
网址：www.gzvlp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东省声像灯光科技促进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广东省民政厅，依托于广州大学声像灯光工程学科。承
担科技研发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咨询，制订标准，教育培训，学术交流，举办展览，编辑刊物，
承接政府委托工作。

广东中南声像灯光设计研究院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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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广州大学声像灯光工程楼
电话：+86-20-3936 6841
传真：
邮箱：gzhuavl@21cn.com
网址：www.gzvlp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东中南声像灯光设计研究院业务主管单位为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是由广州大学、广州市番禺区政
府、行业企业等单位共同组建而成。业务范围：申报并承担各类纵向课题及研发工作；音响、灯
光、视频、舞台机械、建筑声学等系统集成设计、技术指导、指标测量、工程验收及技术咨询。

广州广大声像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迎宾路大石段179号自编C栋6011
电话：+86-20-8478 6419
传真：
邮箱：gzgdavl@163.com
网址：www.gzvlp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广大声像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广州大学音视频与艺术照明工程专业毕业生成立的“创新、创
业”公司，其响应国家“双创”政策和教育部的号召，在广州大学的倡导和指引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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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沙紫荆道81号之五二楼
电话：+86-20-8149 1728
传真：+86-20-8149 1178
邮箱：fdl@fdlchina.com
网址：www.fdlchin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FDL全系列LED灯具及调光产品

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是专业从事舞台灯光控制、LED应用和建筑智能照明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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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研发、生产

、销售与服务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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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秉承【诚信、创新、发展、服务】的管理理念，坚持【自主创新】的研
发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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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完善的专业服务体系，逐渐发展为灯光领域专业化、智能化和国际化的高科技企业。
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founded in 1993, is specialized in stage lighting control, LED 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contro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Is a leading light leader in China,
LED by Chinese LED linear lighting, and China 【theater building design specification】.
Headquartered in guangzhou, it has offices in Beijing, Shanghai, shandong, liaoning,
sichuan, shaanxi and zhejiang.

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
youngl
light StageCO.,LTD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村兴盛工业区B栋
电话：+86-1899 8411 900
传真：+86-20-3667 1462
邮箱：youyoungl@163.com
网址：www.youyoung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面光灯，LED洗墙灯，360光束灯，舞台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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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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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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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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励特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reat
equipmentCO.,LTD
CO.,LTD.
SHENZHEN
JHC stage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盛路112号
电话：+86-20-3916 0788/1392 5081 178
邮箱：chinacoreat@vip.163.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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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20-3916 0788
网址：www.chinacoreat.com

电动葫芦、舞台机械、铝合金桁架、铝合金舞台、
伸缩看台，组合看台/科励特Coreat

广州科励特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科勵特舞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旗下的生产、销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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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产品生产、销售和技术支持，销
售总部设在广州，西南区南宁市设有现代化生产基地。公司集生产、销售、研发、技术服务于一体
的专业舞台设备生产企业，注册商标“科励特/Coreat”，公司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产品通过欧盟CE认证、SGS检测。产品有舞台电动葫芦、舞台机械设备、旋转灯架、伸缩看
台、铝合金桁架、组合拼装看台、拼装舞台等演出设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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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舞台行业一直守旧的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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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坚持品质优良、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信誉第一、售后服务第一，服务全社会的经营宗
旨。依靠创新和优良的品质，出一流的产品，创一流的效益，与您携手共创演艺设备新时代，为每
一位客户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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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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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57-8180 6680
传真：+86-757-8180 6681
邮箱：antonyiton@163.com
网址：www.yiton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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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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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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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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UN
SHENZHEN
JHCPhotoelectricity
ELECTRONICSTechnology
CO.,LTD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神山大道西239号C座四楼
电话：+86-20-3609 8860
传真：+86-20-3916 0788
邮箱：map2112ka@qq.com
网址：www.sunpro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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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灯

广州华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专业舞台灯光将近10年的生产型高科技企业。
拥有一批技术精湛的技师、经验丰富的管理专才和精干务实的营销团队。广州华氏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以“客户至上、质量第一、追求卓越、全员参与”为品质目标，不断追求全新品质服务观念；以“务
实、创新、进取”为企业精神，倡导文明健康的企业文化；奉行“以人为本”的宗旨，贯彻“尊重个
人，发挥所长”的方针，制定了周密的人才培训计划，特别注重知识更新和能为再深造，以适应快
速的技术革新和变幻莫测的市场竟争。
您的支持、您的参与，成就了华氏的兴旺、发展，华氏全体同仁真诚与您携手共同打造千秋大业！
主要产品有超静音电脑摇头灯、光束灯、LED摇头灯、户外照明灯等系列。华氏巳经拥有多项自研
发产品知识产权专利，我们以“企业做大做强”为理念，进行资源整合和重组模式，以优质的产品，
热诚的服务和创新的设计为一体；企业的创新多元化满足广大海内外客户的要求，致力于服务全球
客户，已为多个国际品牌OEM。企业本着“视品质为生命，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精神，“发展共赢”
为最终目标，努力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强势品牌！

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td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一路太阳神工业区B栋
电话：+86-20-3626 3747
传真：+86-20-3626 3466
邮箱：www.beyond018@beyond58.com
网址：www.beyond58.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15D-05B

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坐落于广州，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 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
舞台灯光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成立之初专注于LED舞台灯具的研发，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拥有
了齐全的染色效果系列产品，跃洋致力于严格的质量控制与周到的客户服务，我们训练有序的员工
随时可以讨论您的需求，并确保客户满意，秉承匠心，缔造工匠品质，坚定信念，做光的领航者是
跃洋光电的宗旨，跃洋人深深的知道只有提供给客户超越他们期望的价值，才是客户选择跃洋的理
由，我们所有的产品在出厂前都将经过严格的老化测试，悬挂测试，高温测试，模拟运算的振动测
试，摔机测试等以确保产品达到最稳定的品质，经过全体跃洋人的不懈努力，跃洋在2018年崭露
头角，产品成功登上了2017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以及元宵喜乐会的舞台，也在湖南卫视阅文
晚会，及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我们相信，我们将会与客户一起取得更大的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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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
TRINITY
TECHNOLOGY
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夏茅一社工业区21号
21,1st Community, Xiamao Industrial Area,Shijing Town,Baiyun District,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China.
电话：+86-20-8608 6558
传真：+86-20-8608 6827
邮箱：sales@hktrinity.cn
网址：www.hktrinity.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TRI-Power Truss铝合金桁架、
INTECHCOM 内部通讯系统、LSV智能视觉
Prolyft Aetos宝力艾图士电动葫芦、
ME Geithain专业电声器材、KSG专业有线麦克风
演出安全配件、

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其香港总部是成立于1978年的三一科技有限公司，从事
演艺行业已接近40年，一直致力于本行业提供各种灯光、音响、桁架、舞台、机械、葫芦、舞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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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等专业舞台器材的租赁及安装服务，同时还致力于上述器材的销售，承接各类演艺系统工程施
工。公司内部服务涵盖设计生产TRI-Power 桁架、INTECHCOM内部通讯系统、KSG专业有线麦克
风和航空箱产品。本工厂于2015年获欧盟中最为严苛的南德TUV认证工厂，同年，部分桁架产品
成功获得TUV Mark 认证。迄今为止，公司已为上千场活动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与高质量服务，包
含演唱会、庆典、晚会、产品发布会、车展、展览会、运动会开/闭幕式等其他活动。经过这几十
年的努力经营，三域科技在业界已赢得很好的口碑。
Trinity Technology Ltd.(Guangzhou) was established in 2001, as a subsidiary of Trinity Technology Ltd.(Hongkong) founded in 1978. For nearly fourty years of history, Trinity has always
been devoted to the rental and installation and sales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stage equipments of lighting, sound, truss, machinery, hoist and stage effects. Moreover, TRINITY is
available to undertake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engineering. We specialized in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TRI-Power Truss, INTECHCOM intercom system, KSG professional microphone, and flight case as well. In 2015, TRINITY won the certificates of Factory Production
Control and Welding Process issued by TUV SUD Industrie Service GmbH. Parts of the truss
passed TUV Mark testing of the same year. So far, TRINITY has delivered first-rate services for
the thousands of projects, including concert, soiree, product launch, auto show, exhibition,
ceremony and other events. After past decades of developments, TRINIYT has won the good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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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德浩
DET德浩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开泰大道瑞泰路2号德浩创新园
电话：+86-20-3728 8988-629
传真：+86-20-8720 3238
邮箱：LXB@DET.COM.CN
网址：WWW.DET.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DET激光投影机

DET德浩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领先的视频显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是专业激光投影机民族品
牌。近二十年的运营经验，奠定了DET德浩在AV行业的领导者地位。DET从2016年初进行激光投
影机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开始推出自主品牌的激光投影机，亮度包含了从2800到20000流明，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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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领域包括家庭领域、工程领域、商务领域、科教领，并在多个实际项目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20
年来DET已实施30000+成功案例，为客户创造显示的价值。
近年来，DET激光投影机在舞美行业取得骄人的成绩，大型活动演出：广州财富论坛招待晚宴，武
当山国际道教论坛开幕式，金砖国际电影节； 园林激光秀：八一广场、洛阳文峰塔、华阳湖； 舞
台演绎：《梦归平越》、《玉龙飞驰》、《跃动的大地》、西安事变《12·12》、《韩城人》、
《玄奘西行》、《韩城人》等成功案例，奠定了DET激光投影机在舞美行业的地位。

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eam
Equipment
Co.,Ltd.
SHENZHEN
JHC Lighting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区瑞香路21号
电话：+86-20-8161 2345
传真：+86-20-3686 6631
邮箱：hr@dlw-lighting.com
网址：www.dlw-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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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W

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年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及建筑景观照明设
备的技术型企业，公司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区，目前公司员工将近200人，研发人员人数占
到公司总人数的20%以上。
筑梦灯光自成立以来，高起点、严要求，先后开发生产出DREAM
1400、DREAM 1000、DREAM 1500，以及DREAM 470、440、350等一系列高端电脑灯产品！
2018年，筑梦灯光新开发的60瓦12颗LED摇头染色灯、440瓦防雨灯、七色全光谱LED天幕灯、
1700瓦1400瓦高效追光灯。筑梦灯光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ISO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向着企业规范化、标准化的目标快速推进！
筑梦灯光紧密联系各类型行业组织，先后获得“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理事单位、“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
会”理事单位、“广东省演艺设备行业商会”会员单位等资质。筑梦灯光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全
国二十多个省、市设立营销及技术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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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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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co., 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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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8743 8606
传真：
邮箱：
网址：www.aiweidy.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350W大角度摇头电脑灯、440W防水摇头电脑灯、
37珠LED大蜂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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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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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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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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仕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GISCH
Lifting Equipment（Shanghai）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崧盈路1158号
电话：+86-21-3633 1806
传真：+86-21-5168 6610
邮箱：fanwen@gis-ag.cn
网址：www.gis-ag.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瑞士进口舞台机械电动葫芦

GIS是欧洲著名起重机制造企业，成立于1957年，总部设在瑞士叙茨，设立了中国销售处-捷仕起
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GIS总部有强大研发力量，保证产品质量，舞台电动葫芦---优质的镀锌
链，全铝制外壳，轻小型，标准齿轮限位，双刹车，变频吊重控制系统具有从SIL1至SIL3功能安全
性等级，0-40M/MIN,移动静音，平滑驱动，符合BGV-D8、D8plus，C1要求，可调式限位开关
使葫芦在升降种停止在任何预定位置，防止超程，螺旋状设计、结构紧凑、性能安全、操作灵活、
成功用于演出体育场，各大剧院，G20峰会，厦门金砖会议，上合组织峰会等。

GIS AG was

founded in 1957 by the brothers Alex and Beda Iseli in Schötz, a municipality in the Sw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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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n of Lucerne – which explains the company name (GIS = Gebrüder Iseli Schötz). Precision mechanical products were the first speciality of the business. GIS already enjoyed a
reputation for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when our first electric chain hoist came on the market in
1963,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in-house. The hoists became our leading product line
and remain so to this day, with a wide range of model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1966 we began
moving into export markets, at first with a subsidiary in Germany, GIS GmbH. Between then
and now, we have developed a growing presence in more than sixty countries. Our sales
partners are in Europe, Asia, Australia, and South, 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Our own
factory also expanded after Grapha Holding AG acquired GIS AG in 1988.
We attained ISO 9001 certification in 1995. There have been re-certifications every three
years since, most recently in February 2013. ISO certification is evidence of the rigorous,
standards-compliant quality system we have in place throughou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ssembly, and customer service. Successful performances for stadiums, major theatres, G20
summit, BRICS meeting in Xiamen, SCO summit, etc.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朝阳亭石北路251号
电话：+86-20-3613 8602/0623
传真：+86-20-3655 6647
邮箱：info@stslite.com
网址：www.stsli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STSLITE炫艺林，LED摇头图案、光束灯、
LED染色灯、效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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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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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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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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迪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J JHC
STAR
Photoelectric CO.,LTD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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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窖心村
电话：+86-1882 6289 423/1862 0709 423
邮箱：djstarlight@163.com

传真：
网址：www.djstar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迪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舞台特效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
科技企业。目前迪杰星的产品安全，本着“追求卓越，诚信为本，互惠互利”的宗旨，去完善产品的
质量体系，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我们能不断的创新，不断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为客户提
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加上我们良好的售后服务，从而不断得到经销商与用户的好，产品也远销全世
界。

《中国灯光音响》杂志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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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
电话：+86-10-5205 6511
传真：+86-10-64612726
邮箱：zgdgyx@126.com
网址：www.dgyx365.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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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马狮传媒

IMAS MEDIA & EXHIBITIONS(INT'L)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中央花园长乐阁3B
电话：+86-755-8386 2930/40/50/60
传真：+86-755-8386 2920
邮箱：taowu@imaschina.com
网址：www.imas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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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InfoAV

China》

依马狮传媒隶属全球最大视听传媒美国纽贝传媒集团，旗下出版InfoComm Show Daily, ISE Show
Daily, NAB Show Daily, CES Show Dail等。
耕耘中国逾20年，旗下《InfoAV China》立足专业AV产业15年，推动产业创新；服务并影响行业领
导者；为行业决策者提供全方位的市场资讯；为用户提供专业、细分化的产业技术趋势和产品信
息。
内容覆盖：视听行业产业趋势和企业追踪报道，深度挖掘技术与行业融合的典型案例，全面覆盖最
新技术、产品及其工程集成应用信息，推动投影显示、会议系统、监控安防、数字标牌、智能家居
及其它AV应用的普及。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国际演艺传媒有限公司
Mega
Stage Intl'Pro
Magazine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2座5樓503室
电话：+86-20-3623 9073
传真：
邮箱：info@megastage.com.cn
网址：www.megastag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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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国际演艺》杂志以国际市场的敏锐触角、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及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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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器材的诠释及行业展览会的跟踪报道、将

最新上市的产品以最快速度传递给读者。本杂志可读性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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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业界名人名家的专访，揭露成功背后的风
雨历程，展示睿智的媒体眼光。

广州铭亮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OLORFUL
LIGHT
LIMITED CO.,LTD
SHENZHEN
JHC (HK)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鸦岗村十一社工业园C区2栋1楼
电话：+86-20-8602 4036
传真：+86-20-8642 3933
邮箱：info@colorfullight.net
网址：www.colorfullighting.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Outdoor Wash Light
LED Moving Head
LED Wall Washer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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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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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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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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番禺怡陇光学厂
YILONG
OPTICS，Panyu
Guangzhou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官涌村
电话：+86-20-84853408,34556366 ,13600067939 传真：+86-20-84551752
邮箱：info@yl-optics.com
网址：www.yl-optics.com
参展商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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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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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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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括：2R光束、5R光束、15R图案、15R光束、280W三合一、330W三合一、470W三合一
等各类摇头灯及LED灯的标准光路(产品包括有多种规格的光学镜头，光学透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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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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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e optical systems including 2R Beam optics, 5R Beam optics,
15R Beam optics, 15R Spot, 15R/17R BSW optics, 280W BSW optics, LED300w optics,
LED470w optics etc. Yilong Optics also produce optical parts as color filters, heat filters, cmy
filters, gobos, prisms,reflectors and so on.

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
SUN
LIGHTINGJHC
Enterprise
Co., Ltd.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民生路二街5号
电话：+86-20-3466 7305
传真：+86-20-3466 7304
邮箱：864737681@qq.com/2509946137@qq.com 网址：www.sunlight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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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成像灯、LED 聚光灯、LED 天幕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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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生产出全系列新颖，控制性能优越的LED舞台灯具。为广大客户提供
合理、高效的舞台设备方案。本公司承接各类舞台、演播厅、歌剧院、多功能影剧院、会议厅、体
育馆、机关礼堂、电教室等舞台灯光、音响、舞台机械的设计、安装和改造工程。我们秉承“质量
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并竭诚为社会各界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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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影烽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ngf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里官路8号
电话：+86-757-8119 7898
传真：+86-757-8119 7899
邮箱： 2880785683@qq.com
网址：www.yf-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QE-影烽/7颗变焦摇头染色灯
影烽（LQE）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舞台灯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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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ISO14001、CE、ROHS、GMC

等认证。现公司设有研发部、生产部、营销部、财务

部、人事行政部，并聚集了一批有梦想、有抱负的高科技人才和行业精英。
7颗变焦摇头染色灯产品介绍：
影烽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主打染色功能的电脑摇头灯，拥有独特的产品设计理念。独特的蓝底白字
LCD液晶显示屏, 触摸按键，有安卓电源信号口，方便接电给主板设置地址码；具有6-58度电子线
性变焦，单点单控、颜色纯正的功能。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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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3685 8689
传真：+86-20-3685 8689
邮箱： 6249780@QQ.COM
网址：www.gzangl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防水薄雾机、防水烟雾机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成立于2013年，本公司是一家集影视娱乐舞台特效设备研发、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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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工程设计及安装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目前公司组织架构完整，现有员工60人以上，2018年
岗位编制设计在百人以上，公司办公面积达2300平方，年产值已达万台规模，2017年国内总营业
额近2800万元， “敬专业，创未来” 安格尔秉承着这样的发展理念一路前行，坚持走自主研发，独
立创新的道路。
今天安格尔将更快速的发展，为赢得您多一份的信任，我们将始终以客户为中心，以开拓者为先，
以创新者为本，以服务为产品核心价值观，力求倡导科学合理的商业价值导向，我们坚信唯有客户
的成功才有安格尔的成功，为了这一点我们会更加奋力图强，秉持大匠之道为您创造出更专业、更
高效的产品与服务；我们愿意与您一起用更专业的态度改变着发展格局，敬携手，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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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
lighting equipment
SHENZHEN
JHCChu
ELECTRONICS
CO.,LTD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滘路1238号
电话：+86-1856 5071 012
传真：
邮箱： 237580760@qq.com
网址：www.zc-lt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系列，LED帕灯系列，烟机特效，

灯光控台/ZC-LTTE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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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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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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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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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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燕林舞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Yls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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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冈西街54号
电话：+86-1357 0394 307
传真：
邮箱： 2268084166@qq.com
网址：www.ylsstage-shop.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仿古马灯，3D恐龙蛋，太阳能火炬灯，LED火焰灯
广州市燕林舞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设备和游乐设施专用
灯的工厂。
广州燕林灯光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系和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我们的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匹配达到
国际标准，所有的产品都具有自己的私模。主要产品有：舞台LED灯，游艺灯，LED火焰灯，LED
柴火灯，LED壁炉灯，火盆灯，复古马灯，烟泡机，泡泡机，游乐设备专用灯等。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煜彩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URORA LIGHTING
SHENZHEN ZENITH
JHC ELECTRONICS
CO.,LTD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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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村苏元庄民创工业园煜彩公司四楼
电话：+86-1369 4282 565
传真：
邮箱： poring.ou@aurora-prolighting.com
网址：www.3yeah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灯具、摇头灯、频闪灯、光束灯
2000年，ZENITH AURORA照明设备有限公司在中国广州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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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蜂眼灯，频闪灯、光束头灯，LED PAR灯，LED摇头灯，LED洗墙灯，LED遮光灯

锋镝传媒（广州）有限公司
Guangzhou
FD JHC
Advertisement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219号中旅商业城1112—1115室
电话：+86-20-8304 0397
传真：+86-20-8352 5788
邮箱：Libz@fengdi.com.cn
网址：www.fengdi.com.cn/phon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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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发现资源discoversources系列贸易杂志DM
我们的产品与服务：
发现资源discoversources系列贸易杂志DM：采购目录、发现资源大黄页、快易查、行业名片
簿、行业台历
锋镝数据：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挖掘、分析）、数据应用（传播、定制）
锋镝传媒整合传播服务：内容营销、贸易杂志、移动营销、网络平台、市场推广、展会活动、买
家推荐、渠道交易会、社交媒体
行业资讯聚合平台：行业业界资讯网
锋镝黄页：大黄页、市场黄页、展会黄页
叫卖网

佛山市猛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大沥镇曹边滘北村自编9号厂房
电话：+86-1392 7708 039
传真：
邮箱：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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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成像灯，聚光灯，观众灯
佛山市猛进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于2000年，厂房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生产线工人120人，研发部
技术人员10人，是一家集自主研发创新、设计、制造、销售、工程施工、服务与一体的舞台灯光
企业。这18年内不断进取吸纳人才，积累经验，不断改良，产品从外观结构上到电子控制、LED
散热、光学利用技术和光学使用优势等方面取得巨大突破并自行研发出多款科学合理LED舞台灯
具。本公司主营产品有影视系列灯具，现供专业拍摄用途的电视台、演播厅、会议室、剧场、教
堂婚礼、酒楼宴会、舞台演出等场合使用。产品稳定性，外观结构，功能效果，使用性能都能与
国际技术水平媲美并获取多项外观及实用新型专利。
展望未来，愿与各方朋友、客户在专业舞台共同创造出一个新天地。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子镇罗村佛罗路6号宏兴置业厂房2座5层之4-1
电话：+86-757-8180 7570
传真：+86-757-8034 6465
邮箱：j.richer@foxmail.com
网址：www.fsjr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手摇灯架,立体星空背景幕，背景架/精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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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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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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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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平果灯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GHTING CO.,LTD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PINGGUO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第一工业区平果灯具
电话：+86-20-3671 8660
传真：
邮箱：479098304@qq.com
网址：www.gz-pg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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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平果灯具
广州市平果灯具科技有限公司地处经济、交通发达的珠三角－－广州市白云区，是一间集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舞台灯光系列、五金塑胶钣金，并专注于研发具有“平果
味”的产品（五金加工、制造方面、在吸取传统技术精髓的前提下，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骄 人的
成绩）
平果灯具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注册，厂房面积2000多平方米。2013年8月，公司加大了投
资力度，将企业规模扩大，新增厂房面积2000多平方米，并拥有职员100多名。
平果灯具科技有限公司凭着良好的信誉，优良的服务与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现代化的
管理机制、科学的理念，赋予了公司强大的生命力。公司建立了完整的职能部门，拥有强大的专
业技术队伍和优秀的企业文化。

怡达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Yeeda
Eectrical(suzhou)Co.,Ltd.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金浦路11号
电话：+86-512-6260 1110
传真：+86-512-62601111
邮箱：sales@yeeda.comc.cn
网址：www.yeeda.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工业插头、插座、耦合器及组合式配电箱
怡达电气（苏州）有限公司是由美国怡达国际有限公司控股的中美合资企业，公司坐落于著名的
苏州工业园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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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引进了美国怡达国际有限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专业生产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以及组合式插座配电箱等，产品具有良好的防尘、防水、耐温、耐寒等优点，广泛使用于钢铁工
业、石油化工、电力设施、机床设备、塑料机械、影视器材、建筑工地及机场码头等领域。
秉承“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企业宗旨，“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的经营理念，我们真诚期待为
您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A Sino_US joint venture enterprise with the US Yeeda
International Co.,Ltd. As its holding company, the Yeeda Eectrical(suzhou)Co.,Ltd.is situated in the well-known Suzhou Industrial Park,in an advantageo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with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conditionsExperiencing nearly ten years of incessan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itself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purpose connector assemblies,in October 2001,the company
passed the ISO9001:2000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of the
UK SGS Certifier,its related products have accepted unanimously by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old and nes customers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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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XHR)LASERCO.,LTD
COMPANY
SHENZHEN HONGRI
JHC ELECTRONICS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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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冈兰花街7号3栋4楼
电话：+86-1862 0956 969
传真：
邮箱：46216830@qq.com
网址：www.xhrlas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XHR
广州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为500万，是一家专注于激光设备生产及
喷泉水秀工程的综合性高科技公司，主要从事大型激光表演系统、激光水秀工程，激光亮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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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行业中率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广州三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JHC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西街41号
电话：+86-1866 5199 436
传真：
邮箱：695081155@qq.com
网址：www.sanping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XHR
广州三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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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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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软件、硬件自主研发,将高品质的产品投放市场.专业生产LED舞台灯，公司设立在全球最大最
密集制造业基地：中国广州，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自主研发
产品主要包括珍珠控台2010、触摸老虎控台、扩展器、光束灯、帕灯、摇头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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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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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KJHC
Lighting
Co.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夏花一路小石马工业区2栋
电话：+86-18520459423 /15920358422
传真：
邮箱：ak@ak-lighting.cn
网址：www.ak-lighting.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AK

Lighting

Guangzhou AK Light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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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be ,LED Matrix Light ,LED Dream String,LED Dream Color Bar,LED Festoon
Pixel Ball , LED 3D Pixel Ball , LED Waterproof Pixel Bar,LED Flexible Pixel String , LED 3D
Pixel Tube ,LED Pixel D Tube,LED Pixel Ceiling Light g ect...LED Pixel Products ,What is
more , DMX Splitter , DMX amplif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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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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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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公司，主要致力于特别的舞台设备的开发，生产，销
售和租赁：
LED点控频闪灯，LED矩阵灯，LED梦幻灯条，LED梦幻灯条 ，LED 幻彩灯, LED 3D像素球，LED
防水幻彩灯，LED软灯带，LED 3D点控管， LED D-型管, 天花灯等等LED单点控产品，还有DMX
分配器，DMX 放大器， Arnet到DMX转换器...
我们公司以“以人为本，为客户创造价值”作为我们的宗旨，努力满足客户，始终努力做得更好。
我们倾听客户对开发和改进产品的不同要求和建议以及我们的服务质量，以满足不同的市场和需
求。
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无穷的探索，诚恳和诚实，广泛销往世界各地，为世界各地提供高
品质的消费品，赢得广泛的客户和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相信创新是发展的途径，我们正在建设智能和信息化的现代管理系统，以便始终探索和创
造。与世界各地的舞台设备商家合作，我们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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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声益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GUANGZHOU
ELECTROACOUSTIC
SHENZHEN SHENGYI
JHC ELECTRONICS
CO.,LTD LIMITED

联系方式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龙岭路三亚山水国际风秀阁9栋
电话：+86-1371 9430 774
传真：skype :huangjinbo78
邮箱：524494615@qq.com
网址：www.baihuip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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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HDH

SKY/BAIHUI

GUANGZHOU SHENGYI ELECTROACOUSTIC LIMITED(三亚声益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研发生产舞台灯光 ， 电动葫芦的公司， 从事舞台设备生产销售20年经验。 主要是舞台灯光，户
外流动演出 ，户外亮化等项目，灯光主要主打4KW, 7KW探照灯，各种水纹，LOGO 特效灯 we
are one professional company with 20 years experience , mainly for stage lighting and
truss motor hoist(0.5T 1T 2T ) ,for lighting we mainly do 4kw , 7kw search light , and sepcial
effect outdoor projectors , water effect .logo lights and so on

上海伟俊金属制品厂
Shanghai
Wei Jun
products factory
SHENZHEN
JHCmetal
ELECTRONICS
CO.,LTD

15F
11-12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363青浦区北青公路3435号363号
电话：+86-21-5977 4758
传真：
邮箱：zgw1010@126.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WJ
我们工厂是专业生产舞台灯具的工厂，工厂位于上海

2018-成都展合作媒体

2018-成都开幕式赞助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