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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州广交会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何俊杰 +86-20-89139782 +86-13922272729 +86-20-89139701 P401404@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380号广交会展馆A
区A层1+002房

510335

2 广州交易会广告有限公司 谢智园 +86-20-89268267 +86-13922250727 +86-20-89268285 576449088@qq.com 广州市海珠区凤浦中路679号广交会大厦9
楼

510335

3 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
司

罗惠琼 +86-20-87556680 +86-13501523938 +86-20-85573690 2850521387@qq.com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363号1005房 510635

4 广州天际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陈锐滨 +86-20-39239388 +86-13570330395 +86-20-3478999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大维村工业三横路 511430

5 北京中关村世纪科贸发展有限公
司

付晓婷 +86-10-84064941 +86-13701357714
+86-10-84064941-

813
2428617089@qq.com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1715号 100007

6 广州米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刘美丽 +86-20-22171608 +86-15920380741 +86-20-89309516 854826937@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万胜围地铁站C出口

绿洲园艺场自编2号
528200

7 广州爱搭台科技有限公司 王霞 +86-20-87611142 +86-13533815500 +86-20-87602638 2210728557@qq.com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88号东兴大厦西座

25楼 AB 室
510080

8 广州众悦广告有限公司 杨柳 +86-20-38204910 +86-13826287746
+86-20-38628032-

813
25054858@qq.com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423号天朗明居S2栋
1804-1805室

501665

9 广州东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阳成 +86-20-89883580 +86-13249706583 +86-20-89883580 dr01@dr-gz.com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42号之二海

珠科技园石基分院1栋4楼
510340

10 广州兴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姚龙英 +86-20-34399308 +86-13928953088 +86-20-34399273 bullseye2007@126.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8号世港国际公寓

A栋611
510308

11 宁波柯莱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王海龙 +86-574-87990835 +86-18968228027 +86-574-87992183 58703917@qq.com 宁波市江东区会展路181号9号馆4D003室 315040

12 广州力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徐治国 +86-20-22053530 +86-13826125532 +86-20-61296631 317001741@qq.com 广州市新港中路489号佳信花园C2栋304室 510300

13 广州尚图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谭倩 +86-20-85675571 +86-13682247690 +86-20-85640990 st2008@sina.com
广州市海珠区晖悦三街12号（自编J-15
（26#楼）1706房

510335

14 广州东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苏建华 +86-20-82172399 +86-13632181697 +86-20-82172399 370325919@qq com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东路29号B419 51060014 广州东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苏建华 +86 20 82172399 +86 13632181697 +86 20 82172399 370325919@qq.com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东路29号B419 5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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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广州司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易祥先生/谢
冬梅女士

+86-20-83278332
+86-13660320940 （易祥）

+86-13825510982（谢冬

梅）

+86-20-83278686 gzsale@symaasia.com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219号中旅商业城
1501

510030

16 上海博驰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李心畅 +86-21-62611652 +86-13585927877 +86-21-62611653 sales@bosch-sh.com 上海金钟路658号东华大学10号楼417-421
室

200052

17
广州市上域展览设计策划有限公
司

李平 +86-20-85643534 +86-13711081989 +86-20-85643424 sayu_2003@126.com
广州市中山大道西190号东方都会广场
A1501

510000

18 广州雨点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姚丽冰 +86-20-87596997 +86-13543434164 +86-20-87593553 1321901252@qq.com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201号金泽大厦
2615室

510335

19 广州市大关展览有限公司 林丹 +86-20-83596702 +86-13808871609 +86-20-83581783 广州市越秀区华侨新村友爱路19号 510095

20 广州华威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秦蕾 +86-20-89232818 +86-13928729008 +86-20-89449909 stf@huawei-expo.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433号启盛会展产
业园3A01-02室

510300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908号高科大厦1303
21 广州艾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宾志成 +86-20-22233579 +86-13002012689 +86-20-22233515 mark_bin@126.com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908号高科大厦1303

房
510630

22 广州奥诺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刘建军 +86-20-89308233 +86-18998811667
+86-20-89308230-

818
370625417@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22号保利世界贸
易中心E栋2304室

510335

23 广州市奥翔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张敏 +86-20-83556161 +86-13502412812 +86-20-83557716 zzrz@fairwindow.com.cn 广州市小北路113号7楼 510045

24 广州百特展示策划有限公司 袁宝平 +86-20-22129582 +86-13711597252 +86-20-22129581 pepte@126.com 广州市新港中路376号浩蕴大厦1209室 510310

25 广州邦宁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甄海燕 +86-20-34200772 +86-13556008860 +86-20-84201942 zzrz@fairwindow.com.cn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中国图

书大厦6楼
510000

26 广州贝奥展览有限公司 何带娣 +86-20-87568998 +86-13711408311 +86-20-85201126 635501138@qq.com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91号2505房 510620

27 广州本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刘允汉 +86-20-22120521 +86-13825126156 +86-20-22120522 2685441061@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不路黄埔村42号之二海

珠科技园1栋5楼
510000

28 广州笔克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林维斯 +86-20-87322990-168 +86-15521328599 +86-20-87322996 crystal.lin@cn.pico.com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2号高德置地冬广

场h座1901单元
5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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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广州波镨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邓创浩 +86-20-85677340 +86-13427523484 +86-20-38055948 2355728500@qq.com
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19号东誉财富园B座
303房

510665

30 广州市出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李明 +86-20-34095199 +86-13318810500
+86-20-34095199-

8011
chuzhongltd@126.com 广州市新港东路庭园路183号博艺商厦401

室
510335

31 广州春秋华艺展览有限公司 焦坤 +86-20-34030379 +86-15802008888 +86-20-34030405 广州大道南翠微街12号203室 510310

32 广州大祝展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余继光 +86-20-85579693 +86-13602736618 +86-20-85576536 li@gzdazhu.com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50号广联大厦

2304-2306室
510335

33  广州迪弗伦特广告有限公司 王风华 +86-20-22003375 +86-13724851075 +86-20-22003326 d33601479@126.com 广州市水荫路52号之九702室 510075

34 广州点点亮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黄又青 +86-20-38781385 +86-18675872292 +86-20-38781392 广州市天河北路445号嘉怡苑A座13B 501620

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青菜东街35号日升大
35 广州多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周艳平 +86-20-62352108 +86-13802839696 +86-20-62352102 75820608@qq.com

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青菜东街35号日升大

厦212室
510600

36 广州枫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刘昭路 +86-20-85643651 +86-13763313998 +86-20-38036773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20-22号畅流10号商务楼

5楼
510310

37 广州蜂艺展览有限公司 曹锋禄 +86-20-89883860 +86-18688883650 +86-20-89883792 358543985@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437号琶洲会展创

意园A栋611室
510300

38 广州孚克展示策划有限公司 黄钊 +86-20-84147181 +86-13002089766 +86-20-84147181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西路20-22号畅流工业园

九号楼403室
510310

39 广州市戈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刘可 +86-20-34398200 +86-13570516739 +86-20-34398266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22号保利世贸中

心E座2703
510310

40 广州市广贸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彭军 +86-20-84019181 +86-13352806882 +86-20-84019182 13352806882@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8号世港国际A栋
605室

510310

41 广州广雅展览有限公司 苏志云 +86-20-84216680 +86-13138634248 +86-20-84220986 广州市海珠区金菊路15号佳兴大厦301室 510000

42 广州广展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陈洪亮 +86-20-84359090 +86-18998806780 +86-20-84355323 gz_guangzhan@126.com
广州市昌岗中路166号之三富盈国际大厦10
楼1009-1012室

5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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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广州市贵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胡信求 +86-20-26292363 +86-13503015465 +86-20-26290363 gdguicheng@126.com 广州市白云区江夏东二路三号七楼 510400

44 广州国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卓秀华 +86-20-36326830 +86-13112268621 +86-20-36326731 2844258361@qq.com 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大涌街一号之一 510620

45 广东海神展示广告有限公司 司徒温雪宜 +86-20-83179186 +86-15920136188 +86-20-83345136 广州市解放北路680号恒鑫御园御瑶阁1402
室

510030

46 广东恒深进出口有限公司 何志远 +86-20-87515793 +86-13822204423 +86-20-87515793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42号丰兴广场写字楼

B座2411D房
510620

47 广州市泓美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陈志明 +86-20-34073818 +86-13725406419 +86-20-34073940 gzhongmei@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8号世港国际公寓
E702

510310

48 广州鸿荣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李义 +86-20-85699556 +86-13760898918 +86-20-89235765 303457914@qq.com 广州市白云区南湖半山东苑6栋2404 510000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88号中洲交易中
49 广州花时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黄云 +86-20-66692522 +86-13822186313 +86-20-89206563 hy1688@126.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88号中洲交易中
心1013室

510335

50 广州市华毅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黄海军 +86-20-87290110 +86-13719266700 +86-20-87294810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188号广东电子信息大

厦903
510507

51 广州市简美展览有限公司 吴刚 +86-20-38055252 +86-13719093834 +86-20-38055259
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19号东誉财富园B栋
302室

510000

52 广州交易会三千尺贸易有限公司 丁穗生 +86-20-89122888 +86-13922133727 +86-20-89122888 sqc802@163.com 广州市新港东凤浦路广交会大厦6楼 510335

53 广州京典展览展示设计制作有限
公司

徐浩 +86-20-85275339 +86-13332850039 +86-20-85275139 xuhao008@126.com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大片路53号裕辉商务大

厦507
510655

54 广州市晶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吴盛 +86-20-89048031 +86-13719439233 +86-20-89048096 project@jnsi.cn 广州市新港东路1068号中洲中心南塔A座29
楼

510335

55 广州凯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李加映 +86-20-66653533 +86-13002034979 +86-20-62619111 2355297188@QQ.COM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齐富路水次方大厦515 510000

56 广州市力弘展示设计制作有限公
司

杨伟成 +86-20-85530118 +86-13392636688 +86-20-85532032 lh-ex@163.com 广州市金穗路935号君怡大厦君子阁29A-30 5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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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广州力牧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朱鑫 +86-20-34099783 +86-13424047958 +86-20-34099395 limuzhanshi@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庭园路159号503室 510335

58 广州力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中艳 +86-20-37638786-602 +86-13302239799 +86-20-37638836 412791098@qq.com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2之九号207房 510075

59 广州立雅展示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梁翠霞 +86-20-89232010 +86-13725238212 +86-20-89232012 2355552561@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437号琶洲会展创

意园A栋506
510035

60 广州市美恒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陈恒 +86-20-84211175 +86-13602851698 +86-20-34305610
广州市滨江东路1024号江畔华庭A座502-
503室

510300

61 广州美刻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叶栋辉 +86-20-84208272 +86-13929534142 +86-20-84200597 ye285@163.com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荷光五横路6号3B22房 510000

62 广东美特展览有限公司 林先生 +86-20-38014476 +86-13226619389 +86-20-62351384 广州黄埔区姬堂大田路5号大院22号 510000

63 广州美筑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陈若茹 +86-20-22172037 +86-13533376132 +86-20-85603231 2850155420@qq.com 广州市天河区广园东路2191号1401房 510500

64 广州民创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毛胜龙 +86-20-22120933 +86-13560061379 +86-20-22120932 743851097@qq.com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3号 510310

65 广州欧必特展示策划有限公司 林慧岚 +86-20-84212562 +86-13711117168 +86-20-61267446 info1@chinaorbit.net 广州大道南经典居24F、G 510310

66 广州欧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蔡红梅 +86-20-28927641 +86-13556100418 +86-20-28927641 1078497678@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万胜围地铁C出口自

编1号
510220

67 广州市启辰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徐峰 +86-20-85616822 +86-13697428088 +86-20-85616800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207号海景花园C
栋606房

510655

68 广州市日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陈禹延 +86-20-22053569 +86-13066321388 +86-20-22053529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489号会展星城C1栋
1103

510322

69 广州锐思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刘菁 +86-20-34202622 +86-18926175084 +86-20-34202622 广州市广州大道南财智大厦1102 510300

70 广州睿视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许航 +86-20-89300780 +86-18680233123 +86-20-89300786 ferry@viexpo.net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保利世贸2-
3108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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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广州叁达展示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招泽兴 +86-20-84352300 +86-13600452581 +86-20-84352186 kelly@zxsanda.com
广州市海珠区荔福新围30号天祥工商大厦

602室
510220

72 广州叁鑫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黄泽众 +86-20-84204009 +86-13929561898 +86-20-84204032 广州天河涌边路69号806B号 510000

73 广州森宇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严兵国 +86-20-84206177 +86-13826119316 +86-20-84209075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世港国际公寓A栋
801

510308

74 广州市尚观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颜古 +86-20-34073411 +86-13725333033 +86-20-34073402 广州海珠区新港中路489号佳信C4-1303 510310

75 广州尚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黄科榜 +86-20-89712375 +86-13826482024 +86-20-82317303 33673659@qq.com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天河广场天富阁303 510660

76 广州市圣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奉梅 +86-20-29074797 +86-15711224437 +86-20-34025178 gz-sd@vip.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佳信花园A8栋406室 510310

+86 20 66631698
77 广州双威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梁建平 +86-20-66631698-0 +86-13902381977

+86-20-66631698-
999

wei@sunwaychn.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直街1号 510000

78 广州天川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袁涛 +86-20-34258700 +86-13751893352 +86-20-34258501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丽影华庭A区六座
702-703

510000

79  广州土星铱人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方桂荣 +86-20-61275122 +86-13602715045 +86-20-61275332 zzrz@fairwindow.com.cn  广州市广州大道南228号经典居1310室 510310

80 广州市小农展览有限公司 郑锦安 +86-20-89220163 +86-13006888958 +86-20-34059147 xnzl1504@vip.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0号之七影城花园

C幢2408室
510260

81 广州市旭创展览有限公司 段铁军 +86-20-85575886 +86-18688399907 +86-20-85553993 design106@163.com
广州市天河软件园区华翠街56号粤和楼泰

和阁15楼1506室
510665

82 广州雅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爱军 +86-20-37259519 +86-13502695777 +86-20-36756182  2876071163@qq.com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283号天健广场A栋
T4160

510515

83 广州一线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朱成 +86-20-28022081 +86-13760704255 +86-20-28022080 广州市广州大道南448号财智大厦801室 510000

84 广州亿佰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何娟 +86-20-89882085 +86-13724192293 +86-20-89883515 hejuan812@163.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绿洲园艺场内自编5
号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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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广州艺佰度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赵先生/梁小

姐

+86-20-
82316011/82316022/8

2571355

+86-
13332884119/13332884035

+86-20-82316078  ebond100@163.com.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南路12号润农商务中心
主楼205室

510660

86 广州异彩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阳成 +86-20-84386090 +86-13249706583 +86-20-89883580 2062442473@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42号之二1栋5098-
5148室

510330

87 广州毅点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黄建科 +86-20-34173028 +86-13580594929 +86-20-34173268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489号C4栋1304室 510310

88 广州音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朱同鑫 +86-20-29043959 +86-13119535517 +86-20-29043959 704252040@qq.com 广州市海珠区万胜围C出口绿洲园艺场6号 510000

89 广东银联展览有限公司 汪艾生 +86-20-37587933 +86-13302227305 +86-20-37587923 wangaisheng@163.com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座28
楼

510075

90 广州优迈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胡淑芬 +86-20-38843892 +86-13560186461 +86-20-38906085 广州市天河北路707号E座2203室 510620

赵泽辉/ 陈 +86 20 89235660
91 广州圆桌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赵泽辉/   陈
燕芳

4008388288 +86-13694222258
+86-20-89235660-

808
info@yuanzhuo.cn 广州市海珠区庭园路5号2212房 510000

92 广州艺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温超华 +86-20-23368360 +86-13763318368 +86-20-34072776 yi-sen888@163.com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穗和北街2
号105室 510310

93 广州市展易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黄小毅 +86-20-81325171 +86-13719228480 +86-20-81325553 广州市盘福路大街1号广轻大厦B座306 510400

94 广州市致力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余锐斌/
陈哲生

+86-20-84178110
+86-13500101994/

13500103929
+86-20-84178122 elite@gz-elite.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88号自编1号 510000

95 广州智允展览有限公司 李敏 +86-20-32379755 +86- 13580376900 +86-20-32379731  limin7862@163.com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二马路大埔商贸园4号楼
217室

510000

96 广州中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詹金福 +86-20-81325931 +86-13005110253 +86-20-81326256 tradedesign@126.com 广州市盘福路盘福大街1号广轻大厦312室 510180

97 广州壮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郭立明 +86-20-82528619 +86-13570122339 +86-20-82529164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195号汇诚大厦

628室
510660

98 广州卓菲展览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朱辉涛 +86-20-4113995/3915 +86-13822152038
+86-20-34114682-

802
trophi@vip.163.com 广州市广州大道南322号碧海大厦1408室 5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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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佛山市顺德区明志堂广告展示有
限公司

黄景明 +86-757-27333212 +86-13380213521 +86-757-27333211 380786416@qq.com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常教广珠路伦教
路段30号二层

528308

100 江苏东坤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吴家峰 +86-25-84521800 +86-13347809779
+86-28-84521800-

888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378号15楼 210002

101 江苏国际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潘勇 +86-25-84661212 +86-13905158757 +86-25-84800155 zzrz@fairwindow.com.cn 太平门街2号 210016

102
江苏汇鸿国际展览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田勇 +86-25-84661218 +86-13327831612 +86-25-84661230  160408807@qq.com 江苏省南京市太平门街2号 210016

103 大连千帆兴业发展有限公司 姬巍 +86-411-82828989 +86-13904116565 +86-411-82828686 frank6565@126.com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民康街15号大连报业

大厦19楼D座
116001

104 安徽外贸展览中心 郭继仓 86 551 65848359 86 13637052555 86 551 65845821 16518845@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16号天怡新世

230088104 安徽外贸展览中心 郭继仓 +86-551-65848359 +86-13637052555 +86-551-65845821 16518845@qq.com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 号天怡新世

纪商务中心创业楼二座7楼西
230088

105 浙江时代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何志定 +86-571-87297091 +86-18657109571 +86-571-87223687 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361号国都商务大厦18
楼东座

310002

106 福建荟源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熊志兰/
张珑卿

+86-591-87866261 +86-13799328920 +86-591-87112379 福建省福州市华林路128号屏东写字楼19层
1901

350003

107 广州市蓝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曹文霞 +86-20-23363581 +86-15899978908 +86-20-34049550 88651192@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保利世贸中心E
座412-414室

510000

108 广州市创尔森展览装饰有限公司 邹海萍 +86-20-87673977 +86-13825025838 +86-20-37653379 gzces@163.com
广州市五羊新城寺右二横路17号广东广告

城313室
510000

109 德马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陈佳 +86-21-51089939 +86-18817606667 +86-21-60904230 282@demage.com 上海市闵行区景联路398号A栋5F 201108

110 南京宁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夏玉平 +86-25-52159948 +86-13951855768 +86-25-52159948 1269278772@qq.com
南京市江宁区宏运大道1901号金盛花园8幢
504室

211100

111 广州市坤易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鲁来峰 +86-20-38090136 +86-13889907444 +86-20-38090135 gzkunyi@126.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39号411房 510340

112 宁波逸格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李帅 +86-574-87503043 +86-13777055571 +86-574-87118880 1443468488@qq.com 宁波宁波市江北区振甬路178号3幢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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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点意空间(上海)展览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
彭延阁 +86-21-58878853 +86-13911235571 +86-21-58390601 2853791962@qq.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250号滨江创意

园A座608室
200127

114 广州新灵展览有限公司 姜宇 +86-20-29828176 +86-18028601211 +86-20-34397981 hua@xinlingzhanlan.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琶洲会展创意园B栋
305室

510000

115 广州市德诚市政园林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詹福生 +86-20-29884045 +86-13697471669 +86-20-29884045 2218538216@qq.com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兴业路388号 510434

116 广州市金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熊家桥/张磊

/罗伟
+86-20-34479190

+86-
13710651665/18988838399/

13710371123
+86-20-84216885 1243508887@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琶洲新村6栋2105室 510000

117 潮州市哈隆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江奇 +86-768-2235058 +86-15975580011 +86-768-2396845 491262730@qq.com
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莲云村商铺C幢47-
48号

521000

118 广州市太阳村文化传播广告有限
公司

甘明亿    洪
美兰

+86-20-83881495
+86-20-22155751

+86-
15218877959;13660274855

+86-20-83881272 2511754154@qq.com 广州市越秀区东华西路302号203、204房 510100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68号中洲中心南
119 广州瀚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红莉 +86-20-89236971 +86-18922195111 +86-20-89236987 442910380@qq.com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68号中洲中心南

塔C座912室
510335

120 广东美加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范红广 +86-20-82314770 +86-18520377171 +86-20-82314585 164673141@qq.com 广州市开创大道萝岗万达广场B1栋506-507 510530

121 广州征服者广告有限公司 钟梦诗 +86-20-82372162 +86-13751724217 +86-20-82372170 hq-expo@163.com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87号自编4号楼第

六栋草暖皮具精品首层2170号铺
510660

122 广东天广联会展有限公司 陈星华 +86-20-34780889 +86-13719482811 +86-20-34789991 cxh@tg-expo.com 广州市天河区广棠西路8号之三30A39房 510665

123 广州全心全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林洁凤 +86-20-34113966 +86-18925155188 +86-20-62619458 56560862@qq.com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238号世港国

际F2栋802
510330

124 广州首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玲娟 +86-20-66636561 +86-13533610367 +86-20-82526796 1724991627@qq.com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东环路110号珠园大厦

408房

125 广州普尼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洪波 +86-20-82496899 +86-15622700056 +86-20-82496859 2880336775@qq.com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珠村东环路110号珠园大

厦A409-415
510000

126 广州熙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程心灵 +86-20-28970094 +86-13926428642 +86-20-38219551 xiao_cxl@163.com 广州市天河区祥圃街1号祥圃商务大厦617
房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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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广州盘龙展览有限公司 黄正波 +86-20-89238790 +86-13570903385 +86-20-89883712 1006809209@qq.com
广州市番禺区沿沙路16号锦泰隆商务中心
B808

510308

128 北京笔克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杨光 +86-10-89414146 +86-18601963839 +86-10-64916591 sunlex.yang@cn.pico.com 北京市顺义区顺兴路3号院1幢 2幢3幢 101300

129 北京盛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苏文娟 +86-10-84853982 +86-18210252393 +86-10-84853743 978290841@qq.com 北京市朝阳区双营路美立方大厦4#3-1107
室

100102

130 广州柏玛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杨亚强 +86-20-22093879 +86-13642778619 +86-20-22093879 869544809@qq.com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天力街7号213 510660

131 广州康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杨进云 +86-20-28653517 +86-13560330083 +86-20-28653517 2928103289@qq.com  广州番禺市桥富华西路华南大厦814 510000

132 彬谨装饰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王家跃 +86-21-64805460 +86-13917996540 +86-21-64805460 605316872@qq.com
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129弄6号楼
4409室

201803

133  上海思马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马杰 +86-21-34713921 +86-13391338048 +86-21-34713922 sima_expo@126.com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986号417 201100

更多详细信息，请浏览：http://www.fairwindow.com/cn/services/compani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