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展商目录 
Exhibitors List

浙江蓝装职业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三佳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意威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七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乔华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箭鹿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统领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立贤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梦森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创想凯睿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雅鹿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庄威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威玛龙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鑫海工装

指北针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义乌商捷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傲哥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乔西羽制衣有限公司

北京金羽炫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青岛裕泉工装

山东锦玉堂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润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国际棉花协会

义乌市金邦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金丝狐服饰有限公司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职业服研究所

青岛酷派西装有限公司

温州亨鲨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庄臣服饰有限公司

安徽省得宽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依柔服饰有限公司

东蒙集团有限公司

凡帝威服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源兴盛织造厂

河北琻三猴工装厂

河北绫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美职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翔硕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宜工服饰有限公司

三门帝翔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时都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嘉乔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广丰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市豪俪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裕玛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福代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名图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品堡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云裳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八通制衣有限公司

安徽豁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保定月上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思凯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正德千秋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丽柏服饰有限公司

2K06

2K17

2K16

2K37

2K09

2K04

2K33

2K31

2K58

2K07

2K05

2K11

2K32

2K55

2K57

2K56

2K39

2K08

2K50-1

2K51

2K53

2K51

2K50-2

2K03

2K38-2

2K29

2K02

2K13

2K36

2K35

2K211

2K110

2K107

2K156

2K102

2K59

2K15

2K105

2K06

2K30

2K226

2K155

2K106

2K82

2K10-2

2k52-1

2K10-1

2K80

2K11-2

2K18-2

2K225

2K103

2K77

2K12

2K97

2K203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展位号 展位号



32

展商目录 
Exhibitors List

福州冰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豹子头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唇爱服饰有限公司

河北省肃宁县金喜蝶服饰有限公司

济达（上海）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极限运动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华鹿纺织有限公司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威立安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玖吉（上海）服饰有限公司

南京卡铭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百华鞋业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鸟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宇辰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大烨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京嘉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林肯狼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猛犸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前景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原知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远舟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圣仕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启林纺织品有限公司

深圳七朵童爱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瑞金纺织有限公司

石家庄圣迪美依服饰有限公司

四川川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精灵龙服饰有限公司

台州市路桥飞翔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双佳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七多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顺顺服饰有限公司

优宝服饰（荆州）有限公司

浙江好派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华世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纪强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周正服饰有限公司

郑州轩仪姿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浩泰毛纺织染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真姿宏昌纺织有限公司

东莞可之韵服装有限公司

安徽三百六十行服饰有限公司

安丘市新惠特服装厂

东莞市高尚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妮唯雅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东晟针织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新意念服装有限公司

邯郸市远洋服装有限公司

杭州乔宾治服装有限公司

河北品厨服装有限公司

湖南新姿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舜天汉唐贸易有限公司

昆山高尔服装有限公司

三门县恺悦服装加工厂

厦门永嵘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省奥绒服装有限公司

2K89

2K152

2K139

2K25

2K209

2K162

2K173

2K22

2K232

2K63

2K21

2K100

2K20

2K170

2K101

2K126

2K116

2K219

2K27

2K87

2K165

2K120

2K108

2K19

2k159

2K67

2K185

2K217

2K122

2K99

2K201

2K260

2K23

2K256

2K09-1

2K60

2K176

2K75

2K109

2K137

2K137

2K136

2K213

2K189

2K198

2K79

2K133

2K161

2K208

2K95

2K62

2K278

2K212

2K229

2K116

2K118

展商目录 
Exhibitors List

上海蓝缇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瑞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市乐宁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浙楚纺织有限公司

四川逸维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康适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金丛林职业装有限公司

延吉海盈服装有限公司

阳谷云锦标志服装厂

长兴衣博士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浙江泰辉纺织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财兴发纺织有限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龙利制衣厂

2K191

2K183

2K172

2K96

2K86

2K119

2K216

2K125

2K151

2K169

2K181

2K178

2K85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展位号展位号 展位号



4 5

浙江蓝装职业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2218 号方糖小镇

电话 /Tel：0574-56565112

电邮 /E-mail：liang.zhou@tuanfuwang.com

网址 /URL：http://www.51tuanfu.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蓝装职业服饰始于 1996 年 ( 原帆达劳保服装厂 )，坐落在浙江宁波，22 年专注蓝领工装的生产

设计研发制造。“为劳动者而生”是公司成立以来坚持的使命和方向，并且坚持“每一件作品都代表我自己”

产品理念。我们一直服务上市公司，外资企业，纳税大户，100 强品牌等大型企事业单位，为注重一线员

工美观舒适安全的企业提供着装设计解决方案。

“为劳动者而生”作为支撑企业发展的企业使命，中企业转型升级首先是解决一线员工的形象和尊重

感，面对 809000 后知识型的产业化蓝领工人，蓝装致力重新定义新时代产业工人形象，为不同的工作场

景的员工提供美观，舒适，安全的整体设计着装方案。

公司旗下 4 个品牌：蓝领工装品牌“蓝装 AUGER”； 休闲工装品牌“颜装”；防护工装品牌“固

耐安”；行业技术“团服网”。服务于京东，公牛集团，农夫山泉，方太集团，老板电器，百事可乐，九

阳豆浆，申通快递，敏实集团，海康威视，饿了么，携程网，同程网等大型集团与上市公司以及优质互联

网以及 100 强企业。

义乌市丹竹服饰有公司

浙江意威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金华市义乌市大陈镇特色工业小区

电邮 /E-mail：814902966@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专业生产、销售商务职业衬衫 8 年，2013 年 3 月起，首创国内最早的第一家销售无标现货商务职业

衬衫的公司，专为同行业职业装厂家及中间商提供现货无标职业衬衫。2018 年起，最新开发 100% 纯棉

DP 免烫无标商务衬衫，2020 年，继续开发出吸湿、透气型升级版竹纤维弹力免烫衬衫，7 月即将上市……

产品介绍：最新研发，100% 纯棉 DP 免烫商务衬衣，舒适的手感、简单大方的设计简约而不简单、

最新的成衣免烫工艺，让用户有着不一样的体验。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东方南路 2 号 5 层

电话 /Tel：0577-86877777   

电邮 /E-mail：596160328@qq.com

网址 /URL：http://cnyw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意威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总部坐落于东方犹太人之都——温州市，是一家专业从事职

业装、校服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品牌服饰企业。公司创立以来，意威人秉承企品、货品、人品“三

品合一”和“六项精进”经营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倡导“感恩做人、敬业做事”，致力于推动中国职业

装时尚化、生活化、团队风采个性化，开创了现货职业装一站式供应链平台。

经过六年多的发展，公司现有员工 300 多人，经销网点 3000 多家。企业通过 ISO9002 国际质量体系，

ISO1400 环境管理体系，ISO1800 职业健康与安全三重体系认证。旗下品牌有：专注于经典职业装品牌

凯撒伯爵，高级定制品牌 KB，英伦校服品牌金意威，时尚商务装品牌 EIW。

公司按照总部 + 基地联动发展模式，先后组建、联建了男、女装生产基地，衬衫基地，西裤工厂，常

年生产大衣、西服、西裤（裙）、衬衫、连衣裙、等系列产品，年产职业服、校服系列产品 200 多万件。

顾客至上，诚信第一，创新引领，共创共享，是我们企业的价值观，全体意威人在公司董事长刘平静先生、

总经理钱金华先生带领下，正朝着打造学习型组织，开创一流业绩，成就百年良知企业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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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七线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乔华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温州七线股份有限公司坐落在东海之滨人杰地灵的温州、是一家集高定西服、职业装男女西服、男女

衬衫、男女大衣设计加工、以及职业装现货等多元化股份制企业。现有员工 800 多人、标准厂房 2 万多平

方、公司先后引进德国、意大利、一流服装制作设备。也一直致力于智能化改造，从客户下单尺寸直接导

入归单系统、自动成板发送至自动裁剪设备，有力保证每套订制乃至工装真正做到一人一版，建立客户下

单排单系统，让每个客户随时查询到生产进度，也有力保障每一单货期按时完成，在工艺方面传承匠心精

神与创新理念、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尺寸把控高于国家标准的内控标准，做好科学管理，使每个员工既

分工明确又能统一协调，做到进厂原材料到半成品再到成衣的层层把关，使每一件成品服装都是精品。公

司凭着准确的货期、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赢得全国上千家客户的信赖，到 2020 年计划年产高定男女西

服 2 万套，职业装男女西服 38 万套，衬衫 40 万件。专业源于专注。七线服饰在全体同仁共同的努力下，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七线团队将再创造传奇、奔着打造全国最大职业装生产基地的步伐前进。

地址 /Add：温州市瓯海区经济开发区横河一路 18 号

电邮 /E-mail：0577-88933265

网址 /URL：www.cnqiaohua.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乔华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著名的中国服装名称 - 温州市瓯海区经济开发区，乔华服饰前身为温州

猛霸制衣服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进行股份制改制，更名为浙江乔华服饰有限公司，总经营年限为 23 年，

生产及仓储总面积 13000 多平方，现员工总人数为 350 余人，主营业务为高端职业装及商务时装现货销

售、承接职业装定制加工，市场品牌贴牌开发，招投标业务四大板块，现业务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市场品牌贴牌开发业务更是走进各大城市的一二线品牌专柜，乔华公司始终秉承人性化的设计，精湛的工

艺，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开发出来的产品得到市场的一致好评。

乔华公司致力于“做职业装行业服务最优，性价比最高的标杆企业”为企业愿景，本着“让职业装定

制更简单”的企业使命，以“讲诚信、守规则、求共赢”的企业经营宗旨，坚持奉献、宽仁、进取、协作

的企业文化精神，努力不懈地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真诚、专业的服务。

乔华服饰，中国职业装行业的创新型企业。

乔华服饰，与国际接轨转型的规范化企业。

宿迁市箭鹿制衣有限公司

网址 /URL：http://www.chinajianlu.com.c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宿迁市箭鹿制衣有限公司是国家大型精毛纺企业江苏箭鹿毛纺股份有限公司紧密层企业之一，公司始

建于 1996 年，注册资金 12068 万元，公司占地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车间生产面积 7.6 万平方米，现有

员工 1260 名，专业技术人员 86 名，大部分技术人员均参与公安、军品、武警、法院、税务等行业制服

的研发和生产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能更好、更全面地服务

于各大厅局 , 制衣公司在制服服装部的基础上，增设了皮鞋项目部。多年来，制衣公司通过与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后勤部服装研究中心、东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高薪聘请服装设计专家，使服装制作质量

始终保持在同行业领先水平，得到行业着装部门充分肯定。公司拥有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引进的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吊挂生产流水线、意大利迈埤大烫等服装生产设备 1360 余台套，并从美国格柏公司引进

的服装 CAD 电脑设计排版系统。皮鞋项目部于 2014 年年初新增 2 条国内一流的制鞋生产流水线 , 从裁断、

针车、前帮机、后帮机，转盘流水线和底部成型线，以及打磨、抛光、除皱、热定型、冷定型等后整理设

备生产线。形成了独立配套、功能齐全、适应性强的制鞋生产体系。我公司现具有年产各类制服、西服、

休闲服 120 万套件 , 皮鞋 120 万双，口罩 150 万只的生产能力，是一个集开发、设计、制作、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鞋服生产企业。

我公司是公安部人民警察服装、部队军品服装、武警军品服装、铁道部服装、工商总局、税务总局等

行业制服定点生产单位。“新箭鹿”商标于 2012 年荣获“中国驰名商标”。2013 年，公司荣获“省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同时，公司还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 SA8000 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同时拥有完善的生产 ERP 管

理系统，生产全过程全部实施 6S 管理模式。

公司多年来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的提升，以优质的产品、

优良的售后服务，在行业和消费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尤其在为军品、公安、武警、法院、检察院、

铁路、税务等行业着装部门制服制作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时保质保量完成交货任务，并积极主动做

好售后服务工作，深受着装部门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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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统领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立贤服饰有限公司
ZheJiang TongLing Garment Co. Ltd Zhejiang Lixian Clothing Co.Ltd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东方北路 200 号

电话 /Tel：0577-55561888  

电邮 /E-mail：787514461@qq.com

网址 /URL：http://cntl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统领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服饰公司，

公司坐落于著名侨乡“中国服装名城”-- 温州市，公司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方北路 200 号。

       公司主营高档男女职业装现货销售和团体订制业务；主要产品品类有高档男女西服套装、衬衫、大衣、

连衣裙、夹克等。一件发货、打样制作、量体订制等一站式服务，使客户更方便、更轻松、更安全。专业

的产品开发能力、强大的生产能力、庞大的产品储备、周到的售后服务、高效的管理团队能够充分满足客

户现货销售和订制生产的需求。

       诚信经营是立业根本，工匠精神是发展根基，周到热情是服务源泉，合作共赢是经营之道。统领服饰

为广大客商带来优秀的服务和产品，也必定成为职业装行业的一颗璀璨之星！

地址 /Add：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苏溪镇人民路 706 号 2 楼

电邮 /E-mail：1398459870@qq.com

网址 /URL：https://lixianfushi.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是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服饰公司，主要经营“高端免烫，私人定制”衬衫，坚持“以

人为本，顾客至上”的企业经营理念，提倡“诚信、团结、敬业、奋斗”的企业精神文化，努力不懈地为

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产品与真诚、专业的服务，产品品质和信誉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的好评和服装界专

业人士的高度赞赏。我们将以更优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报答消费者，更大贡献报答社会。

高端成衣免烫衬衫，具有良好的持久抗皱性。各部位持久平整，挺阔有型，久洗如新，不变形。面料

100% 纯棉，手感柔软丰满，触感丝滑，亲肤舒适透气。

The company is set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lothing companies, mainly 

engaged in "high-end non-iron, private custom" shirts,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customer first" business philosophy,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spirit culture of "integrity, unity, 

dedication and struggle" , and strive to provide the masses with quality products and sincere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product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vast number of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garment industry professionals highly appreciated. We will provide 

better products and better services to repay consumers,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repay society.

High-end ready-to-wear iron-free shirt, with a good long-term wrinkle resistance. All parts 

of a long-lasting flat, very broad style, long wash as new, not deformation. Fabric 100% 

cotton, soft and plump feel, smooth touch, comfortable and breathable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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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梦森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义乌市苏溪镇苏福路 201 号

电话 /Tel：0579-5995978

电邮 /E-mail：1179087231@qq.com

网址 /URL：https://zjmsfs9333.cn.china.c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梦森是国内衬衫品牌加工厂，成立于 1994 年，致力于满足每一位男士关于衬衫的所有需求，专注制

作高品质的衬衫，核心产品为 100％全棉及多成分成衣免烫以及休闲保暖衬衫。梦森于 2008 年引用“胶

条工艺”技术，安全环保，针对商务人士专门研发的易打理系列，在保证方便快捷整理的同时，也具有良

好的舒适体验，是追求性价比商务人士首选。梦森于 2011 年全面提升研发全免烫成衣，采用先进工艺免

烫技术，随体温越穿越平整，时刻保持挺括与自信。目前我们技术成熟与众多品牌合作，在国内年销量超

过 180 万 ~200 万件。

基础实力：

公司占地规模 12 万平方米，引进日本 JUKI 公司最新服饰机械设备 500 台，特种机器 120 台，总职

工 650 人，衬衫年产值 220 万件，月产能 20 万件。2019 年荣获浙江省政府审批的“浙江制造”品牌商标。

长期合作于品牌服装企业，和国企单位。

附加值：

每一件衬衫，都可以私人订制专属绣字（花）服务，可根据要求定制特殊定制服务。

2011 年工艺全新升级，全免烫工艺，开发多品类功能性质衬衫。2013 年发展旗下品牌 POLO          

MEISDO

2015 年进入工业 50 强 /2016 年荣获 A 类企业

2017 年荣获浙江省 A 类企业证书

浙江创想凯睿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雅鹿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灵华路 217 号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创想凯睿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原温州市创想服饰有限公司演变而来。在 2008 年 09 月 22 日由李建

勇法人成立温州市创想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8 万元，是一家集酒店服设计、生产、销售一体的服装

公司。旗下拥有品牌商标创想服饰、创想 . 派服饰、创想凯睿服饰。在 10 年时间的努力经营下，公司业

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 2018 年 08 月 08 日公司从温州市鹿城区搬迁至温州市洞头区，由李建勇法人

重新注册成立浙江创想凯睿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800 万，主营产品中高端职业装大衣、西服、

衬衫，酒店服开发定制，校服开发定制。

公司秉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经营理念，经营者与员工以此为自我修身的目标！

我们的宗旨是：“品质第一，顾客至上，领市场潮流，服务市场需求”。

网址 /URL：http://www.yalu.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雅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雅鹿集团”） 创立于 1972 年，在总裁顾振华先生的领导下，以 前瞻

性的眼光、稳健务实的管理风格，秉承“以创 新取胜，塑世界名牌”的经营理念矢志发展，在服 装、地产、

金融、矿业、石化、化纤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绩，从初期的单项服装生产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企业

集团。 

       江苏雅鹿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是雅鹿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主营服装板块，公司通 

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五星级售后服务体系认证和七星级售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认证。公司下设职业装事业部，统一负责

企事业单位的职业装、工作服定制业务，公司已为部队、军工、能源、烟草、石油、化工、交通、通信、

金融等行业制作过职业服装，得到了用户单位的肯定和好评，同时积累了丰富的职业装制作经验。 

40 载的艰苦创业磐固了雅鹿集团百年基业的厚实基础，40 载的开拓创新积淀了雅鹿人追求卓越的职业品

质；未来雅鹿集团将继续引进和培养国内外经营管理高端人才，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积极利用

互联网经营模式，整合公司的各种优势资源，搭建好平台，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强化公司品牌核心

竞争力，不断提高企业效益，将雅鹿品牌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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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浙江温州市瓯海区瞿溪南片工业区富阳南路 1 号                  

电话 /Tel：0577 86259181

网址 /URL：http://joywestmike.800400.net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温州市威蒙服饰有限公司前身是温州庄威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以休闲男女装为主的

综合性服装生产厂家，经营业务范围涉及休闲服装和品牌服装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多项领域。

威蒙服饰现拥有厂房 16800 平方米，职工 500 多人，机械设备 500 多台，年产量 50 多万件，产品主要

出口欧美、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服装款式根据市场变化需求。主要设计生产梭织类男女

外套，包括羽绒服、夹克、风衣等。曾为多个国际品牌生产服务过如 PJS（意大利）、拉格菲尔德（德国）、

皮尔卡丹（法国）、丹尼尔（法国）、华伦天奴（意大利）、帆船（意大利）、suitsupply（荷兰）等。

国内品牌有：威克多、比华利保罗、欧宝、报喜鸟、波司登等。

佛山市威玛龙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庄威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轻纺城樵华路顺发街 1 号

电话 /Tel：0757-81898111

网址 /URL：www.weimalong.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威 玛 龙 纺 织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是 国 内 中 高 档 衬 衫 面 料 生 产 商 和 国 内 一 线 品 牌 的 衬 衫 制 造

商。 旗 下 设 立 了 威 玛 龙 纺 织， 迈 迪 服 饰， 迪 派 服 饰 科 技 及 威 玛 龙 服 装 4 家 子 公 司， 集 研 发

设 计， 生 产 制 造， 营 销 服 务 于 一 体 的 产 业 链， 集 成 综 合 开 发 创 新 型 的 高 新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与

HODO,YOUNGOR,HLA,LANGDENG,SAINT ANGELO,SEVEN,HUBAO,LAMPO 等国内知名品牌

商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威玛龙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长期备有大量现货，产品覆盖纱支由 40S 到 140S/2

等以棉涤、莫代尔棉、天丝棉、竹纤维、棉汉麻、全棉免烫以及成衣免烫等高支高密面料，现各种面料产

量达 800 万米 / 年，长期现货储备量达 300 万米 / 年，面料品类齐全、品质优良，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同时也为客户赢得了时间与商机！

Weimarong Textile Industry Co., Ltd. is a domestic high-grade shirt fabric manufacturer 

and a domestic first-line brand shirt manufacturer. It has set up 4 subsidiaries of Weimarong 

Textile, Maidi Apparel, Dipai Apparel Technology and Weimarong Apparel, which integrates 

R&D, design,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service industry chain, and integrat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high-tech textile and apparel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 with well-known domestic brands such as HODO, YOUNGOR, 

HLA, LANGDENG, SAINT ANGELO, SEVEN, HUBAO, LAMPO Weimarong's biggest 

advantage is that it has a large number of stocks for a long time. The product covers yarn 

counts ranging from 40S to 140S/2, such as cotton polyester, modal cotton, tencel cotton, 

bamboo fiber, cotton hemp, cotton iron-free and garment-free High-density and high-density 

fabrics, such as iron, now produce 8 million meters/year of various fabrics, and have a long-

term spot reserve of 3 million meters/year. The fabrics are complete in category and excellent 

in quality,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services, and also winning 

customers Time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SHAN WEIMALONG TEXTILE INDUSTRI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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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密鑫海工装

高阳县至友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高阳县至友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 指北针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Shandong gaomi xinhai tooling

地址 /Add：山东省高密市

电话 /Tel：0536-2596776

电邮 /E-mail：838861417@qq.com

网址 /URL：www.gmxinhai.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总部设立于山东省高密市，专注于各类职业工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阻燃服 防静电服 耐酸碱服）

的研发 设计 生产与销售。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为企业与时代共同发展 企业与客户共同前进。我们会以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来赢取更加广阔的市场，不断为客户 员工 社会创造价值，为创造现代化企业安全环境而努力。

公司经营模式为现货 + 定制，自备现货款式近百款，产品丰富多样，库存量充足，赢得市场一致好评 . 主

要生产定制防静电服 阻燃服 耐酸碱服，根据行业和工种的不同，采用不同材料和工艺，满足各种工作环

境的需求，适应于机械 石油 化工 矿山等行业，先后承接了国内外诸多大型企业的工装定制业务。

地址 /Add：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南龙化村

电话 /Tel：13582991538

电邮 /E-mail：331208587@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高阳县至友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现有职工 200 余人，是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工装

生产厂家，海量库存，现货供应。本公司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以管理增效益，以服务赢天下，

的经营理念，服务于广大客户，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创于 2005 年，厂房面积 4000 平方米，缝纫机等设备 300 台，员工 320 人左右，生产普通工服，

特种工装，行业制服，中高档工作服年产 65 万套左右，现货库存 18 万套左右，公司以现货存库批发为主，

也可来样定做，全国各省会城市都有合作网点。

义乌市商捷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天宫工业区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义乌市商捷服饰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位于“中国衬衫之乡”—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公司是集

衬衫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贸易型企业。拥有 18000 平方米现代化自建厂房，日本进口

高科技缝制设备、高端的自动裁床和压烫设备及自主研发的信息处理系统和生产管理 ERP。

专业生产各种中高档衬衫：成衣免烫衬衫、羊毛保暖衬衫、羽绒保暖衬衫、商务衬衫、男女职业装衬衫。

公司还与国内一流高档面料商紧密合作，长期备有现料和职业装现货。年生产能力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公司业务范围：为各中高档品牌服饰贴牌加工衬衫，承接各种行业工装衬衫订单、特体小团单加工等

业务。目前与恒源祥 Fazeya、宁波杉杉、浙江步森、红豆、花花公子、海螺、北京红都、九鹿王等品牌合作。

公司本着“质量是企业生命之本”的宗旨，优质服务，诚信第一的合作原则，使营销网络遍及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同时为了解决市场前端的诉求，公司开发设计了量体定制、团装定制和小单快返

信息处理系统，配备可以快速反应的柔性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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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傲哥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大陈工业区

电邮 /E-mail：Jackpanxq@163.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傲哥服饰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以衬衫为主的现代化服装生

产企业，公司占地 10 亩，建筑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员工 260 人，年产衬衫 150 万件以上。公司已通

过 IS09001 国际标准体系认证，14000 环保体系认证，曾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等殊荣，并

成功入库解放军供应商目录。

自成立以来，公司秉承“求是，创新”的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不断研发新技术，强化内部管理，提

升产品品质，集研发、生产、内销、外贸于一体，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已先后与海内外知名品牌

开展合作，例如海澜之家、凡客、G2000 等。同时，公司产品也得到国内商超客户、电商客户的长期青睐。

   

         Zhejiang Aoge Fashion Co.Ltd, incorporated in 1998 in Yiwu,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enterprise for shirts.For over 20 years, we focus on  manufacturing shirts, including business( 

non-iron), leisure, uniform,  double-deck and other kinds. With  20,000 ㎡ plant area and 260 

staffs, our annual output is 150 millions of shirts.

 We believe that “Quality,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is key factors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 

while we have passed the ISO9001 and ISO14000 test. With material and technique support 

from Luthai, Coats, Freudenberg and other suppliers, we provide ODM and OEM service for 

brands and traders, for example, G2000, Vancl and HLA.Meanwhile, our products has won 

great appraisals with supermarket and e-commerce customers.

北京金羽炫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青岛裕泉工装

浙江乔西羽制衣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街道炬高路 8 号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北京金羽炫服装服饰有限公司专注女西职业装十多年，自主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现货，定

制皆可，性价比极高。

我公司与多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各地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品种齐全、

价格合理，企业实力雄厚，重信用、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

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公司始终奉行“诚信求实、致力服务、唯求满意”的企业宗旨，全力跟随客户需求，

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改进。

地址 /Add：青岛即墨市华山一路 287 号

电话 /Tel：0532-88528706

电邮 /E-mail：qdzhixu@163.com

网址 /URL：www.yuqanzhiyi.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 是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劳保服装生产公司。

一直以来 , 我公司以人为本 , 注重人才的培养 , 提倡人力资源的增长 , 以保证员工拥有高素质的理念。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 积累了丰富的设计和生产经验。先后为集团公司、物业、学校、工矿企业、化工、冶金、

食品、电子、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等大中小型企事业单位提供了优质服务 , 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我公司视质量为生命 , 每道工序都有质检人员严格把关 , 确保每件产品都能达标 , 针对不同的客户 , 不

同的需求 , 努力做到令客户 100% 的满意。

我公司以“完善的设计、精湛的工艺、优良的品质、微利的价格”深的广大客户的信赖和好评。现公

司产品已畅销全国各地 , 本公司竭诚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前来咨询洽谈 , 并真诚希望与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

系。

产品范围：专业生产各种工作服，棉衣。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郊街道炬高路 8 号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乔西羽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职业装工作服校服生产销售全产业链企业。公司配套有女装厂、

男装厂、衬衫厂等服饰生产企业，常年现货供应全国各地渠道客户、终端客户。品牌客户贴牌生产代工，

线上线下实体全网自营营销，有自己开发打样设计团队和生产团队。

Zhejiang Aoge Fashion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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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锦玉堂服饰有限公司
Shandong jinyutang garments co., ltd

地址 /Add：山东济南泺口滨河物流园区

电话 /Tel：13356695198   0531-86961368

电邮 /E-mail：543808018@qq.com

网址 /URL：www.jinyutang16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山东锦玉堂服饰有限公司自 2014 年金秋注册，其前身为济南锦玉堂服装厂，自 2001 年办厂，多年

来一直以外贸出口订单和国内标志服的生产代工为主，通过一直以来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在众多客户

当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自 2010 年公司针对国内工装市场，注册“锦玉堂”商标，开发了系列工装现货，

大量仓储，针对全国市场全面招商，经过近五年的努力，目前在同行业当中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

在 2014 年经过重新定位后注册“山东锦玉堂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的销售部分为两个部门：现货业务部和直销业务部，现货业务部主要负责全国市场的现货批发，

目前北京、深圳、上海、天津均设有分公司及仓库，全国各地经销商达到 1000 家以上，产品款式新颖，

质量稳定，年销售额近 4000 万，直销业务部则以单位工装订单为主，近几年先后与：中国重汽、力诺瑞

特太阳能、大众报业集团、国家核电、鲁西化工、山东高速、蒙牛乳业、恒大地产等企事业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公司还设有样品实验室及设计工作室，在产品质量得以

保证的同时为您提供出新颖时尚，带有企业文化的工装，为多家企业设计出实用更美观的时尚制服。

        通过十几年的发展，厂内的生产设备也与时俱进，先后引进了德国与日本先进的缝制设备，制作水平

和工作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锦玉堂公司坚持用企业文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发展中树立起

良好  的社会形象。“行远必自迩、追求无止境”。“锦玉堂”将一如既往的奋进不息，为建树美丽的事

业奉献光热，为锻造中国企业服装的产业丰碑而永远向前。

山东润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Add：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恒易宝莲金融中心 A 座 708

电话 /Tel：0536-8353333 

网址 /URL：www.rundongtextile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经营全棉、涤棉、TR、防静电、阻燃、防水、方酸碱等。

山东润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在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建立、

市场营销方面实行一 - 体化策略，并形成规模兼独具特色的工装面料企业。润东工业园区占地 10000 平

方米，拥有先进的标准化仓储设备，舒适优雅的办公环境以及高端的检测实验设备。

山东润东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 直专注于工装面料领域，并努力打造工装面料第一品牌。 从纺织源头做

起，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优势，公司主营 : 全棉，涤棉，T/R, 阻燃，防静电，防水，防酸碱等特种面料以及

各种耐氯漂医护面料。可根据客户需求，定织定染各类面料。公司销售网络健全，拥有进出口经营权，并

通过了 CNAS 及 UKAS 国内外质量管理 IS09001-2015 体系认证。

润东纺织自成立以来一 - 直秉承“质量为本，客户至上”的宗旨经营。承蒙新老客户的认可，公司现

已步入全国领先行列。在今后的发展中润东纺织将继往开来，继续努力，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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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网址 /URL：http://www.shanghai-garment.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上海服装集团的前身可追溯至 1950 年创立的上海市第一批手工业合作社。1995 年，由原上海市服装

总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转制成立了国有、集体合营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服装集团规划以“上服”“大地”品牌打造职业服、功能性职业服市场，成立技术中心研发新产品，

在功能职业服装上不断研发新面料、新工艺、新款式的职业服装，承担起新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质

量管理、产品检测等多项工作，成绩显著。这些自主产品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赢得了

数千万元的利润。

     

     近年来，集团主动对接产业发展及城市更新两大战略，围绕时尚创意产业，坚持“服装主业”和“创意

园区”双轮驱动，聚焦优势品牌和产品，提升服装主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园区发展能级，充分利用自身

在服装产业的特色和优势，打造时尚创意产业的载体平台，致力于成为中国时尚创意产业的领导者、创新者、

推动者。

美国国际棉花协会

地址 /Add：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376 号商城东楼 750 室

电话 /Tel：021-62880808

电邮 /E-mail：vzheng@cotton.org 

网址 /URL：cottonusa.org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美国国际棉花协会 (Cotton Council International, CCI) 是美国国家棉花总会（National Cotton 

Council of America, NCC）的出口推广分支，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带有 

COTTON USA 商标的美国棉花纤维、美国棉织物及棉制品。60 多年以来，CCI 一直致力于在行业内部

和消费者层面推广美国棉花纤维及其所制造的棉制品。

CCI 与纺纱厂、面料制造商、服装制造商、品牌商、零售商、纺织协会、政府机构和美国农业部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棉花。我们在世界各地设有 20 个办事处，在 50 多个国家 / 地区进行推广活动。

Cotton Council International (CCI), the export promotion arm of the National Cotton 

Council of America (NCC), is a non-profit trade association that promotes U.S. cotton fiber 

and manufactured cotton products around the globe with our COTTON USA trademark. CCI 

has 60 years of experience promoting U.S. cotton fiber and products to trade and consumers.

CCI works with spinning mills, fabric and garment manufacturers, brands, retailers, textile 

associations, governments and the USDA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U.S. cotton. Our reach 

extends to more than 50 countries through 20 offices around the world.

Cotton Council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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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邦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义乌市大陈镇瑞云路

电邮 /E-mail：2966791228@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金邦服饰有限公司，起源于 1994 年，拥有数十年衬衫生产经验。占地 3000 平方米。两条流水线，

每年可产量数十万件中高端成品衬衣。公司全面引进先进免烫工艺流水线。特种机器 80 余台。公司多年

被评为“义乌市先进生产单位”，“义乌市模范生产车间”

浙江金丝狐服饰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sihu clothing co. LTD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长府路 111 号

电邮 /E-mail：907947130@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金丝狐服饰有限公司始终本着：＂诚实经营，道德经商，缔造经典，追求完美＂的经营宗旨。 公

司要始终坚持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不断制造经典，不断塑造完美的服务理念，去赢

取广大客户和朋友的支持和美誉。浙江金丝狐服饰有限公司欢迎四方顾客，八方嘉宾，为您的腾达增添光彩。

公司秉承“团结、奉献、创新、发展”的企业精神；金丝狐品牌作为金华市知名商号，服装协会会长单位，

连续多年被评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及劳动先进单位。

立足义乌 放眼未来、在独特的文化理念引领下，紧跟国际流行前言以品质赢世界，携手广大商业合作伙伴

持续发展共创辉煌！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规模占地 8500 平方米，拥有庞大的库存量，引进了全自动化裁床、全自动袖叉机

器以及自动锁眼机等一系列自动化设备，年产量超百万件，且长期合作于品牌服装企业。

Zhejiang Jinsihu Clothing Co., Ltd.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business tenet of "honest 

management, moral business, creation of classics, and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 company 

must always adhere to first-class management, first-class quality, first-class service, 

continue to manufacture classics, and constantly shape the perfect service concept, to win 

the support and reputation of our customers and friends. Zhejiang Jinsihu Clothing Co., 

Ltd welcomes customers and gue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make your business more 

glorious. The company adheres to the enterprise spirit of "unity, dedic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the well-known firm of Jinhua City and the president unit of the Garment 

Association, the Jinsihu brand has been rated as a contract-abiding and credit-honoring unit 

and an advanced labour unit for many years.

Based on Yiwu Looking to the fu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unique cultural concept, closely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popular preface to win the world with quality, and work with the majority 

of business partne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reate brilliant!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00, covers an area of 8500 square meters, and it has a huge 

inventory, we introduced automatic cutting bed, automatic sleeve fork machine and automatic 

keyhole machine and a series of automation equipment, the annual output of more than one 

million pieces, and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brand clothing enterprises for a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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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职业服研究所
DONGHUA UNIVERSITY FASHION INSTITUTE UNIFORM RESEARCH CENTER

地址 /Add：上海市延安西路 1882 号第三教学楼北翼 308-310,200051

电话 /Tel：400-686-5908  （+86+21)62378605 

电邮 /E-mail：contact@uniformresearch.com

网址 /URL：www.uniformresearch.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职业服研究所成立于 2008 年，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职业服领域的专业研究基地。

东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国家重点高校，原名中国纺织大学，是新中国首所纺织高等学府。服装与纺织学科

排名全国第一，设计学科排名上海第一。 职业服研究所定位成为中国职业服行业的创新引擎，以美丽各行

各业为使命，汇集了在创意设计、服装和材料工程方面的专家、教授及高学历人才。研究领域包括职业服

流行趋势、科技前沿、行业文化与需求等。 依托东华大学的行业背景，职业服研究所与国内外行业机构、

优质服装与材料企业展开全方位合作，为各行各业提供从调研、创意、设计、材料、生产到着装规范、企

业服饰文化培训等全程解决方案。 研究所项目来自于金融、航空、通信、工程、酒店、餐饮、医疗、运输、

速递、教育、汽车、食品、旅游等行业。团队成员曾承担中国 2010 上海世博会、东方明珠、上海科技馆、

上海机场集团、浦发银行、中信银行、CLUBMED、必胜客等企事业单位职业服装和企业形象提升项目。

         Uniform Research Center of Donghua University Fashion Institute was founded in 2008 

and it was also the first professional research base in the uniform field amo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Donghua University (DHU), formerly China Textile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state-

key univers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first textile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Fashion and Textile disciplines are ranked No.1 in 

China and the Design discipline is ranked No.1 in Shanghai. Uniform Research Center of 

Donghua University aims to be the innovation engine of Chinese uniform industry and to make 

all careers look professional and fashionable. The center owns the experts, professors and 

talents with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creative design, fashion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Its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uniform tren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reer 

culture and etc. Supported by the industry background of Donghua University, the Uniform 

Research Center cooperates with high quality fashion, textile and new material companies, 

organizations and manufacturers, in order to provide one-stop solutions for all careers from 

investigation, design, material and manufacture to styling standard. The areas of projects 

include finance, aviation, engineering, hotel, restaurant, medicine, transportation, express, 

education, automobile, food, tourism and etc. The projects include uniform design for World 

Expo Shanghai 2010, Shanghai Oriental Pearl Tower,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hanghai Airport, SPD Bank, CLUBMED and Pizza Hut, etc. 

青岛酷派西装有限公司

地址 /Add：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63 号

电邮 /E-mail：qdcoopy@163.com

网址 /URL：www.qdcoopy.c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青岛酷派西装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精工诚信、唯善唯美”的经营理念，专注于西装、衬衣、标志服、

大衣的生产销售，累计服务三十万客户，在职业装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2016 年，酷派定制 , 立意高远。开创了一项着眼未来、创造未来、服务未来的全新事业。以“互联

网 + 最后一公里”思维，将实体定制店进行升级改造，打破传统行业禁锢，利用最小的业务单元，实现实

体店铺的销量。改变店铺经营的高成本、等客上门、服务效率低等弊端定版移动店铺，客户在哪里，店就

在哪里。

酷派定制数字化移动定制店，利用公司已上线运营三年的公众号服务平台，线上预约、线下上门服务。

采用 C 型房车为基础，独特定制版装修及内饰。划分为服装展示区、陈列区、量体区、客户洽谈区、储藏

区等，满足日常客户定制的需求。采用自动化扫描量体设备及虚拟试衣。全车 30 多平方外立面广告，打

造流动的广告效应，改变了店铺经营的高成本、等客上门、服务效率低等弊端定版移动店铺，客户在哪里，

店就在哪里，打破传统服装行业禁锢，利用最小的业务单元，实现实体店铺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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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亨鲨服饰有限公司
HengSha Yiwu Zhuangchen Garment Co., Ltd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南白象街道 104 国道 2137 号

电话 /Tel：0577-86703557

电邮 /E-mail：535006559@qq.com

网址 /URL：Hengshafushi.taobao.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坐落于著名侨乡“中国服装名城”-- 温州，亨鲨创始于 2010 年。是一家以中高端男女职业服团订，

私订为中心，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服饰公司。现有职工 300 多人，引进了美国、德国、日

本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建成了一流的生产线。现具有夹克，大衣，羽绒服年生产 35 万套（件）的能力。

     Located in the famous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China clothing city"-Wenzhou, 

Hengsha founded in 2010. Is A high-end men's and women's professional apparel group 

order, private set as the center, set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one clothing 

company. The existing staff of more than 300 peop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s advanced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built a first-class production line. 

Now with jacket, coat, down jacket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350,000 sets (pieces) .

义乌市庄臣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阳光大道龙祈路 68 号

电邮 /E-mail：1223711560@qq.com

网址 /URL：Http://yueyaquan.tmall.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公司专业经营销售中、高档商务衬衫，时尚、休闲衬衫，可为客户量身定制中、高端职业衬衫、

工装制服，承接客户贴牌加工。

      Product Description: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selling middle and high-grade business 

shirts, fashionable and leisure shirts. Haute couture shirt. It can tailor-make middle and 

high-end professional shirts and uniforms for customers, and undertake customer OEM 

processing.

浙江义乌庄臣服饰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0 年，是一家集开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现代化服饰企业，

拥有各种先进生产设备及三个贴牌加工生产基地。目前公司所生产的衬衫，销售网络已覆盖国内。 庄臣公

司从小到大，飞速发展，历经 10 年的风风雨雨，庄臣公司的管理体系日臻成熟，凭借其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和优秀的品质，合理的产品结构，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起了销售网络。公司为之配备更完善的专卖

管理机制，健全的管理人才体系，实施对终端卖场全方位的指导与培训，同时建立资讯网络和电子商务系统，

使公司的发展如虎添翼！现诚邀各有志之士加入本公司，一同演绎高端休闲新时尚！

       

       Zhejiang Yiwu Zhuangchen Gar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0. It is a modern 

garment enterprise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t has all kinds 

of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three OEM production bases. At present,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of shirts, sales network has covered the domestic. From small to 

large, Zhuangchen Compan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fter 10 years of ups and downs,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Zhuangchen Company has matured day by day. With its perfe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excellent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oduct structure, a sales 

network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major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company is equipped with a more perfect monopoly management mechanism, a sound 

management personnel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l-round guidance and training for 

terminal stor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e-commerce systems,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like a tiger! Now we sincerely invite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to join our company and deduce the new fashion of high-end leisur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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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得宽服饰有限公司
Anhui Dekuan Garments Co. ,Ltd

地址 /Add：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新洲乡集镇（原植物油厂）

电邮 /E-mail：454739361@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安徽省得宽服饰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8 年，是工作服行业中高端产品研发、生产提供商，我们致力于

把工作服文化，工作服人文，工作服时尚，工作服健康带入企事业，带入劳动者享有的福利性产品品牌化。

让使用工作服的企事业，让穿着工作服的劳动者，感受到得宽工匠品质的工作服文化荣誉感。

      我们在工作服研发、生产、服务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安全可信赖的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与本行

业生态伙伴开放合作，增加业务渠道商模式，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释放个人潜能，丰富企事业人文生活，

激发组织创新。得宽服饰坚持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创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厚积薄发，推动企事业精气神、

形象、文化进步。

         公司对外依靠客户，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创新的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对内依靠努力奋斗的员工，

以奋斗者为本，让有贡献者得到合理回报；与供应商、合作伙伴、产业组织、标准组织、大学、研究机构

等构建共赢的生态圈，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我们遵从产品研发生产的法律法规，为当地社会创造就业、

带来社会、企事业工作服工匠精神的贡献。

          得宽服饰工作服现货主推：CVC60 棉 40 涤现货工作服，在此基础上深化工作服安全、健康、气质、

省心四个要素的价值观建立产品体系。安全方面：防静电系列、反光系列，后期不断延申耐阻燃系列、三

防系列。健康方面：环保理念从原材料源头、生产、物流各环节节能、防止各环节污染影响产品健康理念

管理。气质方面：自古人靠衣装，企事业工作服也是一样体现精气神的工作服，杜绝拖沓版型、工艺模糊

邋遢的工作服。从生产工艺到人体结构、材料特性、版型使用，缝纫、平整牢固等生产工艺上不断创新优

化，让智能制造为工作服树立新的行业标杆。省心方面：结合企事业单位需求，劳动者从采购、库存、使用、

维护等各角度服务省心化，达到服务省心得宽服饰坚持用好材料、好工艺、好供应、好售后、好实惠的五

好原则做到真正的省心。为了更好服务广大企事业工作服文化需求，特开辟了定制工作服业务，为了定制

工作服更快更好得宽服饰开发了高于国标面料色卡，凡在色卡中选择的承诺 24 小时出产品样。解决定制

漫长等待的痛苦，为社会、为企事业、为劳动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东莞市依柔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恒易宝莲金融中心 A 座 708

电邮 /E-mail：1764044688@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工作制服、职业装、衬衣、西服套装、职业马甲连衣裙、韩版时尚小西装。

东莞市依柔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时尚、商务职业女装和男装为主的服装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总部位于广东东莞。

作为一家集服装设计，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性制服企业，始终本着“诚信经营，道德经商，制造经典，

创造完美”的经营宗旨。在发展中依柔服装厂始终坚持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不断制

造经典，不断塑造完美的服务理念，去赢得广大客户和朋友的支持和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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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蒙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乌牛镇东蒙工业园区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东蒙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3 年，系温州最早的高档西服制造厂家之一。公司坐落于中国民营经济

发源地、中国服装名城——温州。公司依山傍水，与温州城市后花园、休闲商务中心——“七都”隔岸相对，

周边环境优美、交通便捷。历经三十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成为国内高端男装 ODM 贴牌标杆企业，集面料开发、

ODM 贴牌生产、国际贸易、高级定制、品牌运营等业务于一体。

通过持续的品类创新，公司现已在高端男装设计、研发上建立了核心竞争优势，2004 年，公司在业内首推“休

闲西服”品类，继而推出便装、风衣、大衣、便裤、休闲正装、精品套西、西便裤等多个高档男装品类，

引领了中国男士着装新风范。

        集团现为沙驰（SATCHI）、迪柯尼（DIKENI）、诺贝达（Roberta）、格雷 (GORNIA)、博斯申威（BOSS 

SUNWEN）等 120 多个一线男装品牌公司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优质合作商；为来自英国玛莎集团、比利时

GMT 贸易有限公司、加拿大 J.P.D 贸易有限公司等多个欧美国家 40 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公司提供优质产品，

年产各类高端男装达百余万套（件）。

2011 年，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 - 杭州杰汇投资有限公司，相继成功收购和成立了香港尊尚国际名品有

限公司、意大利达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德国 BHK 公司，在国内外开办多家 Ornée 国际时尚品牌集合

店，代理销售万宝龙（MontBlanc）、登喜路（Dunhill）、都彭（S.T.Dupont）、LESHOMMES、

MONTECORE 等众多国际高端品牌，实现了零售业务上的新突破。

 

       公司崇尚“以人为本、价值共融、团队至上、成果共享”的人本理念，致力于打造业内一流雇主品牌。

公司为广大员工制定开展科学的职业规划，构建了良好的员工职业发展平台，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形成了良性的培训、薪酬、绩效和激励机制；通过不断加强“活力和谐”企业文化构建，实现了企业与员

工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公司先后与浙江理工大学、温州大学、浙江工贸学院等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的“产

学研”合作关系。

       展望未来，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的东蒙人，致力于把公司打造成业内一流企业，为客户、员工、社会

创造更大价值，铸就卓越品牌，实现基业长青！

凡帝威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二道 969 号

电话 /Tel：0577-86611345

电邮 /E-mail：1123424382.qq.com

网址 /URL：www.fandiwei.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凡帝威服饰作为一家集服装设计，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性制装企业，始终本着 :" 诚信、共赢、创

新、务实 " 的经营宗旨 .

公司坐落于魅力城市温州，现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工装，职业装，衬衫，冲锋衣，羽绒服，校服等。公

司拥有生产人员近 200 人，设计团队成熟。公司拥有大量的服装专业人才，包括资深服装设计师、企业形

象策划师、服装纸板师、服装打版技师。公司雄厚的实力、先进的设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优质完善

的售后服务是产品质量和信誉的保障。

公司经营理念：不甘平凡，就要加倍努力，时刻心中有上帝，诚信，品质，立企威！

     As a professional garment enterprise integrating gar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ervice, Fandiwei garment is always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tenet of "honesty, win-win, 

innovation and pragmatism" .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the charm city of Wenzhou, now 

the main business scope includes overalls, professional wear, shirts, jackets, down jackets, 

school uniforms and so on. The company has nearly 200 production personnel, design team 

mature. The company has a large number of clothing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senior clothing 

designers, corporate image planners, clothing cardboard division, clothing plate technician. 

The company's strong strength, advanced equipment,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high-quality and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are the guarantee of product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The company's Business Philosophy: unwilling to be ordinary, we must redouble 

our efforts, always have God in mind, integrity, quality,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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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西樵远兴盛织造厂

地址 /Add：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崇南开发区

电话 /Tel：0757-86887766

电邮 /E-mail：280777447@QQ.COM

网址 /URL：https://yuanxingsheng88.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佛山市南海西樵源兴盛织造厂是一家专注于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专业衬衣面料生产企

业。企业创建于 1986 年，位于广佛经济圈的中心—国家纺织面料基地—西樵，三十年来不断创新，拥有

强大的销售团队，设备精良，管理先进。主要产品有全棉、CVC、TC、玉蚕纤、超细旦纤维、莫代尔、天丝、

竹纤维以及其它特种功能性纤维面料。

 

        源兴盛纺织一直秉持“客户至上，诚信担当，团结成长”的经营理念，与各界朋友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产品远销全国各省及东南亚，中东地区，多年以来，我们已经和多家生产品牌衬衫服饰有限公司达成

了长久的供求合作关系，信誉一直良好，质量保证，现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我们正在积极地寻求需要此

类面料的服装厂或贸易公司进行合作，希望与您共谋事业，携手合作！

        Company Profile :Foshan Nanhai Xiqiao Yuan Xing Sheng Weaving Factory is one of the 

great professional shirting manufacturers, which is focus on research,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ur factory has 30 years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since 1986, with a 

strong sales team, well-equipped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And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Guangdong economic circle- the national textile fabric base - Xiqiao Town. Anyways, we are 

specialized in 100% cotton，CVC，TC，Superfine fiber，Model，Tencel，Bamboo shirting 

fabrics and other special functional fabrics.

Our factory always uphold the business idea of “Customer first, Integrity play, unity and 

growth, and would like to cooperate with the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then create brilliant.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uilt up a long term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many excellent brand 

shirting Company in domestic.Production even been exported to all over the world,especially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with good reputation and quality.A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business,we really hope to cooperate with more clothing manufacturers&trading company, 

and reach double win in the future.

Product presentation: Shirting fabric

河北琻三猴工装厂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河北琻三猴工装厂 , 始创于 2010 年。总部位于河北高阳 , 是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职

业工装生产销售企业。公司设有总经办、财务部、业务部、市场部、研发部、生产中心、技术中心、电商

运营中心储运部行政部、人力资源部等职能部门。高效的运营管理团队 , 使公司形成自主研发、专业设计、

批量生产现货供应打造出一套独立运行的工装运营模式。公司主营服装品类涵盖普通工作服特种工装、行

业制服等经过十余年发展 , 紧跟市场发展步伐 , 顺应市场发展形势 , 公司于 2013 年正式转产于职业化工装

生产 , 引进国际领先的缝纫设备 , 聘请了专业的研发设计团队 , 使公司产品一经问世供不应求 , 引领工装行

业潮流。

     公司秉承“信务实求精创新”的发展理念 , 在全国十多个中心城市设立办事 , 实现无盲点覆盖销售。我

们还将不断提升、完善各种软硬件设施 , 提升团队综台能力 , 力争成为国内工装行业具竞争力的企业昨天

的成绩已经过去 , 公司肩负社会责任的重托直沿着”做中国工装行业领跑者”这一宏伟愿景而努力愿与广

大客户成为最忠实的战路合作 , 欢迎更多合作伙伴治洽谈合作 , 共同引领工装行业发展潮流 , 共创美好明天。

Foshan Nanhai Yuanxingsheng W.Fty



36 37

河北绫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翔硕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东营工业区梨园路 8 号 绫罗纺织

电邮 /E-mail：2395863600@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河北绫罗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石家庄纺织基地，随着企业整体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公司

经营已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模式，拥有标准化仓储 5000 平，高端的检测实验设备，在国

内有数家配套织造厂，印染厂，均采用最先进技术进行织造印染。

经营品类包括 CVC、弹力、全棉系列、涤棉系列、防静电系列、防酸碱、抗油防污、拒水防静电，全棉

阻燃等 50 多个品类，1000 多种颜色皆为环保染料，经不懈努力已成为众多知名品牌工装企业的优秀面料

供应商。

        公司坚持以“品质绫罗，做工装面料最诚信品牌”为信念，秉持“开拓，进取，共创，共赢”为理念，

竭诚为你提供优质服务，携手并进，共创未来。公司以“品质第一，信誉至上”的宗旨与各界新老朋友“携

手共进，共创未来”！

     Hebei Lingluo Textile Technology Co. , Ltd.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textile base of 

Shij iazhuang.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strength,the company integrates 

R&D,production and sales.lt has 5000 level high-end testing and testing equipment in a 

standardized warehouse.lt has several supporting weaving factories and printing and dyeing 

factories in China,all of which use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weaving and printing.

        Business categories include CVC,stretch,cotton series,polyester cotton series,anti-static 

series,anti acid and anti oil,more than 50 categories such as anti pollution,water repellent 

and anti-static,cotton flame-retardant,etc. ,and more than 1000 colors a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yes. With unremitting efforts,it has become a number of well-known brands excellent 

fabric supplier of tooling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insists on the belief of"Quality Lingluo,the most honest brand of work tooling 

fabric",and insists on"exploring,enterprising, Creating together,a win-win"concept,dedicated 

to provide you with quality services,hand in hand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地址 /Add：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夏城路龙潭经济开发区

电话 /Tel：0519-88838096 

电邮 /E-mail：roger@ecor-tex.com

网址 /URL：http://www.ecor-tex.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江苏翔硕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的专业商务户外制服公司，旗下拥有专业商务户外品牌“MIKE’S 

TRIP 美途”，企业工服定制品牌“翔硕”，以及科技面料品牌“ECOR-TEX”。公司通过 ISO9001-

2015 产品生产加工质量管理体系。其中“美途”制服，荣获中国工商联颁发的“2016 中国职业装十强最

受欢迎品牌”。公司受益于如杜邦、鲁道夫，亨斯迈，等国际知名化学原料商的支持，我们得以在商务制

服领域赋予服装强大的功能性。公司的车位员工超过 200 人，在江苏常州、徐州及安徽马鞍山拥有分厂， 

员工超过 200 人，月产量冲锋衣 2 万件， 制服 4 万件，具有成熟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科学项目管理体系。

工厂配备了激光切割机、接缝压胶机、精密绣花机、读版机、补压机等先进进口设备。

       公司设有技术科， 其中服装工程硕士一名， 艺术设计类硕士一名。拥有质量检验人员 20 名，设备有：

面料进厂检验车， 实验室， 服装组检， 成品检验及质量过程控制员。

ECOR-TEX 翔硕期待与贵司热情合作，一起用绿色环保唤醒我们的未来。        

河南美职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河南红一方集团，美职服饰有限公司 创建于 1999 年，是一家产业链完整，并融入国际化品牌运营体

系的现代化企业！ 公司始终专注于职业女装和时尚女装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品牌运营。二十年来忠于初

心，坚持秉承简约、时尚、都市、知性等设计理念，致力为职场女性打造合心、合体、合场的着装形象。 

自创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把时尚职装与休闲生活进行完美融合，先后创立“职上”“职上国际”等多彩，

时尚女性职装品牌！ 集团拥有自己的服装产业工业园，工业园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商隐路，占地 32658 平米，

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及检验设备，生产环节植入工业 4.0，生产现场采用全景数据监控系统。本着科学、严谨、

高效的管理原则，在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宗旨下全面导入 IS0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0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和 OHSAS18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对产品从原料采购，生产过程，产品检验出厂等全过程，

实行严格的质量体系监控，以优质的产品，完善专业的售后服务体系，力求缔造国内领先的时尚职业装品牌，

谱写职业世家扛鼎之作的新篇章！

HeBei LingLuo Textile Technology Co.,Ltd

Jiangsu Ecor-tex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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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宜工服饰有限公司

三门帝翔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孙家漕 14 幢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宜工工装专注工作服生产 20 多年，公司产品主要分为两大类：现货产品类，公司现有近 50 款现货产品，

每款现货产品库存均在 5 千套左右；定制加工类，我们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加工各类工作服，流水线生产，

质量管控严格，交货及时，价格实在。我们的经营理念是：用心做好每件工作服。

地址 /Add：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悬诸村

电话 /Tel：0576-83232442

电邮 /E-mail：2824704910@qq.com

网址 /URL：www.smdx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三门帝翔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生产企业，拥有 10 多年的户外服

装生产经验，精干的研发团队和打样师傅，本公司占地面积 4000 多平，车间熟练车工 200 多名，月产量

上万件。公司拥有多间大型仓库上百种款式，自主品牌普拉驰（PLATZ）, 公版现货库存充足，可定制贴

牌刺绣印刷 LOGO，也可以提供各种 OEM，ODM 等各种生产加工模式，支持全国代销，一件代发等服务，

欢迎广大客户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我们将秉承【诚信经营，质量第一】的宗旨，提供高品质，高效率的原则，期待与您的合作，为您做

好每一份订单，共创辉煌！

上海时都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上海嘉定区宝园二路 377 号

电邮 /E-mail：1259702745@qq.com

网址 /URL：www.1991t.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上海时都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成立 7 年来，秉承“时尚”与“高品质”的企业理念，专

业生产经营“针织 T 恤衫、POLO 衫、文化衫、广告衫”等坯衫系列产品，并融入现代全球最高科技水平，

研制并生产出首款“纳米零缩水”

     “纯棉”高品质 POLO 衫，为公司、工厂、银行、学校、政府、酒店、商场等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的

团体坯衫订做加工服务。 结合东、西方服饰文化特点，选用欧美最新型优质材料，运用高超的制作加工工

艺，针对东方人体的特点，以时尚视野将传统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创造出独具时尚风格的高品质 T 恤。

经历多年的发展，现“时都”已成为一家集高级服装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知名品牌服装企业。 

        产品介绍：

        产品与服务：1> 翻领 T 恤衫、圆领 T 恤衫、POLO 衫、文化衫、LOGO 衫、广告衫、丝光棉高档 T 恤、

商务 T 恤衫、时尚 T 恤衫、情侣 T 恤衫、个性 T 恤衫、空白文化衫等； 2> 丝网印花、电脑刺绣花、热转印、

烫画、个性印花、水印、胶印等。欢迎广大客户前来定购

Zhejiang yigong clothing co.,ltd

Sanmen Dixiang Clot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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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乔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浦东新区万祥镇宏北路 83 弄 1-42 号 20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上海嘉乔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成专业设计 , 生产销售 , 批发于一体的高端服装企业 , 从事服饰已有 20

年的经验积累 , 有此基础上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 , 在 2015 重新组建公司规模 , 扩大了厂区面积与专业及销

售团队正逐步改蔷传统的订购模式 , 为广大新老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与质量。原公司嘉诚服饰有限公司

从事服装行业 20 余年来 , 如今发展员工 600 余人 , 标准厂房面积 8500 多平方的规模 , 主要生产中高端通

勤职业装 , 中高端商场专卖衬衫 , 针织 T 恤 , 校服 , 可来样加工 , 公司采用批量生产 , 海量现货 , 提供特殊

体型量身定制 , 厂区配备专业生产线 12 条 , 年生产达 : 西服 100 多万套 , 衬衫 200 多万件 , 与各原材料供

应商深度合作 , 从源头上降低了成本 , 确确实实的让利给消费者 , 为客户提供更省心更放心的六星级服务 ,

穿上高端环保品质的服装 , 让消费者倍感自信。

     您的需求 , 我的责任 , 上海嘉乔服饰有限公司深知责任重于泰山 , 始终把客户的需求放在首位 , 以维护

客户利益为已任 , 全力打造成为中国中高端通勤职业装行业的知名品牌。

温州豪俪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兰江路 28 号二楼西首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温州豪俪服饰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4 年，一直秉承“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宗旨服务于全国各

地的客户。

       公司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生产设备两百余台，员工两百余人，组成了较大的生产团队，办公大楼

位于温州市龙湾区兰江路 28 号，公司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建立质量管理领导小组，成立质量中心，设立

车间质量科，形成三级质量管理网络，招聘了质量工程师，安排在质量中心，加强对车间的质量管理，承

担起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工作。

         市场定位：公司主要为全国提供现货 / 加工服务：城管 . 安监 . 环保 . 路政 . 协警 . 等（无商标）现货产品，

中高端的制服、西服定制。

        管理框架：作为现代化的服装生产企业，外拓市场，内强管理，实施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进行营销和

生产运作。逐成立了销售部、财务部、质量中心、办公室以及进出口部。分别为制服（春秋服、冬服）车间、

大衣（防寒服）车间、衬衣厂、制帽车间、领带车间，每个生产部门下设质量科、技术科、生产科和综合办。

　

         公司理念：以质量为基础、以诚信为根本、以品牌为依托、以市场为向导、以顾客为中心。 

温州广丰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鞋业园区 B 区 15 幢

电话 /Tel：0577-63623038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注中高端 T 恤衫 Polo 衫 卫衣定制

      

      温州广丰服装有限公司创办于 2010 年，集研发、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服装厂家，

公司主营 T 恤衫和翻领 POLO 衫、卫衣等针织团体类服装，公司自有印花车间、绣花车间、服装生产车

间共计 5000 平米，日产万件，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与进取。现已是国内性价比较高的一家个性化定制针

织团体服装厂家。凭借任何面料、款式及印绣花都可以小批量定制、质量问题包退换，一次性满足客户的

定制需求，让终端用户真正获益，持续的改进，以及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收益，我们

欢迎您了解我们的合作客户已获得的利益。

       温州广丰服装绝对是您的最佳选择。

WENZHOU GUANGFENG GARMENT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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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裕玛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青松路 7 号

电邮 /E-mail：569639097@qq.com

网址 /URL：http://langgzi.qy6.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温州裕玛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青松路 7 号，是一家集男女西服、西裤、大衣，各

种制服、私人高级定制、团体职业服、内销贴牌的开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企业。本公司产品质

量高，款式新潮，每年每季度都会开发新款服装，裕玛公司将自身定位为专业从事男士高级商务装和女式

时尚职业装的量身定制生产厂家。

        公司拥有独立的设计与开发团队、生产管理团队、销售团队、生产工艺团队以及量体团队，优势突出，

拥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建筑面积 6000 多平方米，月产量 20000 套件，拥有专业员工 300 多人，管理团

队 40 人，高级设计师 3 人，均毕业于重点高校。公司分别建有高档商务男女装和个人高级定制两大生产基地，

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尊贵、庄重、时尚、简约的发展特点，贯彻“开发与服务”并重的理念，以独立开

发设计能力与专业量体技师团队为基础，在裁剪方面结合了从意大利、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外引进的生

产工艺以及人体工程学，彻底改变以往国内服装外形单一、古板的形象，充分展现现代服装简约、时尚、

庄重、大方、合体的特点。

       只有专业才能做到更好！裕玛公司专业的量体团队、细致的分类归单和 IS09001:2000 质量认证体系

的实施，结合世界一流的缝制设备（如日本重机、德国杜克普等）与两条独立而先进的男女半成品、成衣

整烫设备，更是确保了“出厂即精品”的裕玛理念。

        在今后发展的道路上，温州裕玛服饰有限公司以开发及质量为核心竞争力，坚持专注服装设计和品质

把控，  以打造“中国时尚职业服第一品牌制造商”为目标，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务实勤业，开拓创新，

裕玛人将为广大客户提供 360 度全方位服务模式，从售前、售中、售后全程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客户采

购到符合需求的职业装，实现共赢。

Wenzhou Yuma garment Co., LTD. Is located in No. 7 qingsong Road, Ouhai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Wenzhou. It is a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en's and women's suits, trousers, overcoats, various uniforms, 

private haocustomized, group professional clothing and domestic sales stickers. Our 

company's products are of high quality and fashionable style, and we develop new clothes 

every quarter every year. Yuma company positions itself as a custom-made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men's high-level business wear and women's fashion business wear.

Company has independen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eam,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am, 

sales team, production technology team and quantity body team, outstanding advantages, 

has a modern production workshop building area of 6000 square meters, the monthly output 

of 20000 suites, have professional staff more than 300 people, the management team of 

40 people, 3 senior design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Company with high-grade business 

men and women respectively and personal haute couture owns two production bases, from 

the date of establishment is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of prestige, grave, 

fashion, contracted, carry out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with independent 

Wenzhou Yuma clothing Co. LTD

development and design ability and specialized quantity body technician team as the 

foundation, in the aspect of cutting combines from Italy, Britain, South Korea, Japan and other 

import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human body engineering, thoroughly change 

the previous domestic clothing shape the image of a single, rigid, simple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modern clothing, fashion, solemn, generou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t.

Only professional can do better! Yuma's professional volume team,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lis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S09001:2000 quality certific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world-

class sewing equipment (such as Juki of Japan, Dukep of Germany, etc.) and two independent 

and advanced semi-finished products, clothing ironing equipment, is to ensure the "factory is 

high-quality goods" Yuma concept.

In the future path of development, wenzhou yu clothing co., LTD., to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a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to focus on garment design and quality control, to create 

"the first brand of Chinese fashion professional wear manufacturers" as the goal, insis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pragmatic qin, blaze new trails, yu who will serve the 

customers with 360 - degree model, from the pre-sale, sale, after-sale to provide the best 

service all the way, let the customer purchasing to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 

attire,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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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福代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品堡服饰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义乌市福代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 注册资金 200 万元人民币。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主要面象全国 ; 南美 ; 中东 ; 港澳台地区 ; 日本 ; 北美 ; 东南亚 ; 东欧 ; 大洋洲 ; 非洲 ; 西欧 ;

全球市场，客户群为外贸。员工人数 200 人，公司经营模式为生产加工，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

企业在发展中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

主营男士衬衫、女士衬衫、工作服衬衫、保暖衬衫，凭借专业的水平和成熟的技术，年营业额达到 2000 万元。

公司将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宗旨，以科学的管理手段，雄厚的技术力量，将不断深化改革，

创新机制，适应市场，全面发展，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奉江路 39 号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品堡服饰有限 公司位于“中国服装名城”——温州——坐落 于瓯江之畔，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职业装、工作服 制造企业。创始于 2005 年，原名；温州美格斯服饰有限公司、经历 了数

十年的生产技术沉淀、2017 年 12 月更名、浙江品堡服饰有限公司、在严格质量体系的同时；‘PINBAO 

品堡’开发了职业装、工程 服类，工作服，防静电服，防酸碱，三防服饰系列等产品。

义乌市名图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云裳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团结工业区 31 号

电邮 /E-mail：714949976@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男女职业装衬衫及来料加工

      

      义乌市名图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自 2014 年成

立推出注册品牌“G-CAREER”，凭借准确的市场定位，经典 . 时尚而又结合消费群需求的设计风格

和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公司成立五年来销售逐年增长，迅速发展，现已拥有近 5000 平米现代化厂房，

100 余台套先进机器设备，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公司以诚信，敬业，人性，公平为企业文化内涵，努力将

“G-CAREER”品牌打造成中国著名职业装品牌，欢迎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炬光园月乐西街 161 号

电邮 /E-mail：le90225@163.com

网址 /URL：www.yseshine.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云裳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性服饰公司，

专业男女西服，轻奢时尚定制加工，品牌贴牌开发，现有粘合衬半麻衬工艺时尚轻定西装常年现货，工厂

规模 100 余人为全国职装贸易公司提供现货及加工支持，YUSAM.SHINE 为有态度的你我打造触手可及

的流行时尚。我们用时装的语言塑造独特个人风格。在带来了世界流行时尚的同时，也将为您带来了精致

的品质和服务。

        公司自成立至今，不断吸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理念，努力实现公司业务、管理等方面自

我超越！

    

        过去的三年，是精彩的三年，也是收获的三年。浙江云裳有限公司向曾经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广大客户

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恩有您们！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向新老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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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商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Add：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孚玉镇服装产业园 25 号

电邮 /E-mail：138110075@qq.com  1105001199@qq.com 1106001188@qq.com

网址 /URL：www.imuzi.vip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于 2004 年成立，自设五家工厂，工厂规模总计 15000 平方米，员工 500 人，生产设备共

600 余台，位于安徽省安庆经济开发区，旗下分别设冲锋衣马甲厂、帽厂、围裙厂、绣化成、印花厂，生

产设备共 600 余台，本公司长期致力于生产各类现货优质冲锋衣、棒球帽围裙、T 恤均可快速供应，长期

与国内外众多品牌合作。 核心厂家，自产自销。

保定月上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 /Add：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段庄村光明街 99 号月上服装产业园

电话 /Tel：0312-5495186

电邮 /E-mail：2870087585@qq.com

网址 /URL：www.yueshangfushi.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保定月上服饰制造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8 年，是一家集服装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主营高

端羊绒、羊毛大衣、西服、商务派克、羽绒、尼克服，高端商务职业装系列等各类男士服装的品牌公司。

公司占地 6000 多平，引进国际最先进的 JIT 管理系统，拥有 2 个缝制车间 3 条自动流水线设备，1 个裁

剪车间，1 个包装、整烫车间并拥有 1 个独立的研发技术室，每年设计开发款式达 300 多款，公司年产服

装 20 多万件，目前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地区开展经营业务活动。随着品牌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同

时为满足人们对产品和服务更高品质和创新的要求，公司开展服装研发设计、品牌文化推广、高端个性化

定制、互联网新型零售、高端商务展示与服务，五位一体发展，创新服装产业结构，为消费者缔造服装品

质生活。

公司旗下现拥有 2 个高端品牌：

        高端羊绒市场品牌：月上—以简约、典雅、精致为灵魂，彰显绅士魅力与气质的品牌文化与内涵。

高端羊绒定制品牌：EOTH_ 译欧时—开启高端服装定制品牌之路，打造高端、品味、精致、奢华男装典范。

月上服饰坚持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月上公司注重品牌文化的经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国

际时尚流行趋势重新诠释服装，秉承文化引领时尚，设计创新生活，品牌铸百年企业的新时代发展目标。

坚持质量创新是推动企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以高质量求生存，共享共赢、创新奋斗的

Baoding Yueshang Clothing Manufacturing Co., Ltd.

企业精神。

坚守企业服务理念，为社会服务，为员工服务，为客户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追求更高的企业价值。

月上服饰将一直秉承融合中国服装人智慧的工匠精神，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高质量发展理念

和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为月上产品零缺陷而不懈努力，打造月上高端羊绒男装第一品牌，为品质人士带

来全新的品牌价值体验。

        Baoding Yueshang Clothing Manufacturing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8. It is a 

collection of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lothing. It is mainly engaged in high-

end cashmere, wool coats, suits, business parkers, down and ninja, high-end business 

professional wear series, etc. Brand companies for all kinds of men's clothing. The company 

occupies more than 6,000 square meters, introduces the most advanced JIT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world, has 2 sewing workshops, 3 automatic assembly line equipment, 1 

cutting workshop, 1 packaging and ironing workshop, and ha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room. More than 300 styles are designed and developed every year. 

The company annually produces more than 200,000 pieces of clothing. It is currently operating 

in more than 20 provinces, cit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the needs of brand 

development and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o meet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higher quality and innovation in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company has carried out 

clothing R&D and design, brand culture promotion, high-end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new 

Internet retail, high-end business display and Service, five-in-one development, innovative 

clothing industry structure, and create quality clothing life for consumers.

The company now has 2 high-end brands:

High-end cashmere market brand: on the moon-with simple, elegant and refined as its soul, it 

shows the brand cultur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gentleman's charm and temperament.

High-end cashmere custom brand: EOTH_ 译 欧 时 —Open the road of high-end clothing 

custom brand, create a high-end, taste, exquisite, luxurious men's clothing model.

Yueshang Clothing insists that the brand i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mpany. 

Yueshang Company pays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brand culture, take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integrates international fashion trends to reinterpret 

clothing, adhering to culture to lead fashion, designing innovative life, and branding for a 

century.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new era.

Adhering to quality inno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dher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high-quality survival, sharing a win-win and 

innovative spirit of enterprise.

Adhere to the corporate service concept, serve the society, serve employees, serve 

customers, serve consumers, and pursue higher corporate value.

Yueshang Apparel will always adhere to the craftsmanship spirit of integrating Chinese 

clothing people's wisdom,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creativity,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ustomer-oriented service consciousness. The first brand 

brings a brand new brand value experience to qualit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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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思凯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正德千秋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 /Add：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中路 9 号 E50 艺术区 G4G5 栋

电话 /Tel：010-59799839

电邮 /E-mail：zhanghr@scaler.com.cn

网址 /URL：www.scaler.com.c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思凯乐 (SCALER) 专注户外生活品质和体验提升，以让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随时能够享受到户外的轻

松、惬意和乐趣为目标，为亲自然、爱进取的时尚白领人士及户外爱好者提供高品质、时尚、舒适的户外用品。

SCALER 倡导思想、凯旋、快乐的户外精神和户外生活方式，是知性、自信、时尚户外的理想之选。

     Focusing on the life quality of outdoor and promotion experience, SCALER provides the 

best quality,the most fashionable and comfortable outdoor products for white-collar and 

outdoor lovers with a goal of enjoying the outdoor ease and pleasure.SCALER advocates the 

outdoor spirit and lifestyle with idea, triumph and happiness.It's an ideal choice for intellectual, 

confident and fashionable outdoors.

地址 /Add：北京市丰台区贾家花园 15 号院 7 号楼一层西侧（东铁匠营企业集中办公区）

电话 /Tel：010-56224328

电邮 /E-mail：zhengdeqianqiu@foxmail.com

网址 /URL：https://zhengdeqianqiu.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北京正德千秋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坐落于首都北京市，是集设计、生产、研发、销售于一

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服饰企业。

         企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创新和研发工作，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和资金投入，2012 年引进站立式生产、

单件流生产和模板运用，2013 年引进世界上先进的电脑自动化生产设备，产品质量、生产工艺、工作效

率得到显著提高。

公司主营业务，团体服定制，OEM 贴牌，现货供应。产品覆盖冬季冲锋衣、羽绒服、马甲、冲锋裤、卫衣，

夏季 T 恤、POLO 衫等产品。覆盖范围广，生产能力强。

         公司奉行“不断创造被使用价值”和“高效工作，喜乐生活，凝心聚力，共创未来”企业文化，始

终坚持“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不断制造经典，不断塑造完美”的服务理念，赢得了

广大客户和消费者的信赖。

常州市丽柏服饰有限公司

福州冰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Add：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武阳村委舍下塘 203 号

电话 /Tel：0519-89996661

电邮 /E-mail：2660810538@qq.com

网址 /URL：WWW.LE PADWO.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常州丽柏服饰是一家集成衣制造、研发、销售等为一体的服装公司。生产总部建筑面积达 22000 多平

方米，员工超过三千人，其中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有来自欧洲、日本和香港等地的员工。公司自创建以来，

坚持走高品质品牌战略。源自意大利工艺的“LEPADWO”服饰，汲取意大利服饰工艺精髓、传承欧洲服

饰风格结合亚洲人版型，以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化概念紧跟服饰时尚潮流。

 

      Changzhou Libai Apparel is a clothing company that integrates garment manufacturing, 

R&D and sales. The production headquarters covers an area of over 22000 square 

meters,  employs more than 3000 people. Among them, senior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have employees from Europe、Japan and Hong Kong.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adhered to the strategy of high quality brand. The “LEPADWO” clothing from 

the Italian craftsmanship draws on the essence of Italian clothing craftsmanship, inherits the 

European style of clothing and combines the Asian version, and follows the fashion trend with 

a cultural concept with a distinct personality.

地址 /Add：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排尾路 328 号的宏洋大楼第三层 06 号

电话 /Tel：0591/83278155

电邮 /E-mail：907228172@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专注于文化衫、polo 衫、工作服、校服、个性定制及各企事业团体服装定制、印绣花定制；有福州、

厦门、上海、广州、义乌等分仓，百万件现货库存，打造全国成交更简单的基础衫采购分销平台，让您省钱、

省心、省时间，简交易的一站式服务。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cultural shirts, polo shirts, work clothes, school uniforms,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and various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custom-made clothing, 

printing and embroidery custom; Fuzhou, Xiamen, Shanghai, Guangzhou, Yiwu and other 

sub-warehouse, millions of pieces in stock, to build a national transaction more simple base 

shirt purchasing and distribution platform, so that you save money, worry, save time, simple 

transactions of one-stop service.

Beijing SCALER Outdoor Products Co. LTD CHANGZHOU LA PERLE GARMENTS CO.,LTD

Fuzhou bingyu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 ,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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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豹子头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唇爱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安徽省阜阳市经济开发区经三路 868 号

电话 /Tel：86-0558-7166613

电邮 /E-mail：3397474941@qq.com

网址 /URL：http://www.fybztkj.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阜阳市豹子头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文化历史名城 - 安徽阜阳 , 是一家定位于衬衫功能性整理的科

技型企业。主要生产高档男女衬衫、功能性衬衫。 公司秉承“弘扬传统家文化，追求全员物心双幸福，让

世人穿上走心的服装”的企业使命，遵循“以人为本、销售至真、产品至优、服务至善”的经营理念，立

志成为温暖人心的百年服装科技品牌企业。

       Fuyang leopard head Clothing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Fuyang, Anhui Province, 

which is a famou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ity. It is a technology-based enterprise which 

is located in functional finishing of high-end shirts, mainly producing high-end men's and 

women's shirts and functional shirts. The company adheres to the enterprise mission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pursu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whole staff, the 

material and the heart, and making the world wear the clothes that go by heart", follows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people-oriented, sales to the truth, products to the best, and services 

to the best", and is determined to become a century old clothing technology brand enterprise 

that warms people's hearts.

地址 /Add：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 456 号（浙江钱江服装小商品市场二楼韩国馆 25 号）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于 2015-7-10 成立，有自己的加工生产工厂。主要经营私人、团队鞋服定制，现货鞋服销售。

并有长期稳定合作公司，如海底捞、周大生、中国黄金、周六福珠宝等。

内里使用的为猪皮 / 胎牛皮 / 鳄鱼皮，鞋面使用的为头层牛皮 / 胎牛皮，鞋底使用的为乳胶，颜色及款式可

多选择及定制。 

河北金喜蝶服饰

地址 /Add：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万里镇金喜蝶服饰

电邮 /E-mail：le90225@163.com

网址 /URL：www.yseshine.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河北金喜蝶服饰公司以“诚实经营，一流品质，制造经典，创造完美”为经营宗旨 . 拥有现代化、整体化、

自动化的生产线，以纺织、制作、整印为一链的龙型产业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定织定染、定做圆领文化衫、

广告衫和秋冬卫衣、保暖内衣系列产品。主要产品有：1.180 克天丝棉圆领 T 恤。2.40 支莱赛尔。3.200

克精梳棉、220 克超滑精梳。4.、圆领卫衣、加绒卫衣（可定制）。5. 加绒保暖裤、棉裤（可定制）

FUYANG BAO ZI TOU APPAREL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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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达（上海）纺织品有限公司 嘉兴极限运动服饰公司

地址 /Add：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路 911 弄 11 号博济上海智汇园 1# 楼 106~110 室

电话 /Tel：021-51952031, 51952036

电邮 /E-mail：service@giantextile.com ; tzhang@giantextile.com 

网址 /URL：www.giantextile.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济达（上海）纺织品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以“研发设计 + 品质 + 服务”为核心理念的工贸一体化服

装企业。其自有品牌“梵卓尼”为国内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提供职业装设计研发、大货生产、售后服务的一

站式解决方案。 

梵卓尼职业装，定制专属于您的品牌故事

       

As a leading uniform solution supplier，Giantextile (Shanghai) Co., Ltd. aims to provide one 

stop customized service from design, production, to after-sales support.  With its professional 

design team and intelligent supply chain, Vezioni uniform always focuses on perfect blend of 

fashion trend with your own customized brand story.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嘉兴极限运动服饰公司创建于 2001 年，前身为嘉兴市时茂运动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嘉兴市海盐县，

东邻上海，西连杭州，北靠苏州，环境优越，交通便捷。

嘉兴极限公司专业设计、生产、销售各类中高档户外服装，如滑雪服、登山服、野营服、旅行服、跑步健身服、

P 自行车、摩托车比赛服等等，凭着精湛的工艺、时尚的款式、新颖的选料和准确的市场定位， 嘉兴极限

运动服饰公司已迅速帽起成为国内领先的户外运动服装专业制造工厂，并已成为许多国际知名品牌公司的

指定供应商

2009 年嘉兴极限公司获英国 MERCHANTS UNION LTD 独家授权， 开发、生产”SP OUNT IN 系列

户外服装。*SP OUNT IN' 融户外、时尚于一体，深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嘉兴极限运动服饰公司热诚恭候您的光临，相信您的来访将是我们友好合作的

开始。

Giantextile (Shanghai)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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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鹿纺织有限公司

地址 /Add：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金桥路 20 号

电邮 /E-mail：ghfbao@163.com

网址 /URL：www.zjghualu.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江苏华鹿纺织有限公司创建于一九九七年，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拥有员工 1000 余名，其中工程技

术人员 200 多名，是一家集制条、染色、纺纱、织造、染整于一体的大型毛纺生产企业。公司主要生产毛条、

各类纱线、高档衬衫面料、半精纺大衣面料、休闲单西面料、毛类针织面料、匹染系列产品、筒染纱线面料、

功能性整理面料等各类高档精纺面料。目前公司拥有 40000 锭全能呢绒生产线，年产精纺呢绒 800 万米，

半精纺面料 100 万米，针织面料 100 万米，年产各类纱线 2000 吨，羊毛条 10000 吨。下设苏州衣之源

新材料有限公司，张家港市东鹿毛纺有限公司。

公司以全球范围的产品推广为主要发展方向，目前客户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行业中树立了良

好的口碑，赢得客户的广泛赞誉。同时公司凭借庞大的生产规模，结合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全球纺织市场

奠定了稳固基础。

公司狠抓产品质量，以诚信求发展，致力于走品牌道路，较早地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 Oeko-Tex Standard 100

生态纺织品认证，为高品质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体员工在“和衷拓新，明诚致远“的企业文化感召和激励下，永不满足，致力于创造行业一流品牌，与

广大客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Jiangsu Hualu Textile Co., Ltd,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covers a total area of 120,000 

square meters in Luyuan ,Tangqiao Town,Zhangjia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China. The 

company also enjoys great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with Shanghai and Hu-Ning Exp. Way 

on the south, Changzhou,Wuxi ,on the north.In addition, the economic circle of Suzhou-Wuxi-

Changzhou further offers strong support and stimulus to economy, human resources and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With a total fixed capital of RMB120 million and 48 million circulation fund, over 1000 employed 

workers, among whom,more than 100 are senior engineers and R &D staff, supported and 

facilitated by our advanced equipment imported from Germany,Japan,and Italy, we have a 

yearly yield of 6 million meters of worsted fabrics, 1000 tons of various wool yarn and 5,000 

tons of wool tops. Complete facilities are available for top dyeing, spinning, weaving, dyeing 

and finishing as well as testing and insp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With 

yearly sales of RMB420 million and the right for foreign business in China, we are an ISO9001 

, ISO14000,OK-tex100 qualified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worsted fabrics. 

Our products cover the whole woolen fabrics in the series of Pure wool ,wool&polyester,Wool/

cashmer,wool/mohair,wool/ramie, wool/alpaca and etc.Most of our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countries and regions like Japan, and Europe, USA,. About 80% of our products are now 

exported to USA , Europe, Japan and the Middle East, 20% to renown brands in China.

Jiangsu Hualu Textile CO.,LTD

We strictly abide by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novation,mutual respect” and persist 

in the quality policy of “Customers’ Satisfaction, Perfect Service”, while always pursuing 

top quality and challenges. Thanks to your advantages in variety, quality, price, delivery and 

service, we are able to win stable shares and partners in the market. In the future, we’ll 

continue to be oriented by the market and integrate our advantages in human resources, 

technologies and facilities to further upgrade our product variety and realize new progresses.

We warmly welcome friend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to visit us to discuss business 

relation and set up a win-win situation.



56 57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威立安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玖吉（上海）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江苏南京长江路 198 号苏美达大厦 14 层

电话 /Tel：+86 25 89694800

电邮 /E-mail：textile@sumec.com.cn

网址 /URL：https://www.sumec.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美达轻纺公司）是世界 500 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SINOMACH 国机集团）的骨干企业 - 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SUMEC 苏美达集团）的核心

成员单位，是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单位、江苏省进出口商会纺织服装分会副会长单位，获得行业

最高的 3A 信用评级。苏美达轻纺公司拥有包括公司总部、7 家全资实业、2 家海外公司及 3 家控股投资

公司在内的十多家成员企业，在职员工总数 4000 多名，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打下了深厚的根基，在业

内享有优良的声誉和强大的影响力。

    苏美达轻纺公司专业专注于服装、家用纺织品和家居用品领域，经过 18 年的拼搏耕耘、砥砺奋进，保

持了持续健康稳健发展。2013 年，苏美达轻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近 40 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销售近 5

亿美元，国内市场销售近 7 亿元人民币，出口规模在全国 8 万多家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百强排行榜上位居前

20 强，出口欧盟市场全国第一，出口美国市场全国第三，经营质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苏美达轻纺公司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优秀的企业文化，拥有高素质的营销团队和资深的技术、设计力

量、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制造能力以及包括中国中西部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供应商网络，获得多家国

际品牌客商和世界著名检验机构的各类验厂认证，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众多中高端知名品牌客户建立了稳

固的战略合作关系，业已发展成为集设计研发、实业制造、商贸服务和自主品牌建设为一体的更加注重发

展质量、更加具有价值创造的大型纺织服装产业公司。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际产业布局调整的加快，苏美达轻纺公司顺势而为，以变应变，加快发

展模式转型，在稳固发展国际市场出口业务的同时，发挥公司在供应链上已经建立起来的比较优势，着力

培育自主品牌，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不仅与国内知名品牌开展国内贸易业务，特别是重点打造自主品牌，

其中以城市职业女装为定位的 HONEYME（艾其雅诺）女装品牌以及以引领中国校园服饰变革为使命的

ETONKIDD（伊顿纪德）青少年校服品牌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其中伊顿纪德品牌已经成为中国校园

服饰的第一品牌、领导品牌。EASEVER 绎·生活家纺产品、LAS-VAS 拉斯范思女装、KINGPETS 京

贝宠物用品等线上品牌也正在展现活力。苏美达轻纺公司顺势而为，走上了一条国际国内市场并重、贸易

与自主品牌建设并重的转型发展之路。

    面对新一轮战略机遇期，苏美达轻纺公司本着“创新发展道路、创造客户价值、帮助员工成功、承担社

会责任”的企业使命，秉持“客户满意，品质第一”的核心价值观，以前瞻的眼光、面向全球的国际化视野，

正在朝着“纺织服装行业的领跑者、富足有爱生活的创造者”的美好愿景阔步前行！

地址 /Add：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蒋王红旗大街 89 号 

电话 /Tel：0514-87785789

电邮 /E-mail：Vallefion@126.com

网址 /URL：www.valefion.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冲锋衣、羽绒服、工装、校服

 

       公司注册资金 6108 万元，员工 190 人，6 条流水线、通过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体

系认证。服务客户：海澜、波司登、雅鹿、阳光、南山、希努尔、虎豹、澳洋、诺诗兰、探路者

地址 /Add：上海青浦工业区崧复路 777 号 

电话 /Tel：021-69899353

电邮 /E-mail：yike@vip.sina.com

网址 /URL：www.valefion.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海风系列 Polo、高支免烫衬衫、长短袖 T 恤、卫衣 

    

       玖吉（上海）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3 月，工厂、仓库一条线，全年大批量储备现货，可定制款式、

logo 印刷。

SUMEC Textile and Light Industry Co., Ltd Jiangsu Vallefion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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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卡铭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百华鞋业有限公司

地址 /Add：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祥路 58 号喜年中心 8 栋 B1-917

电话 /Tel：02583228843

电邮 /E-mail：2785518135@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现货衬衫，西服，T 恤衫，POLO 衫，马夹，帽子，卫衣，冲锋衣

 

      南京卡铭服饰有限公司，位于美丽的江苏南京，前身是南京市可名服装厂，创建于 21 世纪初期，至今

已有 10 余年的发展历程。因业务发展需要，自 2009 年起，正式注册“南京卡铭服饰有限公司”，我司

具有完善的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体系。

地址 /Add：中国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澳柯玛大道东（工业建设区）迎春路南

电话 /Tel：86-539-3856888

电邮 /E-mail：351630651@qq.com

网址 /URL：http://www.bestsafetyshoe.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山东百华鞋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位于临沂市沂南县制鞋产业园，是一家集产品研发、制造、

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营安全鞋、休闲鞋等户外安全用品和商务正装鞋。

公司凭借强有力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在专业领域取得了领先优势，成功获得了”休闲鞋”外观设

计专利、" 一种减震按摩止滑休闲鞋”新型专利、“高温防火安全鞋” 新型专利、“防水安全鞋”新型专

利等多项专利，其中注册商标“百华”"GRIPPERS" 产品远销欧洲市场，市场占有率达 20% 以上。

公司也先后被评为山东省中小企业“一企一技术” 研发中心、临沂市“创新转型优胜企业”、临沂市”专

精特新”企业，2018 年度被评为“中国名鞋”，山东省“隐形冠军”的荣誉称号。

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优势，公司陆续和 BATA、DICKIES、 U—.POWER 等开展合作 ,，2018 年度

被评为中国名鞋，产品畅销海内外市场，得到了欧洲三千万消费者的见证与信赖，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

创新不辍，精益求精，公司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智能制造，采用 3D 脚型扫描仪等先进设备，改善自动化

制鞋流水线，逐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在战略方针上成立电商、内销、外贸多元化营销模式，

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和专业精品设计师，推动了公司快速高质量发展。

专注精品，匠心制造。公司将专注于高质量产品的研发，精心打造知名品牌，走精品制造之路。真正实现

从制造到创造、从质量到质感、从品牌到名牌的加速，引领国内外高品质产品的安防企业。

山东百华鞋业有限公司将沿着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昂首阔步，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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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鸟服饰有限公司 山东宇辰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山东省临沂市经济开发区翔宇路与沈阳路交汇处南 50 米西

电话 /Tel：0531-82421531

电邮 /E-mail：1317323269@qq.com

网址 /URL：www.tyn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山东太阳鸟集团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集产、学、研、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职业安全防护、环境安

全防护配套产品、服饰鞋帽产品、文化传播的集团企业，专业从事职业装，防护服、特种家纺、特种防护材料、

高铁座套、汽车座套、窗帘、高级服装定制、安全鞋的研发与销售；并致力于国学教育与汉服复兴的推广！

太阳鸟集团汇聚了职业安防、新型材料、服饰设计、特种防护材料等方面的专家，以提升职业安全防护鞋、

服、特种劳保用品与特种防护材料的品质和创新为己任！

太阳鸟集团汇集了海外及国内 20 余名专家与东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组成了强强联合的

研发团队，是两所大学的研究生工作站、博士生实习基地。现有员工 600 余名，高级技术人员 60 余名，

并采用世界一流的德国、意大利进口鞋服生产流水线，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和研发中心具有年生产服装 120 

万套，防护鞋 100 万双，特种防护材料 80 万平方米的能力！

太阳鸟集团严格的生产体系、专业的研发团队确保了产品质量的持续稳定，集团严格按照国际生产与质量

体系标准管理企业，通过 ISO9001、14001、18000 等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是中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许可企业，成为铁道部、中车集团、南方航空、深圳航空、多家银

行等 100 多家大型企业劳动保护服、面料、雨衣、防护鞋定点生产单位，荣获山东省名牌产品，连续五年

被评为中国劳动防护行业 50 强企业，中国国家标准委员会专家企 业，中国劳动防护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集团多次参与国家劳动防护用品标准的制修订。

太阳鸟集团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经营，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研发生产了适应

铁路、矿山、化工、救援等恶劣作业环境的两千多种防护产品，深受生产劳动者的赞誉与认可，其中设计

生产的铁路乘务装成为中国铁路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中国第一个高铁动姐服装的设计生产企业，

亮相 2009 年全国运动会得到全国媒体的一致好评，动姐称号由此诞生，集团多年来注重防护面料款式

与研发，其透气性、舒适性、实用性达到国际标准，太阳鸟防护鞋产品的耐磨性舒适性领先国际水平，

2015.2016 年三项专利被国家授予世界先进称号，其中两项材料的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专

利三十余 项，100 多个品种！

地址 /Add：济南天桥区之江商城铁路沿线 4 号

电话 /Tel：0531-68800126

电邮 /E-mail：1297605711@qq.com

网址 /URL：www.Jnyc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山东宇辰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以经营团体工装，工作服，马甲，广告促销服饰为为

主导产品的品牌服饰企业。

       公司旗下目前拥有“锦澜领”和“艺馨方圆”两大服饰品牌，其中，“锦澜领”品牌创立于 2014 年，

产品及品牌定位于专业、时尚、实用的工装工作服，为广大企事业单位提供最具性价比的、优质、时尚、

耐用的工装，工作服，马甲，广告促销、职业装等产品。

      2015 年 ----- 服装成功通过质监局检验，淘宝上线，公司开展了网络销售渠道。

      2016 年成立子公司 济南艺馨方圆服饰有限公司 逐渐建立了全国市场销售体系。

     宇辰服饰从事服装加工与定制十余年，在业内拥有良好的口碑，凭借自身良好的信誉和优质的服务及产

品持续稳定而快速的发展，奠定了宇辰服饰在工作服制服行业的的主导地位，成为众多优秀企业的长期稳

定的工服供应商！

     宇辰服饰集服装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强调给客户带来一站式的定制服务体验，让您足不出

户即可拥有自己的企业工作服！全程业务员一对一上门为您解决所有疑问，样衣、面料样板、制作方案等

统统帮您搞定！

     宇辰服饰总部设立在美丽泉城济南，交通便利，商业地理环境优越！我们的宗旨是依靠质量，拓展市场，

优质服务，取信用户。诚信、负责和交货迅速是我们的经营理念，热情欢迎海内外客户光临，感受我们奉

献的热情服务！

     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对每一个客户的认真和耐心，不管您有什么定制疑问，我们都全方面配合您解决掉

所有的问题，让您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因服装质量得以立足，因服务品质得以发展！宇辰服饰期待与您合

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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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烨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京嘉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林肯狼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嘉定曹安公路 1685 号 D105 室

电话 /Tel：021-39160887

电邮 /E-mail：Dayefz@126.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职业、行业用制服，特种面料的加工贸易企业。

地址 /Add：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都市路 2501 弄 321 号 102 室

电话 /Tel：02164517906

电邮 /E-mail：Jingjiafushi@163.com

网址 /URL：https://lfjjfzfs.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京嘉 & 好棉好 T 恤」

        中高端现货坯衫供应商

        60 支 70 支高端丝光棉现货坯衫

        质量媲美一线品牌，职业装最佳伴侣。 

        纺织加工印花绣花全链条把控，合作就是惊喜 !

        另外常年有备冲锋衣现货，多种款式可选，欢迎咨询采购

地址 /Add：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 766 号 D 栋 301

电话 /Tel：0531-68800126

电邮 /E-mail：1297605711@qq.com

网址 /URL：www.Jnyc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打造实力工厂，上海仓千万级仓储，探路者、始祖鸟、骆驼等品牌同款三合一

冲锋衣现货 10 万 + 件，中高端 Polo 单品十万件现货。

公司 2018 年在浙江台州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与大型仓储，2019 年并在安徽合肥开设分仓（1000+ 平方）

实现上海、台州、合肥三仓就近发货策略，即将 2021 年会在合肥建立后道服务平台包括（刺绣 印花 贴牌）

等一体化完善后道服务。

Shanghai Jingjia Clothing Limited Company

Shanghai Lincoln wolf Clot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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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猛犸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上海市嘉定区嘉美路 258 号 F 栋 2 层

电话 /Tel：021-52412668  52412665

电邮 /E-mail：mammoths@126.com

网址 /URL：www.keepnice.c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上海猛犸服饰有限公司是集织造、染整、制衣为一体的全能企业，主要生产 T 恤衫、polo 衫、卫衣、

冲锋衣、防晒衣、帽子、工作服等。采取现货销售和来样加工定做相结合经营方式。

   各种颜色面料的 T 恤衫、polo 衫、卫衣、冲锋衣、帽子在上海常年备有百万件以上的素色基础服饰。能

及时有效的响应您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 , 定织、定染、定做；电脑绣花、丝网印刷、烫画等。

本公司一贯重视产品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打样迅速 , 生产能保证生产工期，与国

内外著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受到了客户的广泛赞誉和好评。

公司旗下产品拥有品牌 KEEP NICE、 衫心爱衣、衬心爱衣、图形大象等品牌。选取最优质材料，严格通

过检验，遵从苛刻的品质要求，打造专业的产品。

KEEP NICE 源自上海基础服饰品牌，诞生于 2004 年，专注基础服饰 15 年。时至今日，已成为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企业。

公司秉承的品牌文化，倡导健康、积极、乐于分享的生活方式，致力于研发“安全、健康”的服饰。自始

至终重视科研开发，以此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中国乃至全球家庭的需要。深知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用

户的身体健康。因此，一直坚持“创品质 赢未来”的品牌理念。

我们立志成为国内专业的基础服饰供应商，具有竞争力的生产企业。

    　我们争取成为出色的。

    　我们立志成为成功的。

    　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前进动力……

      Shanghai Mammoth Clothing Co., Ltd. is an all-round enterprise integrating weaving, 

dyeing and finishing, and garment making. It mainly produces T-shirts, polo shirts, sweaters, 

jackets, sun protection clothing, hats, work clothes, etc. Adopt a combination of spot sales and 

custom processing to combine business methods.

 T-shirts, polo shirts, sweaters, jackets, and hats of various colors and fabrics have more 

than one million plain basic apparel in Shanghai. Can respond to your needs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manner.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weaving, dyeing 

and custom-made; computer embroidery, screen printing, heat transfer, etc. The company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roduct quality, has accumulate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apid proofing, production can guarantee the production 

schedule, established a long-term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well-know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anies, and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and praised by customers.

 The company's products have brands such as KEEP NICE, shirt heart clothing, lining heart 

Shanghai Mammoth Clothing Co., Ltd

clothing, graphic elephant and other brands. Select the highest quality materials, strictly 

pass the inspection, comply with the stringent quality requirements, and create professional 

products.

 KEEP NICE originated from Shanghai basic clothing brand, was born in 2004, focusing on 

basic clothing for 15 years. Today, it has become a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The company upholds the brand culture, advocates a healthy, active and shared lifestyle, 

and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safe and healthy" clothi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an increasingly 

diverse family in China and the world. Knowing that product quality issu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users' health. Therefore, it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brand concept of "creating quality 

and winning the future".

We are determined to become a domestic professional basic apparel supplier and a 

competitive production enterprise.

    　We strive to be outstanding.

    　We are determined to be successful.

    　Your needs are our driv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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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前景服饰设计有限公司（宁波景星制衣有限公司） 上海原知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 /Add：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3800 弄 146 号

电话 /Tel：021-64580639

电邮 /E-mail：david_huang@prospectfashion.cn

网址 /URL：www.prospectfashionfashion.c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上海前景服饰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公司一直以设计为先导，生产供应链全程品控的营业模式，

在华东地区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2020 年开始从单一出口日本、欧美，逐步转型为内贸制服设计生产

为主，服务于国内多家知名 500 强企业。2019 年 5 月开设前景服饰微信公众号，建立网络平台的制服销

售模式。2019 年 9 月成立宁波景星制衣有限公司，专注于时尚元素和企业精神完美结合的新一代工装的

设计、研发和生产，并配有 1000 平米仓库，订存分拣物流体系齐全。

      

       Prospect Design co., LTD., is founded in 1995 .We are the company which is the design 

oriented , QC throughout the production supply .Our business service model is:Project design 

planning,Production process,Quality monitoring.We have a complete supply chain system 

in eastern China.Since 2010 we gradually transform to domestic trade uniform design and 

production from the mere export to Japa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nd now serve the 

domestic famous fortune 500 companies such as Yumchina. We set the public account on 

Wechat and established the uniform sales mode on the network In May 2019. In September 

2019 we founded a new manufactory --Ningbo Brightest Garment Co., Ltd. .It focus o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which perfectly combines fashion elements and 

enterprise spirit. It is equipped with a 1000 square meters modern warehouse and a complete 

ordering, sorting and logistics system.

地址 /Add：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3800 弄 146 号

电话 /Tel：021-64361851

电邮 /E-mail：yingzong@j-zhuang.com.cn

网址 /URL：www.designerdg.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创办于 2015 年，原名极装東格质造是一家以企业 IP 为开发源头的服装制造者，不但拥有服务

国际、国内服装大牌的顶尖设计师、工艺师团队，并整合了国内外超强的供应链军团。成为中国目前 IP 周

边领域和企业服装定制领域的新锐企业。      

          产品介绍：各品类团服、工服针织（T 恤、polo、卫衣、棒球服）、梭织（衬衫、外套、棉服、裤子）、

毛衣、牛仔、配饰

       

        Founded in 2015, formerly known as JizhuangDongge Quality Manufacturing Co., Ltd. 

is a garment manufacturer with Enterprise IP as the development source. It not only has 

international service. The top designer and technologist team of China's major clothing brands 

have integrated a strong supply chain corps at home and abroad.

It has become a new cutting-edge enterprise in China's IP peripheral field and enterprise 

garment customization field.

Product introduction:All kinds of group clothes and overalls Knitted (T-shirt, polo, sweater, 

baseball suit), woven (shirt, coat, cotton suit, pants), sweater, jeans, accessories

Prospect Design CO., LTD    (Ningbo Brightest Garment Co.,Ltd) Shanghai Yuanzhi Clothing Design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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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远舟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圣仕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启林纺织品有限公司

芜湖怡静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1618 号

电话 /Tel：021-69186025

电邮 /E-mail：tingchenwu@foxmail.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用周到的服务和优良的品质，为您的订单保驾护航。

    上海远舟纺织品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是一家专业的工装职业装面料产品提供商，公司主营工装

面料和衬衫面料两大品类，自设仓储备有数百万米现货。工装面料除了常规品种外，特设作训服系列和白

色厨师服系列。衬衫面料以高档白色系列为主打，以液氨免烫和高支高密为特色，品种齐全，检测过硬，

尤其适合高端衬衫订单和检测要求严格的校服订单。

本公司所有产品均出自国内的一线实力大厂，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实实在在的好原料和先进的技术才能保

证产品稳定的高品质表现。用心管理好生产的每个细节，保证交给客户的每一米布都是优质的，为客户的

订单保驾护航，才是对客户最负责的态度。我们满怀信心，始终秉持着对客户负责的宗旨，盼每一位志同

道合的客商朋友前来合作。

地址 /Add：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3800 弄 146 号

电话 /Tel：0575-85785705

电邮 /E-mail：13362535556

网址 /URL：www.sxshengshi.com   www.jinxiusidu.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绍兴圣仕纺织品有限公司是集纺织，印染，销售于一体的集团性实业公司，旗下有北京锦绣丝都纺织

品有限公司，绍兴圣仕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弘盛纺织品有限公司，年生产能力 3600 万米。总公司地址

坐落在中国轻纺城绍兴柯桥，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成功研发出一系列的防静电面

料，里料。成为众多知名服装企业的优秀面料供应商。

 公司现有喷水织机 300 台，喷气织机 50 台，专业生产防静电面料基地。主要生产产品有：防静电网格

（100D*0.5），防静电绸（100D*0.5）竖条，网格 210T 防静电条纹（1.7mm），防静电工装呢，防

静电纱卡，防静电帆布，阻燃面料，三防面料，并且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织定染。 

公司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开拓市场，满意顾客为经营宗旨，以诚信为本质优价廉，为经营准则，服务

于客户，满足于市场，希望与您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地址 /Add：绍兴市越州轻纺工贸园区新综合大楼二楼 8 号

电邮 /E-mail：1324999191@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绍兴市启林纺织有限公司，位于亚洲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基地—中国柯桥轻纺城，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

销售制服、衬衫、校服、职业装面料、工装面料的企业。主要经营：涤棉、涤棉交织、T/R、仿毛、帆布、

纱卡、全涤、印花、防静电。为各制服行业带来了方便，企业并提供定织、定色、承接外贸订单等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遵循“以品质为先、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经营宗旨，近几年，随着企业的发展，

实现生产、染色、销售、工贸一体化、通过信息、人员、技术设备的科学运用，开发出一系列新的制服行

业优良面料。提升了职业装面料的品位，增强了启林纺织忠实客户在各地各市场的竞争力。

    启林纺织自成立以来，承蒙各界的大力支持，新老客户的真诚合作，在此，启林纺织有限公司全体员工

向支持关心我们企业成长的领导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各新老客户选用“启林面料”。今后，我

们将一如既往的在质量、销售、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优化企业管理，把更好的产品，更优的服务，奉献

给广大新老客户，并真诚的希望各新老朋友、国内外客户继续支持启林纺织事业的发展，使启林纺织做得

更好！

    欢迎国内外客户光临惠顾，衷心感谢新老客户的良好合作，共创辉煌 !

地址 /Add：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齐落山路 19 号

电话 /Tel：0553-5886613

电邮 /E-mail：987462240@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芜湖怡静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江城安徽省芜湖市，物流及交通便捷，另有直属公司鸠江区瑞勇

制衣厂及多家长期友好稳定合作的工厂及原材料供应商，公司 2009 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各类工作服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包括车间工作服，衬衫，T 恤，各行业制服等产品的多款现货，各类订单及来料加工），

长期备有多款现货，与独创整件小组式模式相结合，拥有更好的行业优势，能够更好的解决客户大单小单

交货周期短的用户需求，备受新老客户好评，一直秉承优质优价优服务经营理念，力争为客户提供更快捷

周到的服务。

Shanghai Yuanzhou Textile Co.Ltd

Shaoxing shengshi Textile Co.,Ltd

Shaoxing Qilin Textil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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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七朵童爱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瑞金纺织有限公司

地址 /Add：广东深圳龙岗南联爱南路 355-4 号二楼

电邮 /E-mail：785485111@qq.com

网址 /URL：www.szqdta.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深圳市七朵童爱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服装研发设计、生产及营销为一体的品牌服饰公司。旗

下有两大专业品牌：“七朵童爱”国际园服、“KAFI”职业装。

公司由 2001 年成立至今已有 10 多年的服装设计与生产管理经验。本公司拥有专业的服装研发设计师及

资深的服装生产管理员，样板房采用了最新的 ET 服装电脑软件制作，生产采用全新电脑车缝纫制作，具

有大单生产实力。

     “七朵童爱”国际园服：主要有运动系列、礼服系列、幼教服装等各种新颖的休闲服装，并配套生产儿

童床上用品、书包系列。

      “KAFI”品牌主要有职业装、商务装、西装、衬衫、西裤、休闲时尚 POLO 衫、T 恤衫、百褶裙、亲子装。

公司从设计、面料选择到生产各个环节均严格把控，生产健康舒适的产品。

       Shenzhen Qiduo Tong Ai Industrial Co., LTD. Is a brand clothing company specialized in 

clothing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t has two professional brands: "Qiduo Tong 

Ai" international garden clothing and "KAFI" professional clothing.

Founded in 2001,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garment design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clothing r & D designer and senior 

clothing production manager, the model room using the latest ET clothing computer software 

production, production using a new computer car sewing production, with large single 

production strength.

"Seven baby love" international garden clothing: mainly sports series, formal dress series, 

preschool education clothing and other novel leisure clothing, and supporting the production 

of children bedding, school bag series.

"KAFI" brands mainly include business suits, business suits, shirts, trousers, casual fashion 

POLO shirts, T-shirts, pleated skirts and parent-child dresses.

The company strictly controls all aspects from design, fabric selection to production to 

produce healthy and comfortable products.

地址 /Add：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 5 号坂田国际中心 D 栋 201

电邮 /E-mail：shulin@origintex.com ； origintex@vip.163.com

网址 /URL：https://www.origintex.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深圳市奥瑞金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origintex），成立于 1999 年，origintex 致力于制服及国外

工装行业已有 21 年，我们不仅提供高质量的服装面料、精致的服装做工、快速的交期，及奉行客户致上

的理念，origintex 还在面料产品及服装功能的开发上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origintex 的质量控制是从最

初的纱线原料开始，一直到成衣出货前的最终装箱包装。

Origintex 生产服装的环节每一道工序都有组检、厂检、复检三道把关，确保我们的成衣产品一致性及无

可挑剔，漏验率控制在 0.3% 的水平。

Origintex 的管理层及一线技术骨干都是有经验的，并是靠他们的努力投入工作精神面貌使的公司产品全

部被客户认可为免检产品，并成为客户质量产品的标杆，作为客户其他供应商的质量标准。不仅如此，我

们还凭着我们 21 年的经济积累，合理分配优化生产不同品种的生产线，并具备大量的常用面料，用最经

济的生产分类安排及最快速的交货时间满足客户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做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场合的工

作服装的经验。

Origintex 的面料技术及服装设计经验有能力引导客户选择出最适合客户要求的制服与工装产品，从面料

的选择到款式功能的确定。

Origintex 21 年的专业制服、工装及原材料的生产经验有能力引导中国制服及工装行业达到国外发达国家

的要求标准。

我们提供的产品目前已经涉及到了食品卫生行业、健康行业、医院行业、安保行业、户外运动行业、超市、

运输甚至娱乐时装等等

Origintex has delivered the highest-quality garments and fabrics in the industry for over 

21 years. We provide knowledgeable consultation, high quality fabric materials,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prompt delivery, and dedicated customer service.

Our quality control starts from checking the raw materials and ends with the pre-shipment 

final control.

 Our manufacturing team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whole manufacturing process, make sure our 

products are built for consistent, unparalleled quality. 

 Our team is dedicated and experienced, and they had helped to establish Origin Textile as a 

leader in the uniform business. We provide cost effective manufacturing, in-stock availability 

and fast shipping to your location.

Our technicians are experienced in all garment types, from fabric picking to designing. We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duct selection process to ensue garments and fabrics are chosen 

that perfectly suit your demands.

Origin Textiles  leads the industry in supplying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uniforms and fabrics in 

China. We offer apparel for those in the food services, health care, hospitality, security, police, 

work wear,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entertainment fashion and more. 

Shenzhen Qiduo Tongai Industry Co., Ltd ORIGIN TEXTILE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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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精灵龙服饰有限公司

四川川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Add：苏州工业园区辰雷科技园 B 幢 617 室

电邮 /E-mail：2881535091@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苏州精灵龙服饰有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美丽的天堂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于 2010 年，公司旗下拥有

多个品牌；下设印花车间、服装车间、帽子车间、绣花车间，总计 5000 平米。专业加工生产男女 T 恤衫、

POLO 衫、帽衫，工作服、团体服，职业装、等针织系列男女服装。

我公司目前的经营渠道主要是自营天猫、淘宝、阿里巴巴和京东平台。

货足 - 库存充足，款多色齐           

品质 - 品质稳定， 采购无忧

低价 - 行业低价， 一件起发          

速达 - 全国多仓，专业配送

       Suzhou Jinglinglong Garments Co. , Ltd. , headquartered in the beautiful Suzhou 

Industrial Park,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the company has a number of brands; under the 

printing workshop, clothing workshop, hat workshop, embroidery workshop, a total of 5,000 

square meter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men's and women's t-shirts, Polo shirts, 

hoodies, overalls, group wear, professional wear, such as knitted series of men's and 

women's clothing.

       My Company's current operating channels are mainly self-operated tmall, Taobao, 

Alibaba and jd.com platform.

Full-stock, multi-color     

quality-quality and stability     

purchase worry-free low price-industry low price, a start

speed up-the national multi-warehouse,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地址 /Add：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一段 163 号

电话 /Tel：028-60169359

电邮 /E-mail：CHENL@SCCMYR.COM

网址 /URL：http://sccmtex.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四川川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四川川棉印染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原为四川川棉印染有限公司销售一

部。四川川棉印染有限公司于 2005 年改制成立 ( 前身是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即川棉一厂 )，现有员工近

700 人，是目前全市印染行业投资最多、环保治理达标、社会贡献最大的印染企业。公司占地 163 亩、修

建厂房 6.9 万多平方米 , 形成年产 1 亿米各类工装面料生产能力，解决近千人就业。拥有 6 条长车染色线、

两条印花生产线、30 台溢流染色机、一套 35t—3MW 循环流化床余热发电系统、一套日处理 7000 吨的

污水处理系统及其配套的水、电、天然气、蒸汽等设施。 截至 2016 年 9 月累计投入 33025 万元、实现

产值 333006.79 万元、上缴税金 5798.74 万元 (2015 年度在金堂县国税系统排前 6 位 )、发放员工工资

和缴纳社保 25037.13 万元。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及 oeko-tex100 国际环保纺织品生态认证，在业内建立了良好的口碑。产品远销美国、

德国、俄罗斯等 31 个国家和地区，开发的防红外线迷彩和特殊功能性面料广泛用于军队、医院和工业企业，

在工装面料行业名列前茅并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川棉印染开展工艺、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在抗菌整理、防紫外线整理、耐静水压 + 防水透湿涂层 ( 纯涤帐篷布涂层后耐静水压达到 10000KP 以上 )

等方面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Sichuan Chuanmi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 Ltd is the subsidiary and sales department 

of SCCM Dyeing and Printing Co., Ltd. SCCM Dyeing and Printing Co., Ltd has specialized 

in workwear fabrics for more than 40 years, with nearly 700 staffs. The mill occupies 163 

acres, and the workshop buildings occupy more than 69 thousands square meters, with 

ability to produce 100 million meters of various types of workwear fabrics annually.The 

company certified to ISO 9001: 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ISO 14001: 2004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standards, and has certification of the Standard 100 by 

OEKO-TEX, therefore has established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SCCM'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Russia and other 31 countries and regions. 

Additionally, the development of anti-infrared camouflage and special function fabrics are 

widely used in military, hospitals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uzhou  Jinglinglong Garment Co.,Ltd

SICHUAN CHUANMI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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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目鸟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七多服饰有限公司

温州双佳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坐应村

电邮 /E-mail：281603101@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九目鸟服饰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职业服饰的制造企业，其前身是台州市路桥凯凯制衣厂。作为一

家集服装设计开发、生产、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性服装企业，始终本着：“诚信、共赢、创新、务实”的经

营宗旨。依靠精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严格的管理，周到的售后服务，使每件产品从设计到成品力求完美。 

以客户为中心，按客户的需求提升行业穿着者的职业气质，展现企业的精神面貌。

地址 /Add：义乌市大陈镇天宫工业区

电话 /Tel：0579-85999587

电邮 /E-mail：13958441131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现有员工 3000 余人，年产量 200 万件职业装衬衫，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设备，

奔马自动裁床，迈卡系列缝制设备，重机系列缝制设备，威士系列缝制设备，公司面积 15000 平米，承

接国内外工装衬衫定制，批量定制，贴牌加工，量身定制等全方位业务！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东方北路 200 号

电话 /Tel： 0577-86705115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温州双佳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工厂规模 10000 平方米，员工人数 400 人，公司机器设备数量：

500 台，年产量：200 万件 / 套 。公司依托分公司衬衫厂，西服厂，棉衣厂，皮鞋厂四大优势，强势介入

中国标志服生产加工领域，志力于打造品质一流，现货齐全，服务优质，品牌响亮的一流标志服现货企业。  产

品介绍：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现货：包含春秋常服，冬常服，春秋执勤服，冬执勤服，多功能防寒大衣，执

法长短袖衬衫，内穿衬衫，夏裤，夏裙，皮鞋，雨衣，雨靴，马夹，各类标志标识辅料，定制各部门包括安监，

卫监，城管，协管，渔政，保安，卫生监督等服装服饰。

义乌市顺顺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中北路 149 号

电话 /Tel：0519-85195767

电邮 /E-mail：505011881@qq.com

网址 /URL：https://shunshundress.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顺顺免烫衬衫 , 本公司致力于打造成国内现货职业衬衫领导品牌 .2009 年首创现货职业衬衫现货至

今 , 不断完善产品，现库存面积 4000 平方 +，库存 80 万件以上，所有现货基本做到当天报单当天发货。

2018 年底开始研发纯棉成衣免烫商务衬衫，2019 年 4 月正式发布小团体成衣免烫衬衫订单业务和现货

业务，所有面料采用鲁泰订做纯棉成衣免烫面料，色卡上提供的面料，在本公司的款型基础上，所有小团

体衬衫订单 7-15 天交货。后续成衣免烫面料在不断的开发中，会持续不断更新 ......

　　义乌市顺顺服饰有限公司是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义乌市顺

顺服饰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Shun Shun iron-free shirts,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domestic spot 

professional shirt brand. In 2009, the first spot professional shirts spot so far, constantly 

improve products, the current inventory area of 4000 square + , inventory of more than 

800,000 pieces, all the Basic Day to do the same day delivery statement. At the end of 2018, 

the company began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non-ironing business shirts made of cotton 

ready-made garments. In April 2019, it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small group order business and 

spot business of non-ironing shirts made of cotton ready-made garments made to order by 

Lutai, and the fabrics provided on color card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any's models, all small 

group shirts are ordered for 7-15 days delivery. Follow-up ready-to-wear fabrics in constant 

Yiwu Shun Shun Garment Co. ,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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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好派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华世服饰有限公司

优宝服饰（荆州）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好派路 28 号

电话 /Tel：0579-83829106  

电邮 /E-mail：316369545@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好派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拥有 27 年经验的衬衫生产厂家。公司占地 23 亩，现

有厂房 30000+ 平方米，员工 300 多人，公司全面引进日本 JUKI 公司最新服饰机械设备 200 多台，特

种机器 30 多台，衬衫年产量 170 万件，月产 15 万件。

公司的产品范围：现货男女工装衬衫、职场 OL 风格衬衫；接团定制 LOGO 职业工装；高定私人定制衬衫；

电商、连锁品牌贴牌。

公司以衬衫制造 . 原厂生产 . 现货供应 . 一件代发的经营理念。男女衬衫产品齐全，货源充足是工装现货的

首选服务商。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城南街道前山村

网址 /URL：http://www.cnhs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华世服饰有限公司，拥有众多优秀的设计师，独具匠心的的专业水平。

华世服装选料精湛、工艺先进、做工考究，男装款式潇洒沉稳，女装式样端庄简洁。

公司拥有独立进出口权，服装加工出口业务一直是公司利润的重点，多年的出口业务炼就了我们过硬的产

品质量。

产品介绍：主营精品服装、高端工作服、职业装、广告衫、校服等。  

zhejiang huashi accessories co., LTD has many excellent designers,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 

to show originality and artistic inspiration and keen fashion reach perfect fusion with a woman, 

for it put on a most magnificent, bold design and elegant works have proactively interpretation 

of women's dream in the heart, leading the fashion of women will enjoy the colorful life.Huashi 

clothing exquisite mat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exquisite, handsome men's clothing style 

composed, dignified concise dress patterns. Company has independent import and export 

right, garment processing and export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he company 

profits, the export business built up over the years enterprises to excellent product quality.

Product introduction:Main boutique clothing, high-end overalls, business attire, guanggu 

shan, uniforms, etc

地址 /Add：浙江省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东方北路 200 号

电邮 /E-mail：30705944@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优宝服饰（荆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注册资金 200 万，员工 150 余人，是一家服装生产、加工、

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仓储服务为主的公司。公司的产品主要是文化衫、T 恤及卫衣，适用于各个事业

单位和个人。优秀的员工，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设备，严格的管理是公司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产品能够赢

得用户依靠的根本所在。“诚信、专业”是我们生产精神和服务信念。

       

      公司的产品主要是文化衫、T 恤及卫衣，适用于各个事业单位和个人。优秀的员工，先进的技术，精

良的设备，严格的管理是公司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产品能够赢得用户依靠的根本所在。“诚信、专业”是

我们生产精神和服务信念。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e to update. Yiwu Shun Shun Clothing Co. , Ltd.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roducts, with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Yiwu Shun Shun Apparel Co. , Ltd. . Integrity, strength and product quality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visit, guidance and business 

negotiation

Zhejiang haopai Garments CO.,Ltd

Zhejiang huashi clot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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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周正服饰有限公司浙江纪强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绍兴柯桥万国中心 A 幢 21158 室

电话 /Tel：0575-81112997

电邮 /E-mail：LINXUNXI91@HOTMAIL.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周正服饰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份成立，是绍兴斯威特（Sweit）服装纺织有限公司（建立于

2004 年）的一个子公司。它坐落于亚洲最大的轻纺市场——柯桥，并以中国纺织基地而闻名。我们既是梭织、

针织和其它服装面料的生产商，也是批发商。作为一个大型的纺织公司，我们拥有规模相当大的坯布织工

厂供应商。我们拥有精湛的技术以及三条先进的生产线和一套全面的纺织及其它的整理设备。

周正服饰致力于研究与发展，生产与销售各式各样的服装面料，尤其对西服面料的经营。如上所述，我们

拥有着优艺的技术，并同时专营于高档的服装面料，包括 T/R 面料，T/R/W 面料，T/T 面料和涤纶面料。

在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高技术引领下，我们的产品设计和服装色彩都紧跟国际时尚潮流。

“顾客第一、诚信与质量优先”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服务宗旨。优良的产品和具有竞争性的价格证实我们在

过去的十年一直在世界服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产品之所以可以销售地很好，就是因为我们根据国

际标准严格检验。由此，我们也获得了良好的信誉和 98.5% 的顾客满意度。

我们真诚地欢迎您的到访，并请联系我们以便进一步了解。我们会用专业的服务及时回答您的任何问题，

以此实现我们双赢的目标！

地址 /Add：温州市平阳县万全镇永丰路 3 号

电邮 /E-mail：2355286143@qq.com

网址 /URL：https://jqlpmj.1688.com/?spm=a261y.7663282.autotracetopNav.1.42f235963TYk4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江纪强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现已拥有标准厂房面积近 9000 平方米，

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制造公司，已开通阿里巴巴诚信通 15 年并通过阿里巴巴实力

商家深度验厂。

    公司主要生产：卫衣、运动套装、工装、马夹、T 恤衫、广告衫、广告抱枕被、礼赠品毛浴巾等系列产品，

从购纱、织造、染色到生产，LOGO 的丝印、数码印花、绣花、烫画一条龙服务，精选纯棉、CVC 等织

造融入先进的染整技术精制而成，卫衣、运动套装、工装、马夹、T 恤衫长期备有现衣可定制 LOGO。

公司相继获得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AA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温州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安全

生产标准化企业（小微）、创业新星企业等荣誉称号，平阳县服装商会会长单位。

     近 30 年来积累丰富的生产经验，赢得众多顾客的认同，现已合作过的客户有：金融、血站、体彩、涂料、

洗涤、汽配、酒类、电气、电力、教育等行业。

ZHEJIANG ZHOUZHENG GARMENTS CO., LTDZhejiang Jiqiang Cloth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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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浩泰纺织品有限公司郑州轩仪姿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 /Add：浙江绍兴柯桥万国中心 A 幢 21158 室

电话 /Tel：0512-82596905

电邮 /E-mail：nana@hot-tex.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全毛、毛涤哔叽，华达呢，凡立丁，女衣呢，薄花呢，啥味呢等精纺面料，以及精纺毛纱

      江苏浩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为精纺呢绒生产企业设立的对外销售的窗口，公司坐落于张家港市凤凰镇，

紧靠 204 国道，临近沿江高速凤凰出口处仅十分钟路程，距上海市区 1.5 小时车程，交通十分便利。

公司目前有样品展示厅 400 平方米，主要用于展示毛涤与全毛精纺呢绒面料。目前主要产品有全毛、毛涤

哔叽，华达呢，凡立丁，女衣呢，薄花呢，啥味呢等精纺面料，以及精纺毛纱，业务范围遍及欧美，日韩，

东南亚，中东等地 , 赢得客户的广泛青睐。

      公司为精纺呢绒面料一条龙生产企业，从染色、纺纱到织造及后整理。目前纺纱有 2.2 万纱锭，织造

有意大利 FAST 剑杆织机 120 台，后整理有意大利 KD95 罐蒸机、意大利洗缩联合机等设备，年生产能

力达 600 万米以上。

       Jiangsu Hottex Textile Co.,Ltd. is a window of the factory for saling worsted fabric, located 

in Fenghuang Town, Zhangjiagang City, It is close No.204 National Hwy, It is very near to 

Shanghai, about 1.5hours by car. It is very convenient 

At present the company have a show room about 400 square meters, mainly to show the 

wool/polyster and all wool worsted fabric. Our major products include all wool, wool/polyester 

serge, valetin, gabardine, crepe, light wool cloth, flannel… also produce woolen yarn.

The company,from dyeing ,spinning, weaving to finishing.has 22,000 woolen spindles, 120 

FAST looms, wash & shrink machine, full width scouring machine,KD95  integrated and 

imported dyeing and finishing equipments. The company annually produces above 6 million 

meters. 

地址 /Add：郑州市二七区郑平公路漓江路中国中部电子商务港 809 室

电邮 /E-mail：355569237@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郑州轩仪姿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专业服装公司，本厂专业生产销售

女式职业套装，职业半身裙，连衣裙，衬衣等现货系列。具有多年的职业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经验。公

司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凭借着持续的创新能力，以“专注、专业、时尚、领先”的理念作为企业的核心

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口碑，并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和赞誉。

       Zhengzhou xuanyizi Clothing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clothing company integrating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Our factory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women's professional suits, professional skirts, dresses, shirts and other spot 

series. With many years of professional clothing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experience. With 

continuous innovation ability, the company has formed a good brand reput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focus, professional, fashion and leading" as its core culture, and won the trust and 

praise of customers.

JIANGSU HOTTEX WORSTED TEXTILE CO.,LTDZhengzhou xuanyizi clothing limi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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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柯桥真姿宏昌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可之韵服饰 

地址 /Add：中国轻纺城老市场二楼 2086-2087 展示厅

电话 /Tel：0575-84077085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绍兴柯桥真姿宏昌纺织有限公司位于素有“印染之乡”美誉的江南水乡 --- 浙江绍兴柯桥，地处亚

洲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地 -- 中国轻纺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毗邻杭州萧山机场、上海港和宁波，

为公司的发展和公司间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本公司已从事经营纺织行业二十余年，主要经营梭织面料和针织面料，包括 TR 梭织布，网纹，菠萝麻，

长丝，四面弹，复合丝，罗马布，锦包棉，哥弟纹。面料品种齐全，价格合理。可以根据不同的风格需求，

定制您所需的面料。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着“品质为先，信誉为本”的经营理念，严格把控产品质量，面料做到颜

色鲜艳，色牢度好，布面美观，不起毛，不掉色，不易变形。坚持以优良的品质，诚实的信誉，完美的服务，

合理的价格，真诚服务于广大客户。

公司竭诚欢迎海内外客商来电来函，如果您对我公司的产品服务有兴趣，期待您参观展区或来电咨询。

地址 /Add：广东东莞市虎门镇镇口二区镇业路 13 号

电邮 /E-mail：936458959@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东莞可之韵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专业职业装公司。本厂专业生产销

售女式职业套装，职业半身裙，连衣裙，衬衣等现货系列，具有多年的职业服装设计、生产、销售经验。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的企业精神，在技术上不断提高，更配以精益求精，力求完

美的质量方针，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是我们秉承的经营宗旨。

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10 年里，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并赢得了广大

客户的信任和赞誉。

       

       Dongguan kezhiyun Clothing Co., Ltd. is a set of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n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company. The factory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women's professional suits, professional skirts, dresses, shirts and other spot 

series, with many years of professional clothing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experience.

Company since its inception adhere to the "integrity-based, customer first" spirit of enterprise, 

constantly in design and technology constantly improve, more match with strives for 

perfection, strive to perfect the quality policy, stri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ive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most perfect and most of th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perfect service, is our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anagement.In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10 years, we have always provided customers with good products 

and technical support, sound after-sales service, and won the trust and praise of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ZHENZI HONGCHANG TEXTILEKEZH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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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市新惠特服装厂安徽三百六十行有限公司 

地址 /Add：安丘市潍徐路 86 号

电话 /Tel：0536-4381166

电邮 /E-mail：1321651117@qq.com

网址 /URL：Aqxht.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惠榕工装汇集了当代业界精英、积淀厚重的企业服饰文化底蕴，将传统审美观、现代服饰设计元素与

企业特点整合为设计理念，卓力打造展现客户企业文化内涵的企业工装，使我们的精品工装不仅仅是一件

服饰，而是企业形象的体现与提升。

我们拥有专业知识的设计师，为每一位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一流的技术和精湛的工艺，我们始终秉承着以

质量为先的经营理念，先顾客之忧而忧。

企业：以信誉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坚实走好每一步。对于置业的单位和个人来说，都要做到物有所值

的投资。

请咨询我们：

1、选材用料             2、生产流程            3、工艺技术要求

4、行业信息             5、成本核算            6、售后服务

产品介绍：专业生产销售工装、工作服公司竭诚欢迎海内外客商来电来函，如果您对我公司的产品服务有

兴趣，期待您参观展区或来电咨询。

地址 /Add：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文忠路与新卞河路交口聚众物流园 6 栋南 2 层   

电邮 /E-mail：2499514766@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销售工装，T 恤，冲锋衣的服装生产企业，常年以企事业单位工装制

服的订单业务为主，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渐的迎合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率与生产品质，本公司在以往纯

粹以订单 , 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模式的基础上，分出了现货工装设计部与生产线，结合国内外服装流行款式，

创造出了一系列我们公司的特色现货产品，现公司常年备货量达三十万套以上，款式新颖，做工精细，时

尚美观，可以最快效率配套发货。       

设计理念：提高企业形象，制作一流工装，适合广泛行业使用。

经营理念：跟随潮流、团队协作，创造商业与品牌价值。

用     料：上乘工艺 , 特殊定制 , 注重手感与穿着舒适 , 超越传统面料的质感 , 突出面料功能性。

备货量：采用上乘面料、精湛工艺的精品款每款、每色的备货量均在 5000 套以上；随时订货，即时发货，

迅速敏捷是我们的绝对优势。

务宗旨：只要您的一个电话，我们将给您提供一整套完善的服务！

电子图片：此图册当中所有产品均是本公司生产的实物拍摄的，以实物为准，如有单位需要高清电子版原

图本公司可无偿提供！

配套设施：厂内另有印刷与刺绣车间，可按照客户指定添加元素印刷或刺绣；

发货前一次性整装完毕，到货后只需检验数量，即可交货、入库。

来料加工  定制贴牌  精品现货  仓储发货  团队服务  客户第一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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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晟针织制品有限公司东莞市窈绅服饰有限公司 

东莞市妮唯雅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 /Add：东莞市大朗镇水口工业区水常五路 108 号

电话 /Tel：0769-89076338

电邮 /E-mail：13829219108@163.com

网址 /URL：http://www.yxcy.cc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广东东晟针织制品有限公司其前身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东莞大朗分厂，也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首

家改制成功企业，于 2003 年 3 月设立投产，成为一家集羊绒系列产品研发、销售、生产、服务于一体的

纺织类工业 4.0 示范企业，独创的绿色原生态羊绒衫量体定制线，同时适应多款式团体职业装生产定制模

式 . 年生产能力为羊绒及其混纺产品 60 万件，职业装绒类产品 20 万件。全程使用 ERP 系统管理成衣贴

牌平台服务。引入产品质量为本的质量体系认证，环境体系认证，职业安全相关认证。唯一一家拥有植物

染料专利的羊绒衫团购工厂。

       全羊绒工艺服务优势：

提供个性化服装全产品定制贴牌，羊绒类团体制服投标前及样板配合！

标准质保体系，无限制自主设计，15 个工作日交付！

       产品介绍：金融类羊绒衫，通信类羊绒衫，能源类羊绒衫，交通类羊绒衫，抗静电类羊绒羊毛劳保用品，

礼品类围巾手套。公司竭诚欢迎海内外客商来电来函，如果您对我公司的产品服务有兴趣，期待您参观展

区或来电咨询。

地址 /Add：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永安路永安楼 32 号

电邮 /E-mail：576422942@qq.com

网址 /URL：yaoshen.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窈绅职业装是一家集设计、 开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专业服装公司，具有多年的职业服装设计、生产、

销售经验。公司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凭借着持续的创新能力，以“专注、专业、时尚、领先”的理念做

为企业的核心文化，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口碑，并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和赞誉。 

       窈绅职业装凭借自己务实的信念、雄厚的实力、过硬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先进的装备、科学的管理、

周到的服务，顾客至上的原则，不断开拓进取、推陈出新，努力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客

户需求。在追求卓越、创造完美服装的道路上，窈绅职业装走出了自己的路，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公

司主打男西装、女西装、男衬衫、女衬衫、制服、工作服、服装等，每个品种拥有丰富的款式，新颖时尚

的设计，流畅的造型，柔和的色彩以及精良的制作工艺。 

       

 

地址 /Add：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第一工业区 B38 栋三楼

电邮 /E-mail：347613111@qq.com

网址 /URL：https://vx.niweiya.vip/zpadmin.php/mainadmin/passport/logi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本公司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主营：职业女装，男女同款，酒店工作服。在产品上我们具

有独立开发能力，同时和资深设计团队合作。我们会针对不同行业，市场流行趋势等元素开发出相对应产品，

独具匠心。本公司把产品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相信产品是任何的前提，没有好的产品公司的业绩和发展

根本不可能增长。本公司所有产品均为原创，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在生产上我们一直注意货品的质量和出

货速度，以及快速反应，其中货品的质量是销售的基石和底气同时也可以减少售后率，出货的速度是在旺

季时一针强心剂，快速反应是弥补库存的不足。在销售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所以我们建立了小程序下单

平台，商品款式颜色尺码价格库存一目了然，同时具有一键下载主图的功能，方便发给客户。同时我们也

针对不同行业分类好系列，经销商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的客户推荐相对应的产品从而提高转化率。小程序的

设立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时也促进经销商的接单。关于未来：我们会优化各个环节，同时也会有服务计划帮

助我们经销商的成长，让我们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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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远洋服装有限公司广州新意念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 /Add：邯郸冀南新区光禄镇西光禄村西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邯郸市远洋服装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8 月在河北冀南新区劳保名镇—《光禄》成立，是一家设计、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职业服装企业。

       公司现有冀锦龙、冀远洋两大品牌，为客户提供高中端产品，供不同消费群体选择。

远洋公司拥有先进进口生产设备十余条，年产量 80 万套，公司工装设计时尚化、制作标准化，销售渠道

网络化的全新模式，已在全国各地设公司和代理。

       公司致力于标准化运营并持续提升，以全新行业品牌形象向全国市场加以推广，以逐步改变职业工装

因传统的订单生产而导致的质量无可预见性和交期无法保证的行业缺陷，形成独具特色的设计时尚、工艺

精湛、批量生产、现货供应的经营模式，广受客户好评。同时公司目前正在推进领先商业模式，深度开发

产业市场，希望与各界有识之士携手共图大业。

 

       每一套牛仔服，都可以私人订制专属绣字（花）服务，可根据要求定制特殊定制服务。

       2010 年工艺全新升级，开发多品类功能性质牛仔工装。

       2011 年荣获河北质量稳定证书

地址 /Add：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 278 号

电邮 /E-mail：243229749@QQ.COM

网址 /URL：https://gzxinyinian.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广州新意念服装有限公司设厂于广东省普宁市，是一家专业从事服装服饰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的

一体化的综合服装公司。旗下有列豹、英享、职也三大服装品牌。其中，列豹主要生产销售高档职业商务

衬衫、职业工装，星际酒店制服等系列职业产品以及 ODM/OEM 加工服务。公司 300 余名术业专精的优

秀员工，800 多台一流的设备，100 万件中高端的年生产产能，为新意念的卓越品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经过多年的发展，不惜斥巨资引进世界领先的服装生产设备，从设备流水线到设计系统研发信息化，生产

自动化，让企业真正实现具体生产高档衬衫的能力。          

        Guangzhou new idea Clothing Co., Ltd., established in Pun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comprehensive clothing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clothing design,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ales. Its three major clothing brands are Liebao, Yingxiang and Zhiye. Among them, 

Liebao mainly produces and sells high-end professional business shirts, professional 

uniforms, star hotel uniform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roducts as well as ODM / OEM 

processing services. The company has more than 300 professional and excellent employees, 

more than 800 first-class equipment and 1 million medium and high-end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which provides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excellent quality of new ideas.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we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to introduce the world's leading clothing 

production equipment, from the equipment assembly line to the design syste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utomation, so that enterprises can truly achieve the 

specific production capacity of high-end shi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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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姿服饰有限公司杭州乔宾治服装有限公司 

河北品厨服装制造有限有限公司 

地址 /Add：湖南省醴陵市船湾镇金子坪居委会 168 号

电话 /Tel：0731-23732128

电邮 /E-mail：1193007635@qq.com

网址 /URL：http://www.hnxzfs.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湖南新姿服饰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6 年，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 10258 万元，2007 年由集体制改制为

股份制，公司座落于中国服装之乡 ---- 瓷城醴陵，与韶山、炎陵、井冈山毗邻，紧靠南方最大交通枢纽

株洲市，距长沙黄花机场 110 公里，交通便利、生产环境优越。

生产规模  

       公司下设 8 个服装生产车间、1 个制帽车间和 1 个劳动防护用品车间，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 19800 平米，

公司员工近 500 人，专业生产技术人员 380 人，各类设计、工艺等技术人员 68 人。各车间均配备德、日、

意等国进口的全套先进的服装流水生产线，2018 年 -2019 公司设备投资近 500 万元，引进了智能裁床 3 台，

CAD 制图系统 1 个，双针机，整烫机，直驱式电脑打结机，高速缝纫机近 300 台，2019 年生产能力达

到 130 万套件。

经营领域

       本公司集服饰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有 20 多年职业服装制作经验，公司生产的制服、执法服、西服、

衬衣、劳保服等工作服装，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公司致力于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极具时代精神又不乏时尚

前沿风采的设计，同时还极力吸纳东西方服饰文化的精随，形成了以“严谨、专业、时尚、活力”为主的

品牌特色，创立了“新姿”品牌服饰，被业内誉为“制服专家”。

荣誉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顺利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13 年通过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于 2019 年通过售后服务体系认证、诚信管理体系认证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2007 年至今，连续 13 年被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获得 2012-

2013 年度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资格；公司自成立以来，企业资信良好，为

AAA 级信用企业；2016 年“新姿”商标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并荣获“湖南省名牌产品”“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连续合格企业”“湖南省纤维制品企业 AAA 级质量信用”等殊荣；2015 年被中国保安协会

确定为“2011 式”保安服定点生产企业，同年被解放军总后勤部列入军服生产供应商。企业注重研发，

累计获得实用型专利 10 个。

地址 /Add：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金山路 61 号

电邮 /E-mail：2447953209@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杭州乔宾治服装有限公司是新生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9 号，属于中小资企业，公司常年配

有平车 80 台，员工总数 100 人以内，年产量 50 万件，基本库存 10 万件。主打“乔宾治”品牌，生产

制作各类职业男女衬衫，努力打造迎合市场需求及过硬的产品质量。公司秉承以人为本，服务大众的准则，

为了更好地打入市场，走向大众，公司寻求线上

线下等多种模式经营。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河北品厨服装制造有限有限公司（原飞腾服装厂）是一家集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厨师服工

作服企业。自 2009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引领厨师工装时尚穿衣品味；崇尚个性化、

多元化搭配而又不失经典的着装理念和服饰文化；倾情塑造舒适、方便的美好工作形象。

凭藉准确的市场定位，经典、时尚而又结合消费群需求的设计风格和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公司成立十年来

逐年均已增长 50% 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已拥有近 2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300 余台平缝车位，年产

近 60 万件厨师服，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20 多个省和近 200 个地级市、县的专业批发市场、商场品牌风格

和发展潜力已得到业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在全国各级客户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和美誉度，公司将不懈努力，

深入强化精细化生产管理，强化终端支持和服务客户的理念，以诚信、敬业、人性、公平为企业的文化内涵，

努力将“”厨乐源”打造成艺术追求与商业运作完美融合的厨师服品牌！

品牌标志

厨乐源释义为“厨师快乐的源泉”，蕴含着品牌创始人对厨师形象

的执着追求，崇尚快乐的厨师通过外在的高品味着装体现对工作的热爱，公司新出夏季款式采用透气网布

料设计，让厨师在炎热的厨房中感受到一丝清凉，网布里面加了一层纯棉线增加了吸湿排汗效果，穿着舒服，

不起球、不掉色、不缩水、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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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舜天汉唐贸易有限公司  

昆山高尔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 /Add：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 22 号和平大厦 18-19 楼 1911 室 

电话 /Tel：1025-86975757

电邮 /E-mail：skyhuang@jsht.cc

网址 /URL：www.jsht.cc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江苏舜天汉唐贸易有限公司 ( 本部 ) 坐落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成立于 1993 年 ( 前身为：江苏舜

天国际集团公司无锡分公司 )。它是由省级大型规模的企业投资，经过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拟合而成立，

公司制度在 2001 年内全部改造，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主营进出口业务，经营纺织产品已远销欧美，

日本，澳大利亚，在 2005 年，已出口的纺织产品销售额达人民币 130 亿。

       包括休闲、时尚、休闲、正式夹克、棉衣、羽绒、户外、工作服等，面料涉及到棉帆布、全棉、全涤、

尼龙、麻、亚麻混合、化学纤维、金属纤维、各类功能面料等，我们也可以做成衣特殊水洗各种复杂工艺，

功能性的户外服装及工作服也是我们的特长产品。

       我部门拥有二个国际、国内业务组、专业的品质控制团队、样衣技术生产组，主要出口到欧洲市场和

中国本土市场，特别是英国、德国、意大利，我们主要生产各类男女服装及面料业务，我部门拥有 3 家直

属工厂、20 家长期友好稳定合作的工厂，并承包了 10 条流水生产线，其中已通过 BSCI 等认证； 同时

在原材料上 ( 面料、辅料、印绣花等 ) ， 我们有长期稳定的供应商，并拥有 O eko-Tex 德国认证证书。

另外我部门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设立了办事处，我们可以提供更快捷和卓越的服务。

线下等多种模式经营。

       The compang was established in 1993(before called:Garment Imp.&Exp.Co. of Jiangsu 

Sainty International Group Corp. Wuxi Co.).Which was 100% invested by the provincial big-

size enterprise-”Garments Imp.&Exp.Co. of Jiangsu Sainty International Group Corp.”To 

fit in the future market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o build up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the company system was reformed etirely in year 2001.In January 2002,”Jiangsu 

Sainty Hantang Trading Co.,Ltd.was registered and set up byJiangsu Sainty Stock Company” 

and other four natural parsons.The registration capital was RMB60 million.The main business 

of the company is import & export of textile products and demestic larger amount trading.

The textile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Japan and Australia. In 2005,the 

company had exported USD100 million of textile products,equal to RMB 1.3 billion for sales.

Including the holding companies,the total sales of the company had reached RMB1.55 billion 

and had gained over ten million RMB of profit.Now the company is under a nice-circulate 

moment of speedily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s outstretching.

Our  depar tment  ma in ly  expor t  to  Europe and Ch ina  loca l  market ,  espec ia l l y  to 

UK;Germany;France and Italy.We mainly produce layies and Men wear,including casual/smart 

casual /formal jacket ,padding or down jacket ,workwear,outdoor and also trousers/skirts, in 

various qualities like cotton canvas,cotton twill ,polyester,linen,linen mix,chemial fibers,metallic 

fabric,etc.We also do garment dye,pigment dye,garment wash,and cleaning finishing. Our 

地址 /Add：中国江苏昆山开发区盛晞路 61 号 

电话 /Tel：0512-55101221

电邮 /E-mail：yangj@ksgaoer.com.cn

网址 /URL：www.ksgaoer.com.cn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创建于 2007 年，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专业性户外功能型服装企业；现有

员工 380 余人，总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坐落于经济发达的中国百强县之首——昆山市，其东靠上海、

西临苏州，又有昆山客运南站、北站、昆山高铁站、昆山火车站围绕，距上海虹桥机场仅 40 公里，交通便捷、

地理位置优越。公司始终秉承“质量第一，诚实经营，制造经典”的经营宗旨，依靠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

严格的管理，快捷的配送支持，严格的交货时间，为客户开发新款式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公司年产值在 1.2 亿人民币，产量约 90 多万件，其中外贸 40%，国内 60% 。

公司设备先进，配有日本进口拷边机，平车重机、镭射切割机，打扣机，热封压胶机，气压热印烫花机等设备；

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制版 / 工艺师傅、打样工人，并配备电脑制版 CAD 制图；产品款式

资源丰富，拥有产品款式近 400 个，面料样 1200 多个，款式新颖、品质优良，成品质量可靠，其主要产

品：户外装、滑雪服、冲锋衣、冲锋裤、压胶服装、打猎装、雨衣套装、工装等各类内贸、外贸压胶系列

服装远销国内外及日本，欧洲、北美洲、中东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为适应国内外市场形势，公司增加了防护服、隔离衣、口罩等医疗器械的生产与销售。

未来几年，公司将不断跨越，以一流的产品质量、一流的售后服务和诚信的经营理念，迅速扩大户外服装

市场，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JIANGSU SAINTY HANTANG TRADING CO.,LTD 

KUNSHAN GAOER APPAREL CO.,LTD

focus business is functional jackets and production control.Besides our own factory we have 

close and stable cooperation with partner factories in the close neighborhood .They are BSCI 

certified /Oeko-tex certified and also passed further specified buy approvals.Due to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fabric and tirms suppliers for many years,we can achieve low material cost.

This allows us to quote competitive prises and superio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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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县恺悦服装加工厂  

上海蓝缇进出口有限公司  

山东省奥绒服装有限公司

厦门贝托皮带皮具有限公司 

电邮 /E-mail：1808036370@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三门县恺悦服装加工厂，2004 年开始生产冲锋衣，加工冲锋衣到 2020 年。专注生产户外冲锋衣系列。

地址 /Add：无锡市锡山区查桥镇华四房 43 号

网址 /URL：http://www.shltjck.com/product.html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上海蓝缇进出口有限公司自 2009 年始，专业生产真丝布、化纤提花、帆布、亚麻、黄麻、皮革。产品

用于服装、鞋面、家具、墙布、箱包．生产的纺织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可根据客户要求“ 量身订做 ”，

与国内外众多著名品牌有着良好合作，产品远销欧洲，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秉承“和谐奋进”的

企业精神，不断改进，从生产设备到管理方法，从产品款式到质量，都处于行业前列。

地址 /Add：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经济开发区 

电话 /Tel：0534-5071888

网址 /URL：http://aorongfz.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生产的各种保暖材料品种齐全，各种材质、工艺以及新产品的研发均走在国内同行业的前列。公

司可生产各种纯棉制品和特种功能性产品，从针刺、热熔、喷胶、浸胶、定型、压光全部自动化完成。主

要产品有：羊绒絮片、驼绒絮片、蚕丝棉、纯棉花絮片、涤纶絮片、竹纤维絮片、发热棉、抗菌棉、石墨

烯棉、玉米纤维棉、大豆纤维棉、远红外负离子棉等服装及家纺用棉。

       The company produces a variety of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with a complete range 

of product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s, processes and new products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The company can produce all kinds of pure cotton 

products and special functional products. Needle punched, hot melt, glue spraying, dipping, 

shaping and calendering are all completed automatically. The main products are: cashmere 

wadding, camel wool wadding, silk wadding, pure cotton wadding, polyester wadding, bamboo 

fiber wadding, heating cotton, antibacterial cotton, graphene wadding, PLA, soybean fiber, far 

infrared anion wadding, etc, for garments and home textiles.地址 /Add：福建厦门思明区湖滨北路 201 号 204 单元

电邮 /E-mail：Rocky@everrise.cn

网址 /URL：http://www.genuine-leatherbelt.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厦门贝托皮带皮具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服装配饰生产商， 主要生产男女士皮带、钱夹、皮包等皮具用品，

服务于欧洲及世界主要的百货公司与服装品牌。在英国我们自有设计团队和运营办公室 , 已成为英国市场

主要的男士皮具和配饰供应商。

在中国厦门 , EIC 建立专业的采购办公室，拥有数十名国际营销人员，品质管控人员，海运人员，能协助

客户在设计 - 开发 - 生产 - 品质管控 - 出货等产业链的运作。EIC 拥有较强的皮

料开发能力，与各国主要皮料供应商建立了业务往来，以确保最新品类和较低的价格。而 EIC 自有的海关

监管保税仓，能免税进口这些皮料并加工海外客商的 OEM 原料。

在福建同安， EIC 拥有直接投资的皮具生产工厂 BELTOP，携员工 200 余名，年生产量 200 万

条皮带和 80 万个钱包。

Everris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EIC) located in Xiamen, China, where is famous for high 

quality leather goods. Being a professional accessories manufacture, EIC products men's & 

lady's Belts, Wallets & Bags. It is working for major department stores and brands in EU and 

rest of world. 

Shandong Aorong Garments Co.,Ltd

Xiamen Everrise Accessorie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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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乐宁纺织有限公司上海瑞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Add：柯桥轻纺城北一区一楼 237 号

电邮 /E-mail：15958510918@163.com

网址 /URL：https://leningfz.1688.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绍兴市乐宁纺织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设计、研发、生产供销于一体的纺织企业。公司专营工装、

制服及衬衫面料，品种齐全，产品远销海内外。

公司主营：涤棉帆布、涤棉纱卡、涤棉细斜、涤棉防静电纱卡、全棉帆布、全棉线绢、全棉高密斜、全棉细斜、

工装呢、公安格、迷彩、静电绸、医护面料等产品。

乐宁纺织国内销售网络健全，且有进出口经营权。长期供应现货，为全国厂矿、学校、卫生、铁路、石油、

电信、宾馆、商场等行业提供优质面料和防静电、阻燃、防水，防酸碱、耐氯漂等特种面料。

      “利从诚中来，誉从信中来”。乐宁纺织愿为国内外新老客户提供精品面料和系统化优质服务。愿与

您携手共进，同创辉煌。

       Shaoxing City Lening Textile Co., Ltd. is located in Keqiao Textile City which is famous for 

fabrics. We are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ing various types of fabrics which are 

used for apparel, workwear, uniform and military clothes.

We do T/C, CVC, 100% cotton, 100% polyester, T/R, rip-stop, camouflage printed fabrics 

normally for most kinds of uniforms. We also provide fabrics with special functions, such as 

anti-static, waterproof, flame-resistance, resistance to chlorine bleaching etc. This catalog 

contains part of our most regular items which have ready goods all year round.

Our main markets are Middle East, Central Asia, Russia,Ukraine, East Europe, Korea, Brazil 

etc. We are selling our fabrics to wholesalers as well as chain stores through importers. 

Lening Textile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by our good quality and systemic services. We will 

continue to serve our clients with all our hearts as always.

地址 /Add：福建厦门思明区湖滨北路 201 号 204 单元

电邮 /E-mail：Rocky@everrise.cn

网址 /URL：http://www.genuine-leatherbelt.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时装，军用，制服刺绣章

       

      公司于 1975 年成立于新加坡，并于 1993 年在山东莱州设立工厂，2000 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2012 年成立上海瑞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我公司 45 年专业开发生产手工刺绣产品，长期与国内及国际知

名服装品牌，高端定制服装品牌公司，独立服饰品牌公司，国内海外军队，政府部门，航空公司制服生产

商合作，提供高质量，高品质保证，及售后服务保证。

Shaoxing City Lening Textile Co., Ltd.Sungai Internation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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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开东科技有限公司绍兴浙楚纺织有限公司

地址 /Add：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园三路火炬时代 B 座 1102

电邮 /E-mail：285758378@qq.com 

网址 /URL：http://www.kaidongst.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成都开东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4 年。自创立以来，坚持以“科技造福人类”为企业发展灵魂，以

“创新，改变生活”为企业发展宗旨。公司先后与美国 3M、美国 GORE 等在新产品的引进、开发方面建

立了合作关系。开东科技在建立自己的产品研发团队的同时，不断学习、引进、消化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

与合作伙伴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在服装面料的研发、创新、应用上，开拓出一条

特色的发展思路。开东科技的产品已经在中国服装界，特别是职业服装、户外防护服装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GORE-TEX 户外功能性团体定制合作伙伴；

Chengdu Kaidong Science&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4.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it adheres to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as the soul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treats "innovation, changing life" as the 

purpos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Kaidong has establishe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3M and 

GO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de achievement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While setting up its own product R&D team, Kaidong continuously learns, introduces 

and digests the world's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nducts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its partners in product R&D and market promotion.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lothing fabrics, Kaidong has raise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idea. The products of Kaidong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China's apparel industr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professional clothing and outdoor protective clothing.Kaidong is the GORE-

TEX #outdoor functional group workwear in China.

地址 /Add：绍兴柯桥东升路市场 A 区 1032 号

电邮 /E-mail：158498265@qq.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浙楚纺织是专业研发、生产、经营标志服面料、职业装面料为一体的实体企业。十多年来以优质的产品、

真挚的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信赖与支持，专业为执法部门、大型企业、海外军警提供优质面料，赢得了

海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CHENGDU KAIDONG SCIENCE & TECHNOLOGY CO.SHAOXINGZHECHUTEX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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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金丛林职业装有限公司

延吉海盈服装有限公司

苏州康适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Add：无锡市锡山区羊尖工业园区园洋路 3 号

传真（区号）/Fax：0510—88732276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产品范围：秋冬季户外服饰、冲锋衣

    

      无锡金丛林户外服饰有限公司专注于：冲锋衣、棉服等各类秋冬季户外服饰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公司常年备有大量现货，并配合强大的后勤保障队伍为国内各大型仓储、. 各大电商平台以及各类

型销售公司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地址 /Add：吉林省延吉市长白路高新区工业园

电话 /Tel：185-6261-2701 

电邮 /E-mail：haiying_qd@163.com  ; haiying_yj@163.com

网址 /URL：http://www.haiying.vip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延吉海盈服装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3 年，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司集研发、设计、生产、

及销售为一体的专业服装生产企业。公司现拥有职工 300 多名，以出口韩国、日本为主，年生产及出口

200 多万件。公司主导产品为：各类行业制服、专业制服。例如：警察执勤制服、夜间及安全警示等制服。

为韩国著名 - LG、SAMSUNG、HYUNDAI 等企业专门设计、定制多种安全、防护马甲制服。我公司一

贯秉承“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企业宗旨，真诚与您合作实现共赢。

地址 /Add：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三环 3339 号

网址 /URL：www.polaris-tex.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苏州康适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0 年，是一家具有优良技术背景的创新型纺织企业。

"Polaris-Tex" 品牌的创立源自于创业者对于 " 北极星之坚定、永恒、光明、守护 " 精神的崇拜与追求。

博锐思纺织长期致力于时尚功能性面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功能性户外服饰、劳保工装，

运动服饰、时尚潮流服饰等，因此我们更加注重面料的环保、稳定、耐用、时尚性能，以切实带给客户如

同北极星一般永恒的关怀与守护。

主要产品

尼龙系列：尼丝纺、尼龙四面弹、尼龙弹力登山布、尼龙棉感弹力、尼龙低弹、尼龙超高弹、尼龙塔丝隆、

尼龙牛津、色织尼龙、再生尼龙、CORDURA、TACTEL、SUPPLEX 等；

涤纶系列：涤纶四面弹、涤纶弹力登山布、涤纶机械弹、T400、T800、SORONA、春亚纺、涤塔夫、

涤纶塔丝隆、阳离子、乐丽丝、涤纶色织、再生涤纶、酷丝棉、涤纶牛津、桃皮绒、仿记忆、

交织系列：锦涤纺、涤锦、锦棉、棉锦、涤棉、棉涤、涤锦棉、棉弹力，天丝、记忆棉等；

特种纤维：石墨烯、银离子抗菌、吸湿快干、云母冰凉、抗紫外线、防静电、竹炭、椰碳、合金鍺等；

功能性整理

防泼水加工：C6 防泼水、无氟防泼水、特氟龙三防、DWR 等；

涂层加工：干法涂层、湿法涂层、转移涂层；

防绒涂层、防水涂层、防水透湿涂层、珠光镜面、阻燃涂层、PU 人造革、抗紫外线等。

贴膜复合：TPU、PU、TPE、PTFE、PE；2 层、2.5 层、3 层贴合；

功能整理：吸湿快干、抗紫外线、接触凉感、吸湿发热、抗菌、抗病毒、防蚊虫、抗花粉过敏、阻燃、抗静电、

军用防红外线、石墨烯、蓄热保暖、感温色变、魔术印花、反光印花、香味整理、抗菌保湿等。

其他加工：印花、滚涂、轧光、轧花、超声波复合、打孔、烫金、压皱、水洗、空气洗、蒸汽预缩等。

面料用途

登山服、滑雪服、冲锋衣、皮肤风衣、速干衣、航海服、钓鱼服、猎装、抓绒衣、跑步服、摩托车服、羽绒服、

棉衣、风衣、运动服、时装、工装、军警制服、雨衣、帐篷、箱包等。

YanJi HaiYing Garment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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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衣博士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阳谷云锦标志服装厂

地址 /Add：浙江省长兴县李家巷工业集中区

电话 /Tel：0572-6695555  0572-6850777

电邮 /E-mail：Ybos888888@163.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衣博士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坐落在环境优美的浙江省长兴县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一家专业生产及销

售各种高档服装里布、高档服装粘合衬、黑炭衬、胸棉、领底呢、口袋布、防滑腰里的优秀民营科技型企业，

主要配套于名牌服装企业，各类制式及职业装企业。  

      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合作共赢，诚信高效，服务一流的理念建立品牌打造企业。我们有着专业

的团队和熟练的技术，励志成为服装辅料业的“博士”。

    公司目前拥有“衣博士”品牌的各种双点、浆点、粉点粘合衬；黑炭衬，胸棉，领底呢，里子布，口袋

布，防滑腰里的生产技术及研究开发能力，公司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国际体系认证和 Oeko-

Tex Standard 100 生态纺织品国际认证。产品销售市场除国内各省已拓展到日本，东南亚、中东、欧洲、

南美、地中海、北美、南非等世界各地。

    近年来衣博士不断筹划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为许多知名企业筹划，为客户在开展中遇到的困难提供指点

协助，博得了众多企业的信任和好评。

   本公司热忱期望与您携手共同推动中国服装业不懈努力，以技术为服务根基，以客户需求为服务的核心，

用最专业的技术打造出客户满意的产品，“衣博士”我们不仅为各类服装企业解决辅料合理配伍方案，也

为合作企业量身定制辅料方案。目前，衣博士正向着高科技、绿色环保方向迈进。

     Zhejiang Yiboshi Garment Accessories Co.,ltdls located in national 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of Chang Xing town,ZheJiang province,with beautlful scenery.We 

are professional excellet teach-private enterprise.Our main top-grade products include 

interlining.charcoal interlinlng.chest cotton.pocket fabric.antiskid interling,and so on.These 

fabrics are sold to Lots of kinds garment enterprises.

Company principle of"Truth,Quality,service,Win-Win"We haveprofessional team and 

skilled technlogy,we try to get"doctor"in this textile.We pay attention to fabric technlogy and 

development.Our company got certificates about lOs9001.l0S14001 and Oeko-Tex standard 

100.Our goods are sold to all national markets,and Japan.

Southeast Asia.the Middle East.Europe.South America.Mediterranean.North America.South 

Africa and soon.We think about all benefits for customers,try our best to help customers.So 

we are praised very well by customers.Every member of our company insist"customers first.

Welcome every one come to.

地址 /Add：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紫石街中段路南云锦标志服装厂

电邮 /E-mail：Kkll663399@163.com

网址 /URL：www.51biaozhifu.com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阳谷云锦标志服装厂坐落在武松打虎的故乡——历史悠久，民风淳朴的山东省阳谷县。

我厂从日本引进了全套标志服生产流水线及高压定型立体整烫设备，采用最新的制服板型和用料标准，运

用现代化的工艺流程，生产各种标志服具有板型新、造型美，工艺精，多次水洗不变型、不褪色、不起泡

等特点，完全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下列执法服装：国土监察、新式城管、综合执法、市政、环卫、林政、水政、

技术监督、卫生监督、安全监察、药品监督、动检、交通、等标志服。  

我厂产品实行“三包”，信守合同，保证质量，供货及时，量体制作。 　

ZHEJIANG YIBOSHI GARMENT ACCESSORIE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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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财兴发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泰辉纺织品有限公司

广东中山市龙利制衣厂

地址 /Add：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星宝路汉基花园 13 幢 01 卡

电邮 /E-mail：0760- 88628848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中山市财兴发纺织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0 年，是一家以开发设计为龙头，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中高档衬衫面料的企业，在国内衬衫面料行业中，财兴发纺织是众多品牌的最佳合作伙伴之一，

财兴发纺织专业提供：各大企业团体、铁路、交通、公安、法院、银行、证券、电信、移动、保险、航空、

酒店、商场、学校等事业机关团体的统一制服的职业衬衫面料，品种多，花式时尚、经典，质量一直受到

广大客户的好评，在同行业中已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欢迎广大客户来样订织，订染。

财兴发纺织所有产品都是工厂直供，从工厂织布到销售直接面对客户，以质量求生存，信誉求发展的宗旨，

抓质量，从原料进厂，生产胚布到色胚检查，进染厂整理都严格把关，所有产品都备有充足的现货，无起订量，

为您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提供强大的售后服务，产品销售出库后，有任何疑虑，有专业的团队跟进处理，

期望能与您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地址 /Add：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37 号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金磊纺织座落在中国轻纺城 -- 绍兴柯桥。近三十多年来，承蒙新老客户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通

力合作，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强化生产、经营、管理，完善自我，走自己不断创新发展的路子，现已步

入中国轻纺城乃至全国同行业的先进行列。

金磊纺织专业生产经营全棉、涤棉、锦棉、全涤、涤粘、弹力、芳纶类工装面料、衬衫面料、职业装制服

面料、休闲装面料、医用面料、印花面料、迷彩面料、里布 / 口袋布、校服面料、跆拳道服面料、厨师服

面料、保安服面料、消防服面料、工业防护服面料、抢险救援服面料、防电弧面料、军警面料、防静电面料、

防尘服面料、吸湿排汗面料、抗菌面料、阻燃面料系列、三防面料系列。金磊纺织根据客户要求，定织定

染其它各类面料。　

地址 /Add：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岐江公路乐群路段 125 号三楼

公司简介 / Company Introduction: 

       定做中高端 T 恤衫

zhongshan caixingfa textile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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