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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嘉利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T26A

保定嘉利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8 年，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现代化食品机械生产企业。出色的技术人员、先进的加工设备、科学的管理模式及优秀

的企业文化为企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我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并取得特种设备（压力容器Ⅱ）制造许可证，荣膺河北省质量诚信 AAA 级企业。

本公司有能力承揽大型食品企业的自动化流水线，并可根据客户产品工艺的不同提出既

经济又合理的解决方案。

企业经多年研制开发的行星式下搅拌莲蓉锅、下搅拌夹层铲锅、可倾式蒸煮锅、去

皮去核打浆机、立式热抽真空包装机、馅料风干压平机、馅料冷却线、江米条成型机、

循环过滤油炸锅、下出料脱油机等设备在国内同类设备中属领先产品，达到绿色环保标

准，已报国家专利局和有关部门申请认证，成为企业的名牌拳头产品，深受广大客户的

支持和信赖。嘉利机械遵循质量永保、和谐则定、诚信传嘉、共赢祥利为企业宗旨。并

以客户的生产安全、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引导员工以企业败劣为耻，以企业兴旺为荣，

全心缔造名牌产品。

欢迎所有客户来电来函咨询合作。

联系电话：0312-549798899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西牛村

网址：www.bdjljx.com



成都康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T51

成都康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为

一体的速冻食品机械专业制造商，公司专注于速冻食品行业的设备研发和制造，具有

18 年的自动化食品机械设备制造经验，二十余项专利技术，致力于为速冻行业提供可

靠稳定的设备及生产线。

公司主营饺子机、馄饨机、烧麦机、干蒸机、包馅机；为使产品性能达到最优化，

我们持续不断的研发改良，对每项产品都进行分析与检验。公司重视每一位客户的需求，

坚持为客户提供高标准的设备，帮助客户提高生产竞争力，同时通过技术服务协助客户

获得更大成功。

作为专业的速冻食品机械制造商，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以此谋求双赢的局面！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蛟龙工业港涪江路 168 号

华中地区：方志强 19113502820 司旭迪 17716853485

段留园 19938175580

华东地区：郑 海 19113501529 李子瑞 19938102089

华北区域：陈 猛 19113502292

华南地区：徐胜民 19113502959



石家庄格德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T4

石家庄格德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的现代化

食品机械制造商。主要产品：真空和面机、面条生产线、真空搅拌机等面制品、肉制品

加工设备。

我们是一家年轻的企业，但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和生

产员工。设计总工程师拥有十多年设计经验，曾服务于国内顶尖的现代化工业企业和食

品制造企业。为公司建立了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我们严格执行机械设计研发流程、质量

控制计划、生产过程控制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跟踪，同时借鉴日本、欧美设备的设计优

点，结合客户实际生产要求持续完善产品，为客户提供质量可靠的产品。

我们通过不断地改进和创新，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和信赖。我们的产品已

经获得欧盟 CE 质量认证，并销售到法国、德国、葡萄牙、奥地利、西班牙、俄罗斯、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联系电话：18931894224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东蒲城工业园区

网址：www.godollo.cn

http://www.godollo.cn


山东康贝特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T63

山东康贝特食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经营销售于一体的真

空包装机，自动定位电脑滚动式真空包装机和全自动连续拉伸真空包装机的大型专业制

造 商 ， 本 企 业 已 通 过 GB/T19001-2008/ISO9001:2008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

GB/T24001-2004/ISO14001:2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通过 CE 认证，也是与德

国和中国高等院校联合研发全自动连续拉伸真空包装机的大型企业。产品出口到沙特、

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年来，经过几百家用户使用

证明，该设备完全可与进口设备各项指标相媲美，经公司多年的不懈努力，产品销量在

同行业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公司坚持追求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全力生产产品，

奉献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高精度的加工设备，专业的销售服务体系。通过引进日

本、德国技术，先后研发生产了一系列的全自动拉伸真空包装机，四封条真空包装机，

滚动式真空包装机，膨化食品真空充气包装机，蔬菜真空包装机，等多系列产品，并畅

销全国各地。几年来受到国内用户的广泛赞誉。公司本着“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

展”的奋斗目标，广招科研技术人才，创新开发。公司生产的包装机主要用于：肉制品、

豆制品，各种辣条以及面劲系列，火腿、香肠、蔬菜、水产、辣椒、板栗、竹笋、芦笋、

水煮笋、山野菜、粮食、肉串、腊肉、肉松、陷料、酱菜、调味品、果脯、海产品、紫

菜、食用菌、鸡蛋、冷冻食品、大蒜、酵母、中药、化工产品、进行真空包装，以达到

隔氧、保鲜、防虫、延长产品保质期、保鲜期、提高货物价值和档次。

联系电话：400-081-8887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城东高新技术开发区场站路



北京卓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T42

京卓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立足于北京市通州区，毗邻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集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公司主要生产开箱机，装箱机，封箱机，

打包机，缠绕机，皮带输送机，柔性输送机，码垛机等自动化包装设备。公司坚持以人

才为根本，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保证，以服务为宗旨，不断改进工艺技术和组织管

理，凭借先进的机械设备和精益的生产项目与产品品质，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赞誉，

与国内众多的大型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为了迎合北京的发展，现

已把生产基地分散到天津市武清区富民经济区和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复兴路。欢迎广大

新老客户到工厂实地考察。如果您对我们公司的产品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直

接与我们联络或者留言，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答复。

北京卓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始终秉持：“品质决定品牌，服务赢得未来”。

联系电话：400-009-9697 / 18610205536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联航大厦



石家庄佳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T66

石家庄佳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初，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食品机械制造商。

我公司主营产品：油炸机系列、脱油机系列、调味机系列、滤油机系列、输送机系

列、电磁炒锅、电磁炒制机等。

总投资 3000 万元，占地 15000 平米，厂房面积 8000 平方米，下属员工 100 余

名。

佳月机械坐落于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潘城产业园，地理位置优越，公司拥有专业的

设计人员，经验丰富的技工人员和一流的加工设备，为制造优质的设备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联系电话：0311-67091099/87783339

地址：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潘城产业园



南京市扬子粮油食品机械限公司
展位号：T156

南京市扬子粮油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是专业生产面制

品成套设备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是中国最早从事面制品设备制造的厂家之一，具有五十

多年的生产历史。

公司具有坚实的产品自我创新、研发和制造能力。主要生产生鲜面、半干面、保鲜

熟面、制皮、挂面等成套生产装备，形成五大系列一百多种机电一体化高端专用设备。

其中超大型第三代全自动挂面生产线，全自动智能化生鲜面、半干面生产线及全系列真

空和面设备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深受用户青睐。公司为

您提供工艺设计、产品制造、设备安装、人员培训等全方位最佳的服务。

扬子面机促进我国食品工业现代化和为广大制面企业生产高档面制品提供精良装

备为己任，产品广泛使用于中粮集团、益海嘉里、克明面业、湖南裕湘、江西春丝、山

东望乡、滨州中裕、郑州思念、三全食品、湾仔码头、金田麦国际食品、深圳伊都、河

北今旭、长春味强等中国知名制面企业，并远销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英国、法

国、瑞典、俄罗斯、巴西、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缅甸、蒙古等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

坚持“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战略，把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作为公司发展

的首要推动力，多次获得中国食品科技协会、中国粮油协会、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

的表彰和奖励。

联系电话：13851626711

地址：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龙华路 23 号



广东志伟妙卓智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T59

志伟机械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型企业和专精

特新企业。

主要生产各种切菜机、切肉机、洗菜机、混合搅拌机等果蔬、肉类切割清洗搅拌设

备。广东志伟拥有专注于设计、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团队，目前拥有 56 项专利技术，

瑞士百超迪能牌激光切割机、大包围激光切割机、加拿大爱克牌全数控折弯机、激光焊

接机、焊接机械手、CNC 数控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等精良的加工设备、有力保障了志

伟设备的质量和出货效率。目前在北京、台湾、广东、苏州、成都等地设有生产地或销

售及服务人员。精准的定位和技术实力让志伟在食材切洗设备领域迅速发展壮大 。

联系电话：13439423228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建沙路东联东 U 谷产业



新乡市豫吉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T31

新乡豫吉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设计，制造安装，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公司成立以来，独立研发了目前国内先进的和面机、真空和面机、饼干生产线、

馍片生产线、馒头生产线、巧克力生产线、雪饼生产线、速冻生产线等各种食品机械和

食品模具。

公司拥有一流的生产基地，储配了高级工程设计专家和技艺精湛的设备制造团队，

技术力量雄厚，产品性能先进。公司有实验基地，供客户观摩培训，并可根据客户的特

殊要求设计方案，量身定制，使产品为客户产出的效益最大化。

创业以来，公司始终本着“诚信为本，以质取胜”的原则，以用户要求为核心，以

市场发展为导向，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常年为用户提供先进、优质的产品及周到

的售后服务。

联系电话：0373-5572333

地址：河南省新乡县小冀镇青年路 73 号



河南中博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T53

河南中博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十几年来，专注生产速冻面食行业、食品烘焙行业

的产品开发和设备制造、科技创新型民营股份制企业。是国内面制品装备制造行业的知

名企业，是国内从事饺子、馄饨自动化生产线成套设备企业。

中博食品机械公司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紧跟前沿技术，以战略眼光谋发展。公司具

有雄厚的开发制造能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主要生产以下产品：

◆双排馄饨机（小金鱼、饺子、蒸饺（锅贴））、元宝馄饨机（云吞机）

◆1000 型饺子成套生产线设备（1000 公斤/时）

◆2000 型饺子智能自动成套生产线设备（2000 公斤/时）

◆蒸饺智能自动生产线设备：隧道式、蒸箱式（1 排 3 个）

◆水饺真空专用和面机系列、蒸饺真空专用和面机系列、普通和面机系列、面点专

用和面机、油条专用和面机、汤圆专用和面机、汤圆馅专用拌馅机

◆包菜去芯机、切菜机系列、刨肉绞肉系列、拌馅机系列

◆机器人运馅车、机器人加馅机

联系电话：13323809983

地址：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金融大道 11 号



上海祎飞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T24

上海祎飞机械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8 年，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大港 科技园区，是一家

专业的面食品包馅成型机的制造企业，多年来一直效力于食品机械的开发与研究，主要

产品为：小笼灌汤包、包子、馒头、面包、银丝卷、酥饼、贡丸等成型机。各机型均以

通过 CE 认证。我们坚信以祎飞机械全体员工热忱的服务，创新的技术，卓越的品质，

定能满足您全方位的要求。

联系电话：021-33529138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大港科技园港兴路 151 号 A-6 座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B001- B002

广东浩铭达智能包装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制造、销售立式包装机，枕式

包装机，给袋式包装机，和售后服务为一体化的包装机械公司。公司坚持“以质量求生

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经营理念。生产的自动包装机具有设计合理，操作简便等特点。

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化工、日用品，五金零件等的包装行业。本公司凭着“诚信为本”

的精神。开拓创新，致力于提供优良的包装机械设备，为客户创造价值，与您一起成长。

公司的团队，研发均有 10 年以上设计经验，调试员平均工作经验超 5 年以上，电

气工程师工作经验有 10 年。只要您有包装需求，浩铭达都能提供专业的最适合您的包

装解决方案。从而达到花最少钱，买到最适合你用的包装机械设备。

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以现代化的管理、优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全方

位的售后服务、良好的信誉与广大客户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广大厂商提

供质优价美的产品。

技术创新为公司发展的战略核心，遵循着“诚信、创新、高效”的经营思想，不断

提高公司的设计水平，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联系电话：13802486724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北工业园北园中路 1 号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T123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一家集稻米精深加工、贸易、科研

和综合利用为一体，财政参股的民营企业。公司位于中部粮仓、国家粮食核心产区——

信阳市，交通便利、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下辖“黄国粮业”等品牌。经过十几年的快

速发展，黄国粮业已经发展成为资产总值和年销售收入接近 10 亿元的企业，公司主要

生产水磨糯米粉，年产销量超过 15 万吨，同时也生产大米粉和黑米粉，公司具有先进

的技术设备和强大的研发实力，具备专业的水磨稻米粉生产能力。自创立之日起，黄国

粮业便确立了“黄国品质、健康生活”的产品理念，做放心产品、健康产品的要求始终

贯穿公司运营全过程，赢得了“中国汤圆·黄国粉”的业界共识。

一级合作：糯米粉直供思念、三全、千味央厨

黄国粮业水磨糯米粉甄选亚洲优质产区的糯米，运用先进科技筛选配比，秉持传统

水磨工艺，制作考究，标准严格。生产的水磨糯米粉、水磨大米粉，水磨黑米粉直供“思

念”、“三全”、“千味央厨”等知名速冻食品企业，是他们的原料主供应商和战略合

作伙伴。

联系电话：400-697-1558

地址：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弋阳东路



佛山市彤珩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T50

佛山市彤珩酒店设备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创建于二零零七年，我司自主

研发、生产、销售的产品有大型发酵房、蒸房，消毒房、醒发柜，蒸包柜、保温展示柜、

蒸蛋糕柜、海鲜柜，同时能为客户提供餐饮设备 OEM/ODM 服务和承接商用厨房、食

品厂新装、改建工程等，从规划设计、到生产、安装、调试及技术培训等一站式服务。

公司配备有经验丰富的研发技术人员多名，采用最新的激光切割设备，先进的 CNC

数控机床，聘用数十名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专业师傅，生产过程中实行成品出厂前全

检，为制造优质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系电话：0757-66824588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七甫三洲村沙场侧塘口 1 号



宁波江北阜欣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A057-A058

宁波江北阜欣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经多

年发展，已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的食品机械生产厂家。主营产品

包括烧卖机、饺子机、云吞机，汤包机、包馅机，包子馒头机，丸类设备、等一系列包

馅成型机。

联系电话：15858479773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洪兴路八号



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B061-B062

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最初成立于 1992 年，2012 年 3 月正式更名为延边伟业

食品有限公司，投资总额 3000 万元。公司座落于延吉市北郊依兰镇兴农村三队，现有

员工 150 余人，占地面积超过 8000 平方米，厂房面积超 7000 平方米，目前拥有四个

现代化生产车间，多条国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公司专业从事糕点、饼干、速冻产品

生产 26 年，主要生产月饼、饼干、炸元宵、汤圆、粽子、中点、面包、蛋糕等八大类

别 200 余种产品，具备出口资质，连续多年出口韩国、日本。

公司坚持行标准化之路，贯彻执行 ISO9001、HACCP 管理体系，为保证食品安全，

加强食品质量管理，公司在厂区安装 100 多个高清监控摄像头，对食品生产过程中的

原辅料投放、生产加工过程、成品包装、成品仓储区域和检验室等重要环节进行全程监

控。公司坚持研发创新，重视技改技创，公司每年提取销售收入的 5%以上投入产品开

发与技术革新，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创新产品种类。2007 年开始，与延边大学食品科

学系等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了延边大学食品科学系教学实验基地，为企业和学校

培育了一批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2017 年，公司技术部门受邀参与《元宵》国家标

准的修订，对其中多项指标及工艺提出宝贵建议。

联系电话：18804337779

地址：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依兰镇



梅特勒托利多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T54

梅特勒托利多（METTLER TOLEDO）历史悠久的精密仪器及衡器制造商与服务提

供商，产品应用于实验室、制造商和零售服务业。

我们提供贯穿客户价值链的称重，分析 和产品检测解决方案。帮助客户简化流程、

提高生产率、确保产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优化成本。

我们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设备服务与支持，确保您的设备在整个生

命周期内的合规性及良好性能。

联系电话：+86(519)69800817

地址：上海市桂平路 589 号



合肥三乐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T27

合肥三乐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座落于各地重要科教基地“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安

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整合了国内市场食品机械的优良资源，

优化和吸纳了较好的同行业设计人员和生产技术骨干。目前公司有两个机械研发中心，

一个食品开发技术中心，一个大型数控加工中心和多个现代化装配基地，确保公司为食

品生产企业提供高品质的高端成型机械设备。公司自创立以来，凭借先进的技术，博采

众家之长，勇于改进创新，专业致力于食品机械的研发、生产、销售。

目前公司拥有员工 280 多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65 人，同时公司准备扩大与

合肥市一些重点的科研机构合作，不断开发出领先市场，适销对路的高新技术产品，为

各地客户提供工业化生产的解决方案和中央工厂设备，设备涉及高产能起酥面包自动化

生产线、全自动薄饼生产线、全自动打发机设备、欧式面包糕点、中式月饼等烘焙系列，

以及传统的速动面点、油炸膨化产品等系列。产品广泛用于各种品牌，如：洽洽食品、

达利食品、盼盼食品、马大姐食品以及安徽采蝶轩食品等，产品远销欧美、亚非拉等国

家和地区，孟加拉国家及周边国家是我公司出口的重点国家。

联系电话：18756987060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迎江寺路与皋城路交叉口



河南节诺板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T30

河南节诺板业有限公司，源于延津县天山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6 年，占

地 56000 平方米，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新型节能保温板材企业。公司

主营产品有：聚氨酯冷库板、聚氨酯有缝/无缝墙面板、聚氨酯屋面板、岩棉聚氨酯封

边夹心板、岩棉聚氨酯封边有封/无缝墙面板、岩棉聚氨酯封边屋面板等各类保温板材，

各类冷库门、铝排等，为现代化物流、配适中心、冷库、气调库、洁净厂房、高科技工

业厂房、各类食品加工厂、医药/生物制品生产厂、钢结构外墙维护、高档冷房、冷库/

气调库门等提供绿色、环保、洁净、保温、节能、高质量而美观的新型材料，根据不同

的客户需求，向客户提供绿色环保及节能的解决方案。公司致力于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及促进社会进步，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联系电话：15236450643

地址：河南省延津县僧固产业园



河南好机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T52

河南好机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食品工业装备的研发制造，广泛涉足

清洗与预处理、油炸、烘烤烘干、烘焙、速冻、预制菜、中央厨房、农副产品深加工等

应用场景的科技型企业。

好机乐拥有多名来自电气自动化、机械设计、数控加工、食品工艺、食品安全等领

域的工程师，研发生产的设备广泛应用于果蔬加工、坚果加工、面点烘焙加工、酱卤休

闲食品加工等领域。

在持续增强食品原料预处理、油炸加工、烘烤烘焙与速冻等产品既有技术优势的同

时，好机乐积极推动食品工业数字化创新与融合，在电气自动化控制、可编程工艺、实

时生产监控、分布式加热模组、自动化等领域均取得一定成果。同时，好机乐依托丰富

的生产、管理经验，积极开展由工厂制造、技术研发向工程建设与服务、农产品深加工

（乡村振兴）、电子商务等领域转型，紧扣数字化经济与乡村振兴脉搏，努力打造科技

服务型企业。

联系电话：18595718579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汽车产业集聚区比克大道轩畅街



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T9-T10

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细分行业

龙头企业、自动理料线行业标准制定者。

主营：枕式回转式包装机、往复式包装机、自动理料线、二次包装解决方案，包括

机器人、码垛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烘焙、速冻、饼干、糖果、日用化工、五金玩具等多

个行业。是桃李、益海嘉里、湾仔码头、徐福记等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的设备供应商，

产品覆盖全国 34 个省市，远销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为 4000 多家客户提供自动理料

包装解决方案。

联系电话：18902412083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科技工业园 C 区骏业北路 9 号



广州市美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23B

广州美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烘干车、烘干盘、台车架、饼盘架、烘焙机械、烘焙

烤盘、台车架、饼盘架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大型自动化加工设备，保证产

品质量。公司已具有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为让客户感受到更贴切的服务，本厂可根据客

户要求定制各种型号的产品。广州美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过硬的质量，周到的服务，

面向市场，满足客户要求，竭诚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广州美耀金属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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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13922904403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河东南路 185 号



广州创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T23A

广州创谱机械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谱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3 月，位于中国

食品机械制造之都广州花都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和面机

企业，创谱公司通过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0)及欧盟 CE 认证，拥有国家专利

多项，专业生产设备有：全自动倾翻缸和面机系列、离缸式和面机系列、高速卧式搅拌

机系列、标准型及家用型（DIY)和面机系列等配套设备。创谱公司秉承：诚信、专注、

创新、制造的企业精神；创新无止境的管理理念；诚信赢天下、专注定乾坤的经营理念；

创造客户价值、谱写搅拌事业新篇章的企业愿景，以人才战略、技术战略的经营方针，

不断升级改进现有设备并不断开发更高品质、更高标准、更人性化的设备来服务于全球

新老客户，期待您的洽谈、合作、共赢。

联系电话：13924183319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道广塘村工业区 54 号



郑州宇全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T73

郑州宇全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宇全食品”）成立于 2007 年，立足牛羊肉深

加工产业，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历经十几年创新发展，目前已成为以肉制品加工为

龙头，集养殖、生产、科研、经营为一体的现代化速冻肉制品股份制企业。

2016 年公司改扩建标准化的生产加工基地，重资引进了先进的国外数控加工设备

和经验丰富的技工工程师，在生产中严格遵循 GMP 良好生产操作规范，建立从肉羊养

殖、屠宰、精深加工、仓储、冷链运输到市场销售为一体的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确保

产品的卓越品质。2017 年公司在山清水秀的新郑始祖山脚下投资兴建了宇全食品生态

羊养殖基地。基地总占地面积 1000 余亩，首期投资金额达 2000 万元，是目前中原地

区集小尾寒养，波尔山羊，黑头杜波羊的最大的标准化、规模化畜牧养殖基地。

宇全食品以“宇全涮都”，“真洋”清真，“烧烤串”，“牛排”，“面食”等五

大系列产品为主，累计达 300 多个 SKU 。公司通过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标准化

管理、专业化发展、初步构建成了现代化的速冻肉制品食品加工制造和服务产业体系，

带动企业快速发展和基地农民增收。公司依托郑州，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成都、武汉、西安等全国核心城市建立了办事处，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一直以来，宇全食品始终以“不忘初心，做良心食品”为企业理念，坚持从基地到

餐桌，把安全、美味和健康搬运到千家万户。宇全人以提升中原羊肉加工业整体水平为

己任，用优良的天然品质、完善的产品结构和合理的市场布局，引领羊肉行业的发展，

致力于打造中原牛羊肉领导品牌，消费者放心品牌！真正做到让消费者“吃好羊肉，选

宇全食品”！

联系电话：400-086-0097

地址：郑州市南阳路与群办路交叉口向西郑荣集团院内



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36

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合盛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于 2013 年注册成立，坐落在燕山东麓素有

青龙县小高原之称的龙王庙镇，这里是青龙河源头之一的起河的发源地，这里山清水秀植被

丰厚、瓜果飘香黍豆摇曳，地下水更是清甜甘冽，为在旗系列产品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

境优势和原料优势。

公司以弘扬民族饮食文化，打造健康杂粮主食为己任的发展理念，把在旗发展成为一家

驰名中外的农业产业化加工企业。

公司占地 30 亩，建有标准净化生产车间 2.7 万平方米，日产成品 20 吨生产线 4 条，

速冻和冷藏库 3 万立方米，冷冻产能实现 10 吨/小时，储存能力达到 3 万吨，产能 3.5 万

吨/年，消化杂粮原料 2 万吨/年。2018 年公司被评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带动就业 500 余

人，带动贫困户 4600 余户。

现阶段公司规划的 11 大类 65 个小类产品中成功注册了近 200 个商标和 20 个发明专

利，以及今年申报的相关产品的企业标准，逐渐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公

司秉承“真材实料+绿色加工”的生产理念打造每一款在旗产品。“杂粮主食”是我公司

2020 年在国内同行业内率先提出的品类发展理念，占据了杂粮主食品类的细分市场，我们

凭借“在旗杂粮主食、国家金奖豆包”的宣传口号，深深打动了全国的经销商和广大消费者，

随着新车间的产能逐步释放，我们在 2021 年开始重点实施在旗杂粮熟粉的产能扩大和杂粮

熟粉商品化以及在旗产品的“绿色加工文化”，我们在产品加工过程中逐步剔除泡打粉和食

用胶等相关添加剂为消费者提供更健康更安全的杂粮主食产品。在旗的杂粮主食理念和原味

理念以及绿色加工理念共同叠加，相互配合，会给我们的事业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会最

大限度的提升在旗的品牌价值。

联系电话：0335-7751888

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龙王庙生态农业产业园



河南创新研霖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T48

河南创新研霖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专业从事餐饮底汤、

咸味香精、火锅底料等调味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多次荣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河南餐饮协会理

事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先进单位等诸多殊荣。

秉持着“打造骨汤调味料第一品牌”的美好愿景，公司致力于大骨原汤等

各类汤类调味品的研发应用，通过各种先进技术为骨汤赋能，还原骨香本

味，轻松实现厨房标准化管理，让 14 亿中国消费者都能喝上好骨汤！主要

产品有黄金大骨汤、鸡骨原汤、猪骨高汤、老鸭汤等上百种产品；广泛应

用于餐饮调味料、火锅底料、香精香料、粉面米线、简餐快餐、麻辣烫小

吃等众多食品领域。

公司于 2017 年在河南·武陟产业新城投入 2.3 亿元，占地 30 亩，建成

了中原地区首家数字智能化速冻食品配料生产基地，配备 ERP\MES\WMS

等先进软件系统，实现人机交互及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智能化生产；年生

产骨汤底汤、复合调味料、火锅底料 、火锅蘸料 100000 余吨，年产值可

达到 26 亿元左右。2019 年，公司通过了 ISO9001 和 ISO22000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产品质量安全、可靠、稳定。

联系电话：0371-86628998 86628997

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大学科技园 5 号楼



河南品鲜一百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2

河南品鲜一百食品有限公司是家专业速冻食品生产企业，位于河南省县黎阳产业集

聚区；厂区占地面积 260 亩，项目总投资 6 亿元人民币，建筑总面积 7 万平方米，拥

有 3.5 万平方米 GMP 十万级卫生标准生产车间和 10 万吨冷库存储备能力。目前公司

产品涵盖水饺、馄饨、汤圆、面点、焖面、烧麦、蒸饺、炒河粉、炒米线等约 30 多个

花色品种为主的中式速冻食品。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速冻主业的发展，公司始终站

在中国速冻食品美味、健康领域的前沿始终以弘扬中华传统美食为使命，把满足消费者

需求，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多样化产品。

联系电话：15139299194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浚县黎阳产业集聚区天宁路与华山路交叉口



洛阳学堂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35

洛阳学堂油脂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河南洛阳、十三朝古都牡丹之乡，企业发展至今

已有 40 多年历史。从父辈经营小磨油坊到如今规模化厂房建设，为满足公司发展及客

户需求，公司不断引进现代化设备结合传统石磨工艺，实现生产规模化、自动化灌装、

一条龙生产，致力为广大客户朋友提供高品质和高标准的优质产品。

目前公司主打产品有小磨芝麻香油、芝麻酱、花生酱、混合酱、火锅蘸酱、火锅油

碟、花生碎等产品。

公司持续追求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在自主研发过程中，公司结合实际，注重创新，

产品生产以安全、绿色环保为出发点。近几年，公司在产品业务方面找全国代理商，经

销商，食品厂合作伙伴，品牌 OEM 代工，全国餐饮合作等。

联系电话：18237906295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东马沟工业园 9 号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B039-040

仲景食品生产总部位于中国香菇之乡——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营销中心位于郑州

市郑东新区，现有员工 1000 余人；是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绿色工厂、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仲景食品是国内香菇酱品类的开创者，拥有生物酶解、控温控湿发酵、线性精准温

控炒制等多项核心技术，部分产品已出口美国、英国等国家。

仲景食品是国内香辛调味配料的领先供应商，拥有分子蒸馏、风味指标数据化、风

味定量调配等多项核心技术，主要服务于联合利华、康师傅等国际国内知名食品企业。

仲景香菇酱、仲景新型香辛料研发项目通过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鉴评，“整体技

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仲景食品以“用心做事，诚信为人”为核心价值观，以“让世界有滋有味”为使命，

致力成为最受顾客信赖、富有创新精神、最具投资价值的健康食品企业。

联系电话：0377-69660000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工业大道北段 211 号



濮阳市康宏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27

濮阳市康宏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濮阳市濮新路与濮水路交叉口，古地面积 10 余亩，

是一家速冻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速冻食品有限公司(主营:水饺、馄饨、

汤圆、粽子、面点系列产品)，公司以雄厚的实力引进速冻行业中瞬间速冻技术，全不

锈钢速冻遂道，具有高标准的生产设备。

公司单班生产日产量 10 吨，月产量 300 吨，年产量达 3600 多吨，销售额达 2 千

万以上，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公司现有员工 50 余人，其中高文凭从业人员 5 名，

专业技术人员 8 名，公司以高素质人才，“建一流班子，带一流团队，创一流业绩”作

为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高品位的制作，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食品行业中赢得了很

高的社会荣誉。

本公司成立几年来，本着让客户买着放心、吃着舒心的目标，特制定了严格的质量

管理体系，在国内为濮阳、为河南打造知名品牌。严谨、高效、务实、创新是我们对工

作的基本要求，安全生产、精益求精是我们每位员工的工作目标，严格的工序管理，完

善的质量监控，确保了我们的质量卓尔不群，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每一位员工最大的心愿，

我们愿以诚信为旨，在速冻食品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与新老客户携手同进，共创辉煌。

味美质优，打造品牌，企业宗旨:不求最好，只求更好，一切为了客户满意;企业理念;让

客户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联系电话：18739308707

地址：河南省濮阳市濮新路与濮水路交叉口



河南恋尚厨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77

河南恋尚厨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西餐牛排、火锅肉片及预制菜的食品企业，

公司位于河南温县产业集聚区，公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公司汇集了众多精英人才，

以振兴中国速冻肉制品为己任，立志创中国速冻肉制品的领军品牌。

公司联合多家企业强强联合，从源头做起，从饲料加工，繁育养殖，屠宰分割，产

品深加工等做到全产业链全程无忧，引进中央厨房式生产，建立终端产品全程追溯系统，

为众多追求品质生活的现代消费者提供新鲜优质产品。

公司创立伊始着眼于国际领先技术，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建立完善产品检测程序，

执行国家食品安全法规，以立足现实，突破创新，奉献社会为宗旨，为社会提供优质产

品，快捷服务！

公司主打产品为家庭牛排、餐饮牛排、火锅肉片、预制菜、烧烤系列、熟食系列等。

公司设备先进，工艺创新，为众多消费者解除繁琐的厨房劳动，轻松享受美味生活。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质量稳定为发展根本，产品创新为发展动力，客户满

意为发展目标的理念，努力打造一支职业高效规范的服务团队，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全

力打造国内牛排及火锅肉片知名品牌。

联系电话：18613713518

地址：河南温县产业集聚区中福路



福建升隆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68

升隆实业——福建升隆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速冻肉糜类制品、速冻菜肴制

品、速冻鱼糜制品、速冻肉制品、速冻面米制品五大产品系列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企业，注册资金壹亿贰仟万元，现有员工近千人，研发、管理人员 100 多人。升

隆实业旗下拥有升隆、升隆航海家、捕鱼耕田、升隆生活家、升隆美食家、升隆闽航等

系列品牌，近百个品种。

公司前身是始建于 1993 年的“厦门日日新食品厂”，2006 年 3 月份在福建省龙

海市角美开发区征地 52 亩，成立漳州升隆食品有限公司。2011 年 1 月份升级为福建

升隆食品有限公司。

为扩大产能，满足市场发展，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在漳州台商投资区征地 77 亩，

计划投资 3 亿元，建成日产 700 吨的现代化标准车间。推行实施加工自动化、产线智

能化、管理信息化等各方面全自动建设。新厂 2021 年投入生产。

联系电话：4006-610-600

地址：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福龙工业园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T179-T180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公司主要从事速冻火锅料制品

（以速冻鱼糜制品、速冻肉制品为主）和速冻面米制品、速冻菜肴制品等速冻食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下辖控股子公司有：无锡安井食品营销有限公司、无锡华顺民生食品

有限公司、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广东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安井食

品有限公司、香港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和厦门安井冻品先生供应链有限公司，共计 9 大生

产基地。

公司持续注重营销渠道的建设，营销驻外机构包含 5 个分公司和近 50 家个联络处

及独立工作站。公司营销模式包含经销商、商超、特通、电商，形成了辐射全国的营销

网络。目前，公司拥有 1033 家一级经销商，商超客户主要包括大润发、永辉、沃尔玛、

苏果等连锁大卖场，与呷哺呷哺、海底捞、彤德莱、永和大王、杨国福麻辣烫等餐饮客

户及良品铺子、瑞松食品、东江清水食品等休闲食品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司拓展线

上业务，通过“旗舰店+自营”模式与天猫、京东、拼多多、每日优鲜、叮咚买菜等平

台密切合作，实现销量快速增长。公司与头部主播薇娅、李佳琦、刘涛等开展合作，持

续进行新媒体营销，通过抖音、小红书等打造新媒体营销矩阵，发力线上传播，推动品

牌年轻化发展。

联系电话：0592-6884923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路 2508 号



辽宁独一处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88

辽宁独一处食品有限公司是鞍山地区专业速冻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其前身是鞍山经

济开发区独一处食品厂和鞍山润昊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鞍山市铁西区创业街 152 号。

现有职工 150 余人，公司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厂房面积 6000 平，其中办公楼面积

1200 平方米，仓储零下 18 度冷库 3000 吨。

独一处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主要有速冻饺子、速冻汤圆、馄饨等。目前拥有两条

-35℃的速冻螺旋隧道，年产 12000 吨速冻饺子，汤圆的生产线。产品从完成到速冻只

需要 20 分钟。冷冻能力达到日产量 40 吨。

公司建立完善的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在生产过程中，从产品的包制到冷冻再

到包装，每一个生产加工环节都是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条例进行生产和加工。

公司从采购、生产到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层层把关，以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美味的健康

食品。

独一处产品质量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产品主要销往东北三省各大城市商超及

各零售营业网点，受到顾客信赖和好评。

联系电话：0412-8219616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创业街 152 号



福建富佳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T177-T178

福建富佳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地处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

占地面积达 473 亩，总建筑面积 52 万㎡，总斥资近 30 亿元，具备体量大、配套设施

完善、产业范围广、投建速度快等特点，是一家集食品研发、生产分销及出口的综合性

大型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时刻保证新鲜货源，增强一流服务意识，打造良好企业信

誉，坚决杜绝伪劣产品，不懈追求顾客的满意！

公司经营业务涵盖了速冻食品、水产品、肉类制品、休闲食品、农副产品、粮油制

品等方面，另外还有配有的冷链物流、仓储服务、纸箱、包装印刷厂等为食品园区提供

配套支撑。从目标定位、设施功能到组织管理，均按照“在国内一流、在国际具备核心

竞争力大型企业”的现代化园区标准进行规划发展，致力打造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业

内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的食品标杆企业。

公司速冻食品产业链于 2021 年 2 月份取得速冻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2021 年 7

月份通过食品安全体系管理和 HACCP 体系管理认证。从原料处理、成型、包装到成品

冷库储存、冷藏车运输、冷藏柜销售，完整的冷链系统贯通生产、运输、销售的全过程，

为确保产品品质，在质量控制方面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密的控制措施。建立了严格

的检验管理制度，所有的原料均来自合格的供应商，整个生产过程实行现场品检全程监

控，品质稽核复查审核的制度，防止不合格产品进入下一道工序。旗下高端品牌“冻感

地带”和大众品牌“馥誉”致力于传播“创新美食、放心品质、健康营养”的核心理念，

为创新市场做行业新兴的开拓者，引领潮流带动消费需求。

联系电话：0596-6011188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莆美镇马山大路 28 号



宁夏永信人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B081

宁夏永信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与 2014 年，公司位于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公司主要

经营（蒸煮类，油炸类，烘烤类）具有宁夏民族特色的速冻米面制品，公司现有两条进

口生产设备，公司分为：配料间·制作间，发酵间，熟制间，凉制间，包装间等共六个车

间。

公司主要生产产品分为两种品类，分别有成品和半成品。成品有奶香小馒头、葱油

花卷、荷叶饼、杂粮包、豆沙包，奶黄包、鸡汁牛肉早餐包、紫薯卷、香橙卷等。

半成品分别有芝麻球、香芋地瓜丸、紫薯球、脆皮香蕉、以及牛肉青萝卜水饺、羊肉胡

萝卜水饺、鸡蛋韭菜水饺等。

联系电话：13139511250

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鸣翠创业园 52 号



河北三可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76

河北三可食品有限公司是河北专业生产速冻食品的知名企业之一。总厂坐落于沧州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河东路 12 号，公司成立于 1992 年，目前有员工 600 余人，2021

年公司在河间市投产建立分厂，员工 200 余人，年加工能力达 20000 吨。公司产品主

打纯手工包制，是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纯手工水饺生产基地，公司主营高中低档纯手工

水饺、馄饨、汤圆、面条等。也是目前全国纯手工速冻水饺外卖第一品牌，公司专注纯

手工包制，沉淀 30 年致力于做中国餐饮水饺专业供应商！公司产品适合高端餐饮、水

饺连锁店、线上外卖店、私属订制、商超、流通、团餐等渠道。

2003 年我公司被沧州市消费者协会评为“沧州市第六届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2004 年河北省工商局颁发予我公司“重合同守信用”荣誉证书。2012 年我公司被授予

“沧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沧州市食品安全示范型企业”称号。“三可”为

我公司注册商标。主要产品有三可尚厨手工系列水饺、尚品手工系列水饺、丁鲜手工水

饺系列、家常手工水饺系列、家聚园速冻水饺系列、三可鲜冻手擀面系列，速冻云吞，

速冻汤圆等。

美丽的沧州期待您的光临，美味的家常“三可”食品期待您的品尝。董事长王希胜、

总经理王希国携公司全体员工真诚期待四海宾朋及业界同仁到公司参观指导。

联系电话：0317-7621155

地址：河北沧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河东路 12 号



河南双龙厨帝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T126

河南省双龙厨帝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双龙厨帝食品”）成立于 2020

年 3 月，隶属于北京铭久鸿集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零售、餐饮、物流为一体的现

代化食品加工企业。公司位于河南省民权县，占地面积约 120 余亩，总投资达 3.5 亿人

民币。公司建成近 13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和办公设施，包含研发中心、速冻

调理产品加工项目、中央厨房项目、预制菜加工项目、冷链物流项目等，主营产品有五

大类别，160 多个品种。产品销售网络覆盖三百多个大中城市，主要面对国内中央厨房、

连锁快餐公司、餐饮公司、食品加工企业、经销商、大型农贸市场、批发市场、企事业

单位后勤、高校后勤集采等客户群体。

双龙厨帝作为新启的速冻食品企业，正积极配合政府，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己任，

以品质为本，信誉为重、创新为先，以成为国内速冻食品行业的领先者为目标，正全力

向企业战略规划的目标迈进。

联系电话：13381217721

地址：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花园乡民睢路西侧 88 号



河南温生记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95

温生记食品公司是以速冻米面食品及预制成品菜肴制品的科研、开发、生产和销售

一体的食品加工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地处具有枣香田园风光美誉的河南省内黄

县，总投资 5,000 万，占地 2.8 万平方米，生产用房 6000 平方米，引进国内先进设备，

建成自动流水型速冻食品生产线 6 条，速冻食品日产能力 70 吨，年产能力 2 万吨。

联系电话：18838155986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后河镇后河工贸园区



广东高技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T183-T184

高技食品始创于 1997 年，坐落于美丽富饶的港澳大湾区中心—南沙，是一家集速

冻食品生产、开发、销售、配送于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公司，秉承着“以质量求生

存，以信誉求发展”的宗旨，真诚与各地经销商和广大客户合作共赢。为打造放心食品

工程，车间内各生产流水线上，配有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完善的检测设施，经过多年

的发展，公司现拥有“高技”、“瑕威怡”、“尚真”、“广津”四大品牌，产品种类

涵盖：日本豆腐类，速冻面米制品、速冻调制食品、其它粮食成品等 300 多个品种，

热忱欢迎新老朋友客商光临惠顾，与高技食品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联系电话：400-188-2333

地址：中国·广州·南沙



鹿邑县丸来丸去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鹿邑县丸来丸去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2 月份，位于人杰地灵的老子故里⸺

河南鹿邑。

丸来丸去聚焦火锅丸类生产，致力于打造以牛肉丸为核心产品的国内领先的研、产、

销一体化的龙头品牌。

丸来丸去拥有总投资 5.4 亿，占地面积 122 亩的智慧化产业园区，年产能高达 20

亿颗。创立伊始即成为社区餐饮数字化新零售“独角兽”锅圈食汇的供货商，覆盖门店

超过 8000 家。丸来丸去以现代化的设备和数字化管理，确保产品的品质稳定，以强化

产业链的综合实力严控生产成本，力求让人人吃上放心丸。

联系电话：13323829698/4000-977-779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产业集聚区



鹿邑县茂源肉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茂源肉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羊肉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优秀现代化企业，公司

秉承“卫生为先、质量为本、绿色健康、客户满意”的经营理念，全国建立 10 大仓储

物流中心，完成从牧场到餐桌羊肉生态溯源，开启全国生态羊肉产业链布局。公司立足

河南鹿邑，走向全国，致力于服务中国 13 亿老百姓的餐桌美味！

2020 年 5 月，茂源肉业入驻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澄明食品工业园，总投资 5 亿元，

占地 100 亩，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已建成。建成后，年产肉制品 5 万吨，产值 20 亿

元，利税 6000 万元，解决就业岗位 300 余人。

茂源肉业依托智能化工厂生产线、下沉式冷链运输体系，打通上下游资源，完美解

决了“品质、研发、供货、成本、人力、物力”六大经销痛点，为 B 端、C 端、流通端

全渠道提供物美、价美的专业好食材！

联系电话：186-3901-5883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菊花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菊花开是以手撕藤椒鸡为爆品切入、专注于家庭餐桌场景的卤味创新品牌。其控股

母公司--大家旺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设立在上海，品牌总部位于中原腹地—绿城郑州。

品牌产品以辣卤系列为主，五香系列为辅，味型兼具麻辣、甜辣、香辣、酸辣、五香等，

总计六大系列五十余种单品，招牌产品有火爆全网的手撕藤椒鸡、手撕麻椒鸡、双椒脱

骨凤爪、甜辣鸭脖、五香鹌鹑蛋等。

菊花开集研发、生产、配送、营销于一体，通过自建工厂、自主研发，自营配送，

构建了稳定成熟的供应体系和标准化的连锁加盟模式。当前，“菊花开手撕藤椒鸡”连

锁专卖店数量已达到 1300+，销售网络已经遍及河南、山东、江苏、河北等 7 省市 500+

区县，凭借硬核产品力和强劲的运营能力，成为连锁行业内后来居上的一匹黑马！

联系电话：400-097-9869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威科姆大厦



鹿邑县和一肉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和一肉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牛肉屠宰分割、精深加工、连锁专卖及供应链服

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全产业链牛肉食品公司。凭借高效研发、稳定放心的品质赢得了锅圈

食汇、蜀海供应链、蜀大侠、盒马、大渔火锅、吴老幺、袁老四等知名企业的青睐合作。

公司目前拥有四家工厂：鹿邑工厂、锦州工厂、上海工厂、及湖州工厂。

主打产品共计 5 个系列：国产鲜牛肉、肥牛涮肉、水发制品（白玉毛肚、黄喉）、

烧烤品/牛排、牛肉预制菜等。

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先进的生产流水线、专业的研发团队，依托于全国 12

大仓储中心，构建全程冷链配送的物流体系，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牛肉产品

及专业、聚焦、价值赋能的一体化服务。

联系电话：18221111212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涡北镇产业集聚区



河南野火烧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河南野火烧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定制”于一体，致力打

造“三好鸡翅标准产业链”，成为中国鸡翅领先品牌的企业。

野火烧，专注鸡翅，整合 100+优质上游直采工厂，依托智能化工厂生产线、下沉

式冷链，运输体系打通上下游资源，依托“控源头、建壁垒、稳出品、保送货、降成本”5

大核心优势，重新定义行业标准，完美解决“品质、研发、供货、成本、人力、物力”

六大经销痛点，为 B 端、C 端、流通端全渠道提供物美、价美的专业好食材。

联系电话：400-6535-517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莲花街威科姆大厦 A 座 17 层



河南华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河南华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9 年 5 月，定位为“中国领先的冷链零担

下沉市场基础设施服务商”。目前属于冷链零担下沉市场行业领先者，依托国内领先的

软硬件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高效协同的一站式冷链服务方案。

截至目前，华鼎供应链在全国已经有 25 个分支机构，12 个省级中心仓，仓储面积

25 万平方，干支线网络 1870 条，辐射全国 20 多个省，243 个地级市，1749 个县，

通过华鼎自主研发的 SAAS 系统，已连接上游工厂 500 余家，上游终端门店 80000 余

家，并先后荣获“中国冷链百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全

国冷链运营创新企业”、“四星级冷链物流企业”、“河南省冷冻食材数字化供应链示

范平台”等国家和行业荣誉，并参与国家城乡高效配送服务标准的制定。

联系电话：400-618-6677

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如云路与梅河路交叉口科创中心 13 号楼三层 301



新乡市倍儿鲜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25

倍儿鲜食品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速冻食品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年产值 2 个亿以上，拥有“倍儿鲜”、“澳米加”、“倍好厨”等知名品牌！

主要产品有：倍儿鲜炒馅水饺、倍儿鲜东北水饺、倍儿鲜小金鱼馄饨、倍儿鲜粗粮

汤圆、澳米加宁波汤圆等系列传统产品，以及北方老面大包子、薄皮小笼包、馅饼、烧

麦、锅贴、蒸煎饺、大麻球、菜角、糖糕、糯米鸡等餐饮特色产品，共计几十种！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品质第一、坚持创新，向消费者提供加倍美味好产品”的服

务理念；坚持面向市场、发展企业、服务社会的经营宗旨；秉承坚韧不拔、精诚团结、

求实创新、超越“味”来的企业精神，致力于速冻食品行业领先品牌！

联系电话：0371-69523866

地址：河南省封丘县世纪大道西段路北



河南霍嘉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94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郑州市经开区航海东路正商汇航铭筑，主要产品有：

酥皮馅饼、微波馅饼、软皮馅饼、葱油饼、手抓饼、台式卷饼、梅菜扣肉饼、蒸饺、烧

麦、包子、汤圆、水饺、馄饨等 13 大系列，300 多个品种。

联系电话：13939088374

地址：郑州市经开区航海东路正商汇航铭筑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T157-158

双汇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总部在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在全国 18 个省

（市）建有 30 个现代化肉类加工基地和配套产业，形成了饲料、养殖、屠宰、肉制品

加工、调味品生产、新材料包装、冷链物流、商业外贸等完善的产业链，拥有 100 多

万个销售终端，每天有 1 万多吨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可实现朝发

夕至。

联系电话：16639518788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一号双汇大厦



郑州容大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64

郑州容大食品有限公司总部设于郑州，主要业务涉及速冻食品创新技术开发和提供

综合运用解决方案、食品添加剂研发、生产、销售等，致力于打造全方位一体的速冻食

品配料服务商。公司旗下拥有“容大”、“容一”、“容润”三大品牌，各品牌均有独

立的研发中心、售后服务、营销中心、。公司坚持品质战略，对食品安全、食品工业化

等领域进行长期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在容大，超过 20%的员工从事产品创新、研究与

开发工作，以忠实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服务驱动的创新，使公司始终处于行业先进地位，

进行快速发展。

联系电话：18637155372

地址：郑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创新园 6 号楼 A 座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00

银祥豆制品 2007 年建成投产，引进 50 多条国内先进的成套生产加工设备，是福

建本土最具规模的生鲜豆制品生产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先后通过了 SC 生产许可、

HACCP、ISO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以及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备案注册。产品线主要涵盖生鲜豆制品、冷冻豆制品、干腐竹制品、米面制品、蛋

制品、卤调味制品、豆浆饮品及其它仙草冻食品等 8 大系列共 160 多个品类。

联系电话：18359288916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禾六路



北海逮虾记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北海逮虾记食品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广西北海，是一家专注聚焦虾产业，致力打造以

虾滑为核心产品的全球第一大研、产、销一体化供应的龙头品牌企业。

北海逮虾记以“成为中国虾滑品类冠军”为愿景，以“让中国 14 亿老百姓吃上好

虾滑”为使命，依托北海得天独厚的青虾养殖资源和口岸地理优势，斥资 5 亿元建造占

地 88 亩（约 5.9 万平方米）的智造工场，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虾滑类生产基地。

联系电话：400-166-0081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工业园区北海大道



四川澄明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16

澄明食品是一家专注番茄调味研究的创新型复合调料企业。

澄明食品于 2020 年在河南鹿邑斥资 2 亿元，打造 130 亩现代数字智造工厂，成立

鹿邑、成都两大研发中心，甄选北纬 40°黄金番茄产区的番茄为原料，采用全自动数据

智能化生产线，年产番茄复合调味料 10 万吨！其核心爆品七个番茄一锅汤先后获得中

国火锅（第二届）爆品大赛金奖、第十一届中国调味品行业创新风向标等荣誉，并与旗

下大酱出川、澄明要得等品牌入驻全国上万家超市系统，依靠强大的生产及研发实力，

为数千家知名火锅企业提供个性化定制生产服务。

为推动澄明七个番茄系列番茄汤料质量的可视化，实现生产和加工过程全程质控目

标，澄明食品与四川西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探索研究番茄风

味，从甜度、酸度、咸度、鲜度、纯度、浓度、色度等七个维度，首次科学量化“7 度

番茄风味”。

澄明食品发展至今，获得行业的高度认可，殊荣不断，曾获得：“优秀品牌供应商

奖”、“优秀食材供应商奖”、“中国调理食材百款爆品奖”、“中国冷冻行业明星单

品奖”、“中国火锅产业红鼎奖”、“七个番茄一锅汤最佳特色锅底奖”、“供应商杰

出企业奖”等一系列行业殊荣。

联系电话：400-056-8777

地址：成都市郫都区中国川菜产业园永安路 259 号



双汇餐饮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T157-158

双汇 2021 年公司成立餐饮事业部，专业化运作餐饮渠道相关的食材产品，围绕“一

碗饭、一顿饭、一桌菜”，聚焦中华菜肴、预制菜、餐饮食材等产品，推动公司产品进

家庭、上餐桌。2021 年，双汇推出双汇啵啵袋系列、“八大碗”系列、 “筷乐星厨”

半成品系列、预制菜系列、带饭青年自热米饭、拌饭组合、中华菜肴类系列、酱卤熟食

系列其中代表产品有啵啵袋、小酥肉、蒜香排骨、T 骨猪扒等产品。

联系电话：4001005768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一号双汇大厦



濮阳市增运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74

濮阳市增运食品有限公司下辖河南省增合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

速冻面米制品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产品涵盖水饺、馄饨、汤圆、粽子、包子、油条、

糖糕、菜角、大麻球、蒸煎饺等十余种品类，公司规划现代化速冻生产线二十条，年产

能可达十个亿，目标打造多款亿元级大单品，实现多轮驱动·全面发力的销售策略，凭借

过硬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深受消费者青睐。

联系电话：0393-8552181

地址：濮阳市南乐县产业集聚区鸿宇路 7 号



河南许小米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C018-C019

河南许小米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5 月，地址位于内黄县楚旺镇开发区 1 号，

主要从事速冻调理品和固态复合调味料的生产与经营，产品分为大鸡排、油炸类、沾粉

类、调理类、肉串类，复合调味料六大系列，大鸡排，雪花鸡柳，无骨鸡柳，盐酥鸡，

鸡米花，琵琶腿，鸡翅根，鸡肉串等几十个单品旺销全国各地，公司始终以安全健康为

导向，以规模化、专业化、合作化、标准化为手段，秉承“仁爱、创值、共赢、和谐”

企业核心价值观，广泛合作，共和谐，共创行业美好明天。

经营理念：为顾客提供美味、放心的食品，为加盟商提供*的创业机会。

经营目标：让许小米食品在全国的各地开花、结果，成为有竞争力的强势品牌。

始终信奉：合作需精诚，事业才长久。

始终坚持：利益共存，资源共享，权益共同维护。

联系电话：17525883339

地址：河南省内黄县楚旺开发区 1 号



鹤壁惠之达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89

河南永达食业集团创建于 1988 年，是一家集“肉种鸡繁育、饲料生产、商品鸡养

殖、屠宰加工、调理品生产、熟制品生产、鸡骨素调味品生产、冷藏配送、商业连锁、

国际贸易”为一体的大型产业化集团公司。

永达集团是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训练中心重点协作单位，永达食品先后随神八、神

九、神十、神十一进入太空，成为中国航天员专用食品。永达拥有完整的乌鸡全产业链，

集乌鸡种鸡繁育、乌鸡养殖、乌鸡屠宰、乌鸡分割、乌鸡深加工为一体，是国内最大的

乌鸡分割企业。

明星产品永达乌鸡卷 2010 年 8 月行业首创开创了鸡肉涮食新时代，并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ZL201210426942.7)，是头部连锁火锅乌鸡卷唯一供应商，永达乌鸡卷年销

量稳居行业第一，卷卷相连可绕地球，并获得“中国饭店协会优选产品”，“2020 中

国餐饮创新 TOOP100 供应链创新奖”等荣誉。

联系电话：400-659-1999

地址：鹤壁市淇滨区延河路 753 号永达产业园



新乡俊杰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98

俊杰食品成立于 2002 年，二十年来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

专业速冻食品生产基地。产品涵盖饺子、包子、汤圆、粽子、馄饨等多个品种，充分满

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联系电话：0373-5066388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开发区俊杰路 1 号



佛山市顺德区津津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99

鸿津食品公司始创于 1995 年，坐落于世界美食之都一一顺德。自创立伊始鸿津食

品就把“为人们提供健康、营养、优质的速冻美食”作为企业使命,用心守护您一从食材

制作到餐桌的每一步。

鸿津食品目前拥有包括顺德总部，及广州、阳江、安徽等地的多个生产基地,超 过

25000 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和逾 5000 吨的冷藏库,先后引进德国、日本等国外先

进的现代化生产线。目前公司拥有 9 大速冻食品系列,300 多种产品,销售网点遍布全国

各大中城市,树立了卓越的品牌口碑。在 2004 年已经通过 QS、ISO9001 认证，一直坚

持严格的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管理，致力成为速冻美食行业领跑者。

“打造百年企业，让人人共享鸿津美食”是鸿津人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

动力。鸿津人愿与您携手共赢，创造最大社会价值。

联系电话：400-018-4448

地址：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星槎星华二路 13 号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T84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致力于为餐饮、酒店、团体食

堂提供全面供应解决方案；拥有独立的运营机制和优秀的商业模式。秉承“只为餐饮、

厨师之选”的战略定位。为餐饮客户提供食品供应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做酒店宴席，

快餐连锁，千味央厨已经成为更多厨师的选择。

联系电话：4008887311

地址：郑州高新区企业加速器产业园 D9—3



福建坤兴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T134

坤兴企业，位于中国“有福之州”的美丽闽江之滨，始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

家以海洋生物技术开发为核心，以深海水产、调理食品、预制菜肴产、销、研为基础，

以冷链仓储配送为纽带的综合型海洋食品企业。总部占地 21 亩，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

米，有 8000 平方米高标准生产车间及 30000 吨超低温冷库，并拥有完善的生产加工

设备、微生物检验和质量检测及监控中心。

企业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2000/FSSC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已完成出口企业卫生注册。产品加工全程导入 ISO9001/ISO22000 质量管理

体系，须经过先进的微生物检验、质量检测和监控。

坤兴企业拥有一支专业捕捞、管理、研发、生产、营销、冷链仓储等高效率的精英

团队，建立了规范化、系统化、智能化的管理体系。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公司产品

形成水产品、调理品、预制菜肴三大系列 100 多个品种，产品畅销北京、上海、广东、

福建、浙江、江苏等国内 30 多个省区，同时是山姆、沃尔玛、麦德龙、永辉、华润万

家、大润发、新华都等大型连锁商超的主要水产供应商之一，也是天猫、京东、美团、

兴盛优选、锅圈、朴朴等新零售平台供应商之一，同时也是海底捞、木屋烧烤等餐饮连

锁体系的供应商。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

联系电话：15659752967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兴业路 8 号



河南科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T121

河南科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复配速冻食品乳化剂、复合调味料及乳

化油脂系列等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长期以来坚持“信誉至上，

安全第一”为宗旨，公司服务的客户遍布全国，如：安井、思念、三全、龙旺、蒙牛、

三元、新希望等龙头企业。

联系电话：19939926972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马寨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10 号



郑州百闻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C052-C053

百闻食品是河南省内多家大中型食品加工工厂的原辅料供应商。代理国内外多家知

名食品原辅料及发酵助剂品牌，是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集仓储、运输、技术和资金保障

的一站式原辅料供应服务提供商。

公司涉足速冻食品，发酵面食，烘焙食品，调味品，肉制品，膨化麻辣食品，酿酒

及酒精工业，生物发酵等多个领域。连续二十年被评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五佳

经销商或十佳经销商。代理的安琪公司系列产品品种齐全、价格合理。公司实力雄厚，

重信用、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多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

的信任。

历经十余年悉心经营，百闻以“专心、专业、专注”的企业发展理念贯彻始末，更

与三全、思念、丹尼斯、海底捞,米多奇、南航航餐、豪士烘焙、宋河酒厂、巨龙实业等

客户建立了长久的业务关系，服务省内及周边近千家客户，在行业当中享有较高地位。

联系电话：0371-68763918/58588316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 2 号



河南苟日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T142

河南苟日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过十年苦心钻研，千万巨资投入，现国家发明专

利:“苟日新速冻胡辣汤全料”口感已全面超越百年老店！无需专业师傅！任何人都能做

出最完美的胡辣汤！向全中国同行挑战:我们的品质敢称最佳！

本公司采用纯健康食材，传统工艺炮制，无任何食用香精，产品直接速冻，保持了

胡辣汤原有的鲜美味道：定量清水一煮即成，味道天下无双！

我们的速冻胡辣汤有餐饮装、家庭装两款包装：一款家庭四碗装（四盒包邮），在

家就能做出最正宗的胡辣汤；

另外一款餐饮四十碗装，如果您有早餐店，想增加一款特别有特色的美味汤，那么

就用我们的产品！不用培训，人人都能做出最正宗的河南胡辣汤。

联系电话：400 0960 369

地址：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 148 号 7 号楼 13 层



河南雪城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01

河南雪城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早餐，餐饮系列产品的民营企

业，本公司主要生产速冻米面食品：萝卜丝饼，南瓜饼，菜角，锅贴，麻球，小笼包，

糖糕，油条，春卷，蒸煎包等，公司以“客户为上帝，品质是生命”为宗旨，赢得了国

内客户的好评。

联系电话：13937191359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瓦岗乡瓦岗中学对面商贸街 16 号



重庆汤嫂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90

重庆汤嫂食品有限公司坐落在风景秀丽的重庆市合川区铜溪涪江江畔，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经过多年经营，已形成以火锅底料、鸡精为龙头，标准化餐饮调料、酱料、

汤料、腌料等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中大型专业调味食品企业。

秉承“规模生产降低产品成本、核心科技体现企业价值”的企业经营理念，汤嫂多

年聚焦深耕牛油火锅底料的研发与创新，在火锅底料厚重醇香板块取得突破性进展，旗

下核心产品汤嫂不老油取得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我司严格按照市场监督局的要求取得了食品生产许可 SC 认证；并根据企业的发展

需要通过了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取得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资

质。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注重研发技术和所在行业的深耕发展，获得“重庆市中

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重庆市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连

续两年先后获得“合川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重庆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连

年获得国际火锅产业优质供应商、陈志刚川菜传承工作室副会长单位等殊荣；申报各项

发明专利 6 项，现已获批汤嫂不老油（专利号：ZL 2016 1 0127775.4）等发明专利 4

项。

“味道好，用汤嫂！”， 融合您我，汤嫂携手和您一起共创美好未来。

联系电话：400-007-0518

地址：重庆渝北区中渝广场 2 号楼 18-4



清丰县味德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75A

味德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前身为成立于 1994 年的濮阳澶都急冻食品

有限公司，坐落于濮阳市清丰县产业集聚区食品工业园，占地 22 亩，拥有国内先进的

双螺旋速冻装置和全自动饺子、汤圆生产线，日生产系列速冻食品 100 吨，是现代化

的速冻面米食品加工企业。

“味德”“澶都”品牌旗下梦之味剁丁系列、飘香系列、真味系列、清香系列饺子、

灌汤包、蒸煎饺、馄饨、汤圆、芝麻球、糖糕、菜角、老潼关冷冻饼、油条等产品，滴

滴香醇，风味浓郁，畅销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河北、山西等

省市。公司多次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全市优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市主食产业化

优秀企业”“濮阳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被中国食品报社评为“中国冷冻食品

成长之星”，2020 年，又凭借扎实的内功获取了“县长质量奖”殊荣。

一车车产品，一个个笑脸，是对味德人奉献人间真品味的鼓励；一张张奖状，一块

块奖牌，是对味德公司品质标准化、管理现代化、品牌国际化发展的嘉奖。味德人，为

梦想一如既往，为美味不懈追求，愿做您永远的朋友、安心的绿色健康厨房。

联系电话：0393-7256777

地址：河南省清丰县食品工业园



新乡市蒲北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97

河南冰宇食品有限公司坐落于具有“中国厨师之乡”美誉之称的河南省长垣市，是

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集团型速冻食品民营企业。

公司生产的“冰宇”品牌系列产品包括：速冻水饺系列、速冻汤圆系列、速冻馄饨

系列、速冻粽子系列；“厨乡美食”品牌系列产品包括：速冻面点系列、速冻火锅料系

列、速冻菜肴系列。产品行销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宁

夏、天津、北京、河北、江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贵州等省、市、县区，

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冰宇”是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优秀品牌，被有关部门授予“河南省放心主食工程

示范企业”、“河南省名牌产品”、“河南省著名商标”、“乡镇企业名优产品”、“科

技先进单位”、“先进企业”、“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等荣誉称号，是最具成长性速冻

品牌之一。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冰宇传承下来的团队精神，“造福百姓、回馈社会”是

冰宇不懈追求的目标，“互惠双赢，共同发展”是冰宇一贯坚持的经营理念，“集约发

展，科技创新，以质量塑造品牌”是冰宇的发展战略。传承中华美食文化，分享美味，

创新发展，冰宇一直在努力。

联系电话：18238636600

地址：河南省长垣县张三寨镇张南工业区



厦门市喜家益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70

临家餐饮品牌创立于 2004 年，总部位于厦门，旗下现有品牌临家闽南菜、无味舒

食、临家餐饮教育中心、无相空间装饰设计、喜家益食品、喜家供应链、临家小厨、喜

家厨房。直营门店 21 家，总产业面积超 60000 平方米，年接待量超 300 万人次。是

福建知名度高、综合实力强的餐饮集团之一。

作为临家餐饮集团打造餐饮全产业生态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市喜家益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喜家益）成立于 2021 年，位于厦门同安区。耗资 6000 万建设了面

积超 20000 平米的产品研发中心、食品加工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为新鲜原材料的集

中供应渠道。用先进的养殖技术与得天独厚的培育环境，建立专业化的食品生产线，不

间断供应高品质的全方面食材。

喜家益主营服务项目包括预制菜成品/半成品研发生产、仓储管理、冷链配送、餐

饮零售化产业服务等，为餐饮品牌、酒店行业、生鲜商超以及家庭终端等用户提供食材

采购配送、半成品定制加工、预包装食品生产、配送等相关服务，完成了餐厅和基地的

无缝链接，并实现了统一采购验收、产品研发、加工生产和出品标准的制定。

临家闽南菜与无味舒食连续四年荣登大众点评必吃榜，且多次入围黑珍珠餐厅，众

多门店均登上大众点评多项荣誉榜单。

联系电话：18030282872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白云大道 92-2 号



河南御味园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04

河南御味园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位于有着“中国面粉城”美

誉的河南省永城市。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是河南汇丰集团延伸面粉深加工产业链

投资成立的速冻食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公司。

公司是永城市重点招商企业，位于永城市产业聚集区，厂区占地面积 138 亩。公司

注册商标“清水湾”，已上市速冻水饺、蒸煎饺、小金鱼馄饨、手抓饼、油条、红豆卷、

金丝卷、速冻面点等速冻系列产品。

公司速冻食品生产线一期完成投资 2600 余万元，建成投产 7000 平方现代化速冻

食品生产车间，采用国内先进的成型、速冻、包装设备：2.5 吨南通四方速冻双螺旋隧

道，上海辰品手抓饼自动生产线、雷博蒸煎饺/花边水饺/小金鱼馄饨成型机，长治高效

水饺成型机、恒元油条自动成型油炸机、超越立式自动包装机、重金检一体机等，并自

主研发红豆卷自动成型机。

公司依托汇丰集团二十多年的面粉、食品研发生产资源，坚持“诚信、健康、创新、

时尚”的经营理念，与国内知名高校食品专家合作，聘请著名食品专家教授作为企业研

发顾问，积极创建省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在此基础上公司以高品质的产品、严密的质

检手段、严格的管理全力打造“清水湾“品牌，公司历来重视产品质量安全，建立有完

善的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从采购、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层层把关。以

求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美味的健康食品。

联系电话：15378715385

地址：河南商丘永城市产业集聚区刘庄路东汇丰食品产业园内



河北中泽项斋食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T122

“石斑纹”品牌，隶属于河北中泽项斋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家少数民族特需用品、

清真食品类定点加工企业。公司始终坚持“忠于新鲜，做高品质牛羊肉”为发展战略，

依托自身市场、生产和管理等诸多优势，逐步把公司建成专业优质的清真肉食品制造商。

公司旗下还拥有“中泽项斋”、“鼎多鲜”、“益迪”等多个品牌，从食材源头抓

起，从生产细节抓起，从细节品质抓起，保障食品入口安全，做消费者餐桌健康信得过

的好产品。

20 年，专注成就专业。河北中泽项斋清真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从成立到现在已经

20 年。怀敬畏之心，专注生产牛羊肉。在时间的故事里，对于行业的了解愈发成熟，

对品质的分辨愈加得心应手。在牛羊肉的领域里坚持并不断打磨，专注做产品，把控好

品质。专注是一股非凡的力量，更是通向成功的推动力。20 年，因为专注所以成就专

业。

20 年，初心成就品质。进入行业的一刻，就是立下了忠于新鲜品质的承诺。做人

做事都要一言九鼎，言必行，行必果。这是公司的文化核心，更是成立到现在坚守的产

品准则。从源头优选健康牛羊，从工艺确保锁鲜本色，从车间把控生产细节，从成品把

控营养美味。做百年品牌，这是价值的传承，更是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

联系电话：0317-4669591

地址：河北省献县本斋乡本斋东村 1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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