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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Forreword

值此 2022 第十届中国东北国际安全防护用品展览会 / 第二届东

北国际职业服装定制博览会（以下统称为：展会）举办之际，辽宁

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谨向热情支持展会的各界人士和

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前来参展参会的中外各界来宾表示热列

的欢迎 ! 东北地区是国家重要工业基地 , 工业集中度位居世界前列。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加大用于安全生产的投入，随着政府监管力

度加大、企业和劳动者的防护意识增强，东北已经成为庞大的安全防

护用品、职业服装消耗市场。 

展会以多元化、新形式展览模式创办，已成功举办过多届，突破

单一行业的传统展览模式，是展会的创办宗旨。集生产商、经销商、

终端用户为一体的大型产业链展会，在行业内深受认可。 

2022 展会展览面积达到 10000 平方米，共吸引来自辽宁、吉林、

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区约 5000 多家劳保经销商、4000 多职业装经销

商、1500 多家终端用户参观采购，为安全防护行业、职业服装行业

搭建完善的采购对接平台。 我们衷心祝愿参展企业和专业观众取得丰

硕的成果，期待 2023 年我们再相聚！

辽宁北方工商业展览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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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豹子头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经三路 868 号

联系人：王素琴

手机 / 微信：18355802160

邮箱：3397474941@qq.com

网址：http://www.fybztkj.com

阜阳市豹子头服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研发高档功能性衬衫，主力产品包括高档

成衣免烫衬衫、免烫纳米三防衬衫、免烫吸湿排汗衬衫、免烫抗菌衬衫、免烫抗紫外防护衬衫、

免烫芳香理疗衬衫、休闲免烫衬衫等。实施产品及品牌战略升级。

豹子头科技公司现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功能衬衫生产线 4 条，持有多项免烫（含）技术专利，

成功的将成衣制作和功能整理有机融合在一起，彻底解决了全棉衬衫不易打理的缺点，真正做到

了免烫、洗可穿、防水、防油、防污、吸湿、排汗、抗菌、抗紫外、芳香等功能。

山东锦玉堂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小清河北路 58 号

联系人：何玉堂

电话：13356695198

微信：15853114168

网址：/www.jytgzf.com

产品类别：劳保服、职业装、酒店服、环卫服等各类工作服装

山东锦玉堂服饰有限公司，坐落于山东省济南市，美丽的泉城之都，公司旗下有：锦玉堂功

能性工装销售部，广源领袖综合职业工装销售部，领袖服装厂，每个分支均独立运营，产品销售

网络遍布全国及海外，立志努力成为中国职业工装优质品牌。

锦玉堂品牌工装，全系产品均为本公司自主设计生产，定位功能性时尚工装，品类分别有：

商务夹克，防静电工装，防酸碱防静电防水工装，防撕裂运动工装，磨毛帆布时尚工装，纱卡弹

力袖工装，纯棉工装，CVC 细斜纹工装，TC 细斜纹工装，功能性强，款式新颖，做工精细，穿

着舒适，价位合理，用心服务，得到全国各地合作伙伴的认可与好评。

广源领袖综合制服，是多品类的制服现货品牌，分别有各类夹克工装，保安服，T 恤衫、冲锋衣，

厨师服，棒球帽，备货充足，定位职业装采购一站式供应商。

温州双佳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东方北路 200 号 1 幢第五层东首

联系人：李业旭

手机 / 微信：15988772066

网址：www.wzsjfs.com

温州双佳服饰有限公司建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厂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我公司始终

遵循“以人为本，追求卓越，客户满意”的经营宗旨，建立了健全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本公司主营高标准城管制服现货与团体定制。新六部委合并后新综合执法全品类现货 , 致力

打造制服优秀服务平台，解决大家的急单，小单。

主要产品类型有男女春秋常服，冬常服，春秋执勤服，冬执勤服，夏裤，制式长短袖男女衬衫，

防寒大衣长短款，皮鞋皮带，领带领夹等全套城管制服现货。坚决按照国家的面料·工艺标准生

产备货。

集现货与定制与一体，满足您各种订单的需求。

义乌市豪洲制衣有限公司
地址：义乌市苏溪镇华阳路 10 号

联系人：邢永清

电话 / 微信：13906893148

产品类别：职业工装衬衫

公司成立于 1998 年，集现代化最先进设备于一体的，现有 200 多人的规模，专注于生产成

衣免烫、液氨免烫、高端竹纤维、CVC 等男女职业工装衬衫，库存有 100W 件成品。

长春薇雅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亚泰大街与东天光路交汇天润中华城门市雅薇服饰

联系人：曹琳

电话：13324305379

微信：a1332430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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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eiyashangmao

产品类别：文化衫、广告衫、工装、T 恤、冲锋衣、烫画、个性定制

本公司定制 T 恤、广告衫、文化衫、广告衫、卫衣、风衣、情侣装、亲子装。 可烫画、压花、

刺绣等各种图案。 欢迎国内外贸公司，广告公司来样来图定做，来版定做来样加工期待与您的合

作！

四川逸维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科园三路 4 号火炬时代 B 座 1102

联系人：陈立

电话：028-85884688

手机 / 微信：13088080207

邮箱：19593072@qq.com

网址：www.scyiwei.com

四川逸维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功能性服装生产企业。

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册资金 1.2 亿元，总部设立在成都。公司坚持以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为主导，

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目前在成都拥有一座研发运营基地，一座服装生产基地。研发基地主要以

功能性面料研发、实验、检测、市场运营、新媒体运营中心为主；生产基地以库房、生产车间、

宿舍、工厂运营为主。我们坚持以匠心孕育产品、以奉献给予服务，为每一位客户带来功能性服

装产品的舒适体验。

长春职尚服饰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长客隆批发市场 5-89

联系人：张宏艳

电话：15948736397

微信：13596168730

产品类别：男女中高端职业装，休闲西服，团体定制服装

职尚服饰，做与众不同的西装品牌。打造专属风格，只为尊贵生活。从事职业服装及相关产

品生产、批发、定制、销售、服务一体化，从业以来力求打造国内知名品牌，不断开拓市场，经

过数年的

拼搏打造，品牌信誉卓越，得到业内众多客户的认可与好评。

职尚服饰现主要经营男女中高端团体职业装西服、衬衫、休闲西服、承接各类团体定制服饰。

职尚服饰始终坚持“精诚合作，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匠心独运，精赞工艺”的产品质量。

在此，我们真诚和热情的欢迎您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重庆凯凯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羽裳路 12 号

联系人：邓先生

电话：18166588140

微信：KKFS8140

网址：www.cqkaikai.com

产品类别：执法服、职业装

重庆凯凯服饰有限公司始于 2002 年，是一家集服装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

定制企业。公司位于重庆市渝北回兴服装工业园区内，紧临机场 210 国道，交通便利，目前拥有

先进的西服、制服及衬衣生产流水线，年生产能力达 20 万套 / 件。公司长期为公安、运政、路政、

城管、安监、市场管理等政府部门以及学校、工厂、邮电、金融等企事业单位提供服装定制服务。

其中生产的行政执法服在全国标志服中独树一帜，从生产设备到辅料使用，全部按西服标准及工

艺生产，使标志服既保持外观上的威严挺括又有西服的工艺品质。

公司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为主导，专业设计定制：标志服、标志徽、西服、商务职业装及

个性化私人定制，拥有一支高效、精干、朝气蓬勃的专业团队，始终坚持客户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以奋斗者为本的经营宗旨。

公司秉承“质量兴业，人才为本”的经营理念，执工匠精神，不断追求产品个性化、精品化

和品牌化。质量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生命力。公司较早建立并不断完善产品质量保证体

系及售后服务体系，产品实行三级检测管理制度，确保产品 100% 合格出厂。多年来经重庆市纤

维检验局多次抽样检测，一致认定其产品质量好、信誉高。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28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 获得重庆市职业装协会评为“十

强企业”、“十大品牌”、“优秀企业”荣誉称号；重庆市工商局渝北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用”

单位、获得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等多项专利、被重庆市科委认定为高成长性企业、企业信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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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AA 级，并通过中国招标政府采购网大数据分析，录入中国政府采购优秀供应商目录。

公司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产业规模化、品牌经营专业化、资

本运作产业化”的总体目标，紧紧围绕“产业规模、科技含量，品牌效益、低碳生产”四个提升，

加快转型升级，使产品最实惠，让消费者最满意，以产品质量和服务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打造百年品牌为己任，不断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公司竭诚为社会各界朋友提供优质时尚的产品和热忱周到的服务。立足西南，在全国范围内

诚招代理商合作商，以“顾客满意、全球化经营”为目标，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来公司参观访问和

洽谈合作，最终实现资源共享、共盟发展之路

江苏三挺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

联系人：陆卫国

电话：0512-56319951 

手机 / 微信：13901572048

产品类别：制服

江苏三挺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2 年，是一家集品牌经营、产品开发、规模生产、市

场营销于一体的专业制服、职业工装的综合性企业，总部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并在河南夏邑开

设分厂，年生产能力达 165 万套。

公司秉持“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理念，依托专业化、规模化的研发生产技术，目前已拥

有完整过硬的技术流程、先进精良的生产设备、以及由 320 余名优秀员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一

批高素质管理人才组成的专业队伍，可以为目标客户提供高水准、全方位的服务。

公司锐意创新的品牌设计、科学规范的品牌运营，强大的管理阵营为公司产品开发的多样性、

成形产品的适销性、市场的盈利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公司先后通过 GB/T19001-2016 质量管

理、GB/T24001-2016 环境管理、ISO45001:200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通过了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生产的资格认证，专业生产职业制服、普通工作服、防静电、阻燃、酸碱类防护服等

功能性服装，获得了客户一致好评。在此基础上，公司将持续提升和扩大自身在全球服饰行业的

影响力，深化国际高端定制服务市场，引领全球潮流。

愿景：成为中国职业装十大领衔品牌

使命：致力于为各行业提供最专业的服装

沈阳利菲尔纳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乐郊路 70 号

联系人：王菲

电话：15712450707

微信：18624089787

产品类别：高端进口色纺面料

利菲尔纳高端进口色纺面料 : 面料成份特殊，有故事可讲；面料后处理工艺特殊，市面无法

模仿；进口高端产品，产能有限，谁能先抢到货谁得；环保 & 特殊；进口现货供应商；国内仓库。

沈阳市沈河区盛世合瑞服装商行
地址：沈河区热闹路 77 号

联系人：张晓琳

电话：13889837577

微信：13889837577

产品类别：服装批发衬衫西服领带职业装系列

公司简介：本公司主营服装批发，销售衬衫，西服，领带等职业装系列产品 20 余年。公司

旗下晓琳职业装涵盖久慕 . 保罗、利朗顿、老爷车等品牌，凭借准确的市场定位，结合消费者需

求的“经典  时尚”设计风格和人性化的营销理念。同时，本司以仓储式经营为主，货品种类齐全，

下单即发货，获得广大客户一致好评。本公司销售网络遍及东三省及内蒙古地区，主要客户群体

为地区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房地产行业。公司以诚信、敬业、人性、公平为企业文化内涵，努

力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欢迎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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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京正防护用品厂
地址：河北省玉田县豪门路

联系人：孟祥云

电话：13832506436

微信：13832506436

网址：www.hongshiyu.com

产品类别：身躯防护

玉田县京正防护用品厂（原河北省玉田县亿航防护制品厂）成立于 1990 年，集开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要生产“红诗雨”牌下水裤，全身防水裤，PVC 高筒套靴等产品。

地处京、津、唐中心腹地，物流快捷，交通便利。

建厂以来，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使众成企业日新月异，驶上迅速发展的快车道，通

过自身、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调整，实现了管理标准化，人员知识化，从而不断扩大经营领域，

提升经济效益，产品覆盖国内各地专业市场，并远销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厂设备先进，产品面料采用最新科学橡塑配方生产，质量优良，配靴高档，产品造型新颖，

美观大方，穿着柔软舒适，使用寿命长久，具有防酸，防碱，防寒，不老化等诸多优点。适用于

沿海滩涂，内陆河湖，盐场，矿山，建筑，化工，环保等行业。

朝气蓬勃的亿航防护制品厂将为您提供优良的产品及服务，厂商协手，服务用户，铸就辉煌。

滨州市万茂化纤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

联系人：翟汉江

电话：13793887301

微信：13793887301

海陆战神驻沈阳办事处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

联系人：李晓斌

电话：024-67782790

手机：13998262432/18640108432

微信：13998262432/18640108432

邮箱：415332438@qq.com

河北省奇硕服装有限公司——驻沈阳厂家办事处，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公司主营：海陆战神、

尖兵户外等品牌。春夏秋冬纯棉迷彩服、套服、弹力单裤、针织男女套服、户外休闲服、夏季薄

料衬衣套装、半袖套装、纯棉弹力单裤、迷彩半袖 T 恤、外军棉服、迷彩棉服、荒漠大衣、武警

大衣、公安冬执勤棉服、多功能大衣、军大衣、被褥等。本公司坚持以用户至上、诚信为本、质

量第一为原则，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咨询选购。

沈阳安企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黄河北大街 206 号方溪韩国城西区 20 号

联系人：张峰

电话 / 微信：13324079555

产品类别：工作服、T 恤、文化衫

沈阳安企服装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一家专业从事服装现货生产的企业，单日工装产能 3000-

5000 套。

公司下设有研发（技术）中心、生产中心、客服中心、行政中心、销售中心，外埠分公司、

刺绣车间、全体系自营，全体系自控。可最大限度实现品质管控、工期管控、成本管控。最大程

度提升客户感受。我们的现货产品工作服、T 恤、文化衫库存每款数量 2 万件以上，深受广大客

户好评。

天津华达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洞庭二街 22 号

联系人：崔金生

电话 / 微信：18502235925

网址：www.tjhuada.com

类别：工装劳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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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华达服装有限公司是日本株式会社优尼可在华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于 1993 年 4 月

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局核准成立的，制服设计、研究、生产的企业。

现已成为以职业装设计、生产、经营为主导，集服务，面料经营于一体的科技型综合性企

业，具备各类职业装及防尘服，衬衣等 5 条生产线，各类通用专用设备 300 多台 / 套，年生产能

力 100 万套（件），并有较强的柔性生产体系外协外包机制。

多年来，华达服装服务过的全国各地，各行业客户已达 300 多家，涵盖华中、华北、西南、

西北、东北、华东等 10 多个省市自治区，公司现有员工 100 人。

公司主导产品目前为三大板块，一是日本优尼可旗下的高级制服，二是各行业的订制服装，

三是各类工装及其安防用品，

华达服装，2002 年公司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10 年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公司还拥有一支较优秀的管理团队，我们会大力弘扬制服文化，做大做强做长久。

沈阳沈洁清洁用品限公司
办公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雨润市场 B11-12-12

联系人：谭经理

联系电话：15002453258

微信：15002453258

网址：http://www.lntpl.com/

产品类别：清洁设备、清洁用品

沈阳普利文赫科技是一家专业经营：清洁设备，清洁剂，及酒店用品的供应商。

公司经营品牌：沈洁，比特丽洁，系列清洁剂，及消毒水。批发业务。

清洁设备产品：洗地机，扫地机，工业吸尘器，除雪机等产品的销售及售后维护。

欢迎来电详细咨询相关产品。

滨州市申宇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联系人：翟友军

电话：15965012433

产品类别：化纤绳网

考业生产：

国标阻燃网、安全网、弹丝网、货柜网、

高强丝网、井盖网、麻绳网、楼梯网、

吊装网、火车网、封垛网、圆木软梯、

盖土网、草坪网是、捆扎绳、高空做板。

辽宁鸿朗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小宾

手机 / 微信：13904017696

产品类别：线手套 (26 种 )、挂胶手套、胶片手套、胶皮手套、电焊手套和防护劳保用品等

本公司经过近 20 年的不断发展，现已成为沈阳最大的劳保手套批发商之一。公司始终坚持

以质优价廉为供货原则，以送货上门为服务理念，深受新老顾客的认可。销售渠道不断扩大，现

已遍及东三省各地。主要经营品牌有 : 牛郎星、创信、左右手、兴旺星、鸿朗、东亚、称星、大

成电焊、羊皮手套、北塔、双鱼、线手 30 多种规格、PU 手套、胶点手套、胶皮手套、帆布手套、

电焊手套、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额温枪、防化服、面屏、护目镜、风帽、套袖、围裙、防

尘口罩、防毒口罩等。诚招辽宁省各地区代理商。

抚顺华腾防护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抚顺市东洲区南花园街人工河路 16 号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方式：13941387321（微信同号）

网站：www.fs-ht.com

产品类别：安全防护装备

抚顺华腾防护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已有 20 年的个人防护设备制造和研发经验。

作为一家有活力的公司，我们积极迎合海内外市场需求，不断研发新产品，可为各领域客户提供

定制服务。

“专注品质，诚赢天下”始终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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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经营呼吸防护装备、化学防护服、降温背心、氧气充填泵、高压呼吸空气充气机、

传感器用校验仪、自动苏生器、电动呼吸器校验仪、气瓶充气安全防护箱、矿山安全防护装备、

呼吸面罩、特种劳动保护用品制造，有毒有害及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瓦斯检定器、消防隔热服、

消防避火服、医疗急救装备、潜水安全保障器材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抚顺华腾——愿为您提供永远满意的服务！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嘉兴劳保用品厂
地址：营口市站前区陶瓷城交通岗东行 500 米

联系人：郭树奎

手机：13019853493/15724474274

我厂是以专业生产针织类劳保产品的企业，主要以三大类产品为主：1、纯棉针织服装布、

擦机布；2、纱布口罩；3、军线手套、普通线手套。

公司理念：保证质量、包退包换、价格最低、送货上门。

山东尚维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曹县开发区

电话：4009998550  18541001237

微信：18541001237

联系人：李成龙

网址：http://www.sdswyl.com/

产品类别：手部防护

山东尚维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专注于 pvc 一次性手套的生产制造及销售，主要产品有：“玉

手”“玉手佳”“尚威佳”品牌系列医用手套、食品用一次性手套、清洁用防护手套、电子用

防静电手套、美发用防油污手套及等。10 年行业生产技术经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

医疗器械企业诚信单位，世界 500 强企业优质合作伙伴。公司获得欧盟 CE 认证、ISO9001、

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具备中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公司本着“勇于创新，稳中求进”的精神，以“真诚、务实、优质、高效”为企业宗旨，竭

诚为各界人士服务。

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Chinastars Reflective Material Co., Ltd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市民街 98 号尊宝大厦金尊 24 层

联系人：秦和庆 

手机：13805715355

电话：0571-88156169

传真：0571-88156163

网址：http://www.chinastars.com.cn

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专业生产、经营反光材料及制品的高科

技股份制企业。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开拓、创新、以科技引导企业前进，已成长为中国反光材料行

业个人安全防护产品专业的生产供应商。产品涵盖各类反光材料：（低、中、高、亮银各类化纤、

TC）反光布、反光热贴、反光弹力布、各类彩色反光布、阻燃反光布、反光切丝膜、反光刻字膜、

反光热转移印刷膜、反光晶格等产品及反光织带、反光包边带、反光腕带、反光背心等延伸产品；

路锥、道钉、荧光棒等交通警示产品，广泛应用在个人安全防护产品领域。我们的理念是充分发

挥员工的创造力，永远向客户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并服务于社会。

星华将致力于系列反光材料的研发、生产，快速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跟随中国经济的腾飞，

迅速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反光材料生产基地，星华反光材料有限公司欢迎您的惠顾，期待真诚与您

合作！

沈阳杨晨劳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滑翔东北五金城

电话 / 微信：13700009012 

沈阳杨晨劳保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代理品牌：慧缘安全帽，建钢安全带，工友皮手套，山东

顺强鞋业，杰创口罩，频安安全帽，鹤壁飞鹤水靴。企业具有近二十年经营历史。是国家认证的

的定点经营劳动保护用品专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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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着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求新发展的经营理念，与多家全国大型知名生产企业联合，

拓展服务领域。不断完善经营品种，以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公司秉承“协作、承担、创新、成长”

核心价值观，怀揣“为中国的劳动者提供一站式劳保服务”的使命，正沿着“中国劳保服务产业

领跑者”这一宏伟愿景而努力奋进！ 

辽宁熙朗鞋业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五街 3 号 

电话：0429-3016777

传真：0429-3010016

手机：15042988711

网址：www.lnxlxy.com

辽宁熙朗鞋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1 年底，为民营独资企业。法人代表赵艳杰为葫芦岛市政

协委员，从事制鞋业二十余年。企业坐落在美丽的辽宁省葫芦岛市高新技术园区，占地面积约

30.8 亩（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9000 余平方米，注册资金 9000 万元，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以生产安全鞋为主导产品的专业制鞋企业，是辽宁省重要的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

产厂家，公司现有职工 300 人，企业技术力量雄厚，自主研发的 20 余项技术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及发明专利。

公司拥有高、中级制鞋专家和资深专业技术人员 30 余人，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 270 余人，

年生产能力 100 万双，配备 676 台（套）国内先进的专业制鞋设备、鞋底压制模具及制鞋生产流

水线，具备专用鞋类检测实验室，检测设备先进、齐备，有效的保证了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公司不仅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优良可靠的现代化设备、优质的原材料，还建立了完善的质

量管理体系，并于 2006 年一次性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OH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是最早一批获得劳动部《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及国家安全局安全标识证书的企业。产品行销国内十余个省市及海外部分地区，被

广泛应用于中海油、冶金、铁路、电力、石化、石油、造船、矿山、建筑、钢铁等行业，凭借优

质的产品及良好的信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得到了用户的好评和青睐，现公司已拥有多家大型

企业长期客户。

多年来，公司数次被授予 " 全国皮革行业质量放心·国家标准合格产品 "，获得了 " 信用等级

AAA 级企业 "、" 辽宁省著名商标 "、" 辽宁省名牌产品 "、辽宁省 "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辽宁省中

小企业 " 管理创新奖 "、" 全国 AAA 级信用企业 "、" 全国劳动防护行业 50 强企业 " 等多项殊荣。

2015 年公司与央视《华商论见》栏目合作，开启了全国性品牌推广的战略布局。

我们始终牢记 " 质量第一、客户至上 " 的经营理念，愿与全国各大企业精诚合作，共创美好

未来！

河北省高阳县依卓尔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高阳县龙化工业区城冯路 508 号

联系人：杨红雷

电话：13333120009

微信：13333120009

产品类别：服装

河北依卓尔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 原京龙劳保制农服装厂 )，是集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为一

体的现代化制衣公司。

服装生产采用先进的缝制设备，及一批优秀的职工、按工、质检人员，般装做工精细质量严

格把关，年生产六十万套 / 件。

我厂为石油、工矿及各种企业单位制作加工了各类服装，以其优质的产品赢得了客户的青睐，

是劳保用品中质量信的过产品。

依卓尔公司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的经意宗智。以不断“超越”的经营观念，

开拓创新的服务理念，力争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销售策略，热忱为广大用户提供

一流的服务，用户的称心，永远是依卓尔产品始终如一的追求 !

依卓尔将期特着与新老客户真诚的合作，共创美好明天。

“依”在效果，“卓”在精神，“尔”在细节，追求极致，永无止境。依卓尔服饰一一赋予

工装更好的品质。

松原市宏升手套加工厂
电话：15948833338/13274387979

微信：6907531/15948833338

生产白五指棉、挂胶棉手套、蓝单丁青、滴塑红单胶粒、滴塑红棉胶粒、蓝棉挂胶、黄棉挂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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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区聚鑫劳保用品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联系人 : 李生娟

电话：0532-87163039

手机：18045890022

微信 :18045890022

邮箱：18045890022@163.com

黄岛区聚鑫劳保用品公司，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具有十数年的经营历史，主要经营

PVC 材质围裙、套袖、加长手套等劳保产品，质量过硬、价格合理。公司所产商品样式多、品种全，

既有普通劳保用品，又有特色定制劳保用品，兼具防水、耐油、耐酸碱等优良品质。目前，我公

司已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实力雄厚，重信用、守合同、保质量，

本着多个品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保定森派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龙化乡南教台村

联系人：齐小柱

电话 / 微信：13780521138    1593453037

产品类别：工作服

劳动保护工作服、一般常规作业工作服、工厂企业各个季节工作服、特种面料工作服，本公

司是一般纳税人公司，正规经营，诚信为本，让我们的合作共赢之路走的更长更远！

连山安全产业集团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马桥子街道杏林街 6 号

联系人：胡国超

电话：18940918178

微信：18940918178

网址：www.ls1987.com

邮箱：3069866841@qq.com

产品类别：安全服务

连山安全产业集团前身为连山职业安全防护（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是大连本

土发展起来的一家具有一定综合实力及专业技术的安全产业集团公司。

经过 35 多年的发展，，集团规模不断壮大，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现已形成以安全产品销售，

专业技术咨询与服务，专业培训与体系认证，方案设计与施工等为核心的完整的安全产业服务体系。

集团现有安全技术产业园区 20000 平方米，安全服务人员 136 人，并建有东北第一个综合性安全

培训体验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是金普新区应急储备中心，连续多次被辽宁省、大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公司以优质的产品、专业的技术团队、高效周到的服务，与国内 3800 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

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业务范围涵盖安全防护用品、设备销售；应急管理技术、职业卫生技术、

消防技术、安全技术、环保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安全标准化编制与评审；安全评

价；安全培训；安全应急预案编制及评审；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及评价；降噪、除尘、环境工程治

理及方案编写；消防安全评估；环境检测；环保工程、消防工程施工；消防设施检测及维修；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咨询服务；能源审计企业管理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财务服务；互联网信

息服务；特殊工种上岗证培训，特种设备操作员培训；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体系认证；有关知识

产权代理、咨询、认证服务等多个方面。

公司愿以开拓安全产业为使命，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己任，以合作双赢、和谐发展为目标，

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共创未来，做安全产业的引领者，服务方案的创造者。

潍坊圣榕制服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海涛

电话 / 微信：15653670889

产品类别：普通工装，特种劳动防护，防护服

 

职业工装是 VI 系统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形象中重要的识别因素，能够传达出社团企

业的种种信息，它让来访者从中感悟到企业的经济实力、管理水平、经营项目、企业文化与精神

面貌等等，是企业的综合实力的体现，职业工装，成了企业灵魂的形象代言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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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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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不仅仅是一件服饰，而是企业形象的体现与提升。

以科技精湛防护，以专业铸就品质

圣榕防护，一心专注，安全防护

山东火车头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厂址：山东临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沈阳路

销售地址：山东临沂河东五金城 C4 区

联系人：郁琇茹

电话：0539-8095276

手机 / 微信 :15192812868/15192931877

主要生产线手套，点珠手套，挂胶手套。

邯郸市三蝶劳保制品有限公司 “圣安”安全帽沈阳办事处
联系人：吕德世

手机：18802499856

公司旗下品牌“三蝶”耐酸碱手套系列，“快乐娃”家用手套系列，“安邦”家用手套系列，

“护邦”耐油手套系列，“巴泽尔”一次性手套系列，“金凤凰”“鹰”牌手套，“圣安”安全帽、

口罩、电焊面罩、帆布手套、棉手闷子系列等产品。

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配备齐全的实验室，使产品质量有稳定的保证，价格合理，各种

证件齐全。

我们真挚的与客户共同合作，互惠互利、共创美好未来。

大连新星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富士庄园

联系人：郭海明

电话：18940823180

建德市朝美日化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0 年，前身为中科院朝美实业公司，是一家具有中国一

流规模的先进职业防尘中国 PPE 专业生产口罩的企业。

目前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有 : 工业职业防护口罩系列、医用防护口罩系列、民用 PM2.5 防

护口罩系列及日化洗涤用品等，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

ISO18000 安全及卫生管理体系，欧洲 EN149:2001+A1:2009 个人防护口罩和欧洲 EN14683-

2019+AC:2019 医用口罩、美国 FDA 医用口罩等标准及认证。公司具备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民用防护产品通过团

体标准《PM2.5 防护口罩》TAJ1001-2015 和国标《日常型防护口罩》GB/T32610-2016 认证。

经过发展，如今朝美品牌在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均走在国内行业前列，也是行业内公认的龙

头企业之一。年生产产能达到 6 亿多只。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公司供应保障中央军委、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浙江省政

府的医用防护口罩调拨，同时参与外交部国际援助，供应世卫组织的国际援助。公司为全球 30

余个国家医护人员提供了防护口罩，得到一致好评。同时公司被指定为 2020 年国家两会 ( 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 提供专用口

罩。

公司通过多年的努力，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从 2003 年至今被授予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单位，

公司创始人林锦祥董事长现任国家纺织品商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安全健康防护用品行业协会会

长、安全健康委员会专家。本公司也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行业协会推荐品牌、浙江省“品”

字标企业、浙江省质量诚信品牌、杭州市著名商标、杭州市名牌产品、杭州市技术研发中心等荣

誉称号。

今日朝美已不同，明日朝美更不同，我们愿将清洁、健康带给人们 ; 也愿在洒满阳光的路上

与合作伙伴共谋发展，阔步前行 !

山东临沂启发劳保用品厂
地址：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工业园区 86 号

店面地址：临沂市兰山区澳龙轻纺城 A1 区 2 排 19 号

联系人：史家前

手机 / 微信：15092860986

山东临沂启发劳保用品厂，本厂主要加工生产，各种型号牛仔围裙、牛仔套袖、披肩帽、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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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焊系列、牛皮围裙、牛皮套袖、披肩帽、护脚、电焊服、静电服，另可以来样加工各种异型劳

保产品，本厂现拥有各种缝纫机 70 多台，固定工人 80 多人，热忱欢迎新老客户光临，指导！

新乡市豪杰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海宾

手机：18937356708（微信同步）

邮箱：1172626590@qq.com

网址：https://xxhjfh.1688.com

新乡市豪杰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本公司主营反光雨衣、反光棉衣、反光手套、各种反光背心、

反光服、交通安防器材等。

大连吉丽纸业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大连—大连保税区海东街 30 号

                  天津—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环外拓展区华丰道 38 号 A

                  上海—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 199 号 1 楼 1358D

电话：0411-87511908

传真：0411-87511438

网址：www. dljizy.com

大连吉丽纸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专业研发、制造、销售工业擦拭品、可接触

食品包装垫纸的厂家。

产品是特别设计而研制，采用长纤木浆或纯无纺布材料制成，不含任何化学成分，品质稳定。

库存不占空间。

公司除销售自有品牌“奇丽洁”“洁丽拭”系列外，同时对外提供 OEM 加工，乐意为每一

位可提供专业咨询，解决您在清洁、擦拭、、保鲜等工序上所遇到的困扰，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推荐适合的擦拭产品。

我们秉承“专业、专心、至诚至信”的经营理念，力求用专业的技术做专业的产品；追求精

益求精、完善服务质量，为客户定制最优产品是我们每一位员工的目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提高，我们将广泛听取客户的宝贵意见，不断地开发研制新产品，

实现产品的多样化，来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以更优、更新的产品及优质的咨询服务来回报广大

客户。我们愿与各行各业的朋友真诚合作，共图发展。

天津双安劳保橡胶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珠江道 81 号

联系人：王春雨

电话：022-88231125

传真：022-88231136

手机 / 微信：18526003837

邮箱：1259221044@qq.com

网址：www.tjshuangan.net

天津双安劳保橡胶有限公司前身为天津市劳动保护橡胶厂，始建于 1954 年，历史悠久，是

国内早期从事劳动防护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公司以者创造安全为己任，

瞄准世界一流水平，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改进和创新，开发和研制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适合

国际市场需求的劳动防护用品，以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

检测能力强，具有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捡测仪器和设备，并具有资质人员检测，满足全面监

控产品质量的需求。

我公司现主要生产八大防护系列产品：

1.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毯、绝缘杠、绝缘袖套、绝缘胶板、乳胶带电作业用

绝缘手套；

2. 耐酸碱手套；

3. 耐油手套；

4. 安全帽；

5. 多功能安全 / 防护鞋（靴）；

6. 耐化学品的工业用塑料模压靴；

7. 防静电鞋、电绝缘鞋；

8. 耐油防护鞋、全橡胶靴（鞋）、耐化学品的工业用椽胶靴。

此八十余个品种，主要产品绝缘靴鞋年销售 300 余万双，绝缘手套 80 余万副，产品销售收

入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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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以来，双安公司自主研发出具有知识产权的一系列 " 双安牌 " 带电作业用绝缘防护装

备产品 , 主要用于在交流电 500V 至 36.5kV 线路维修和保养中直接带电作业。获得有效专利 12 项；

其中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6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

2006 年耐强高压带电作业用绝缘系列产品项目获得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

2007 年高档带电作业防护产品系列项目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技术创新优秀项目二等奖。

2008 年乳胶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项目获得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

2009 年高档带电作业防护产品系列获得天津市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2006-2008 年科技成果产

业化二等奖。

2010 年高档带电作业防护产品系列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2011 年双安公司获得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

目前公司着力开发绿色环保绝缘服 / 绝缘毯，拇指向下带电作业手形手套等等新产品。不断

增加个体防护装备产品。通过技术改造和优化提升传统产品系列来实现升级换代。

2013 年 4 月“安全牌”绝缘靴、鞋、耐油鞋、矿用安全帽等产品置换为“双安”品牌，使“双

安”品牌产品系列化。2013 年 8 月双安劳保橡胶有限公司获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劳动防护专业委员

会颁发“中国劳动防护行业 50 强企业”，获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管理中心颁发“用户满

意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企业”。2013 年 11 月天津市双安劳保橡胶有限公司生产的“双安牌”产品

获得天津市技术监督局颁发的天津市名牌产品称号，同月“双安牌”绝缘手套、绝缘材料、绝缘

胶布和绝缘胶带等产品获得天津市政府认定的著名商标。使“双安牌”产品逐步进入防护用品的

高端领域，将“个体防护”产业做优、做强、做大。所有的劳动者提供安全和健康的保障。

天津奥玛制鞋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崔黄口镇草地村

联系人：张立永

电话：022-22129099

手机：13312090555

微信：54321585

邮箱：13312090555@163.com

网址：www.tjaoma.com

天津奥玛制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专注于安全皮鞋的研发和生产。凭借专业的服务、

一流的品质，已经发展成为集设计研发、标准化生产、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及完善的售后服务为

一体的足部防护生产商。

公司获得了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SO45001 等国际标准证书；以及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标志证书（LA）、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等国家级资质和相关行业防护国标检测报告。产品通过了中国国家 ( 行

业 ) 标准和欧洲 CE EN345 标准。质量可靠、值得信赖。

“奥玛”针对不同行业需求，可提供足趾安全防护鞋、防静电鞋、绝缘鞋、防刺穿鞋、耐油鞋、

防寒鞋等；还可以根据不同实际工作场景，结合使用者的防护需求，为使用者提供专属定制防护

方案。现有 80 多台生产设备，年产能达 600,000 双。同时，为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除批量生

产和 OEM 定制，也接受批零订单。“奥塔卡”品牌安全鞋不仅受到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

铁路等大型企业的认可，还远销国际市场，赢得了客商的赞誉与信赖。

未来，我们必将以“工匠精神”为指引，将务实的态度、开放的胸怀融入企业发展的血脉，

以更加优质的产品为万千劳动者提供安全舒适的全方位防护，并携手国内外合作伙伴，朝着“足

部防护领域标杆企业”的发展目标，奋勇前行！

高阳县锦欣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北龙化

联系人：何帅

电话：15933562663

微信：15933562663

产品类别：工作服

锦欣工装制造，生产加工各种款式各种布料劳保服，专注工装专注生产，诚信商家品质工装

合作共赢。

山东济南宇辰团体服饰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之江商城内铁路沿线北 4 号 

联系人：张广良

电话：15275118850

微信：15275118850

网址：www.jnycfs.com



58 592022 东北职业装展 2022 东北职业装展
2022 东北安保展 2022 东北安保展

产品类别：马甲 T 恤 

山东宇辰服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本公司旗下品牌有锦澜领、艺馨方圆两大品牌。

山东宇辰服饰有限公司是集企业形象的策划、设计、职业服饰的设计、生产制作、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产品主营：工作服制服、马甲、广告衫、T 恤衫、棒球帽。可根据用户要

求批量定做。公司成立以来，已为各行业数千家企业、集团承制了工装、职业制服。

公司生产的职业服饰均以标准的质量，顶尖精湛的技术为基础，以客户的满意为根本，全程

采用电脑辅助设计制服，成衣、服饰均可定织定染，普遍采用进口或合资优质辅料，尺码按身高

和体型划分或量体定制。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生产环节精雕细琢，一针一线充分体现了“宇辰人”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理念。并以准确的市场定位，先进的营销理念，使宇辰人走出了

一条自己的生存空间，赢得广大客户的信赖支持。

山东宇辰服饰有限公司定做工作服服以公司坚持“诚信高效，服务客户”的精神，顾客满意

就是我们的价值”为目标，以优良的产品质量和优质为先进理念服务于国内外客户。

我们郑重承诺：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赔偿同档产品一件；售后服务一直跟踪到客户满意为止。

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100% 的客户满意度”这一目标，促成了我们在同行处在领先位置。

上海海棠头盔厂
地  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闸公路 1122 号

联系人：贺冬文

电  话：15821999567

微  信：15821999567（不染）

网  址：www.shhaitang.com.cn

产品类别：安全帽

上海海棠头盔厂，位于上海市奉贤区，环境优美，地理交通便利。 求精的质量保障系统和自

主开发设计产品精神，成为闻名全国的集设计、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安全帽专业生产厂家，也是

最早一批获得《特种劳防用品安全标志证书》和《全国工业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上海海棠头盔厂占地面积 8000 多平方米，现有职工 120 人，拥有注塑机、SMC 玻璃钢模压

机等成型设备，以及安全帽性能测试仪、阻燃性能测试仪、防静电性能测试仪、侧向刚性性能测试仪、

下颌带性能测试仪等安全帽专业检测设备。企业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欧盟

“CE”产品质量认证，在市场中享有盛誉，深受客户的信赖和好评。

上海海棠头盔厂是中国劳保协会理事单位，上海劳保协会副会长单位，中国安全生产协会理

事单位。在历次国家技术质量抽检中全部合格，被中国劳保协会评为“全国劳保行业推荐品牌”，

上海工商局评为“上海市重合同守信誉单位”，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誉为“信得过的优质产品”，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评定为“AA”级企业。

“小小安全帽，柔柔海棠情”，海棠人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的经营理念。

为适应市场和客户的不断需求，以更加完美的产品，更加创新的技术，更加完善的服务体系，打

造安全帽行业第一品牌。

河北省保定市共赢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龙化乡龙化工业区

联系人：苏斌

电话 / 微信：17732267811

本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主要生产纯涤、涤棉、纯棉、涤丝各种

布料、款式工作服、工作服棉衣，支持一件代发业务，欢迎各位新老客户光临指导。

高阳县翔鹰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高阳县龙化乡南龙化村

联系人：王

电话 / 微信：15603125888

产品类别：厨师服，大褂；

专业服装工厂，20 余年生产经验，常年大量现货库存；主要产品：厨师服，围裙，大褂；可

提供代加工服务。

雨晨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南龙化村

联系人：宫亚聪

电话 / 微信：1773123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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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防静电工作服，纯棉工作服，涤棉全工艺，涤丝工作服，棉服，棉马甲等。

绍兴锦厚纺织品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柯桥轻纺城

联系人：陈经理

电话 / 微信：13276851319

网址：www.jinhoufangzhi.com

产品类别：中高档工装 / 职业装西装面料

锦厚纺织（原鑫诚纺织）总部坐落于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基地——浙江柯桥轻纺城，锦厚的

品牌寓意是“锦行之道，厚德载物”，公司秉承“共创，共享，共赢”的经营理念，专注于“中

高档工装面料供应商的战略定位”，公司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化的经营模式，销售

网络现已覆盖全国，并在全国成立了三大仓储中心（浙江、山东、河南），旨在为客户提供最快、

最具品质的服务，与数万家客户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了信誉第一、质量第一、服务

第一的品牌影响力，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工装面料行业最值得信赖的品牌！

营口恒旭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路安工业园内西面 15 号地

联系人：王生乐

电话微信同步：18241731122

网址：WWW.YKHXSL.com

产品类别：一次性塑料手套、一次性塑料鞋套、一次性塑料马桶垫、一次性塑料围裙、一次

性保鲜膜套、穿绳垃圾袋、点断垃圾袋、超市购物袋、连卷袋。

营口恒旭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公司坐落于拥有中国沿海十大港口之一营口港

的鲅鱼圈区，是东北腹地最近、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科技的进步，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健康、环保、优质，成为衡量一切产品的标准。公司

是生产一次性塑料手套、一次性塑料鞋套、一次性塑料马桶垫、一次性塑料围裙、穿绳垃圾袋、

超市购物袋、连卷袋的现代化专业厂家。产品采用高密度聚乙稀（HDPE）和低密度聚乙稀（LDPE）

原料制作而成，透明度高，开口好，且有防滑压纹等特性，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系列：外销型产品、

国内劳保型产品、超市精装型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庭、酒店、餐饮、食品、化工、制药等行业。

多年来公司已形成一整套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丰富的产品制造经验，公司生产的食品级一次性

塑料系列产品已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国家 Qs 体系认证。公司经过 13 年在塑料制品行业的专研和

摸索，组建了产品自主研发设计团队，多条现代化生产线，年生产塑料制品 6000 多吨。多渠道

持续而有效的市场推广和品牌塑造，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覆盖到区县和乡镇，已经打开欧美日韩

等海外市场。我们始终坚持“精细创新，追求卓越”的技术开发价值观，不断加强工艺改进，让

产品更符合人们的使用需求。对于一个年轻的企业来说，成为“为每个家庭提供安全实惠的一次

性塑料用品”，通达梦想的阶梯，就是每一步坚实的脚印，营口恒旭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正在前行。

河北盾守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石家庄

联系人：李运桃

电话 / 微信：18332386000

沈阳鹏润行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 30-2 号

联系人：罗鹏

电话 / 微信：13998855756

产品类别：一次性手套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美国 3M，美国 AMMEX，INTCO 英科医疗 ，签约经销商。是翰林汇、

曙光的渠道分销商。是一家专业服务于生产型企业的公司。公司凭着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信誉，

与国内数十家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保持着长年的业务往来。公司以客户的需求为根本，客户的

利益为目标。公司全体员工将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最领先的技术支持、最竭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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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丽泰鞋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曹子里正兴道 2 号

联系人：朱德亮

电话：13512434971

微信：zdl820822

网址：http: //www.tjlitai.com

产品类别：食品靴、工矿靴、防化靴、双钢靴、劳保靴、绝缘靴等系列

天津丽泰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环渤海经济圈，津京之间，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公司依托先进

科研技术及制造工艺，采用国内合格稳定原材料再配以一些专用材料，经一次住塑成型，生产出

PVC 系列劳保靴，具有更优良的产品性能，更广泛的使用环境，是油田、矿山、建筑、食品、化

工、医药、养殖等行业必不可少的足部防护用品。公司产品通过欧洲 CE EN ISO 20345：2011、

EN ISO 20347：2012、ISO 9001：2015 标准认证，04、S4、S5 及 LA 认证。

公司主要产品有食品靴、工矿靴、防化靴、双钢靴、劳保靴、绝缘靴等系列，具有耐油、耐酸碱、

防腐蚀、防砸、防穿刺、防滑耐磨等特点，且各项功能均符合国家标准。已在国内各大煤矿、铜矿、

油田、石化、食品等企业及外资企业使用的合格足部防护用品。产品还远销欧洲、美洲、非洲及

东南亚等地区。

安徽三百六十行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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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张麒麟

电话 / 微信：15655125255

产品类别：工作服，广告衫，冲锋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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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县森亚服装厂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联系人：张进辉

电话 / 微信：13930861536

产品类别：工作服

高品质工装，现货供应。可来样加工定做，刺绣印刷工厂 logo，可以开专票。本公司的宗旨

是，质量第一，诚信为本。

冀富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无极县

联系人：尹辉

电话 / 微信：13931863191

产品类别：手部防护

冀富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中高档皮制劳保手套的工厂。本厂坐落在全国“皮革

之乡”河北省无极县，设有皮厂辅料厂、手套厂、本厂资质优良，实力雄厚，工人技术熟练。

主要产品 : 半皮手套，全皮手套、驳掌手套，全学手套，加托手套，申焊手套，司机手套、

牛皮手套、猪皮、羊皮手套、养蜂手套等等。个人防护皮革劳保制品。

秉承“以服务为基础、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求发展”的宗旨，为客户提供详细的产品资讯，

实时的生产进度情况和周到的售后服务。

河北高阳鑫森啸制衣厂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龙化工业区

联系人：张爱元

电话 / 微信：15030293247

产品类别：工作服

河北高阳鑫森啸制衣厂，专业生产销售工作服，总有百余种工作服款式。长袖，半袖，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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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料有涤棉，纯棉，防静电，阻燃服，耐酸碱服。物流发达，发货及时，当天报货当天发出。

可配套刺绣，印刷，热转印等服务！一件代发

《所有款式现货供应》

（支持来样定做，做工精细，效率高） 

财富热线 15030293247 微电同号

免费提供各款电子模特图，电子图册和纸质图册！！！

福建鸿顺乳胶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市南安市官桥镇成竹工业区

联系人：陈克胜

电话 / 微信：18005050100

网址：www.qzwhst.com

产品类别：乳胶手套，口罩

福建鸿顺手套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官桥镇成竹工业区，创建于 2013 年 8 月，

占地面积约 66000 多平方米，是一家集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品种丰富多样，致力于

生产高品质乳胶手套，口罩等产品。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根本，创新为动力，管理为核心，企业

文化为灵魂，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产品，丰富品牌。公司为提供完善，周到的服务，专业

造就品牌服务赢得市场。鸿顺手套公司愿与新老客户携手双赢，共创美好和谐的明天，并热心欢

迎国内外客商莅临公司洽谈合作共谋发展大计，共创辉煌前程。

沈阳市沈河区林文豪劳保日杂商行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东北日杂市场北区 1032-1033 档口

联系人：林文豪

电话 / 微信：13804213307

产品类别：劳保用品 ( 手套，口罩 )

沈阳市沈河区林文豪劳保日杂商行成立于 2015 年 7 月，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东北日杂市场，

主要经营一次性乳胶，塑胶 ( 丁青，合成 ) 手套，pe 手套，线胶手套，家用牛筋手套，工业手套，

手指套，一次性无纺布，塑料鞋套，口罩，头套等劳保用品，一直坚持诚信为本，信誉第一的原则，

期待与各位客商合作！

顺顺发工装棉服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北龙化

联系人：梁浩

电话 / 微信：15930718709

产品类别：工作服棉衣

本公司专业生产中、高、低各种档次棉服、棉马甲，各种工作服秋装，多种款式任您选择。

高阳县尚卓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南龙化村（雄安新区龙化乡南龙化村）

联系人：宫朋飞

电话 / 微信：13473233653

产品类别：防静电系列春秋、夏季工作服，冬季棉服

我公司 1998 年成立小作坊模式，通过不断发展于 2017 年正式成立公司，现有厂房 2000 平

米，库房 3000 平米，工人一百多名，机器设备 180 台。

河北镇东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高阳县龙化工业区

联系人：梁海东

电话 / 微信：13313323358

产品类别：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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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行雨衣东北总经销海城勤虹雨衣厂
地址：鞍山海城

联系人：张英勤

电话 / 微信：13204236488

产品类别：雨衣

邯郸市强林劳保制品厂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路村营乡押涧村

联系人：双国强

电话 / 微信：18632003165

产品类别：手部防护

本厂主要生产耐高温手套，帆布手套，工作服等劳保用品。

大兵擦机布厂
地址：沈抚新区

联系人：孙女士 / 毛海燕

电话 / 微信：13709826099/15702491116

产品类别：工业抹布 / 擦机布

大兵擦机布厂建厂 20 余年，一直秉承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的理念，致力于劳保市场、机电设备、

军工业、风电设备等大中小行企业单位形成了紧密的合作伙伴！

德阳市阳颜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小汉镇峰昌村四组

联系人：王天林

电话 / 微信：18090798351/18181140063/18081929348

网址：www.yangyanfs.com

产品类别：肩章、臂章、校牌

德阳市阳颜服饰有限公司：西南地区大型织唛商标生产型企业，专业生产领标、肩章、臂章、

校牌等产品。标志类产品广泛应用于公交、地铁、物业管理等行业。企业始建于 2005 年，占地

面积十余亩，各类生产设备二百余台套，员工一百余人，有日产各类标示产品二十万枚的生产能力，

位居全国该行业前列。企业通过 ISO 三大管理体系认证；为进一步提升质量和管理水平，企业定

制了 ERP 软件管理系统。为方便远程交流，定制、小批量、多品种、交期短的产品特点，企业建

立了对每一位用户专人负责的跟单制度；对出实样、投标等特殊要求，生产上建立了一套高效、

完善的生产流程；与顺丰、德邦等企业建立起了高效的合作模式，减少物流时间，方便全国各地

用户。

沈阳升之华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富北路 911

联系人：姜先生

电话：13940047617

微信：jhs471409284

产品类别：劳保和办公用品

我公司代理山东高密兴达 pu 系列手套，瑞泽之星系列发泡挂胶手套；百胜毛圈系列；春蕾

系列浸胶手套；生产劲护挂胶手套，仙捷牌口罩；弘捷劳保鞋；得力办公用品；2021 年交纳税费

4 万多元，A 级企业。

友利格（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145 号强生大厦 902 室

联系人：市场部

电话：400 8737 011

网址：www.unigloves.com.cn

产品类别：一次性乳胶 / 丁腈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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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利格品牌诞生

UNIGLOVES 友利格是新加坡优格医疗集团 UG Healthcare Corporation Ltd (SGX:41A) 自

主品牌，优格医疗集团 1988 年成立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同年创立“UNIGLOVES 友利格”，

旨在打造全球防护手套创新引领品牌，三十多年来，公司以创新的工艺研发为统领、以精密的生

产制造为基础、以完善的客户服务为纽带、以强烈的品牌责任感为支撑，顺势而为，快速推动国

际化发展，先后于全球五大洲国家，美国、德国、英国、中国、巴西和尼日利亚成立子公司，并

于 2014 年在新加坡上市，股票代码 41A。目前优格医疗集团已成为全球竞争力最强的防护用品

OBM 型企业之一，同时友利格品牌在全球安全防护用品领域树立了行业创新标杆。

友利格中国

2002 年 UNIGLOVES 友利格进入中国，于上海成立中国区管理总部——友利格（上海）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强大的国际资源优势驱动下，友利格品牌快速面向全国市场，目前已在华东、

华西、华南和华北地区设有多个分公司及办事处。UNIGLOVES 友利格中国秉承“全球防护手套

创新引领者”的品牌理念，为全国防护用品经销商和合作伙伴提供灵活可定制的产品层面、战略

层面及运营层面的全方位一站式支持服务，共同为中国劳动者的安全保驾护航。

杰森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雄安新区

联系人：宋向东

电话 / 微信：13933977928/13483910755

产品类别：工装

滨州星逸化纤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工业园区

联系人：李宗凯

电话：13963078000

微信：13963077087

产品类别：国标安全带，欧标安全带，编织绳，登山绳，全编绳，坐板，软梯等。

河北战功王沃克菲伦驻沈阳办事处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溪林花园

联系人 : 苏少普

手机：13889323503/13358856690

微信：A13889323503

河北晋州战功王沃克菲伦服装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公司员工 200 余人，其中各类技术人员 30 余人；产品深受广大新老客户好评。

公司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以优质的产品，热情而周到的服务与你携手并进，

共创双赢。

依锦堂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龙化工业园区

联系人：梁海明

电话：13333223211

微信：13333223211

产品类别：各种面料工作服、棉服

本厂常年生产现货库存工作服、棉服，总年产量达 30 万 + 套件。

诚招各大经销商洽谈合作！

绍兴柯桥豫星纺织品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南区市场二号楼

联系人：王腾

电话：15957591052

微信：15957591052

本公司主要生产销售，涤棉，全棉，TC，细斜纹，纱卡，防静电，放阻燃，里布等特种工装

类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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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春雅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

联系人：高克龙

电话：13513126111

微信：13513126111

产品类别： 反光条铜拉链系列、纯棉纯色反光条拉链系列、纯棉纯色无反光条拉链（系扣）

系列、纯棉双层拉链系列、环卫系扣（拉链）反光条系列、纯棉纯色薄款系扣系列、 纯色双反系列、

三色防静电反光条系列、牛角三开棉服系列、小拉链三开棉服系列、环卫反光条棉服系列 

保定春雅服饰制造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河北省雄安新区白洋淀畔。在河北省境内开办分厂

3 个，分别位于石家庄，邯郸，张家口。旗下拥有永和安、蓬阳两个自主品牌。

春雅服饰是一家集生产、设计、销售工作服套装、劳保服、棉服为一体的专业服装公司。拥

有先进工艺的生产流水线 26 条，常年库存 20 万套，日生产能力 2000 套，公司还可根据客户需

求定制工装。

春雅以创新设计为引导，以精湛工艺为依靠，以诚信和质量为根本广受业界的好评。 

春雅服饰始终坚持“质为先，诚更远”的理念，始终秉持“让品 质走在价格的前方”的宗旨，

愿携手与各界新老朋友共谱新篇，共创 辉煌！

山东滨州安特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19861712596，13793887588

微信：19861712576/13220729177

网址：www.hmpahx.com

产品类别：主营安全带、安全绳、坐板、软梯 

山东滨州安特化纤绳网有限公司，建于 2000 年，坐落于孙子故乡惠民县李庄镇，（位于济

南至滨州 220 国道中段），全国闻名的绳网产业基地。公司已注册品牌有“平安安泰”，“千安”，

是省劳动协会推荐品牌，公司占地面积 12000 平米，建筑面积 5600 平米，现有固定资产 1000 万元，

职工 160 多人，各种实验仪器，检测设备俱全，电脑花样缝纫机 60 台，年生产安全带 100 万套，

生产量大，接单发货时间短。公司秉承质量是企业生存之本，创新是企业发展之道！欢迎各界人

士洽谈合作！

高阳县宏达劳保服装厂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南龙化村

联系人：张天义

电话 / 微信：18103320349

网址：1466829752@qq.com

产品类别：防静电工作服

河北保定萱墨服装厂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联系人：王辉  崔文凯

电话：15175370988 王 17325397122 崔 

产品类别：工作服

本公司经营各种高档纯棉工作服，支持一件代发，提供图册以及淘宝图片。

河南圣翼安全防护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陈庄村

联系人：陈建华

电话：13839059933

微信：13839059933

产品类别：防护

新乡市富贵防护反光服饰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反光背心 . 反光马甲 . 反光套装等种类齐全，

并可按用户要求加工定做。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已培养出一批技术精干、经验丰富的加工团队，

在求实、团结、进取的企业精神感召下，已成为一家质量稳定 . 交货及时，常规反光衣备货充足

的企业。

公司以人为本，以质取信，逐步发展。公司每种产品的制作亚娜、生产加工、到质量检测都

有一套科学合理、严格细腻、结合实际的质量监控措施。质优价廉，服务快捷，故赢得了广大客

户的认可和支持。现不仅客户货源可发往各地，而且已逐步完善自己的物流运输体系，欢迎各界

领导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72 732022 东北职业装展 2022 东北职业装展
2022 东北安保展 2022 东北安保展

高阳县依凡蒂服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南龙化村

联系人：张占兵

电话：13930861379  18533584791

微信：13930861379  18533584791

产品类别：劳动保护工作服、一般常规作业工作服、工厂企业各个季节工程服、特种面料工

作服棉服

河北依凡蒂服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文化古城”保定，地处于京津冀三角地区，紧邻

雄安新区白洋淀畔。本公司成立十八年专注工装生产，一直秉承“诚信为本 , 开拓创新 , 以精立业 ,

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

依凡蒂是一家拥有自主研发、设计、生产为一体的工装生产公司，我们致力于打造精品时尚

新工装。本公司现有专业生产设备 430 余台，自动生产流水线 26 条，棉服年产量 53 万件，工装

年产量 26 万套，年产值 4300 万元，位于高阳县销售门店 2 家，棉服大型仓库 13 个，工装仓库 5 个。

依凡蒂业务范围主要（生产工装棉服）并涉及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加工各类工作服、劳保服

以及棉服。本公司还有自主生产的防静电、纯棉、环卫、防阻燃、防酸碱系列冬季棉服、夏装以

及春秋装。公司产品主要在耐油、耐酸碱、防静电、耐磨、防阻燃等方面精心挑选布料，专业价

值高。所产工装版型合体、做工精细、牢固平整，畅销国内市场。

“依凡蒂工装”值得您选择。找专业人，干专业事，欢迎来厂考察下单，真诚期待与您合作。

我们热诚希望成为各界人士的合作伙伴！顺祝商祺！

江苏昌邦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通市如东县曹埠镇埠中路 100 号

联系人：高英鹰

电话：15962711121

微信：windrd

网址：https://cn.cbglove.com/

产品类别：各类浸胶款劳保手套，机械手套，及其他特殊功能手套。一次性手套、口罩等劳

保用品。

昌邦手套坐落于江苏南通，凭江临海，与上海一江之隔。公司拥有二十多条国际先进的自动

浸胶手套生产线、1000 台全自动智能编织机、15 台包覆机，数百台配套的裁剪及手套缝制设备，

可生产丁腈、乳胶、PVC、PU 等浸胶系列、机械缝制、TPR 等高档手套近千个品种。为适应市

场需要，近年来新增一次性手套、口罩等一系列产品合作项目。经过 30 多年发展，昌邦建立了

一支专业素养较高的研发团队及员工队伍，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已成为国内手部防护产品领域品类最多，规格最全的专业工厂之一。

山东恒惠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绳网大世界（蒲田园恒迈路西首）

联系人：郑云秋

电话：13562318288

微信：13562318288

产品类别：安全防护用品

厂家直销欧式安全带，国标安全带，各种规格登山绳，编织绳，安全绳等安全防护用品

雄安鑫辉煌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北龙化村

联系人：高亚飞

电话：13833021504（微信同步）

产品类别：工作服，棉服

晋州市杰傲服装厂
地址：河北省晋州市

联系人：王解

电话：13273181777

微信：13273181777

产品类别：水洗户外，军训迷彩服，军训帽，水洗棉衣，水洗单裤，加绒套装，可来样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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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福安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临沂市兰山区

联系人：徐硕文

电话：15953988671

产品类别：劳保手套、防护服、防静电服

临沂福安特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原材料供应、生产研发、国内销售、国际贸易于一体

的集团化公司。公司创办于 1999 年，公司位于物流之都山东临沂，拥有工人 1600 多名，棉纱生

产线 60 余条，成品手套生产机 7000 余台，口罩生产线 10 余条，大型无尘车间，灭菌车间等设施。

主要专注于棉纱、线手套、胶手套、电焊手套、帆布手套等手部防护以及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

使用医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口罩、KN95 口罩、柳叶形口罩、医用防护服、防静电衣、隔离衣的

研发与生产。

临沂亿达服装厂 

地址：临沂市莒南县道口镇 店面兰山区兰田轻纺劳保用品城 A1 区 3 排 6 号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5866951009

本厂成立于 2001 年，经过 20 余年两代人的发展现有六条现代化流水生产线，经过 3 期工厂

扩建现有工人 300 余位，总资产达五千万元。本厂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信誉为本的原则专业生产

志愿者马甲，反光马甲，广告马甲年产销量达 300 万件，订单加现货的模式远销海内外。

吉林省三防上云眼镜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长春市陕西路 351 号

联系人：袁永盛

联系电话 :19561162261

吉林省三防上云眼镜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是台州李新眼镜旗下的子公司，一般纳税人， 可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生产销售注册商标三发牌，上云牌眼镜防护用品在东北辽吉黑三省 推广及售后服

务，有权维护该区域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

大连锦隆服装厂
公司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张前路 660 号

电话 / 微信 :13889473228

类别：酒店类，工程类制服配饰定制

本工厂多年致力于出口制服加工业务，中指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定制加工，做工精细多样化，

目前所生产范围有酒店类工装围裙套袖类配饰产品，工程类制服定制。防护面罩业务。

辛集市安为普劳保制品厂
地址：河北省辛集市田家庄乡郭永庄村

联系人：李宝

电话 / 微信：15128119696

产品类别：皮革劳保手套

我厂建立于 2002 年，已有 20 年历史经验。我厂坐落于中国皮革之都 - 辛集，皮革产品具

有价格质量竞争优势。主要产品有猪皮、牛皮、羊皮劳保手套，司机手套，电焊手套。欢迎各界

朋友莅临洽谈合作。

鑫明达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雄安新区

联系人：张明涛

电话 / 微信：15033210789、15033210789

专业生产工作服，棉服，百余款产品现货供应，常年不断货，不断号。也可来料加工，订制样板！

专业的技术人员，最新的设备，一流的服务，期待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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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豹战队户外服饰
地址：河北省晋州市槐树镇南张里村开发区  

联系人：朱晓东

电话 / 微信：13780205026

专业生产纯棉棉衣 弹力棉衣 防水棉衣 各种纯棉套装 弹力套装 夏季纯棉衬衣。

河北《工衣库》仓储中心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工业区  

联系人：宫总 / 王总  

电话 / 微信：18531202798    

产品类别：公司主要生产 各种行业 工装 劳保服 工作服 棉服

专业生产批发工作服，上百种款式工作服现货供应。长袖，半袖，棉服等，面料有涤棉，纯棉，

防静电，阻燃服，耐酸碱服。快递物流发达，当天报单当天发出。天猫、淘宝、拼多多、快手、抖音、

阿里巴巴、欢迎大佬 电商 牛人 真诚合作！

安邦制衣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南龙化村

联系人：张小雨

电话 / 微信：13483280691    

产品类别：专业加工订做各种工作服，棉衣。

河北澜潇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北龙化村小西街 41 号

联系人：梁振华

电话 / 微信：18031231920 15930220911

产品类别：专业加工订做各种工作服。

石家庄嘉升服装厂
地址：石家庄市藁城区经济开发区

联系人：陈女士

电话 / 微信：13315159667

产品类别：工作服

我厂有生产、销售两块业务，现货多功能防寒服、安保人员服饰（包括衬衣系列、速干系列、

作训系列、棉衣系列等等，以及相关配饰）、环卫服装、有三十年的产品经验，接受来样儿定制生产，

致力于打造专业工装服饰，公司旗下品牌“金鼎”，“金”代表财运，“鼎”代表权势，和我公

司合作是您最佳的选择。

高阳县祟实劳保服装厂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西龙化村

联系人：史志娇

电话：15027809596

微信：J15027809596

产品类别：主营：工作服，连体服，棉服，现货供应，支持各种来样定做。

温州市益欣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梅园集云路 38 号

联系人：项巧容

电话：057789169891

手机：13868802880

微信：wz13868802880

邮箱：87377769@qq.com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 月，十多年以来以坚持“质量为本、用户第一，信誉至上”为宗旨，

以真性情踏实做人，以真功夫认真做事，本公司生产安全鞋、安全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产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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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 北京 ) 检验测试，各项技术性能及防护性能指标均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符合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管理标准要求。

我们拥有热诚的员工和强大的研发能力，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客户化的产品服务，能够

为客户提供快速、优质的营销及服务网络。     

我们坚持精选材质，其中保护足趾安全些 An1、防刺穿鞋特级、电绝缘鞋 6KV、安全帽等产

品更是获得广大使用商的好评。我们以“客户为主，质量为本，坚持创新”，不断创造安全，不

断创造，不断提升安全的防护理念方针。助力客户商业成功。特此欢迎国内外各界朋友真诚合作，

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邯郸冀南新区方领浩威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磁州镇溢泉工业园区

联系人：吕政伟

电话：15227488989

15188888237

微信：15227488989

邯郸冀南新区方领浩威服装有限公司主营蓝白迷彩大褂马甲围裙系列工装定制，劳保服。工

作服等产品，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公司位于河北省郸市翼南新区，是一家以服装开发、设计、加工、

批发内外贸出口品牌整合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服装企业。

公司一直注重示客户服务，作为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长期合作伙伴，公司一直在向全球市场

广大客户及个人提供着符合品质要求的产品与全面、可靠、快捷的售后服务。自公司创立以来，

充分理解客户的需求并竭尽全力为之服务，将为客户的采购工作提供全面快捷的解决方案。

邯郸冀南新区方领浩威服装有限公司专心致力于职业装、劳保服、工作服的研发设计与生产，

它的文化内涵体现在服装设计自然，简洁，设计时尚、面料新颖、款式多样等特点以及严谨，完

善的营销架构与服务支持体系赢得了广大客户的青睐公司将现代服饰风格与岗位特点有利结合为

服务特色，将客户的企业文化内涵与服装设计、工艺、面料融为一体，诚挚为客户提供好的服务，

认真做到“质量让您放心，价格让您称心。“

河北高阳世雅工装制造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联系人：王镇宅

电话：15303229070

微信：15303229070

简介：河北高阳世雅工装制造，主营生产纯棉，涤棉防静电及各种面料工装，可来样定做，

多款现货常年供应，本厂以诚为本，质为先，竭诚各地合作商诚信合作。

宿州南盾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宿州市萧县龙城镇工业园 1 号

刘德杰：18119839115

微信号：18119839115

专注于防静电安全帽，绝缘安全帽，玻璃钢安全帽，普通安全帽、阻燃防静电安全帽生产与

销售。

金胧劳保服装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磁州镇溢泉工业园区

联系人：邹银飞

电话：15690011700

微信：15690011700

产品类别：工作服

本厂专业生产，定制工作服，涤棉，纯棉，全棉，做工好，工期短，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咨询洽谈！

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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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维普泰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专业的无纺布劳动防护用品生产厂商

联系人：姚俊

电话：18186602661

湖北维普泰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是多年专注无纺布制品的生产企业，通过 SGS 深度验厂和欧

盟 CE 检测认证。在湖北省内有三大生产基地，2 万多平方制作车间，配备技术研发与质量检验

团队，和 300 多名熟练工人。? ? ? 多项产品已通过欧盟权威机构认证和国内多项检测认证，主要

产品防护服，工作服，手术衣，隔离衣，套装，口罩等产品畅销西欧，北美，南美，东欧，南欧，

东南亚等市场 12 年，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逐年稳定增长。? ? ? 我们用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优良

的售后服务，为全球客户持续供应有竞争力的产品，长期以来一直是客户值得信赖的供应商。整

个团队践行 “诚信务实，专注高效，服务客户” 的价值观 , 持续更新产品与服务，不断创造新价

值。维普泰期待成为您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石家庄刀锋服饰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

联系人：高立青

电话：13833188689、17333466086

商标：陆达王

高阳县馨晨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高阳

联系人：曹明

电话：13930826310 微信同步

专业工作服，棉服生产工厂，现货供应，一件代发，支持定做，专注工装 20 余年

保定风尚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高阳

联系人：张帅

电话：18931388706

简介：主营连体服，防寒服，现货供应。支持各种来样定做。

山东滨州博伟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

联系人：赵伟

电话：18954300313 

简介：本公司主营销售各类欧标安全带 国标安全带 安全锁 安全绳 坐板 绳梯 工程线等各类

防护用品 特殊规格可定做     欢迎洽谈 期待与您的合作！

雯美服装有限公司
联系人：宫学普

电话：13832266563

主要生产：全工艺涤棉，全棉工作服  

泰亚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雄安新区北龙化村

联系人：梁雄飞

电话：13785266835 微信同号

简介：现货款式供应，也可来料加工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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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伟达服装厂
地址：河北高阳

联系人：曹总

电话：13832208622

我厂专业生产三开棉服，里面一体棉服，防静电棉服，涤棉工作服，纯棉工作服，百万现货，

流水生产，价格全网最低。

高阳县杉北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联系人：宫小青

电话：13832210099

产品类别：全工艺涤棉连体 全工艺升级版四兜 、全工艺小拉锁升级版

简介：高阳县杉北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直隶总督署保定，在公司发展壮大的 5 年里，

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技术支持、健全的售后服务，我公司主要经营各种分体、连体工装，，

如果您对我公司的产品服务有兴趣，期待您在线留言或者来电咨询

临沂博瑞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

联系人：王义民

电话：15653970838

产品类别：耐高温隔热产品

河北鑫鸿达劳保服装厂 

地址：河北省高阳县

联系人：张克攀  电话：13722978759

简介：专业防尘防毒囗罩制造商

奕宇塑模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海波

电话：13634010215 13116584777

专业防尘防毒囗罩制造商

沈阳蓝天标志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苏家屯雪松路 66 号

联系人：马经理

电话 / 微信：18809888679

网址：www.ltjt.cn

产品类别：警服、标志服装、西服、衬衫、大型厂矿工作服装、LA 特种服装

沈阳蓝天标志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化服装生产

企业。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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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 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国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 国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及现代化、规范化的“7S”管理系统。公司资质

证照齐全，欢迎政府、各企事业单位及兄弟单位来函洽谈合作。

生产能力：厂区占地面积 30 余亩，厂房面积 7000 余平方米；全厂公司现拥有员工 400 余人，

具有国内先进生产工艺流水线 10 条，年生产能力 150 万件（套），是集服装设计、制做、营销

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生产企业，主要经营警用服装、政府用标志服装、大型厂矿工作服装、

西服、衬衫、LA 特种服装，服装产品覆盖全国各地区。

获得荣誉：建厂十余年来，我们始终坚守诚信经营，以质量为根本，以客户满意为导向。荣

获 AAA 级信用单位、司法行政系统警察服装指定生产企业、公安部定点生产企业、并多次被有关

部门授予《守合同重信用》、《免检企业》、《优秀民营企业》、《沈阳十强企业》、《辽宁省

十大职业装品牌》、《辽宁省优质制造企业》等荣誉称号。“蓝天有限公司”在打造标志性服饰

文化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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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员工砥砺前行，为创造“全球制服品牌，铸百年企业”携手共辉煌，为锻造中国标志性

服装产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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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昊博化纤绳网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工业园区

联系人：李靖

电话 / 微信：15564302000 18254364655

产品类别：安全绳网  

本公司主要生产消防绳梯，软梯，消防绳，井盖网，封车网，部队封车网。

邯郸市荣工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邯郸

联系人：吕文山

电话：13930096822

微信：15533096822

产品类别：服装    手套

邯郸市荣工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光禄工业园区，交通

便利，公司专业生产涤棉，纯棉双层挂里，单层包边，各种中高档工作服，可来料来样定做，公

司全体员工欢迎您来公司考察参观交流。

高阳县新统领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南龙化村

联系人：白文

电话：15933596888

微信：15933596888

本公司主要生产加工制造各种高中低档工作服，棉服，T 恤，冲锋衣系列工程服装。以生产

防静电春夏秋冬为主，石油服，石化服，各种井矿服。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谋发展

的理念。客户至上，为你的安全保驾护航。认真做好每一件工装，从一个针脚开始。

沈阳津柏祺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 中街路 6 号

电话：024-24846444

传真：024-24859383

手机：13700035922

客服：024 62693695

沈阳津柏祺服装有限公司始创于 1998 年，从一个家庭化生产经营发展为集批量生产 , 现货

供应，按需定制的多元化大型服装企业。具有自行策划、设计、销售、服装展览展示的综合性公

司。拥有厂房万余平，各类衣车 500 余台，年生产能力近百万套。公司长期与各大面料供应商有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面料品种齐全、风格多样。“津柏祺”依托高效的运营管理，现代化的制造，

先进的设备、满意的质量、低廉的价格、快捷的配送、完善的售后已在服装领域占领了一席之地。

为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重质量守信誉是我们由始至终的工作方针。争创中国和国际服装名牌，

开拓广阔的事业领域，把我们的企业建设成管理现代化、产业规模化、队伍职业化，与时代共同

进步的优秀企业是我们的发展目标。

公司主营：大型企业工装、行政文员西装、宾馆酒店制服、食品医药制服、校服、保安服、

特殊岗位工作服（防静电 、防酸 、防碱、阻燃等） 手提袋、购物兜、鞋套、套袖等各类从头到

脚的劳动防护用品。

选津柏祺、穿的整齐

江苏海思湃安防有限公司
地址：如皋市长江镇如港公路 3 号 -9

联系人：翁杨

电话：19825267687

微信：19825267687

网址：www.hespax.com

产品类别：劳动防护手套

江苏海思湃安防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员工 120 多名，坐落于素有“北

上海”，“世界长寿之都”之称的文明城市南通。是南通如皋市一家专业做劳动防护手套的公司。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 pu 涂层手套，丁腈涂层手套，乳胶涂层手套，防切割手套，防化学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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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热手套，抗冲击 tpr 手套，pvc 圆点手套，园艺手套和一次性手套等。

优秀的员工，严格的管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动公司不断的发展壮大。同时，质量以我为本，

我以质量为荣的公司执行准则也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群体的信赖。

我们热诚欢迎客户来我司考察，参观，以及技术交流。

河北保定雄安毡袜厂 

联系人：霍振民

电话：13582373037

产品类别：毡袜

邯郸市龙振手套制造有限公司
姓名：孟德隆

电话：18303388132

安新县搏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龙化乡

联系人：王海斌

电话：13400268896

微信：13400268896

产品类别：主要产品纯棉类普通工作服（包含夏季款、春秋款、冬季棉服等类别）涤棉类普

通工作服（包含夏季款、春秋款、冬季棉服等类别）防静电涤棉，纯棉类工作服（包含夏季款、

春秋款、冬季棉服等类别）以上所有款式工作服基本都是同款春、夏秋、冬全系列同款。

泉州夜醒眼反光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莲中村莲兴区 81 号

联系人：林伸衍

电话：15559111662

微信：15559111662

产品类别：警用达标高亮度反光条带，反光贴，反光布，反光标，反光织带及各种定制品。

生产及销售：警用达标高亮度反光材料、民用反光晶格及反光布、膜道路交通系列反光材料、

鞋服箱包时尚反光面辅料、反光礼品挂件系列、激光雕刻特种烫画系列、专注于反光材料中高端

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