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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抖音百货事业部

淘宝-极有家 网易严选

辛有志严选 芈星传媒

岳麓传媒 银河众星

热度星选 无忧传媒

集淘 北京小米有品科技有限公司

井唐文化 愿景文化

纳斯 京东集团

俏范儿 抖音衣哥

快团团 名义初品

嗨团
小红团

微折购
唯你严选

石上生活
时刻团

魔都P妈
大脚团

好易购家庭购物有限公司
老爸测评

爱库存
鲸灵集团

粉象生活
有赞分销

顺联动力 天津市严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南极电商 云梦电商

优选优佳MCN直播电商产业基地 全球时刻精品电商

广州市殊物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玺承电商

宅急购电商 成都鹿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品胜电子 顺电商贸

杭州千合电商科技 极客电商

民生电商 洱源县商务局电商中心

四海家电商 竟怡电商

老高电商 长沙和诚电商

韩都衣舍 顺发家电

骏孟电商 齐梦电商

杭州造物供应链 国岳传媒

热度心选 宁波亿发

杭州鸭梨互动 辛选-星港好物

美One传媒 天津天狮集团

电商

2017.11.20-22



1

三亚旺豪超市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三亚胜利时代商业城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万客来超市有限公司

三亚诚信达有限公司 丽水万家惠有限公司

华润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湖北富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地国际控股集团超市事业部 香港汇达国际有限公司

广东快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万家惠超市有限公司

中山生活无忧百货有限公司 三亚国际购物中心旺豪超市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连锁超市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伊藤洋华堂 河南郑州新郑市万佳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万客欢校园超市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水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优品会（广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丽日购物广场
临汾万佳福超市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日日升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亚洲超市采购联盟

佛山市华牌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好好多连锁超市

广东美佳乐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广东台山供销社企业集团公司生活超市明珠店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海航乐万家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万众百货超市

南宁佳佳百货超市配货中心 广州市多品美超市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南宁市腾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新一佳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喜多多超市 汕头市澄海区南通超市

大润发华北总公司 汕头新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杭州天天物美商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头区大昌超市有限公司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商平价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梦之岛丰润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百川超市

广西博白宝中宝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利客隆超市有限公司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好一家超市 福建省龙岩市华联万家超市

宝能百货零售有限公司 货郎先生小商品超市

海南旺毫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万佳利超市有限公司

爱之佳商贸 王一实业集团精彩生活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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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万家盛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SASA精品生活馆

佛山市南海区必易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觅生活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中山市生活无忧百货有限公司 东莞市红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巧媳妇日用品公司 东莞市虎门中汇百货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三沐家居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希艺欧家居用品

三亚三海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云南恒兴商贸

佛山新胜利百货有限公司 凡人优品

尚致家居馆 东莞市顺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君亿礼品有限公司 大连悠品新生活超市

Y.JIA生活馆 尚致家居馆

中山市家居乐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翔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丽芙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Enjoy life生活馆

何先生陶艺生活馆 东莞市红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泰美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中汇百货有限公司

中山市日美佳兴百货有限公司 西安橘子日用百货有限责任

中山市横栏镇兴坤发陶瓷贸易商行 南宁信得利商贸有限公司

中山市美泰滋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远梦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市造极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兴合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正徳贸易有限公司 南宁尚厨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浮士德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锐创家居用品（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海兴塑胶有限公司(海兴之家) 南宁市五天日用器皿配货有限公司

广东海兴控股集团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韩嘉家居生活馆

中国居家购物(香港)有限公司 南宁市创发不锈钢经营部有限公司

阳江十八子刀剪制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百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清清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领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爱必达胶粘剂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梦之岛百货

广东省东莞市居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泽君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南海天祺筷子厂 广西南宁紫莉轩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化州市爱中百货 禧天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办事处

广东省台山市大江渡头枫林筷子厂 创意家居生活馆

大连悠品新生活超市 南昌市茗雅百货

海南旺毫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联腾商贸有限公司

爱之佳商贸 广西南宁领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经销商、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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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京东良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泽汇科技有限公司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朗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视佳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傲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万拓科技创新有限公司

深圳市泽宝创新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澳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 遨森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盈世控股有限公司 武汉价之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踏浪者科技有限公司 追觅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翰林汇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顺造科技有限公司

莱茵优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欧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轻联创（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紫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森升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新华锦信贸环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爱斯基摩人科技有限公司

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漾子家居（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康尔健野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公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多趣美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天津尚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品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小鸟听听科技有限公司 廊坊市亿佰格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细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星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兰亭集势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汇联（天津）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棒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亿顺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智汇创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辰远进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集丽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子不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豪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千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森大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百事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郑州吉客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杭州华元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无锡尚佰环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深圳盈富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

四川布谷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新时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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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采购需求

sasa精品生活馆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餐具、清洁用品、卫浴用品 等）

上海简爱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软百（毛巾浴巾，地毯/地垫、家纺）【产品定位】中高端
【供应商要求】总代/工厂

丽水万家惠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餐具、清洁用品、卫浴用品、杯壶水具（塑料）等）

云南恒兴商贸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杯壶水具、餐具（陶瓷））【产品定位】中高
端

凡人优品
【采购产品】硬百（杯壶水具、塑料杯，保温杯等）；软百（毛巾浴巾，
地毯/地垫、家纺等）【产品定位】中高端/中低端都看【供应商要求】国产

华地国际控股集团超市事业部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餐具、杯壶水具、（陶瓷/玻璃）等）、软百
（家纺（针织类））【产品定位】中高端

尚致家居馆
【采购产品】硬百（杯壶水具、餐具、清洁用品、卫浴用品 （塑料）等）
【产品定位】中高端/中低

山东九州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连锁超市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杯壶水具、餐具、清洁用品、卫浴用品 （塑料）等）
【产品定位】中低端【供应商要求】国产

Y.JIA生活馆
【采购产品】硬百（杯壶水具、清洁用品、卫浴用品、收纳用品 等家居用
品）【产品定位】中高端【供应商要求】国产

东莞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杯壶水具、烹饪厨具 、 等家居用品）【产品定位】中
低端【供应商要求】国产

中山市生活无忧百货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杯壶水具、餐具（陶瓷/玻璃）、烹饪
厨具 、清洁用品、洗化用品、收纳用品）；软百（毛巾浴巾，针织家纺）；
小家电（厨房小电/生活小电）【产品定位】中低端【供应商要求】厂家

河北省衡水市爱特购物中心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杯壶水具、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
品、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产品定位】中高端【供应商要求】厂家；
国产

义乌市京东良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清洁用品、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塑料用品）【产
品定位】中高端

云汇超市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杯壶水具、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
品、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小家电（厨房小电/生活小电）【产品定
位】中高端【供应商要求】厂家

京东集团
【采购产品】全品类都看；【产品定位】中高端
【供应商要求】厂家

何先生陶艺生活馆
【采购产品】硬百（餐具、收纳用品、摆件等）【产品定位】中高端【供
应商要求】厂家

河南郑州新郑市万佳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杯壶水具、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
品、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供应商要求】厂家/经销代理

西安橘子日用百货有限责任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杯壶水具、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
品、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玻璃制品等）【产品定位】中高端【供应商
要求】厂家

银座集团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保温杯、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品、
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软百（毛巾浴巾）、小家电（厨房小电/生活
小电/充电宝，筋膜枪，空气炸锅等）【产品定位】中高端【供应商要求】
厂家

青岛万客来超市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保温杯、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品、
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软百（毛巾浴巾）【产品定位】中低端【供
应商要求】厂家

创意家居生活馆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保温杯、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品、
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软百（毛巾浴巾）【产品定位】中高端【供
应商要求】厂家

北京小米有品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硬百（锅具 、刀具 、保温杯、餐具、烹饪厨具 、清洁用品、
洗化用品、一次性用品等）、小家电（厨房小电/生活小电）【产品定位】
中高端【供应商要求】厂家

华润苏果超市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软百（毛巾浴巾，地毯/地垫、拖鞋）、小家电（厨房小电/
生活小电）【产品定位】中高端【供应商要求】厂家

部分采购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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