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發網採購」平台廣告代理名單 (中國內地及台灣)
代理名稱

城市

聯絡人資料

地址

台北

林雨薇 小姐
電話: 886-2-86925588 #2665
傳真: 886-2-86433924
電郵: panya.chen@udngroup.com.tw

台灣新北市
汐止區22161大同路一段369號
(郵編: 22161)

台北

林定緯 先生 - 副總經理
電話: 886-2-28339777
傳真: 886-2-28310248
電郵: doall@ms26.hinet.net

台灣台北市
111士林區福國路21號6樓
(郵編:111)

江門

陳佩雯 小姐
電話: 86-750-3230116
全國統一熱線: 400-8302290
傳真: 86-750-3104018
電郵: carmen_dianshi@163.com

中國廣東省江門市
環市一路17號三、四層
(即中國電信大樓前行約300米)
(郵編: 529000)

廣州

陳佩雯 小姐
電話: 86-20-81370222
全國統一熱線: 400-8302290
傳真: 86-20-81370828
電郵: carmen_dianshi@163.com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越秀區人民北路668號
藍寶石大厦第八層806室
(郵編: 510000)

福州

張莉 小姐
電話: 86-591-87875529
傳真: 86-591-87767676
電郵: lily.z@hyfairs.com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
鼓樓區銅盤路
軟件園A區22號匯源大樓
(郵編: 350003)

福建薈源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泉州)

泉州

楊少娟 小姐
電話: 86-595-22218317
傳真: 86-595-22218318
電郵: wendy.ysj@hyfairs.com

中國福建省泉州市
豐澤街
福新花園城8號樓203室
(郵編: 362000)

福建薈源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厦門)

厦門

陳蓉 小姐
電話: 86-592-5338328
傳真: 86-592-3761415
電郵: chenrong@hyfairs.com

中國福建省廈門市
湖濱北路29號
中信廣場A幢19D
(郵編: 361012)

杭州國邁廣告展覽有限公司 (杭州)

杭州

袁自江 先生 - 經理
電話: 86-571-86983333
傳真: 86-571-87230090
電郵: hzguomai@vip.sina.com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
鳳起路181號
鳳起商務大厦1918室
(郵編: 310003)

杭州國邁廣告展覽有限公司 (永康)

永康

袁自江 先生 - 經理
電話: 86-571-86983333
傳真: 86-571-87230090
電郵: hzguomai@vip.sina.com

中國浙江省永康市
望春東路138號4樓
(郵編: 321300)

廣州市博意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廣州

廖智慧 小姐
電話: 852- 82001136 / 86-20-38259811
傳真: 86-20-38259215
電郵: susan@bron.cn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天河北路908號
高科大廈B幢2101室
(郵編: 510630)

華港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深圳

張雙文 先生
電話: 86-755-88312316
傳真: 86-755-88312108
電郵: zsw@ciec.com.hk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
福田區 福華三路
國際商會中心1501室
(郵編: 518048)

深圳前域動漫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

許海瑩小姐 - 副總經理
電話: 86-755-83355803
傳真: 86-755-83360303
電郵: qianyu0088@126.com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
福田區福強路
金沙嘴大廈東門15層
(郵編: 518000)

深圳市電子行業協會

深圳

陳沖 先生
電話: 86-755-33005162
傳真: 86-755-33005155
電郵: chenchong@szeia.com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
福田區彩田路2048號
福建大廈B座16樓
(郵編: 518016)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United Daily News

售委師國際有限公司
Doall Service

江門市點石廣告有限公司

Dian Shi Advertising Co Ltd

廣州點金石展覽服務有限公司

PRG Exhibition Services Co Ltd

福建薈源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福州)

Fujian Huiyuan Int'l Exhibition Co Ltd

Fujian Huiyuan Int'l Exhibition Co Ltd

Fujian Huiyuan Int'l Exhibition Co Ltd

Hangzhou Guomai Advertising & Exhibition Co Ltd

Hangzhou Guomai Advertising & Exhibition Co Ltd

Bron Int'l Ltd

CIEC Exhibition Co (Shenzhen) Ltd

Shenzhen Forward Animation & Culture Co Ltd

Shenzhen Electronics Industries Association

「貿發網採購」平台廣告代理名單 (中國內地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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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徐燕軍 先生
電話: 86-755-25949451
傳真: 86-755-82260005
電郵: 415213576@qq.com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
福田區八卦路55號
經理大廈6樓609室
(郵編: 518029)

深圳

凌超 先生
電話: 86-755-86568686
傳真: 86-755-23114363
電郵: lingchao@winwai.com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
龍華區民治街道
民治大道展滔科技大廈C棟608房
(郵編: 518000)

廣州

項群禧 小姐
電話: 86-400-7705368
傳真: 86-755-89315376
電郵: clara@winwai.com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天河區體育東路140-148號
南方證券大厦28樓2803-A03房
(郵編: 510000)

深圳

呂繼銳 先生 - 總經理
電話: 86-755-83663716
傳真: 86-755-85261977
電郵: jerry802@szgti.com

中國廣東省深圳市
龍華區民治特區
1980文化創意園三期4棟206-207
(郵編: 518109)

佛山

潘小姐 - 辦公室副主任
電話: 86-757-82229485
傳真: 86-757-82221133
電郵: feiia@feiia.org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
禪城區汾江西路1號
(外貿大廈)B座3樓
(郵編: 528000)

汕頭

周武揚 先生
電話: 86-754-88931808
傳真: 86-754-88931837
電郵: stmch@ec.com.cn

中國廣東省汕頭市
金濁莊東區47幢外經貿大廈6樓
(郵編: 515041)

中山市現代服務業發展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

吳麗明小姐 經理
電話: 86-760-88380836
傳真: 86-760-88239292
電郵: 26012127@qq.com

中國廣東省中山市
東區盛景坊4樓
(郵編: 528400)

上海商展辦展覽有限公司

上海

洪天祥 先生
電話: 86-21-52581981
傳真: 86-21-52581892
電郵: 764686380@qq.com

中國上海市
澳門路100號D座401
(郵編: 200052)

China Electronic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Advertising Co Ltd (CEIEC)

北京

張美文小姐
電話: 86-10-84415321
傳真: 86-10-84415311-5323
電郵: rxp@ceiec.com.cn

中國北京市
朝陽區東三環北路丙2號
天元港中心A座8層806-811室
(郵編: 100027)

山東匯博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濟南

范恩齊先生 - 總經理
電話: 86-531-67776017
電郵: sdhiexpo@126.com

中國山東省濟南市
市中區英雄山路129號
祥泰廣場5號樓1202室
(郵編: 250004)

HK Wen Wei Po Daily Int'l Public Relations
Consultant Co Ltd

香港

汪一沅 小姐 - 副經理 (行政財務部)
電話: 852-25742424
傳真: 852-28930417
電郵: unionentp@hotmail.com

香港北角
健康東街39號
柯達大廈二期13樓1308室

中國廣告展覽有限公司

香港

程藹茵 小姐
電話: 852-28279908
傳真: 852-28275776 / 852-28275245
電郵: belinda@crchkec.com.hk

香港灣仔
港灣道26號
華潤大廈28樓2803A室

深圳市鉅元眾投資有限公司

Shenzhen JYZ Investment Co Ltd

深圳市匯外國際展覽廣告有限公司

Shenzhen Winwai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Advertising Co Ltd

深圳市匯外國際展覽廣告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

Shenzhen Winwai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
Advertising Co Ltd Guangzhou Branch

深圳市環球趨勢資訊有限公司

Global Trend Information Co Ltd

佛山市電子信息行業協會

Fosha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ial Association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汕頭市分會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tou Sub-Council

Modern Services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Co Ltd

Shanghai STEO Exhibition Co Ltd

中國電子國際展覽廣告有限責任公司

Shandong Hiexpo Int'l Exhibition Co Ltd

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China Resources Advertising & Exhibition Co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