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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水产品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农水产品
■韩国泡菜

■辣椒粉

■Kkomuri 肉饺子

楓井四季酒是用国产
大米和手工压制的传
统努库克(香农谷)自
然酿造的。 它与众不
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
人工甜味剂,以及缓慢
的酿造期和100天的
发酵。 从这些自然技
术中产生了一种天然
清香,清脆,无任何宿醉感。

室温可贮存3年
三种味道
酥(传统口味,软脆)
炒(软和坚果)
多用途(准备烹调:煎
饼,炒饭,面条等)
低热量,高纤维
易于携带/储存/开启
不漏气(真空包装)

本产品采用天然原料,
辣椒制成,是彻底去
除异物生产的产品。
产品经过紫外线消毒
处理非常卫生。所有
的红辣椒粉适用了
ISO,HACCP。
红辣椒粉食用时不仅
味美、色鲜，而且能
保持原有的营养价值。

本产品的特点是含有
新鲜的蔬菜，不会撕
裂，煮沸并蒸发。
此外，蒲公英是透
明的，蒲公英是可见
的，条纹是在蒲公
英。2017年，荣获
K-DESIGN大奖，
成为Aha食品的代表
产品。

HWAYANG

BosungilukjoKorea Co., Ltd

JUNGANG FOOD CO., LTD

AHA FOOD CO., LTD

•Tel : 82-43-214-9424
•Fax : 82-43-214-9425
•E-mail : hs@hwayang.co
•URL : hwayang.co

•Tel : 82-43-873-9177
•Fax : 82-43-873-9179
•E-mail : bsk9177@hanmail.net
•URL : www.bosungfood.com

•Tel : 82-43-832-3868
•Fax : 82-43-832-3869
•E-mail : jap1948@naver.com
•URL : www.barunfd.co.kr

•Tel : 82-43-214-8994
•Fax : 82-43-214-8997
•E-mail : kst7149@nate.com
•URL : www.ahafood.co.kr

■食品香精

■每一天1条红参

■HIM&YOUNG

■Cheongju Jikki面包

三井香料自1984年
创社以来，旨在开发
食品的固有香气及味
道，不断研发了食品
香料。只要用过我司
产品的人，就会继续
爱用。我们对自家产
品很确信，也很自信
地向他人推销。

每一天1条红参装满
20,28条红参。本产
品强力推荐给疲惫的
丈夫,家务缠身的妻
子,忙于学习的孩子，
准确剂量服用可提高
免疫力，有助于健
康。由于方便的携带
性，可在公司或家里
容易服用。豪华的包装非常适合作为礼物，不需任
何包装费用负担。

为饱受压力和疲劳之
苦的男性带来活力
83%韩国鹿茸提取
物，1%红参浓缩液
混合蔬菜浓缩液、刺
五加、浓缩液、红枣
浓缩液、L-精氨酸、
氨基酸复合物

将韩国国产大麦粉与
韩国小麦粉混合，比
糙米营养丰富。膳食
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
10倍，添加了核桃有
助于肺病。 是一种健
康食品。

SAMJUNG FLAVOR CO., LTD

Taewoong Food Co., Ltd.

Mom&Young Bio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

MACKADANG

•Tel : 82-2-881-0690
•Fax : 82-43-872-3383
•E-mail : syyoo@samjungflavor.co.kr
•URL : www.samjungflavor.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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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535-0621
•Fax : 82-43-535-0626
•E-mail : office20@twfood.co.kr
•URL : www.twfood.co.kr

•Tel : 82-43-216-4341
•Fax : 82-43-216-4345
•E-mail : 43cluster@hanmail.net
•URL : www.momnyoung.com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楓井四季酒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Tel : 82-43-265-0404
•Fax : 82-43-274-3061
•E-mail : mad2213@hanmail.net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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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棒&水果混合棒

■燕麦粉

■Innerset魔芋果冻

■Lac k-1

这是一种营养丰富的
坚果棒，把10种健
脑坚果杏仁、核桃、
腰果、葡萄干、葵花
籽、南瓜子、榛子、
沙茶仁、巴西坚果和
花生以烘焙的方法制
作并添加了7种水果
制成的水果糖浆。
本产品没有油炸，您可享受软而甜的味
道。(25g*6袋)

好吃！心安！很棒的
配料！健康！
低热量(193千卡/240
克)(黑芝麻)
微波炉只需2分钟。
黑芝麻与燕麦的机妙
混合。专为提高食欲
和身体健康而量身定
制。

1.我们的魔芋是一种
含有大量葡甘聚糖的
食物，它含有水和可
食用纤维，所以它给
人强烈的饱腹感。2.
我们的魔芋含有发酵
的蜂蜜提取物，是韩
国食品和药品部门的
专利。它有助于抗衰
老和抗氧化。3.它有两种口味(青苹果和桃子)，味
道非常棒。4.只有5kcal不加糖的。 我们推荐内装
蜂蜜魔芋果冻“为了那些不能放弃晚餐的人”对于
那些经常吃零食的人“对于那些经常觉得饿的人

我们的Biorhythm益
生菌专注于技术和安
全性以支持愈合和细
胞活性。我们家有三
代同堂，我们有一个
共同点。我们强大的
Biorhythm益生菌可
以改善和改善肤色以
及肠道健康生物节律
益生菌还可以缓解和减少便秘、肠炎、鼻炎、阴道
炎、特应性皮炎、痤疮、肝斑和雀斑。Biorhythm
保证质量和满意度。

Doorechon Agricutural Co., Ltd.

Natures Best Foods Co., Ltd

HUONS NATURAL

Biorhythm Co., LTD

•Tel : 82-43-853-0714
•Fax : 82-43-853-2792
•E-mail : doorechon@hanmail.net
•URL : www.doorechon.co.kr

•Tel : 82-43-881-0287
•Fax : 82-43-882-0287
•E-mail : tonykim@charmoats.com
•URL : www.charmoats.com

•Tel : 070- 7492- 9084
•Fax : 82-31-8018-8477
•E-mail : kimhs224@huonsnatural.com
•URL : www.huonsnatural.com

•Tel : 82-70-8777-0707
•Fax : 82-31-755-7719
•E-mail : tenstens@hanmail.net
•URL : http://allprobiotics.com/zh/home-3/

■卷心菜种子

■Song do sun泡菜

■Zoeun Skin鲟鱼产品

■韩式冷面套餐

特早熟卷芯。
0.8~1.2公斤头，色
泽鲜绿色，吸引消费
者选择。最适于高密
度种植。

CR F&C有限公司
以韩国泡菜为荣，为
适应全球化，不断
研究和提高泡菜质量
及味道。我们根据
HACCP(食品安全设
施)要求生产我们的泡
菜。我们只使用韩国
生产的精选原料，精
心制作。

世界上第一种天然但
水溶性的鲟鱼原料已
经开发出来。它是[西
伯利亚鲟鱼提取物]
这种原料是100%天
然的。它抓住了神秘
的一面，保留了150
年前鲟鱼的良好营养
和功效，因此很容易
制成产品，并已在ICID和FDA注册。
目前，总部以该原料生产和销售了13种天然化妆
品和3种保健食品，这些产品的性能和功效令我们
惊叹不已。

DaeDo食品有限公
司2001年生产梅子
面、面条、排骨和
肉汤。汉兴黄金凉
面，Daedeok年糕
生产2000年成立了
Okcheon工厂。(含4
包350克肉汤，一份
食用)

JOEUN SEEDS CO., LTD.

CR F&C Agriculture.Co., Ltd

Gynong Co., Ltd

DaeDoFood Co., Ltd

•Tel : 82-43-836-3514
•Fax : 82-43-836-3515
•E-mail : andy.yoo@joeunseeds.com
•URL : www.joeunsee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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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421-3336
•Fax : 82-43-421-3337
•E-mail : crfnc421@naver.com
•URL : www.crfnc.com

•Tel : 82-43-253-3333
•Fax : 82-43-213-6888
•E-mail : gynong@naver.com
•URL : www.gynong.com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Tel : 82-10-7963-3444
•Fax : 82-43-731-6822
•E-mail : mariokim336@gmail.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7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红参红酒

■沙果酒

■Natural Story

■茶，油，种子等

喝一口可以缓解疲劳！红参
酒。红参酒是世界上首次利
用红参发酵生产的天然人
参酒，酒精含量14%。 红
参酒是由韩国代表性产品
发酵红参制作的健康发酵根
酒。 红参酒是忠清北道槐山
的特产，采用4年生人参发
酵熟化一年以上的原酒生产
而成。 红参酒是一种真正的根酒，根据土壤条件
提供多种口味。 红参酒表达了土壤的味道，没有
任何添加剂，提供最好的风味。 红参酒没有保质
期，不氧化。使用红参酒时不需要服用其他红参产
品。 用红参体验土壤的自然品质。

这是一种苹果酒，由
苹果发酵酿制而成。
容量为12%300ml和
12%750ml。

混合谷物软棒小吃美
味又自然营养/精心烹
制而不是油炸，所有
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享
受。质地柔软，口味
更咸。用23种谷物制
成的营养脆皮卷!
是人人可享受的甜软
软优质饼干

我司是一家专业生
产冷榨生油、冷榨
芝麻油、炒芝麻、
紫苏粉、冬乐茶、
牛蒡茶、猪肉土豆茶
等加工食品的专业
生产企业。 通过最
新的自动化设备和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HACCP，ISO 9000，14001)认证以及继承和发
展传统的制造方法，能够可靠地生产出高质并卫生
的产品

Nature & Ginseng

JUNG WON LIQUOR

GD&Y CO., LTD

Boseong Corporation,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 Ltd.

•Tel : 82-43-833-5829
•Fax : 82-2-2675 4399
•E-mail : vng5825@naver.com
•URL : www.gswine.modoo.at

•Tel : 82-43-851-3771
•Fax : 82-43-848-3772
•E-mail : hcy1999@hanmail.net
•URL : www.applewine.kr

•Tel : 82-31-5175-3444
•Fax : 82-31-5175-3440
•E-mail : gdny1870@gmail.com
•URL : www.goodynyummy.com

•Tel : 82-43-724-3930
•Fax : 82-43-724-3935
•E-mail : bsinc2017@gmail.com
•URL : www.bscorp.co.kr

■韩国海苔

■清鞠酱，红参粉

■Boeun Jujube

■韩国传统jujube 饼干

100%南海鳀鱼
来自干净的南海的鳀
鱼坚硬，美味，不太
咸。
•美味可口
•高蛋白、高钙
•为老年人提供营丰
富的营养

清鞠酱是韩国传统的
发酵食品，是发酵好
后晒干的，可摄取活
乳酸菌。 我只做了
红参参清鞠丸和清鞠
红参粉。减少了清鞠
酱味道，使其易于食
用。本食品适合所有
年龄段的任何人食
用。

•特点
1. 只使用Boeun's特
酿的高糖枣
2. 只煮Boeun's干
枣，不加任何添
加剂
3. 用
 长期的技术创
造出原汁原味的枣
味。
4. 蕴含所有红枣的功效，从果皮、种子到果肉全部
煮沸而成。
5. 有助于镇静、失眠和提神
6. 首次获得韩国传统食品的质量认证

采用国产糯米，大米
糖浆和大枣制成的传
统方法制作的韩国
yugwa，口感酥脆

EAST SEA FOODS

Jukri Native Hood

GU ROK WON

Boeun Daechu Hangwa

•Tel : 82-43-294-4500
•Fax : 82-43-283-5448
•E-mail : haesali2@naver.com
•URL : haesa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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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10-5483-0719
•Fax : 82-43-838-3622
•E-mail : kongbn@naver.com
•URL : www.jukri.com

•Tel : 82-10-9984-8263
•Fax : 82-42-367-0043
•E-mail : sasum9@naver.com
•URL : www.sasum9.com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Tel : 82-43-543-3040
•Fax : 82-43-544-4883
•E-mail : cioje@hanmail.net
•URL : www.대추미학.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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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s阿姨的梦

■Unique water-soluble Honey Propolis Spray

■Minimelts Big

■Chungju Ale

该产品有助于口腔
中的抗菌作用及抗
氧化。采用专利技
术“利用天然蜂蜜生
产环境友好型无醇水
溶性蜂胶工艺”生产
的原料，经专利技术
鉴定，含水溶性蜂胶
50%以上的保健功能
食品技术。有助于抗氧化和口服抗生素。是一种可
喷雾的产品，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喷入口腔。
您可以每天直接用口腔喷雾剂服用1.1克（约6
针），一天三次。

Minimelts big由水果
糖制成，热量较低，
已经从传统的硬棒型
转变为独特的彩色大
球形冰淇淋。
产品美味、营养、健
康。此外，该产品可
以在-18°C下存储
和分发，并获得儿童
食品质量认证以及HACCP认证，确保每个人都可
以尽情享受美味。

Blue Whale 酿酒厂
生产高品质的精酿啤
酒。为了利用本地特
产生产各种啤酒，最
近有八种啤酒出口到
中国。我们还与国内
各分销公司打交道。
Ale, Lager, IPA，
Stout, Blue Whale's
啤酒，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感觉到。

黑红参含有所有皂甙
和活性成分，无浪
费，是100%天然发
酵黑红参[不含廉价添
加剂]。黑红参是一款
30ml的棒状，携带
方便，深受年轻人的
青睐。

Unique Biotech Co., Ltd

TONG HARK FOOD

Bluewhalebrewhouse

Aunt Maeng’s Food

•Tel : 82-1577-3241
•Fax : 82-43-745-6887
•E-mail : ubtc@uniquebiotech.co.kr
•URL : www.uniquebiotech.co.kr

•Tel : 82-43-723-1070
•Fax : 82-43-723-1071
•E-mail : hklee@minimelts.co.kr
•URL : www.minimelts.co.kr

•Tel : 82-43-843-7773
•Fax : 82-43-843-7773
•E-mail : bluewhalebrewhouse@naver.com
•URL : bluewhalebrewhouse.modoo.at

•Tel : 82-43-534-8839
•Fax : 82-43-354-8834
•E-mail : hongsam2010@daum.net
•URL : www.manghong.co.kr

■Dang Jo 辣椒

■DongHak1957

■酱汁

■红参粉

功能性辣椒将引领韩
国的辣椒种植。世界
上第一次加入了降血
糖的功能性成分。果
实颜色为黄色，变为
红色。非常适合像彩
椒一样食用并以沙拉
食用。它不辣。露地
栽培时，抗病性差，
产量低。

“爱上我们纯洁而深沉
的品味”
新传统主义是通过
传统制造方法和现
代技术的融合而产生
的。Donghak 1957
年诞生于天登山，是
用国产大米制成的！
温柔的喉咙和清爽的
味道让人佩服。

复杂生活在家乡的口
味和风格,也可以去遗
忘。发现食品的消费
者找到了家的味道,大
量的研究,以找出其中
的好水,好空氣。我們
的美味,因此,最小的食品自成立以来,在1983年,生産
盖饭电流,炖,汤,泡菜,穿衣,辣椒酱的源,酱,提取,骨高
汤,粉等250种食品调汁。为您的企业苗壮成长为了
适应消费者的口味,HACCP指定的最小食物的清和
卫生的生产,和samgo购买和彼此合作,而新的研于是
供应OEM风格。咪咪食品的消费者的独特的和新完
整的家庭总是鼓吹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Ginseng Power
Premium [GOLD]是
非咖啡因能量饮料，
由韩国红参提取物和
牛磺酸制成。它不含
任何人工色素和防腐
剂。不含碳酸，适合
所有人。

MIMIFOOD CO., LTD

Da Jung Co., Ltd.

Jeil Seed Bio Co., Ltd
•Tel : 82-43-838-1173
•Fax : 82-43-838-7822
•E-mail : export@jeilseed.com
•URL : www.jeilseed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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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HEONJEONG
•Tel : 82-43-855-3333
•Fax : 82-43-851-7772
•E-mail : kimmy58111@naver.com
•URL : goheonjeong.co.kr

•Tel : 82-43-833-0738
•Fax : 82-43-832-3851
•E-mail : mimifood@hanmail.net
•URL : www.mimifood.com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Tel : 82-43-533-9960
•Fax : 82-43-534-7669
•E-mail : n777choi@hanmail.net
•URL : www.kgs.ne.kr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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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e Presto

■胶原蛋白肽

■鱼油

■黑蒜

Immune Presto是一
种新概念的动物饲料
添加剂，它是为猪、
家禽和宠物的免疫增
强剂而配制的，能使
营养物质得到更好的
利用，从而以较低的
总成本生产出更优质
的肉、蛋或奶。通过
专业的生物转化技术可刺激先天免疫细胞，即使在
低浓度下也能显示高免疫激活而不会过度发炎。
这样，他促使动物能够预防病毒性疾病，从病毒性
疾病中恢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疫苗的效果。

海洋胶原蛋白肽
•从鱼鳞鳞中提取胶
原蛋白肽
•从鱼皮中提取胶原
蛋白肽
分子量极低，容易吸
收到皮肤，在冷水中
容易溶解。

来自家用紫苏种子的
Omega-3原油，用
作低温花蜜。

Joy Natural Black
Garlic是在海洋性气
候条件下，利用我们
专利注册的发酵技
术，对生长在富含矿
物质的土壤上的新鲜
大蒜进行加工而成。
Joy Natural蒜被誉为
韩国的健康食品和最
受欢迎的美食项目，并出口到香港、美国、法国、
澳大利亚和波兰。

AT Immune Inc.

CNABIOTECH CO., LTD

Sunin

Joy Natural Co.

•Tel : 82-70-715-6930
•Fax : 82-43-715-6942
•E-mail : lisachoi0210@gmail.com
•URL : www.atimmune.com

•Tel : 82-43-212-8522
•Fax : 82-43-212-8524
•E-mail : cnabiotech@daum.net
•URL : www.cnabiotech.com

•Tel : 82-43-647-0903
•Fax : 82-43-645-0903
•E-mail : audry2001@naver.com

•Tel : 82-43-543-0668
•Fax : 82-43-543-0667
•E-mail : uncholpark@gmail.com
•URL : www.enjoygarlic.com

■泡菜

■鱿鱼干

■Jelly.B

■红参口服液

仅使用韩国最优质的
卷心菜和配料混合而
成，形成了顶级品质
的新鲜爽口的味道。

鱿鱼口感好，口感甘
甜又辣酱的味道 用我
们自己的技术制做。
易于在室温下携带，
自制造日期起可保存
一年。

JELLY.B 魔芋果冻
是可以喝的，每一袋
能量不超过7kcal. 是
没有负担的低热量产
品。有苹果、葡萄、
桃子、芒果、西瓜、
蓝莓、荔枝共7种 口
味，可选择适合自己
的口味食用。

一个红参口服液，可
以简单地随身携带比
标准人参皂苷礼盒。
红参的味道和香味可
以充分享受，这也有
助于您的健康。人参
经独立栽培，以红参
的形式生产、加工、
销售，可靠性高。

IiKim Co., Ltd.

Foodone Co., Ltd

KEUMKANG B&F

Chungbuk Ginseng Farming Association

•Tel : 82-43-544-7600
•Fax : 82-43-543-1031
•E-mail : hani@iikim.co.kr
•URL : www.iikim.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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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753-7900
•Fax : 82-43-753-7909
•E-mail : tonyyoon@foodone.net
•URL : www.foodone.net

•Tel : 82-70-7011-5702
•Fax : 82-2-6300-8814
•E-mail : company@keumkangbnf.com
•URL : www.keumkangbnf.com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Tel : 82-43-881-3489
•Fax : 82-43-877-3449
•E-mail : insambest@naver.com
•URL : insambest.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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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水产品
■The Mom米芽米锅巴

■Goryeo红参

■SOYFORYOU

■核桃油

不含化学添加剂的健
康锅巴用营养丰富的
米芽米制成，其味道
更加香甜。

•将一个或两个茶包
溶解在一杯冷水或热
水中，搅拌均匀。
•可以搭配红参口味
的糖或蜂蜜食用。
•储存：存放于阴凉
干燥处，避免阳光
直射。打开后立即食
用。
•阿罗尼亚红参浓缩颗粒
该产品可以随时随地轻松携带和食用。
每天1-2次，每次1袋用水或单独使用。

用大豆制成的“Soy
for you”。素食主义
者或孕妇也可以吃.大
豆有四种口味。配米
胚芽的原味,草莓,蓝
莓,苹果, 味道很好。
这就是蔬菜原料和高
发酵技术。我们的酸
奶有很多好处，富含
植物蛋白、非转基因、活菌、大豆营养、无胆固
醇、饱和脂肪、无乳糖。享受大豆酸奶的生活！

核桃油广泛应用于食
用，食品添加剂等。

KOREA GORYEO GNSENG AGRCULTURAL CONGREGATION

VICELL Co.

Organic Palldo.inc

采用想吃多少就可以
取出多少的便利包
装，煮着吃，更能感
受其醇香的味道。

THEMOM.Co.Ltd.
•Tel : 82-43-235-7884
•Fax : 82-43-296-7884
•E-mail : glmore@naver.com
•URL : www.glmore.kr/?site=eng

•Tel : 82-43-543-2020
•Fax : 82-504-033-4750
•E-mail : 5432020@naver.com
•URL : www.kgg2020.com

•Tel : 82-43-3005
•Fax : 82-43-3006
•E-mail : vitalcell@naver.com
•URL : www.vicell.co.kr

•Tel : 82-10-5238-4646
•Fax : 82-31-906-0191
•E-mail : palldo@palldo.com
•URL : www.palldo.com

■Beakhwago

■ALLICOM

■红参粉

■韩国海苔

香菇是原产于东亚的
一种食用菌，在许多
亚洲国家都有种植和
食用，也经过干燥后
出口到世界许多国
家。是包括中国、日
本、韩国和泰国在内
的许多亚洲美食的特
色。在东方，香菇一
直被认为是一种美食和药用蘑菇
•最好的香菇 , 少量生产，稀有珍贵

ALLICOM
-大蒜的主要成分是
大蒜素，具有抗菌、
抗病毒的作用。
-在肠道上皮细胞中
具有良好的固定性和
稳定性，可防止有害
细菌的产生。
-提供各种营养素，
如维生素、UGF、有机酸等。

为了验证栽培山参根
的功效，自2003年
以来，我们与韩国著
名的医学院和药学院
联合进行了大量的联
合实验，以证明栽培
的山参根比普通人参
更有效。只有培养的
山参根中成分(人参皂
甙、酸性多糖等)含量高，且培养技术成熟，方可
有效。

用富含油酸和多酚的
橄榄油调味，有益于
健康。

Yiwang Sangsa Co., Ltd.

MK BIO SCIENCE CO., INC.

CELLFARM

HAESARANG

•Tel : 82-43-2325453
•E-mail : yiwang22@daum.net
•URL : cbgms.chungbuk.go.kr/co/yw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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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31-303-5341
•Fax : 82-31-303-5340
•E-mail : info@mkbiotec.com
•URL : www.mkbiotec.com

•Tel : 82-43-263-3389
•Fax : 82-43-264-3389
•E-mail : ecph@hanmail.net
•URL : www.cellfarm.net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Tel : 82-43-252-9288
•Fax : 82-43-259-9289
•E-mail : keeunn@hanmail.net
•URL : www.haelove.co.kr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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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有机农孩子饮料

■Ssaloo 米粉

■有机农鸡粉

■杏鲍菇

5-Free-from 100%
有机儿童果汁由精心
挑选的优质原材料制
成，充满诚信和爱
心。它是由100%的
有机水果和蔬菜制成
的。该产品获得韩国
儿童最喜爱的食品质
量认证和有机加工食
品认证。提供单包装，5-Free-from 的100%有
机儿童果汁方便携带和储存，可以随时随地享用。

鲜米粉“Ssaloo”
无麸质面条(含大米
90-95%)容易烹饪
(1-2分钟，用开水或
微波炉)各种菜肴
(汤、什锦、油炸、
冷热烹调)有嚼劲，口
感柔和

是一种浓缩有机鸡肉
汤料，为所有食品，
包括韩式、西式、中
式、日式和面粉类食
品添加了一种深而滑
的味道。
140克(14g*10包)
有机加工食品，仅使
用有机鸡骨、有机鸡
爪、有机大蒜、盐和纯净水制成。

杏鲍菇热量低，但富
含纤维。可以将其粗
壮的茎切成许多不同
的形状，因此可用于
许多菜肴。杏鲍菇烧
烤时很好，也适合
腌制。由于水分含量
低，所以保质期长。

Wellfarm Co., Ltd

Ricewell Food Co., Ltd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 Company Organic Chicken CO., LTD.

YEONWOO Agricultural Co., Ltd.

•Tel : 82-43-881-3312
•Fax : 82-43-881-3316
•E-mail : shhu@well-farm.co.kr

•Tel : 82-10-3008-6671
•Fax : 82-43-750-8250
•E-mail : no2dle@naver.com
•URL : www.ricewell.com

•Tel : 82-43-653-1676
•Fax : 82-43-642-9602
•E-mail : orge6225@naver.com
•URL : www.organicchicken.co.kr

•Tel : 82-43-882-8384
•Fax : 82-43-882-8385
•E-mail : 2013yeonwoo@naver.com
•URL : www.yeonwoofarm.com

■Yesodam 泡菜

■BeBe Maru

■黑&白berry

■Hwak Kkaen Da

“Yesodam泡菜是用
特殊原料调味的。泡
菜的味道更深，更清
爽。”
Original 这是一种传
统的泡菜，泡菜的保
存时间越长，味道就
越深、越爽。低温在
Shinan, Jeonnam地
区，发酵的凤尾鱼酱。
Sweet Maple 这是一种在减少泡菜的辣味和咸鱼
风味，加入100%枫糖浆的天然原料的甜味制成的
泡菜。Spicy 加入清阳红辣椒制成的能让人赏心悦
目的泡菜。

EAU DE LUNE's 的
代表葡萄酒, 每个人都
可以轻松享受。通过
独特的发酵和陈酿工
艺，具有多种水果风
味和柔和的口感。
•原产地： 全罗北
荣洞
•品种：早熟坎贝尔
•类型：红甜
•酒精度：10%(按体积计)
•用量：200ml、375ml、750ml
每个人都能轻松享受。EAU DE LUNE's 的葡萄
酒。

冻干草莓、柔软的白
巧克力和黑巧克力的
甜味融为一体。冷冻
后口感更加鲜美，好
多人都喜欢。

Hwak Kkaen Da 的发
展历程！
上述成分均作为与血液
循环密切相关的代谢综
合征(糖尿病、高血压、
高脂血症、肥胖、动脉
硬化)的药物补充。在
Hwak Kkaen Da开发
初期，主要目标是开发
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和血液循环的药物补充剂。在此过
程中，该产品显示出显著的宿醉恢复效果。经过不断的
研发，终于研制出一种宿醉恢复饮料，其效果得到了政
府部门的确认。事实上，Hwak Kkaen Da是世界上第一
个利用上述成分发酵技术回收宿醉的产品。

Wolruone

L-GA(ELGAR) CO., LTD

DONGHAEBIO

YESODAM CO., LTD
•Tel : 82-43-266-5233
•Fax : 82-43-266-5235
•E-mail : hy2665233@naver.com
•URL : www.yesodamkimc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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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10-2466-7789
•Fax : 82-504-410-7789
•E-mail : bebewine@naver.com
•URL : eaudelune.modoo.at

•Tel : 82-2-1644-5184
•Fax : 82-70-8280-7766
•E-mail : kblee@lgachoco.com
•URL : www.lgachoco.com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Tel : 82-1522-1525
•Fax : 82-43-287-51
•E-mail : dhbio33@daum.net
•URL : dhbio.net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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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水产品
■Geonganghan-鸭

■Jayeon Hannal

■半干柿子

■辣椒粉

“Health duck”采用
的熏制方法。
“Geonganghan鸭”
，是一种优质加工
肉品牌，采用环保、
无抗生素的原料，不
含六大添加剂。

100%天然冻干调味
料，在沸水中搅拌3
分钟，使汤浓郁 由6
种海鲜和10种蔬菜制
成 易于制作，易于
烹饪

半干柿子内部咀嚼柔
软，富含膳食纤维，
具有分解脂肪、消除
疲劳、消除抗氧化、
美白皮肤、防止皱
纹、保持皮肤弹性的
功效。

使用最新的自组织机
械和严格的卫生系统
生产最佳产品。凭
着正确的信念，生
产出具有独特风味
和红辣椒粉。公司
通过HACCP认证和
iso9001认证，拥有
完善、卫生的细菌和
水管理生产体系。

Trunas Co., Ltd

Shin-Nong Agriculture Corporation

Daekyung Food. Co., Ltd

Joowonsanori Ltd
•Tel : 82-43-530-6226
•Fax : 82-43-530-6229
•E-mail : 000875@halim.com
•URL : www.orimart.co.kr

•Tel : 82-43-845-0153
•Fax : 82-2-363-0190
•E-mail : trunas@trunas.co.kr
•URL : www.trunas.co.kr/en

•Tel : 82-43-744-0090
•Fax : 82-43-744-9339
•E-mail : pyogoz@hanmail.net
•URL : www.gam114.com

•Tel : 82-43-855-5510
•Fax : 82-43-855-4510
•E-mail : dkyes60@hanmail.net

■LABISEN Probiotics

■四种口味的优质烤紫菜

■韩式什锦炒菜Japchae

■烤紫菜粉

Mediogen Co.，Ltd.
自2000年开始生产益
生菌。（把原料生产
为成品）
Mediogen Co.，Ltd
已获得专利的包衣技
术，可延长益生菌的
后期存活并拥有特殊
的专利益生菌。我们
可以将乳酸菌作为含有益生菌的原料OEM＆ODM
进行处理。基于20多年的专业技术，我们Mediogen
Co.，Ltd.推出了个性化的高功能益生菌，并将其命
名为Labisen。我们不仅包括益生菌，还包括维生素
D、锌或硒等。每天一包，保重身体！

•四种口味的优质烤
紫菜！
•味道有四种-原味、
虾、咖喱、种子和
坚果
•健康的Hee's 师
傅的调味紫菜，没
有化学成分，只有
天然成分！
•很好的礼物。

韩式什锦炒菜 是用红
薯面条和许多蔬菜加
上甜辣酱做成的。

HAHA Kim powder
添加到冷冻的传统优
质紫菜中，并在我们
最新的远红外线烘干
机中烘干两次，以使
紫菜酥脆可口，老少
咸宜

MEDIOGEN.CO.LTD

Han Baek Food Agricultural Co., Ltd.

Saongwon Co., Ltd.

HAHA FOOD CO., LTD

•Tel : 82-2-858-3017
•Fax : 82-2-858-3018
•E-mail : amy.mediogen@gmail.com
•URL : www.medioge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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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36-0885
•Fax : 82-43-836-0248
•E-mail : export@hanbaekfood.com
•URL : www.hanbaekfood.com

•Tel : 82-43-883-0100
•Fax : 82-43-881-5572
•E-mail : nrjeon@saongwon.com
•URL : www.saongwon.com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Tel : 82-43-532-4788
•Fax : 82-43-532-4799
•E-mail : hahafood47@hanmail.net
•URL : www.hahafood99.modoo.at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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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sam-D

■Ready Q

■Almasgoldcaviar

■红参粉

产品：Koresam-D
产品类型：人参&红
参饮料
内容物：100ml*10瓶
成份：0.2%人参浓
缩液、1.2%红枣浓缩
液、甜菊糖等。
一种美味营养的饮
料，由高丽参浓缩液
和维生素完美混合而成。每日饮用2-3次

芒果味，宿醉后喝一
口这饮料,让你瞬间清
醒。

Almas Caviar Co.,
Ltd. 出口到世界各
地，包括美国和日
本，并被邀请参加各
种国际海鲜展，如
波士顿国际海鲜展和
全球海鲜博览会。此
外，Golden Almas
Caviar也因其质量和
口味而受到《纽约时报》食品记者、杰伊·韦恩斯
坦和其他著名专业人士和评论家的赞誉。

100%六年韩国红参
提取物和纯净水的混
合物，包装在单独的
棒状袋，既卫生，又
方便食用。
含人参皂苷等多种健
康活性成分。

WELLBIOTECH

HANDOK

Hae Yang Fisheries Co. (Almas Caviar Co., Ltd.)

Hongsamnara Co., Ltd.

•Tel : 82-43-847-9430
•Fax : 82-43-847-9430
•E-mail : taekey22@hanmail.net
•URL : www.wellbiotech.co.kr

•Tel : 82-2-527-5422
•E-mail : jimin.won@handok.com
•URL : www.handok.co.kr

•Tel : 82-2-3471-5211
•Fax : 82-2-3471-5244
•E-mail : almasgoldcaviar@naver.com
•URL : www.almascaviar.com

•Tel : 82-43-533-3489
•Fax : 82-43-533-3449
•E-mail : jingusdl@hanmail.net
•URL : www.hongsamnara.com

■人参浆果

■人参维生素糖

■炒年糕

■泡菜

人参浆果(extract of
Ginseng berry)可
在4年生人参皂苷含
量最高的时候采收。
这种浆果不仅要等4
年，而且结果期只有
7到10天，在室温下
很难控制它的新鲜
度。此外，24小时内
变成糊状。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浆果被称为珍贵

高丽红参糖
添加优质4年根红参
浓缩液，散发着浓郁
的红参芬芳和口味，
是男女老少皆可享用
的 红参维他命糖果。

我们主要生产韩国炒
年糕(Toppoki)，韩式
意大利面(辣的，特辣
的，奶油，炸酱)我们
的产品和生产能力有
以下几点优势：
•在室温下储存
•将有效期延长至十
二个月
•多样化口味：麻辣鸡、绿芥末、芝士以及当前四
种口味(辣的，特辣的，奶油，炸酱)
•有各种包装设计，生产合格产品，以及满足客户
的特定要求。

这是一个脆，干
净，凉爽的白菜与
Ganada食品公司的
玉石发酵和专业的泡
菜调味配方组合制成
的美味泡菜。

Haneulchae Co., Ltd.

Cheonnyeonae food Co., LTD

•Tel : 82-43-286-2300
•Fax : 82-43-286-2303
•E-mail : gsberry2300@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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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532-3786
•Fax : 82-43-532-3788
•E-mail : candy_maker@naver.com
•URL : www.candymade.co.kr

Nong-ga Food
•Tel : 82-43-287-0534
•Fax : 82-43-287-0538
•E-mail : jchangku@hanmail.net
•URL : www.nonggafood.itrocks.kr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GANADA FOOD Co., Ltd.
•Tel : 82-2-567-2311
•Fax : 82-2-567-2371
•E-mail : ganadafood@gmail.com
•URL : www.kimchigo.co.kr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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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香菇

■Perilla 糖

■Sigol 烤紫菜

■奶油面包

蘑菇干口味极佳，因
通过严格的选择，味
道好 干燥品质的也高

用欧米茄3丰富的紫苏
种子制成
紫苏焦糖
紫苏焦糖因其富含奥
米茄-3以及其他营
养成分的抗癌作用，
在韩国、日本和东南
亚以外的欧洲受到广
泛关注。无论年龄大
小，这种紫苏焦糖广受欢迎。也可以以礼物送给祖
父母。
保质期：2年 重量：80g/180g
箱体尺寸：43x32x17/54*40*18
每箱数量：40ea/30ea hs code 1704.90-2020

Kyungcheon 食品有
限公司座右铭是用自
然的营养成分制作美
味的食品，这是上帝
的礼物，给人们带来
爱和幸福。
我们的产品由韩国的
天然营养海藻制成。

含100%天然黄
油，HACCP认证
工厂
直接出口到获得FDA
设施注册的工厂

Younil

Gong Food Korea

Kyeongcheon Food Co., Ltd.

Seoul Food Industrial Co., Ltd

•Tel : 82-43-285-5433
•Fax : 82-43-285-6337
•E-mail : question8@naver.com

•Tel : 82-43-542-0633
•Fax : 82-43-542-9300
•E-mail : 5c5@daum.net
•URL : www.kong4u.com

•Tel : 82-43-537-3233
•Fax : 82-43-533-3236
•E-mail : laverkr@gmail.com
•URL : www.kclaver.co.kr

•Tel : 82-2-514-5207
•Fax : 82-2-514-5280
•E-mail : odkwon@seoul-food.co.kr
•URL : www.seoul-food.co.kr

■SINABRO White

■手工面

■XYLITOL 口香糖

■Daeilsangsa

SINABRO White是
使用韩国农村振兴厅
首次开发的"Cheong
soo"品种酿造而成的
白葡萄酒。
以亲自栽培青葡萄，
酿造了白葡萄酒。所
以它是柠檬色的，闻
起来像菠萝、柠檬、
芒果、香草和咖啡。
SINABRO White非常适合沙拉、油炸食品、季节
蔬菜、生鱼片、煎(各种珍味)等韩国饮食。

Su('Hand')+ Yeon
('pulled')，'Suyeon'意思
是'手工面' 1970年代，创
始人兼董事长kanghui-tak
揭开了神秘面纱，并将其
发展成为韩国传统食品。
结果“Suyeon(handpulled)”面条已经生产了
三代。Myeon GaWon的
意思是“在主人家里做最好的面条”。这是康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的代表品牌。MYEON GA-WON手工面条，经过28小时
的不懈努力，没有任何小麦粉的味道。康健食品公司自成立以
来，通过不断研发生产出最好的手工面条，添加了天然成分，
生产出了健康、营养丰富的面条。

韩国优质木糖口香糖
出口到日本、中国等
主要国家。

Dongko的特点是
一年四季都可以收
获，并形成一个
圆形的圆顶干燥
室。Hyangko-形状
50~60%无菌干蘑
菇。Hyangshin-形
状80%以上的无菌干
蘑菇

ROOT FARM (SINABRO WINERY)

KangFood Co., Ltd

DAE YOUNG FOODS CO., LTD.

Daeilsangsa

•Tel : 82-43-742-5275
•E-mail : sinabro_wine@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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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72-2221
•Fax : 82-43-872-8764
•E-mail : kangfood@kita.net
•URL : www.kangfood.co.kr

•Tel : 82-43-543-7007
•Fax : 82-43-544-6006
•E-mail : donghwanlee@daeyoungfoods.co.kr
•URL : www.daeyoungfoods.co.kr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Tel : 82-43-744-8466
•Fax : 82-43-743-8466
•E-mail : daeilsangsa@hanmail.net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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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参液

■Hongsamjeong

■VOLCANO, BIONEEM-BP

■ARK Pale Ale

它是用6年红参技术
提取的100%纯产
品。

韩国红参提取物粉。
这是由韩国Chungbuk
人参合作协会首次开
发的专利产品，作为
红参能提取物的营养
补充剂，适合户外活
动时携带。(您可以用
冷水或热水将本品在
白开水中溶化4秒或热
水2秒，享受含酒精的红参饮料。)

我们是一家生产各种
真菌和细菌抑制物质
和植物所需营养素的
制造商。这些都是为
许多缺乏预测和控制
的农场而设计的。韩
国也不例外。它们可
以减少由于营养供应
和疾病控制而导致的
劳动力成本我们的产品不含农药，使用相对安全的
食品添加剂等级等。因为它不是一种杀虫剂，所以
把运输和最终控制联系起来没有任何麻烦。

韩国首家并最佳的精酿
啤酒品牌。ARK以最
优质的酿造师原料和精
湛的工艺开启了新的曙
光。世界一流的优质啤
酒，尊重当地文化和无
限的创造力，ARK 重新
定义了韩国啤酒。令人
愉快的细节从命名到设
计和各种独特的合作。手中的一瓶就是您高雅品味的见证
ARK HUG ME
- 香气：橘子，香菜，韩国生姜
- 风味：柔软，新鲜
- 印象：柔软、清新、易喝

CHUNILINSAM

Chungbuk Ginse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UNITEKBIO PRODUCTS INC

Neoartisan Brewery Co., Ltd.

•Tel : 82-43-877-0974
•Fax : 82-43-877-9878
•E-mail : jyu56@naver.com
•URL : blog.naver.com/jyu56

•Tel : 82-43-820-3432
•Fax : 82-43-820-3444
•E-mail : nh413817-1@nonghyup.com
•URL : www.cbinsam.com/jyu56

•Tel : 82-43-275-7074
•Fax : 82-43-275-7078
•E-mail : unitekbio@hotmail.com
•URL : unitekbio.modoo.at

•Tel : 82-70-4681-7262
•Fax : 82-2-599-8407
•E-mail : ybshim@arkbeer.kr
•URL : www.koreacraftbrewery.com

■I 180 plus

■韩式排骨酱

■参鸡汤

■RESVERA 茶

在短期的动物试验
中，含有专利化合物
的I 180 Plus被证明
在摄入后的8小时内
可以促进28%以上的
生长激素分泌。
为期8周的实验结果
显示，与对照组相
比，实验组的股骨区
域骨生长增加了6%。

“韩式排骨酱”是受
欢迎的韩国肉菜。牛
肉、鸡肉或猪里脊
肉都是用特制酱油和
各种蔬菜腌制而成。
用我们的酱汁腌制
30~60分钟，可展现
经典韩国烧烤风味。

将产品放入蒸煮机中
进行加压、杀菌，使
其在室温下保存，可
在百货店或流通企业
销售，参鸡汤的味道
鲜美。

为了更好更年轻的明
天！用富含白藜芦醇
的花生米芽茶，每天
都会让你感觉更好、
更年轻。
配料：100%花生芽
用法：将茶叶袋放入
一杯温水中浸泡2~3
分钟。提供餐后甜
点、迎宾饮料和点心。

GYODONG FOOD CO., LTD

RESVERA

Panaxan Pharm Corp.
•Tel : 82-43-275-3080
•Fax : 82-43-275-3081
•E-mail : hw@panaxan.co.kr
•URL : www.panaxa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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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JIN FOODS INC.
•Tel : 82-43-536-5447
•Fax : 82-43-536-5448
•E-mail : eunsuk.yang@samjinfoods.co.kr
•URL : www.samjinfoods.co.kr

•Tel : 82-43-731-9302
•Fax : 82-43-731-9306
•E-mail : missu@howchon.com
•URL : www.gdfood.kr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Tel : 82-43-493-4801
•Fax : 82-43-435-4805
•E-mail : his200kr@happiqq.com
•URL : www.resvera.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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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味食品的酱汁

■速冻产品(鸡肉)

■蔬菜饺子

■Immune Up

眞味食品的酱汁
如果你有这酱汁，不
需要任何其他产品
易于使用, 任何人都可
以在家里方便做饭

速冻产品在解冻时可
以保持新鲜。
也有其他产品(鸡腿)。

Fulgreen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生产速冻
水饺的企业。国内销
售，美洲、欧洲、中
国等。
这里介绍的饺子是我
们代表出口的手工饺
子，还有蒸米粉。
除此之外，我们还生
产和销售虾、饺子等多种产品。
请给我们联系，非常感谢。

本品作为辅助免疫
剂，用于预防病毒和
细菌性疾病。功效和
效果是，
1. 提高牛和猪的免
疫力
2. 仔猪腹泻消瘦病的
改善
3. 提高仔猪和犊牛的
生长发育和免疫力
4. 断奶仔猪的正常生长及对正常乳仔猪免疫功能和
生长速度的改善

眞味食品

J.F.S Co., Ltd.Association

FULGREEN CO., LTD

K.V BIOGEN

•Tel : 82-43-903-5500
•Fax : 82-43-833-7066
•URL : www.jinmifoods.co.kr

•Tel : 82-505-973-9000
•Fax : 82-505-903-9000
•E-mail : jfs77@naver.com

•Tel : 82-43-543-1500
•Fax : 82-43-543-8160
•E-mail : fg6400@nate.com

•Tel : 82-43-263-2430
•Fax : 82-43-264-2430
•E-mail : jhmm1123@naver.com

■熏鹌鹑蛋

■韩式排骨酱

■Twist potato

■Kfood Fiber Slim

从农场挑选新鲜熏鹌
鹑蛋，自动煮熟，去
皮，并采用卫生清洁
的工艺进行加工。
熏鹌鹑蛋-专利产
品：同时加工设备
和方法（编号：100598869）

•品名：韩式排骨酱
•产品类别：酱汁
(巴氏杀菌产品)
•在HACCP认证工
厂生产
•不含合成防腐剂，
合成甜味剂
•净重：200g
(7.05oz)
•配料：酱油、洋葱、浓缩苹果等。
•保质期：12个月
•保存办法：室温
•包装材料：聚乙烯
•生产厂家：Yeudang F食品有限公司

土豆切成旋转状，
用叉子煎，再撒上适
合你口味的酱汁。
在英语中，它被称
为“twist potato”
、
“龙卷风土豆”或“旋
转土豆”

1. 品牌历史：Kfood
fiber slim已经开
发了30多年，成为
Duruwon’s 的膳食
补充剂。
2. 主要成份：车前籽
壳、藤黄果
3. 用法：每天早晚口
服2次。
4. 功能：促进排便，调节胆固醇，帮助人体减少
脂肪。

Haengbokdamgi Corporation

Yeudang Foods Solution Co,. LTD

•Tel : 82-43-731-1114
•Fax : 82-43-731-9669
•E-mail : daedoo9999@naver.com
•URL : www.happyzo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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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82-5245
•Fax : 82-43-882-5243
•E-mail : kincade6@naver.com

Twist potato
•Tel : 82-43-731-9031
•Fax : 82-43-731-9030
•E-mail : twist2013@hanmail.net
•URL : www.twistpotato.co.kr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农水产品

DULUWON CO. LTD
•Tel : 82-43-558-2876
•Fax : 82-43-563-3522
•E-mail : joshyu89@naver.com
•URL : www.duluwon.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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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IME Prune Apple果汁(30包)

■健康食品

■无毒漆树袋泡茶

■Catch-Chol

与苹果相比,含有
12x膳食纤维,普吕纳
(Prunes)是改善肠蠕
动的最佳方法。
我们强烈推荐本品给
患有便秘,寻找安全产
品的孕妇。
ME-TIME Prune
Apple果汁用100%
的普锐恩&苹果在韩国制造。完美地解决你的肠道
健康问题!

在过去的20年
里，Haegarden一直
以韩国传统医学为基
础生产保健食品。同
时，应用我们积累的
经验和技术来开发了
更完善的化妆品。
我们的保健食品对肝
硬化、肝癌、肝炎、
脂肪肝、保肝和宿醉都有很好的疗效。
使用不含任何杀虫剂/化学添加剂的各种天然成分
(包括人参)。我们以独特的制造工艺和混合，供应
治疗/保护疾病的产品。没有副作用。

• 无毒漆树袋泡茶是
按照韩国食品医药
局规定生产的。
• 无毒漆树袋泡茶利
用专利機械裝置製
作的漆树木鋸末，
提高了提取效率。
• 利用漆树的类黄酮改善鸡肉品质,提高体温,消除
肉味。
• 以漆树除臭效果,有效消除食物中的异味。
• 含有大量类黄酮,抗炎症、抗癌、抗氧化效果
卓越。

通过排毒程序排出肠
道内循环系统胆结石
和脂肪。最重要的
是，排出肠内现有
的“有害”细菌(更容
易增加体重的细菌，
如硬壁菌)，并释放现
有的沉积物，使其成
为栖息地。
排出胆固醇和肠道脂肪，循环系统结痂。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 DAVICHI

Haegarden

CHAMOTDEUL CO., LTD

Jung-Ang Microbe Research Institute

•Tel : 82-70-5088-1300
•Fax : 82-504-393-8837
•E-mail : davichi1008@naver.com
•URL : www.davichifarm.com

•Tel : 82-43-652-5226
•Fax : 82-43-646-5226
•E-mail : hello@haegarden.com
•URL : www.haegarden.com

•Tel : 043-733-0039
•E-mail : harremie@hanmail.net
•URL : www.otsam.com

•Tel : 82-43-269-3133
•Fax : 82-43-272-9167
•E-mail : jm-info@naver.com
•URL : www.micros.co.kr

■韩国米粉

■榨生油、冷榨芝麻油、茶类等

■GLUTATHIONE BLOOM

■Superfood Herbal Granule Supplement

- 美味健康的谷类
食品
- 用韩国大米做的谷
类食品
- 无麸质，易消化
- 非常适合做晚餐甚
至甜点
- 烘烤而不是油炸
而成
- 含八种维生素
- 零反式脂肪和胆固醇

是一家榨生油、冷榨
芝麻油、茶类等加工
食品专业生产企业。
通过最新的自动化设
备和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HACCP,
ISO22000)认证，通
过继承和发展传统的
制造方法，能够可靠
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努力生产出卫生安全的
产品。

Glutathionebloom是
一种混合饮料，含有
68种营养成分，包括
矿物质、维生素、氨
基酸。糖尿病、高血
压和低血压患者可服
用谷胱甘肽。谷胱甘
肽布卢姆是韩国制造
的，有严格的质量控
制，所有产品均投保产品责任险。包装在棕色高档
瓶，并承诺以最好的原料和小规模生产的质量。

1. 委托东方医药-包
含草药产品。可以照
顾宠物的健康。这些
草药富含维生素和矿
物质。另一种成分是
发酵鹿茸，也是东方
医药的独特来源。其
功效是普通鹿茸的五
倍。2. 为幼犬和老年
狗提供完美的供应-它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和提高灵
活性。这将有助于您的小狗建立增加其免疫力。也
适合怀孕的狗和经过严重手术的狗。3. 颗粒型，易
于消化-这种补充剂可以很容易地撒在他们的食物
上。与粉末相比，颗粒不会在空气中飞扬。

NONGBUINFOOD

TATHIONGOLD

HEPYPETS Inc.

•Tel : 82-70-8200-0348
•Fax : 0504-184-6072
•E-mail : nongbuin@naver.com
•URL : www.nongbuinshop.co.kr

•Tel : 070-7503-5719
•Fax : 043-285-5719
•E-mail : resume86@naver.com
•URL : smartstore.naver.com/tathiongold

•Tel : 82-43-647-0507
•Fax : 82-2-6008-3754
•E-mail : hepyjumpy13@gmail.com
•URL : jumpy.co.kr

Ssial Food inc.
•Tel : 82-2-545-3648
•Fax : 82-2-6455-3648
•E-mail : kskim@crfood.co.kr
cr@crfood.co.kr
•URL : www.crfood.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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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水产品

cbgms.chungbuk.go.kr/ us

■Forust昆虫蛋白
Forust昆虫蛋白是一
种含有昆虫蛋白的宠
物食品。Forust不使
用任何可导致狗过敏
的家畜蛋白，通过使
用低变应原性昆虫蛋
白和人类级蔬菜它可
以给狗带来缓和。

农水产品

Entomo Co., Ltd
•Tel : 82-43-214-4403
•Fax : 82-43-215 4403
•E-mail : entomo.ych@gmail.com
•URL : entomo.kr/pc/

化学制品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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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ECOFIPRO GEL

■Non-skid Pavement coating materials

■De-N²O & NOx System

CMC是一种天然高分
子材料，产品环保，
广泛应用于全行业。
改善手感，增粘，分
散，保持白度，液体
产品稳定性，附着
力，保湿。
CMC化学性质稳定，
对人体无毒无害。

我们是一家专业生产
公共卫生杀虫剂的公
司，位于韩国。我
们最畅销的产品是
ECOFIPRO凝胶，
其目的是控制蟑螂作
为胶饵配方。该产品
的活性成分为0.05%
的氟虫腈，引诱效果
好，对蟑螂有快速击倒作用。

适用于抗滑性低、道
路平纵线形差、道路
侧滑事故交叉口、学
区、老年人保护区等
需要高能见度的危
险道路。它通过提高
车辆的抗滑性，唤醒
驾驶员和行人的注意
力，具有良好的诱导
安全驾驶的作用。

De-N²O&NOx去除
系统是一种通过使用
催化剂将N²O及NOx
等氮氧化物分解为N²
+ H²O 的设备。
ECOPRO的催化剂
可以以各种形式直接
生产，例如颗粒状，
多孔及蜂窝状，并且
可以根据操作条件和气体流入条件应用最佳的催化
剂。
ECOPRO的催化剂可以同时去除N²O和NOx。并
且可以在高压/常压条件下运行。

GLCHEM CO., LTD.

ECOREEN

HALLACHEMICAL CO., LTD

ECOPRO Co., Ltd

•Tel : 82-43-214-8933
•Fax : 82-43-214-8934
•E-mail : sjkwon@glchem.co.kr
•URL : www.glchem.co.kr

•Tel : 82-43-544-5600
•Fax : 82-43-543-6400
•E-mail : ydk9467@gmail.com
•URL : www.ecoreen.kr

•Tel : 82-10-3584-2688
•Fax : 82-0502-050-0500
•E-mail : halla33@hanmail.net
•URL : www.hcmma.com

•Tel : 82-43-240-7727
•Fax : 82-43-218-7771
•E-mail : whchoi@ecopro.co.kr
•URL : www.ecopro.co.kr

■RAVI HA SHEET

■Hot melt Adhesive

■Polyurethane waterproofing material

■色母粒

RAVI-HA片材是由
SBS改性沥青混合
料组成的自粘沥青片
材，高密度聚乙烯薄
膜(交叉层压HDPE
薄膜)和硅胶离型纸或
薄膜。RAVI-HA片
材是专门为自粘合到
制备好的基材而设计
的。因此，它可以提高沥青表面与沥青板之间的水
密性。

Aerochem Co.，Ltd.
是韩国最大的热熔胶
制造商之一。
我们以卓越的技术引
领着HMA市场。
我们的产品通过了
ISO 9001和ISO
14001认证。
我们的技术技能已通
过客户在各种HMA应用领域的认证，我们一直在
为客户的满意度而努力。
我们的最佳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

防水专用涂料。
聚脲
•纯聚脲。
•混合聚脲。
•可刷聚脲。
•透明聚脲
聚氨酯
•SCM-PRIMER
•SCM-BASE
•SCM-TOP

色母粒也称为浓缩物
在塑胶行业的一种术
语。其主要用于塑料
着色或添加各种功能
(防晒、电驻极等)。
三和企业是韩国最大
的色母粒制造商、具
有黑母粒的全自动化
系统而一日能够生产
60,000公斤。自1986年以来，我们已向50多个国
家出口了ISO9001国际标准合格的优质产品从而
获得客户的信赖与满意。多享受五分彩彩、活力的
塑料产品， 让三和当做您的秘诀!

RV COMPANY LIMTED

Aerochem co., Ltd

SCM INTERNATIONAL

SAMHWA

•Tel : 82-43-882-1800
•Fax : 82-43-882-1804
•E-mail : na-gunida@hanmail.net
•URL : www.ravi.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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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532-9041
•Fax : 82-43-532-9043
•E-mail : aerochem@hanmail.net
•URL : www.aerochem.co.kr

•Tel : 82-70-7739-6268
•Fax : 82-43-882-6268
•URL : www.scm-int.com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Tel : 82-2-2671-0477
•Fax : 82-2-2631-1462
•E-mail : info@samtech.kr
•URL : www.samtech.kr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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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prim W.S.P

■Metal Powder for 3D printing

■PVC STABILIZER

■Solid Surface

1. 增效作用：磺胺甲
恶唑与甲氧苄啶的最
佳组合
2. 水溶性好，服用方
便，口感好
3. 比喹诺酮类抗生
素更有效、更经济适
应症
-磺胺甲恶唑钠和甲
氧苄啶敏感菌引起的胃肠道、呼吸道及疾病的治疗
-鸡：支原体病、大肠杆菌性腹泻、沙门氏菌病。
-猪：胸膜肺炎、萎缩性鼻炎、支原体感染性肺炎
-狗：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和肺炎的治疗

HanaAMT有限公司
的3D打印金属粉末
具有良好的形状和流
动性，适用于层压工
艺。不仅如此，我们
开发了各种材料(镁
合金、铝合金、不锈
钢、铬镍铁合金、
钛、钴锆等)，为客户
提供方便。特别是用于3D打印的镁合金粉末在世
界上还没有生产，其技术已经被公认并有望在医疗
和轻量化应用中得到高度应用。

KD CHEM是一家专
业生产PVC稳定剂的
公司。现在我们专注
于环保型稳定器，与
传统系统相比，该稳
定剂可为客户提供类
似水平的性能，同时
保护环境。如果您对
PVC加工有任何疑
问，请随时联系KD CHEM

通常，韩国的固体面
板被誉为世界上最高
的质量。我们的产
品质量相当于或优于
LG、乐天、韩华。我
们可以生产760、910
和930mm宽的产
品。我们最大的优势
是我们可以根据客户
的需要生产定做的产品。质量好，低廉的价格和
定制化的生产将为需要韩国固体表面的领域提供
竞争力。

Seoul Vet Pharma Co., Ltd.

HanaAMT Co., Ltd.

KD Chem Co., Ltd.

SAEKYUNG GLOTECH Inc.

•Tel : 82-43-877-3900
•Fax : 82-43-877-3902
•E-mail : angrybulls75@gmail.com
•URL : www.svp21.com

•Tel : 82-43-211-0046
•Fax : 82-43-211-0048
•E-mail : jiwon716@hanaamt.com
•URL : www.hanaamt.com

•Tel : 82-31-493-6882
•Fax : 82-31-492-9860
•E-mail : eshong@kdchem.co.kr
•URL : www.kdchem.co.kr

•Tel : 82-43-211-8558
•Fax : 82-43-211-8228
•E-mail : choids301@skglotech.com
•URL : www.mileon.co.kr

■MG TNA-peri inj

■ORGANIC HIGH FARM

■Holographic & Reflective Heat Transfer Vinyl

■Biloba Tablet (非处方药)

MG TNA inj. / MG
TNA-peri inj。是
AIO（多合一）概念
的产品，含有葡萄
糖、氨基酸、脂质和
电解质，用于TPN，
是韩国第一款采用我
们自己的技术开发的
3-chamber bag。
您可以使用它快速和容易地混合打破密封室之间。
无需担心在制备TPN混合物时可能发生的污染，非
常安全。
由于它的低渗透压，MG-TNA可用于注射。可注
入周围静脉。

海鸟粪28.5+爱普生
盐1.5+天然石膏3.5+
泥炭66.5
土壤改良产品。
有机农业原料中含有
丰富的天然有机物料
【效果及产品特点】
•改善土壤和土壤结构
•持续均衡地提供营
养。促进作物生长
•含有丰富的天然有机物，包括海鸟粪和腐植酸
•从根到作物
•减少盐的伤害，防止重复耕作造成的伤害

[SAFETY] CPSIA认
证。孩子们周围绝对
安全。没有铅，没有
邻苯二甲酸。不要定
购可能含有毒性元素
的低质量产品。
[STUNNING LOOK]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款
尚未使用过的新颖产
品，请不要再看了。我们抓住你了！反思：你日日
夜夜都能脱颖而出！彩虹色/全息：在自然光下，
其闪烁的颜色像北极光一样变化。
闪闪发光：乙烯基内部有微小的星尘状颗粒，发出
微光。

银杏叶是银杏树的叶
子，其药用价值和营
养价值非常高，具有
很好的改善记忆力、
抗衰老的作用。银杏
叶提取物常被用于记
忆力的衰退，比如老
年性痴呆病的治疗，
对老年痴呆引起的头晕、健忘等症都有不错的疗效。
成分 : 银杏叶提取物 (80mg & 120mg)
功效：
1) 促进血液循环 2)改善老年性痴呆
3) 缓解焦虑 4)改善偏头痛
5) 改善神经功能障碍，如耳鸣、眩晕、听力减退等

Everlite Daegeon Co., Ltd

Korea Arlico Pharm. Co., Ltd.

MG Co., Ltd.
•Tel : 82-43-535-5680
•Fax : 82-43-535-5682
•E-mail : kasabian@medi-green.co.kr
•URL : www.medi-gree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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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ONJIBIO
•E-mail : cheonjibio@gmail.com
•URL : www.cheonjibio.com/eng

•Tel : 82-43-838-5317
•Fax : 82-502-264-5318
•E-mail : sales@everlite.co
•URL : www.everlite.co/en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Tel : 82-2-520-6949
•Fax : 82-2-587-5191
•E-mail : know2@arlico.co.kr
•URL : www.arlico.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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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urethane resin

■TREDIS (3D Sublimation Transfer Film)

■TFC-W1017

■SUPER OLIGO

夹芯板是一种建筑
材料，中间有苯乙
烯泡沫，两边用铁
板粘合。通常被称
为三明治板，因为
看起来像三明治。
这种粘合剂是用来粘
合铁心和铁板的，被
称为夹层板用聚氨
酯胶粘剂。TYC-1000系列是一种双组分建筑胶
粘剂，用于芯板和铁板的粘接，即使在恶劣环境
下长期使用，也具有很强的附着力和长期的耐久
性。TYC-1000系列是粘接EPS、XPS板、玻璃
纤维板、矿物纤维板等的产品。

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
家3D升华转印涂膜剂
的制造商。TREDIS
作为一个品牌，是一
款专为3D曲面升华转
印的胶片。TREDIS
在传输的同时执行高
产量，并具有以下特
性。TREDIS在伸长率
(超过300%)方面非常出色，在任何曲面上都有很强
的适应性。TREDIS与其他大多数薄膜所采用的铝蒸
发型无关。TREDIS使颜色绝对一致，稳定性好，快
干工业印刷。因此，我们没有脆性转移图像和没有粉
末。我们保证在底片上获得高画质和鲜艳的色彩。

将不同比例的有机化
学发泡剂与液体添加
剂混合后，通过对
每种混合物材料的分
析，掌握分散程度，
开发出新的粉末涂料
工艺，提高PVC墙
纸的质量。白度和泡
孔的改善优于其他产
品。

SUPER OLIGO是一
种通过特殊培养和发
酵技术生产的高功能
天然益生菌。
我们提供优质的家畜
饲料，具有优良的营
养和吸收能力。

TAE YOUNG

SongJeong Co., Ltd

TFC CO., LTD

FARMTEC

•Tel : 82-43-836-5887
•Fax : 82-43-836-5008
•E-mail : cjbag3@gmail.com
•URL : www.oktaeyoung.com

•Skype : lkr3751
•Wechat : speedup1111
•E-mail : lkr3751@sjchemi.com
•URL : www.sjchemi.com

•Tel : 82-70-5101-6285
•Fax : 82-70-8250-0600
•E-mail : chongsg@technofine.kr
•URL : www.technofine.kr

•Tel : 82-43-848-6221
•Fax : 82-43-848-6211
•E-mail : farmtec@hanmail.net
•URL : www.oligolabs.com

■Medical Grade PVC Compound & Tubing

■Acryl PSA(Pressure Sensitive Adhesion)

■BALGEUNRYUK

■GYFLEX-95 [Butyl Di Glycol Adipate]

我们一直为医疗器械行
业提供以下产品，用于
生产I.V.套、输液器、
血袋、肠内喂养装置和
其他医用耗材。
1. 医用PVC化合物(无
DEHP和DEHP)
2. 医用PVC管(无
DEHP和DEHP)
3. 医用TPE/TPU管

1. 特征
① 附着力强
②硬度高
③ 优异的耐溶剂性
④不可转移性
⑤ 优良的透明性
⑥优良的染料
2. 应用
① 窗膜
②安全膜
③ PPF膜
④保护膜
⑤ 聚氯乙烯薄膜

发根力利用乳酸菌溶
解不易吸收的肥料。
此外，增加对疫病的
抵抗力，抑制疫病和
枯萎，而且增加有益
微生物，也可以跟其
他肥料混用，促进吸
收和生物生长。

GYFLEX-95增塑剂
对橡胶和PVC具有
广泛的耐寒性和耐热
性。
用于汽车零件，软
管，轮胎油管，垫
片，PVC电线。

CHANGYOUNG Chemical Co.

WOOIN CHEMTECH

FM AGTECH

GEO-YOUNG CORPORATION

•Tel :82-43-881-3290
•Fax : 82-43-881-3292
•E-mail : cychem4u@naver.com
•URL : www.cyche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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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83-9811
•Fax : 82-43-883-9814
•E-mail : hanyu1@naver.com
•URL : www.wooinchemtech.co.kr

•Tel : 82-43-878-0277
•Fax : 82-43-237-8128
•E-mail : fmagtech1994@daum.net
•URL : www.greenagris.co.kr/en/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Tel : 82-2-596-7648
•Fax : 82-2-596-7649
•E-mail : gyc93@gyc93.com
•URL : www.gyc93.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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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HO Trans oil

■Emulsifier, Dispersant, Antifoamer

■Specialty Gases(Ne, Xe, Kr)

■Si-Star Liquid

SHINHO Trans Oil
在油浸式变压器和油
冷凝器中具有优异的
绝缘和冷却功能。
我们的产品是从精选
的基础油中经过优化
的精制工艺制成的。
我们生产的绝缘油质
量最好，优于韩国标
准KS和IEC 60296、ASTM等国际标准。
我们的产品具有优良的闪点、倾点、蒸发、氧化安
定性和击穿电压。使用我们的产品有助于变压器最
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延长其寿命并减少停机时间。

Inspire Chemicals
是一家生产和供应乳
化剂、分散剂和消泡
剂的公司。产品广泛
应用于农药、环保、
水泥外加剂、水泥粉
磨剂、纺织加工等领
域。我们的乳化剂具
有最佳的乳化性能，
分散剂表现出特殊的分散能力。消泡剂可以使艰难
的工作也轻松实现。我们将为您提供适合您所需的
化工产品。借助我们出色的化学技术和专业知识，
可以轻松解决您的难题。

TEMC是在韩国生产
特殊气体的企业，有
自己的工厂，并在供
应生产半导体和显示
屏的制造企业中，一
直有着优良的信誉。
为了能够满足客户的
各项需求，我司一直
持续地进行着R&D
的投资，并一直在Rare Gases, Etching Gases,
Implantation Gases, Mixture Gases等其他特殊
气体的领域里有所涉猎。有任何建议或合作意向，
欢迎您们随时联系我司，进一步进行详细商讨。

化肥的使用长期有效，
但问题是土壤酸化。土
壤也是无机、有机和微
生物共同生活的有机
体。硅在土壤中的元素
中占很大比例。但天然
硅酸不适用于农作物。
然而，经过热处理的水
溶性硅酸盐对植物有很
好的吸收效果。水溶性硅酸盐在土壤中的作用
酸性土壤的中和：硅星是碱性和中和性酸性土壤。
促进作物对磷酸盐的吸收。控制氮素吸收：生产优质
作物。改善土壤元素的物理性质：促进根系供氧，控
制微生物生长。土壤净化：防止有害微生物的感染。

SHINHO CHEMICAL CO., LTD.

ISPIRE CHEMICAL Co., Ltd.

TEMC Co., Ltd

MYOUNGJEONBIO Co., Ltd

•Tel : 82-43-883-5180
•Fax : 82-43-883-5182
•E-mail : cookies28@nate.com
•URL : www.shor.co.kr

•Tel : 82-10-8465-0046
•Fax : 82-43-232-6833
•E-mail : inspirechemical@naver.com

•Tel : 82-43-298-3333
•Fax : 82-43-544-3339
•E-mail : dhlim@temc.co.kr
•URL : www.temc.co.kr

•Tel : 82-43-716-0010
•Fax : 82-43-532-7020
•E-mail : mjbio12@naver.com
•URL : www.mjbio.co.kr

■Tiger Foam

■CMMA solid surface

■SELLCOAT

■Vatencel® (Cellulose nanofibrils)

Tiger Foam是一种
单组分聚氨酯泡沫塑
料，其能在空气中对
湿气作出反应而变硬
当形式是从罐内喷出
时，使用方便，并可
用来填补各种间隙
具有优异的泡沫和粘
合强度，具有优异的
绝缘、隔音和保温性能。

最新的CMMA固体面
板，我们最大限度地
减少了丙烯酸和聚酯
固体面板的缺点并将
其优势最大化。它是
一种聚酯和丙烯酸树
脂的混合物，通过特
殊技术制造出一种形
状的混合产品。整体
式背面喷溅只在我们的生产中提供。
所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新一代的固体面板。

Daemyung建筑技术
公司成立于1988年。
我们有30年的经验，
生产高品质的矿物地
板产品。Sellecoat是
一种环保型无机地板
材料。

Vatencel ®是一种纳米纤维

Seunghyun Co., Ltd

WORLD BMC CO., LTD.

DAEMYU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Nature CosTech Co., Ltd.

•Tel : 82-43-537-4933
•Fax : 82-43-537-4934
•E-mail : sg.kim@seunghyun.kr
•URL : www.seunghyu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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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533-2468
•Fax : 82-43-533-2464
•E-mail : wbmc2002@hanmail.net
•URL : www.worldbmc.com

•Tel : 82-2-831-1560
•Fax : 82-2-831-1563
•E-mail : dmcst@dmcst.com
•URL : www.dmcst.com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素,木材的主要成分是纳米
颗粒。
Vatencel ®用作保湿、皮肤再
生、皮肤弹性、防晒的化妆
品原料。
[环保原料]
1) 天然植物产生的环保原料
2) 主要成份为葡萄糖
(glucose),安全天然多糖(polysaccharide)
3) 对敏感肌肤无刺激性

•Tel : 82-43-265-0809
•Fax : 82-43-275-0809
•E-mail : nacostech@gmail.com
•URL : www.naturecostech.co.kr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39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Optically Functional Coating & PSA Films

■GR SPLINT

■BFT-500K

■PETRO HACKER

[高功能Coating
Films]
TAEGWANG
M-Tech有限公司是
一家充满活力、富有
挑战性和创造性的企
业，为有价值的客户
提供我们的功能性涂
料和胶粘膜。特别
是我们的主要产品，防散射膜、防眩光膜、防雾
膜、OCA和Hii-Wetting保护膜，可满足从一般制
造业到最新IT显示行业的各种客户需求。

GR CAST®是一种矫
形的固定带，通过在
正确的位置成型，使
骨折或受损肌肉得到
治愈。它由100%聚
酯纤维和硬化树脂制
成，重量是石膏绷带
的1/5，比石膏绷带
强25倍。具有以上特
点，可塑性、安全性和耐久性方面都远远优于玻璃
纤维制品。还可以提供各种样式的玻璃纤维产品，
满足客户的利益。

BFT-500K是一种
丙烯酸型聚羧酸减水
剂，由于空间和静电
排斥作用，具有较高
的分散性能和坍落度
保持时间，是聚合物
结构的一部分。
此外，其良好的分散
保持时间使长距离运
输、调整硬化时间、制造优质混凝土成为可能适用
于建筑工地。

PETRO HACKER
可安全使用于各种燃
料，并符合美国/欧盟
相关规定。
1. 燃油效率提高
通过碳平衡试验和流
量计试验，PETRO
HACKER 被证明可
以显著节省燃料。
2. 经验证的性能
正式测试结果和许多国家真实用户的大量测试都显
示出PETRO HACKER的产品与众不同，产量增
加，行驶平稳，省油。

TAEKWANG M-Tech Co., Ltd.

YOORIM CORPORATION

B AND B CO., LTD

GES Korea

•Tel : 82-43-857-0227
•Fax : 82-43-857-0228
•E-mail : master@tkm-t.com
•URL : www.tkm-t.com

•Tel : 82-70-4667-4995
•Fax : 82-43-883-3906
•E-mail : info.yoorim@daum.net
•URL : www.tkm-t.com

•Tel : 82-31-377-7833
•Fax : 82-31-376-9786
•E-mail : bnbchem@hanmail.net
•URL : www.bnbchem.com

•Tel : 82-70-7841-7766
•Fax : 82-43-647-2253
•E-mail : geskc1@gmail.com

■Industrial Sulfur Powder

■Sunghoclean(Carboxylic polymer)

■Industrial Gelatin

■SERATAN [MG-6000]

包装：25公斤净/ PP
袋内衬PE袋装一件
联合国编号1350
CAS号7704-34-9
[托盘包装]
(例1)1.8吨/托盘x 10
托盘= 18吨(20英尺
集装箱)
(例2)在20英尺集装箱
中1.0吨/托盘x 20托盘= 20吨
(例3)2.0吨/托盘x 10托盘= 20吨(20英尺集装箱)
选择一个您喜欢的。

Sungho Clean(羧基
聚合物)
SUNGHO CLEAN可
防止腐蚀和清除氧化
皮(钙垢、氧化铁垢)，
不会损坏管道表面。
在材料表面形成薄
膜，防止二次腐蚀。
无需对废水进行中和
处理。分散氧化皮(主要是钙、镁、SiO2、Fe2O3)，
清洗力强。
经韩国政府认证的专利材料，用于防止锅炉、冷却
系统、热交换器和饮用水管的腐蚀和除垢，以防止
金属和金属部件表面的腐蚀。

KIC. gelatin
specialist, 三十年以
上提供了高品质的技
术明胶装订和图形。
装订和图形需要高粘
性和低杂质含量

该产品可防止建筑物
着火时将火蔓延到上
层或侧面。该产品已
根据韩国《建筑法》
获得了认证。它由有
机和无机材料组成。
安装方便，防火、隔
音、隔热、气密性
好。

SAEMWOO CHEMICAL CO., LTD

SUNGHO Chemical Co., Ltd

KIC LTD.

MAGACHEM Co.

•Tel : 82-2-573-7837
•Fax : 82-2-573-7838
•E-mail : general@samusulfur.com
•URL : www.samusulf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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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74-0427
•Fax : 82-43-263-0427
•E-mail : soibal@hanmail.net

•Tel : 82-31-906-1791
•Fax : 82-43-906-1793
•E-mail : sales@kooyong.co.kr
•URL : www.kooyong.co.kr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Tel : 82-43-537-5677
•Fax : 82-43-537-5674
•E-mail : magachem@magachem.com
•URL : www.maga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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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Tar, Road-Line

■Insucoat

■Aquarium Acrylic panel

■Arukah

Road-Tar是一种不
需清除全部路面的快
速养护混凝土沥青路
面修补材料。
在小型设备使用起来
非常简单容易。
Road-Tar在高速公
路上具有长效的防滑
表面，使用寿命长达
4年。它拥有许多相关专利。
Road-Line是一种特殊的优秀道路线，可长期使
用而不会破坏玻璃豆，可在1~2年后发光。。

轻质搀合料是一种
节能、环保的保温
材料，具有优良的保
温、防潮、隔音性
能。因为它有很高的
热保护效果。产品具
有优良的防结露和抗
菌功能，通过阻隔直
接影响工艺的热量，
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温差，防止冷凝的薄弱环节。

MSS韩国有限公司是
一家具有很强竞争力
的专业公司，从事尖
端、高品质亚克力片
材的生产、加工和施
工。我们的专业亚克
力片材生产线设在韩
国。我们可以通过提供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高质量的“韩国制造”产品来帮助您的业务。感谢您
对我们公司的兴趣。MSS KOREA's的丙烯酸生产
能力为20~450MM厚，不连续，标准尺寸为9.0m x
3.0m。MSS韩国公司生产了世界上最大的（弧长12
米）3D亚克力穹顶。MSS韩国技术值得您信赖。

Arukah是由
Goldleben’
s 公司长
期的努力和研究而开
发的产品。Arukah通
过混合从积雪草中提
取的成分和由滴定提
取物制成的固体粉末
来提高功效。Arukah
含有积雪草的4种主
要活性成分。Arukah具有皮肤再生、改善皱纹、
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等多种功效，可应用于各种化妆
品。

Roadchem Co., Ltd.

CNTECH PLUS CO., LTD.

MSS KOREA CO., LTD

Goldleben inc.

•Tel : 82-2-419-7584
•Fax : 82-2-422-3710
•E-mail : roadchem@roadchem.kr
•URL : roadchem11.en.ec21.com

•Tel : 82-70-8714-3020
•Fax : 82-50-4405-1511
•E-mail : kimjp1@naver.com
•URL : www.insucoat.co.kr

•Tel : 82-43-534-8608
•Fax : 82-0504-372-8608
•E-mail : msskorea@gmail.com
•URL : www.msskorean.com

•Tel : 82-43-260-0710
•Fax : 82-43-260-0723
•E-mail : info@goldleben.com
•URL : www.goldleben.com

■Nitrous Oxide

■Rutilo 501

■PP & PE Flim

■Orafang tablet

FRD有限公司一直在
制造充电，销售特殊
气体，预燃器，半导
体零件。自2013年成
立以来，我们一直为
客户提供产品。

501号是自涂陶瓷玻
璃膜的涂料，甚至
最高0.1%的防水效
果。持续时间比401
号长。
一次涂膜持续3～6个
月，效果最佳。具有
防水、防紫外线、保
持常温、防冰
干燥时间：室温下2小时
耐久性：最长12个月

环保-是环保材料，
没有有害成分或气
味。低密度和低二氧
化碳-低密度使产品
轻量化和低二氧化碳
排放。优异的热封接
力-具有优异的机械
强度，特别是热粘合
强度和冲击强度。高
耐热性-由于其高耐热性，即使在灭菌后也具有优
异的薄膜外观。安全-在处理时不会爆裂。

▶适应症：结肠镜检
查肠道准备（X光、
内窥镜）
▶特点
•世界第一！递增改
造药物！口服制剂
•采用专利水溶性薄
膜包衣技术制成的片
•安全性：通过在韩
国主要综合医院进行的III期临床试验证明有效

FRD Co., Ltd

Goldleine

HWAIN Chemical CO., Ltd

Pharmbio Korea Inc.

•Tel : 82-70-4492-7823
•Fax : 82-43-536-0399
•E-mail : frd@frdbiz.com
•URL : www.frdbi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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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70-7795-4989
•Fax : 82-43-211-4987
•E-mail : goldleine@naver.com
•URL : rutilo.co.kr

•Tel : 82-43-532-6000
•Fax : 82-43-532-7000
•E-mail : hwainchem@daum.net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Tel : 82-43-849-0000
•Fax : 82-43-849-0009
•E-mail : sihan@pharmbio.co.kr
•URL : www.pharmbio.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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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BURN-FULL COMBUSTION
INDUCING AGENT

■CURESORB-PDO

■Adhesive Tape

■ABS resin

CURESORB PDO
主要由高纯度的对二
氧环烷酮合成。具有
生物可降解的特点，
可用于多种医疗领
域。目前广泛用于外
科缝线。

NDFOS，领先的现
代工业，在粘合剂
领域独树一帜用于
TSP的双面胶带粘
在智能手机显示屏之
间和触摸屏面板。除
了智能手机，它还被
用于OLED电视、电
动车、平板电脑、电
子书、智能手表等设备，笔记本电脑。NDFOS
双面胶带应用于各个行业，如智能手机TSP以及
前/后、摄像头、主页按钮、用于装饰。

ABS是由丙烯腈、
丁二烯和苯乙烯合成
的。ABS在各种温
度下都能保持极好的
抗冲击性，以及抗
张强度、刚度和耐热
性。丙烯腈提供耐热
性和对非极性溶剂的
耐受性。丁二烯具有
橡胶性和抗冲击性。苯乙烯还具有良好的加工特
性。ABS的优点是这种材料结合了丙烯腈和苯乙烯
聚合物的强度和刚度以及聚丁二烯橡胶的韧性。

什么是ECOBURN？
ECOBURN的技术
与其他过分强调的表
面活性剂添加剂完
全不同。燃烧后洗
去碳。ECOBURN
是世界上唯一一
种预燃烧处理技
术。ECOBURN可安
全使用于各种燃料，汽油、柴油、煤油、重油、生
物燃料、液化石油气等。ECOBURN改善了燃油
质量，提高了燃油效率。ECOBURN的效果在许
多国家通过了大量的试验证明。ECOBURN可减
少CO、PM、SOx、VOCs等。

Cure Biotech Co., Ltd.

NDFOS Co., Ltd

Hyungje chemical

ECOBURN International Co., Ltd.

•Tel : 82-43-216-6700
•Fax : 82-43-216-6701
•E-mail : david.kim@curebiotech.co.kr
•URL : www.curebt.kr/

•Tel : 82-2-782-7791
•Fax : 82-2-786-3480
•E-mail : sniper510@ndfos.com
•URL : www.ndfos.com

•Tel : 82-43-878-9910
•Fax : 82-43-878-9920
•E-mail : 6720047@hanmail.net
•URL : www.hjcmc.co.kr

•Tel : 82-43-647-2876
•Fax : 82-43-647-2253
•E-mail : ecoburn_info@naver.com

■MAMMA-SOMA

■ZETA

■INNOSLIP - E Series

■Verti-Drain

MAMMASOMA(Sow Milk
Stimulator)
MAMMA-SOMA是
一种多功能、多用途
的母猪乳汁分泌促进
剂，由29种营养素组
成，用于提高产奶量
和产仔数，延长母猪
经济寿命，改善仔猪体重均匀性和断奶重。
活性成分
•有机铁, 有机铬, 传统草药, 酶, 酵母培养, 维生素
和矿物质预混料, 风味

Zeta肥料将任何肥料
的混合物转化为相互
反应，减少肥料的损
失，帮助作物吸收所
有养分。肥料能最大
限度地提高农作物的
生产力，同时增强和
帮助农作物的免疫系
统，降低盐分。除了
促进增长，还可以防止随后的失败，显著减少劳动
力，并显著提高肥料效率。

INNOSLIP-E系列
芥酸酰胺是一种非常
有效的助滑剂，特别
适用于PP、LLDPE和
低密度聚乙烯薄膜。
它的特点是低波动
性，高滑移性能，以
及热稳定性好。它是
一种主要的酰胺类物
质，由蔬菜制成并被广泛批准用于食品接触材料。
•化学名称：芥酸酰胺
•CAS号：112-84-5

塑料排水板(PVD),
具有良好和稳定
的物理、机械和
水力特性。通过
ISO、CE、R-mark
和Q-mark认证。适
用于最深60米。
全球供应超过8亿延
米。年产量超过1.2
亿延米。

SOMA INC.

HUMANCONTROLS CO., LTD

Pathwel Co., Ltd

DAEHAN i.m. Co., Ltd

•Tel : 82-43-878-0591
•Fax : 82-43-878-0592
•E-mail : pyak900428@gmail.com
•URL : www.ssoma.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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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57-9592
•Fax : 82-43-857-9594
•E-mail : humancontrol@naver.com
•URL : www.humantech2000.com

•Tel : 82-43-535-7890
•Fax : 82-43-535-7897
•E-mail : ea.park@pathwel.co.kr
•URL : www.pathwelglobal.com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Tel : 82-43-877-2969
•Fax : 82-43-877-2968
•E-mail : daehan@geosko.com
•URL : www.geosk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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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lear    

■CeraSeal

■FIT-APO

该产品是一种由
100%环保材料制成
的单组分无机涂料，
在室温下可在混凝
土、砂浆和金属等各
种表面形成瓷漆涂
层。传统的高温搪瓷
加工工艺只能在高温
下进行，是TSK涂料
自然获得搪瓷的先进新工艺。由TSK涂层形成的涂
层耐紫外线、耐久性好，具有优异的不燃性、耐水
性、耐化学性和耐沾污性。使用后与空气中的水分
反应干燥迅速，完全硬化后可获得6H硬度。

TE BioS的人工角膜
C-Clear用于全层角
膜移植术中，以代替
捐赠者角膜。
C-Clear由100%聚
合物制成，相互连接
的超多孔结构能改善
细胞的附着和增殖，
增加人工角膜的机械
强度和活体适合性。
与其他产品相比，C-Clear的机械强度提高了3倍
以上，足以承受眼压。

CeraSeal是一种基
于硅酸钙的根管封闭
剂，为根管组织提供
最佳的生物相容性环
境。其中包含的氢氧
化钙具有抗菌作用，
可以消除根管内的细
菌。而且因为它的体
积永远不会改变，密
封能力是绝对完美。

<标准药物>
-主要成份：浓缩甘
油50g 100mL
-功效：便秘，排泄
肠道
-使用方法/容量：
成人-每次给药15克
浓缩甘油/儿童-每次
10克(20毫升)，6-11
岁儿童每次5克(10毫升)；1岁或以下儿童每次服用
2.5克(6.5毫升)
-根据年龄、症状选择合适的剂量

SANAEUM

TE Bios, Ltd

Meta Biomed CO,. LTD

GRE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Tel : 82-43-231-7833
•Fax : 82-43-231-7834
•E-mail : sanastl@naver.com

•Tel : 82-43-218-4944
•Fax : 82-43-218-4945
•E-mail : te@tebios.com
•URL : www.tebios.com

•Tel : 82-43-218-1981
•Fax : 82-43-217-1984
•E-mail : dental@meta-biomed.com
•URL : www.meta-biomed.com

•Tel : 82-43-534-1144
•Fax : 82-43-534-1146
•E-mail : yonk14@naver.com
•URL : www.greenpharmaceutical.co.kr

■Cleanbait Power

■Medi lens

■Ezi-Crown Start Kit

■医疗器械制造

Cleanbait Power 是
由Kukbo的独家技
术合成的一种优良产
品。这种诱饵对蟑螂
有多米诺骨牌的杀灭
效果。当经过治疗的
蟑螂死在它们的窝藏
地时，这种诱饵的效
力仍然存在于尸体和
粪便中。利用蟑螂以尸体和排泄物为食的习性，产
生多米诺骨牌杀戮效应。由于该产品对人类和牲畜
的毒性低，比其他农药安全得多。

为了消毒和清洁，我们使
用高温蒸汽（>=121℃）
和水（>=95℃）进行自
动清洗。
1. 清洁和冲洗
1）用该溶液彻底清洁和
冲洗镜片两侧。如需额外
清洁，将3滴溶液滴在镜
片表面的一侧，轻轻擦拭
20秒并冲洗干净。2）用适量的溶液除去镜片表面
的残留物，并冲洗镜片两侧
2. 消毒和蛋白质去除
为了消毒镜片并去除蛋白质，用隐形眼镜盒将镜片
浸泡在溶液中6小时。

Ezi-Crown LC提供
了一种制作临时嵌
体，高嵌体，冠和桥
的简单方法。
其用于创建临时修复
体，以在间接和修复
牙齿治疗过程中放置
在患者的口腔中。
它提供了非常准确的
临时和极好的边缘。
无需混合：轻松快捷
不发粘：出色的处理
不乱：完美的遮挡精度

Noanix制造并提供
用于医疗设备的涂
料和涂料系统。涂
层具有药物洗脱性、
亲水性、疏水性（聚
四氟乙烯、有机硅
和帕利烯）、抗菌
和抗血栓。公司通过
ISO9001/13485认
证。

Kukbo Science Co., Ltd

Hankook Medicare Co,.Ltd

MEDICLUS Co., Ltd

Noanix Corporation

•Tel : 82-43-264-7767
•Fax : 82-43-267-7769
•E-mail : kukbo@kukboscience.co.kr
•URL : www.kukboscience.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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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82-9841
•Fax : 82-43-882-9840
•E-mail : yjw90418@naver.com
•URL : www.hanmedi.net

•Tel : 82-43-211-2877
•Fax : 82-43-211-2866
•E-mail : sales@mdclus.com
•URL : www.mediclus.co.kr

化学制品

化学制品

■High Brightness Reflector Coating
Material TSK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Tel : 82-43-905-0972
•Fax : 82-43-715-9202
•E-mail : sales@noanix.com
•URL : www.noan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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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gms.chungbuk.go.kr/ us

化学制品
■Koromon Inj

■BUGS-PET Veggie-mix

活性成分：重组人促
红细胞生成素
适应症：
1.透析患者贫血伴慢
性肾功能衰竭的治疗
2.尚未接受透析的患
者的症状性肾性贫血
的治疗
3.预防婴幼儿和成人
贫血，提高自体血产量
优点：Fetal Bovine Serum（FBS）& Human
Serum Albumin（HSA）在生产过程和剂型中从
未使用过。预充注射器：注射前的唯一步骤是取下
盖子。剂量调节方便

“Bug's Pet“
是专门从事食用昆虫宠
物零食的首家品牌。
给你的宠物喂烤箱烤饲
料，可以减少过敏的
原因！
“低变应原的 Bug's
Dog”
- 韩国国产有机饲料
- 没有牛肉,没有羊肉,没有鱼,没有鸡肉 - 不加糖的烤
箱饲料 - 低致敏成分 - 高适口性
宠物肚子上温顺的韩国有机"麦片虫"饲料，是一种环
保的有机产品。

Hankook Korus Pharm Co., Ltd

化学制品

•Tel : 82-43-644-8456
•E-mail : Kykim@koruspharm.co.kr
•URL : www.koruspharm.co.kr

■SIO-FARM

低过敏性蛋白质饲料,由有机膳食虫制成。

Agricultural Company Woosung Co., Ltd
•Tel : 82-1600-2374
•Fax : 82-50-7088-0398
•E-mail : bugs-pet@naver.com
•URL : www.en.bugs-pet.com

塑料，
橡胶和皮革产品

植物生长促进剂水溶性二氧化硅
（500ml，1L，
5L，20L）
利用纳米二氧化硅的
碱性。包含约30种必
需的微量元素并释放
阴离子。利用波长范
围为5~20微米（μ）的远红外辐射
[效果和特点] ① 土壤改良 ② 提高发芽率和生长效率
均匀性 ③ 提高作物质量，增加产量 ④ 减轻低温冷害
增强抗倒伏能力 ⑤ 促进根系生长，提高生根潜力 ⑥
提升色彩，光泽，增加糖度 ⑦ 角质层上形成二氧化
硅双来保护层防治病虫害 ⑧ 营养均衡，植物抗衰老

JOYBIO CO., LTD
•Tel : 82-43-716-0073
•Fax : 82-43-716-0074
•E-mail : jb0073@joybio.co.kr
•URL : www.joybio.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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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箱子

■SOFFKIN

■FAAN

■ALU ALU COLD FORM FOIL

I&S成立于2003年，
是家具、箱包、汽车配
件用PVC的先驱制造
商。SOFFKIN产品功
能多样，功能齐全，设
计精良。是一种高级产
品，让你感受到其他公
司产品所没有的奢华品
质，并可以根据用途使
用各种富有表现力的方法，如弹性、表面感觉和颜色方
案。我们提供生态友好性，所有的人都可以信赖，基于
长期的产品开发技术，考虑到安全性和环境，采用全球
公认的原材料。I&S公司将继续努力做一个诚实的公司，
通过不断的新产品开发和质量改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FAAN是一种特别发
泡的PVC泡沫板。具
有轻巧美观的表面，
也易于切割和加工，
有不同的图案和颜
色。因此，它可以在
各个领域替代木材。

•Alu-Alu冷弯成型适
用于需要形成空腔的
应用，同时保持最高
的屏障保护。这些包
括药片和胶囊包装。
•结构：OPA/AL/
PVC
•主要特点
1. 对湿气、氧气、
其他气体、光线和紫外线具有很高的阻隔性
2. 在ICH条件下保持阻隔性能
3. FDA DMF&21 CFR和EC 1935/2004 LFGB

该预制产品已获得10项
专利。 我们将与我们
的客户一起保护全球环
境，降低成本，节约资
源。在包装、分类、装
载、运输等过程中使用
的托盘、箱子、货架、
转向架、机架和保护垫
可立即提供，无需任何模具。
我司的所有产品都作为专利进行开发和商业化，与
现有产品有明显区别。
1. 尺寸可根据需要制作（公差范围2~3mm）
2.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损坏，仅更换损坏的构
件，并立即在现场恢复原状。

I&S Co., Ltd.

S.M MOULDING CO., LTD.

Korea Aluminium Co. Ltd.,

Sangjin ARP Co., Ltd.

•Tel : 82-70-4088-4341
•Fax : 82-43-715-5340
•E-mail : soffkin@ianes.com
•URL : www.soffkin.co.kr

•Tel : 82-43-882-0671
•Fax : 82-43-882-0675
•E-mail : master@smmoulding.com
•URL : www.faandecor.com

•Tel : 82-43-836-8801
•Fax : 82-43-836-8804
•E-mail : jasonachoi@gmail.com
•URL : www.koal.co.kr

•Tel : 82-505-720-0800
•Fax : 82-505-720-0801
•E-mail : jslim0527@naver.com
•URL : www.sangjinarp.com

■聚碳酸酯

■PET薄膜

■温室薄膜

■CPVC

聚碳酸酯是构
成Archilight和
Cleanlight的主要材
料之一，是我们这一
代人所知的最发达
的聚合物之一，其卓
越的品质表现出高水
平的抗冲击性、透明
度、轻巧性和灵活
性。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材料，覆盖了过去传统玻璃
或塑料制品的所有弱点。尤其是聚碳酸酯所能展现
的卓越性能，不仅为传统建筑空间带来无限的可能
性，而且还延伸到电子和工业领域。

PET薄膜是一种工
程塑料，广泛应用于
各种工业领域医疗领
域，工业用和显示光
学，并在我公司的洁
净室制造工艺足以满
足客户的各种需求。
OCA-胶粘载体膜
轻、重离型膜
•光学-LCD和Mobile process /NCF离型膜
•FLUORINE-透明氟素离型膜（轻）
•电气-抗静电/电气材料
•工业红外屏蔽膜/胶带释放膜标签

自1974年成立以来，
我们与客户一起发展
了40多年。作为韩国
的领先制造商，我们
承诺成为您可靠的合
作伙伴，生产温室薄
膜和塑料行业的最佳
产品。
项目：Greenhouse
Film、PC、PET、PMMA

1）什么是
CPVC(Chlorinated
Polyvinyl Chloride)？
CPVC是一种氯代合
成树脂，与现有PVC
相比，它在增强耐热
性、耐钢筋性、抗冲
击性、机械强度。
2）CPVC的效用
洒水管道系统（消防用）
工业化学管道系统（工业用）
冷热水管道系统（施工用）
自1959年CPVC在美国应用以来，CPVC已广泛应
用于消防、建筑等领域。

DongShin Polychem Co., Ltd

Zerontec Co., Ltd

Taekwang New Tec Co., Ltd

JEONGSAN AIKANG CO., LTD.

•Tel : 82-43-284-4266
•Fax : 82-43-288-9865
•E-mail : sales@dspolychem.com
•URL : www.dspoly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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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83-4501
•Fax : 82-43-883-4503
•E-mail : lylose707@zerontec.co.kr
•URL : www.zerontec.co.kr

•Tel : 82-02-3662-2367
•Fax : 82-02-3661-7513
•E-mail : jbk@plastar.co.kr
•URL : www.plastar.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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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723-2007
•Fax : 82-43-723-2008
•E-mail : overseas@jsak.co.kr
•URL : www.jsa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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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ISELITE

■Pvc Add-Onsheet

■PPF Film

■Surface Protection Film

“ NOISELITE ” 是
由熔喷法制成的超细
纤维和异形中空短纤
维，以及通过在大量
空气层之间折叠最大
化净结构纤维层的超
细纤维层组成，从而
构成性能最高的超细
纤维吸波材料。

1. 这是一种经济的方
法，不需要拆除现有
的防水层和推层。
2. 干燥办法中不存在
因水分和冷凝而产生
的缺陷。3. 它是一种
节能型的隔热防水系
统。4. 极高的延伸
率，完美地抵消了克
雷格和建筑物的行为。5. 单层系统易于维护。
6. 这是一个已经建造了50年的系统，在国外已经
得到了证明。7. 不需要养护期。
8. 不受天气影响。

本产品研制目的是保
护摩托车、汽车、火
车甚至飞机的表面
免受任何额外的损
害。特别是在开车或
停车时，防止其表面
受到外部损坏是非常
显著的。主要分为
TPU、PVC等。
- 特征- 抗黄/高光泽、即时自我修复

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
保护各种表面免受轻
微损坏和污染。易剥
离，无残留。可在不
同的薄膜材料，尺
寸，粘合强度和可打
印的公司标志。

IKSUNG CO., LTD.

Creative products

ENB Co., Ltd

SEIL HITEC CO., LTD

•Tel : 82-43-881-2724
•Fax : 82-43-881-2718
•E-mail : iksung1@chol.com
•URL : www.iksung.net

•Tel : 82-32-343-5232
•Fax : 82-32-344-5232
•E-mail : hsh3699@naver.com
•URL : www.cjocnt.com

•Tel : 82-43-770-7770
•Fax : 82-43-770-7778
•E-mail : sales@enbkorea.kr
•URL : www.enbkorea.kr

•Tel : 82-43-216-3511
•Fax : 82-43-217-2348
•E-mail : kv-park@seilhitec.com
•URL : www.seilhitec.com

■WooReongi

■PB PIPES & FITTINGS

■Bio Wrap

■阻水胶带和纱线

用滴灌线直接浇灌根
系。用来浇灌室内的
灌溉管道。预防炭疽
病、病虫害。
用精心设计的壶夹固
定滴水软管。缩短浇
水时间。(大约2-3分
钟)与高架灌溉相比，
可节水50~70-。
用分水岭均匀浇灌。从一系列尺码中选择。

Aikang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3年，是韩国专
业生产冷热水供应和
地板采暖用“PB管材
及配件”的领先制造
商。PB管材由高分子
聚合物聚丁烯制成，
被认为是石油化工领域
的最佳产品。我们的管
道连接方式是推压配合系统，工作非常方便，可以大
大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开发了“PnP(PipeinPipe)系
统”用于暴露管道系统。有了我们的PnP系统，你可
以防止水管中间漏水，如果我能降低施工成本，你可
以签字。so-PB产品和PnP系统的特点如下。

可生物降解PVC食品
保鲜膜是为了保护全
球环境。
环保生物包装是通过
先进的韩国技术
Human-Friendly 原
料而制作的。
[生物包装的主要特
点]
保持水果和蔬菜更加绿色，
保持肉类、家禽和海鲜更新鲜，
保持发酵食品的味道和刚做的一样。

Deuk-Young Co.,
Ltd.自1984年成立
以来，一直供应止水
带和阻水纱。DeukYoung在韩国首次
设计了产品，并以其
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国
内外电线电缆市场客
户的一致好评。特
别是Deuk-Young的阻水胶带和阻水纱线有助于
生产高质量的光纤、高压、中压和海底电缆。此
外，QA、QC和R&D部门从1993年开始，本着最
注重质量的原则，生产和供应世界一流的产品，以
确保客户的可靠性和满意。

Hwaseong Industrial Co., Ltd.

Aikang Co., Ltd

SiorChem

DEUK-YOUNG Co., Ltd.

•Tel : 82-2-2060-6310
•Fax : 82-2-2060-6330
•E-mail : juseog@naver.com
•URL : www.aikang.co.kr

•Tel : 82-10-2038-8621
•Fax : 82-504-468-8621
•E-mail : siorchem@gmail.com
•URL : www.Siorchem.com

•Tel : 82-43-882-2451
•Fax : 82-43-882-2457
•E-mail : sales@deukyoung.co.kr
•URL : www.deukyoung.co.kr

•Tel : 82-43-732-6256
•Fax : 82-43-732-6257
•E-mail : hs7326256@naver.com
•URL : www.hspot.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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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WRAP

■Pvc 保鲜膜

PVC包装膜具有良好的
附着力、透明度和防雾
性，适用于水果、蔬菜
等食品的包装。该产品
符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的标准客户可以在
日常生活中安全使用。
1. 使用纯蔬菜添加剂 :
产品使用食品添加剂来
制作巧克力、香肠。或作为增塑剂的口香糖，所以对
人体无毒，也没有发现化学物质。
2. 优异的粘合强度 : 产品的粘合强度很好，能粘附
任何容器。因此，密封性很好，食物可以长期储存。

Pvc保鲜膜，用于肉、
鱼、水果、蔬菜等食品
的包装。我们的产品可
以长期保鲜，防止灰尘
和昆虫的污染。为满足
客户的需要，我们改进
了技术，并建立了作为
PVC保鲜膜出口龙头企
业的良好声誉。我们的
产品是不含任何环境危害物质的食品添加剂，用于制
造口香糖、药品、和食品。证明了鱼肉的卫生保鲜，
在水果、蔬菜包装时，可防止水分蒸发，具有较大的
透氧率，保鲜效果好。也可以在微波炉上使用，非常
安全，但不要直接接触脂肪含量很高的物品和食物。

HEESUNG CHEMICAL LTD.

HANYOUNG CO., LTD

•Tel : 82-70-4370-7723
•Fax : 82-43-214-4368
•E-mail : tkk2580@hschemi.co.kr
•URL : www.heesungchem.co.kr

•Tel : 82-70-7795-9503
•Fax : 82-43-294-9505
•E-mail : chlim.etrico@gmail.com
•URL : www.wrap.or.kr

时装与纺织品

■优质化妆品
该公司使用P.E.T（聚
对苯二甲酸乙二酯）
材料开发（制造）了
各种小容器，例如高
品质化妆品，药品，
食品容器等.为国内外
客户提供各种产品的
集装箱.
公司生产的每种产品
均以优异的质量和多样性获得认可.此外，我们基于
对我们产品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致力于不断的产品
研发。我们将以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技术，致力于
研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专用容器，竭诚为
您服务。

KYUNG SHIN POLYWELL COMPANY
•Tel : 82-2-744-1161
•Fax : 82-2-3673-4155
•E-mail : jkkim01@hanafos.com
•URL : www.kspoly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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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婴儿衣服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熔喷无纺布直接生产
apaheal口罩(KF-94)

有机农场土地三年不
施肥。
这没用杀虫剂。
这是天然农场。

■丝袜

韩国顶级无纺布/过滤技术公司生产的3D面罩
从原料到成品手工制作的最好的口罩，易于呼吸并
环保，减少皮肤问题。
*使用100%韩国产原料

•我们产品的主要材
料是景泰蓝（无铅）
和银（S99）。
•SUDAM的原创产
品是融合各种珠宝工
艺而制作的，从熔化
纯银（颗粒999）到
烘焙传统上最美丽的
景泰蓝作品。每一件
产品，从工匠的手工艺开始，到用火完成，都有其
独特的稀缺性。这是“仅为您的唯一的礼物。”

不同的压缩水平（脚
踝、小腿、大腿）可
以减少腿部疲劳，塑
造腿部线条。
通过撑底挤腹来实现
塑身效果。
人体工学设计，有最
大限度的舒适感。
含有植物杀菌素，用
于抗菌、除臭、缓解腿部压力、去除甲醛。
设计经久耐用，穿着舒适。

BNK CO., LTD

SUDAM

GJ(Global Junction)

•Tel : 82-43-851-9867
•Fax : 82-43-848-3593
•E-mail : 0904jka@hanmail.net
•URL : kr.kompass.com/c/j-d-s-basics/kr001031

•Tel : 82-43-265-5924
•Fax : 82-43-274-1605
•E-mail : bnkco2002@hanmail.net
•URL : www.bnkco.co.kr

•Tel : 82-43-904-0901
•Fax : 82-43-904-0902
•E-mail : sudam0901@gmail.com
•URL : www.sudam.co.kr

•Tel : 82-43-232-1660
•Fax : 82-43-232-1660
•E-mail : edgar@she-inc.co.kr
Leki2525@naver.com

■手套

■SILINO

■誉手工珠宝产品

■手套

高级毛线手套
手套采用高级羊绒纱
线为目标客户（男性/
女性/儿童）提供各种
不同的设计和颜色
用于智能手机、Ipad等的触摸屏（根
据型号可选）手绣
手套

100%硅胶皮革–不
含VOC，环保
硅胶层+硅胶表面涂
层优良的抗水解性
高耐磨性耐沾污 & 易
清洗抗紫外线性
耐盐水性汽车座椅、
家庭和办公家具、内
饰的所有应用

誉手工珠宝产品的特
点是卓越的复杂和质
量隐藏在简单之中，
其不平衡产品的概念
为三件套，包括戒
指，项链和耳环。
它们可以每天佩戴，
也可以在特殊场合随
时随地佩戴。

所有10个手指都可以
触摸和工作

DAEYOOL INTERNATIONAL

SJ INNOTECH CO., LTD.

MIRAE FACTORY

SMARFI

•Tel : 82-43-838-0131
•Fax : 82-43-838-4604
•E-mail : daeyool-cdi@hanmail.net
•URL : www.daeyool.com

•Tel : 82-43-911-3990
•Fax : 82-43-911-3991
•E-mail : andy@sjchem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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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2-741-5587
•Fax : 82-2-741-5597
•E-mail : jewelleen@naver.com
•URL : www.florming.com

时装与纺织品

时装与纺织品

J.D.S.BASICS

■全新经典高级银景泰蓝手工珠宝

•Tel : 82-43-536-0742
•Fax : 82-43-536-0745
•E-mail : info@smarfinger.com
•URL : www.smarfinger.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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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of Korea

■安全用织带吊

■吊带

Kka-Ma-Jong的设
计与韩国的美很相
似。舒适生活的气息
在传统的拼缝被子、
蓝、白、黄、红、
黑五种颜色中都能看
到，它们分别代表木
材、金属、泥土、火
和水，以及自然与人
类共存的民间绘画，
Kka-Ma-Jong所追求的世界就是宇宙万物的和
谐。

工业安全用织带吊索。织
带吊索广泛应用于货物捆
扎、货物捆扎等运输
特征
•低效率导电体。
•轻便灵活，使用方便，
减震。
•经久耐用，可重复使用。
•不生锈或腐蚀。
•节省存储成本，便于存储。
•按容量颜色和安全系数分类，以避免误用。
•易于目视检查，节省检查和测试时间。
•能够印刷公司标志或客户要求。
•可定制制造

我们为世界各国的顾
客提供各种起重机,货
物捆绑系统,工业网页
等服务,目前处于领先
地位。
1)货物捆绑网:25毫米
~100毫米
2)吊带卷
布:25mm~300mm带
S。F=6:1及SF7:1(经CE批准)
3)圆吊索:SF6:1及SF7:1(CER认可)
4)货物装卸系统
5)安全带和系索安全带
6)其他工业带线

YOUNGSEO INDUSTRIAL

Eastern Industrial, Corp

Kkamajong
•Tel : 82-43-213-1088
•Fax : 82-43-215-6005
•E-mail : kkamajong@naver.com
•URL : www.kkamajong.com

•Tel : 82-43-883-6988
•Fax : 82-43-883-6788
•E-mail : webbing@youngseo.kr
•URL : webbing.kr

■HOLY IN CODE

■ADY 1975

HOLY IN CODE，
我们是专门从事街头
风格的购物中心。
我们由与众不同的款
式和优质的服装组
成。我们位于韩国有
影响力的购物中心。
这是我们自己定制的
产品，这是一件能满
足大家期望的外套。

ADY1975是
Heramond Inc. 的
韩国每日时尚珠
宝在线品牌，结合
Lady+Adeesse和
1975年国际妇女年
这两个词，象征着女
性的自信和美丽。自
2016年以来，ADY
1975一直是韩国时尚珠宝行业的领军企业，其口
号是“为你的生活而努力”。

HOLY IN CODE

Heramond Inc.

•Tel : 82-70-8106-8486
•E-mail : dlvoovlb@naver.com
•URL : h-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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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2-972-5090
•Fax : 82-2-973-5092
•E-mail : sales@easternind.co.kr
•URL : www.easternind.co.kr

时装与纺织品

时装与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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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2271-2742
•Fax : 82-2268-5759
•E-mail : admin@ady1975.com
•URL : ady197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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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URI Deodorization dehumidifier

■红酒杯子

■水槽

■自动灭火器“STICK”

1. 该产品安全
2. 具有良好的除湿能
力，是一般工业除
湿机的两倍
3. 卓越的除臭能力
4. 不会变成水
5. 可反复使用
6. 湿度指示器
7. 不需要=电

BOSO酒杯便于携带
和储存，很容易与磁
铁分离和结合。该产
品像玻璃一样透明，
但不会破裂。已通过
FDA和LFGB质量认
证。是在美国、中国
和欧盟拥有发明专利
的独特产品。

我们KORINA水槽提
供优质不锈钢水槽，
耐用且具有多种功
能。我们的钢制水槽
耐刮擦、染色和酸、
碱的损坏，水槽碗比
其他公司的产品更大
更深。大而深的碗可
以用来处理大量的水
和防止水喷洒。它可以保持永恒的美丽和优雅。圆
角更容易清洁和改善排水。我们的水槽让人们在厨
房里有了方便.

当封闭空间内因
火灾温度达到
100°C~110°C
时，自动灭火器
“STICK”立即释
放灭火剂。整个胶
囊释放出超过90%
的热量，并从胶囊
内部吸收超过90%
的热量。STICK使用最环保的消防专用灭火剂
Novec1230。

DESIZON Co., Ltd.

BOSOKOREA Inc.

KORINA CO., LTD

Firekim Co., Ltd

•Tel : 82-43-216-2371
•Fax : 82-43-216-2373
•E-mail : desizon@desizon.com
•URL : www.desizon.com

•Tel : 82-43-232-2211
•Fax : 82-43-232-2215
•E-mail : bosokorea@naver.com
•URL : www.bosokorea.co.kr

•Tel : 82-43-930-2700
•Fax : 82-43-930-2800
•E-mail : korina@korina-int.com
•URL : www.korinasink.com

•Tel : 82-43-215-5435
•Fax : 82-43-216-5435
•E-mail : hama1478@firekim.co.kr
•URL : www.firekim.co.kr/en

■手套

■HONEYCOMB BLINDS

■冷热止痛贴

■净水器

通过不断的研究，开
发了一种完全水性聚
脲树脂技术，不涉及
任何其他溶剂(如聚
氨酯和丁腈手套中
发现的DMF或丁二
烯)。TouchGreen®
手套是通过在手套上
涂上聚脲涂层而制成
的，与其他涂层手套相比，具有明显优越的性能特
点和其他优点。

WINTEC韩国公司先
进的尖端基础设施和
技术能力使其能够生
产最高质量的织物、
部件、成品百叶窗，
甚至物流和售后服
务。WINTEC精简的
工作能力使WINTEC
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
力。独特的蜂窝状隔音百叶窗，其独特的六边形百
叶窗吸音效果和美观。

冷热止痛贴
活性成分：L-薄荷醇
详细说明：在无纺布
上涂上无色粘合剂的
巴布剂。适应症：暂
时缓解轻微关节炎疼
痛，单纯背痛，滑囊
炎肌腱炎，肌肉拉伤
和扭伤，瘀伤和抽筋
剂量和用法：剥去保护性塑料背衬，并在受影响区
域贴上胶贴。每天换一个贴片1到2次。

净水器（地下水和自
来水，包括石灰）
没有化学物质
安全饮用水
去除自来水和地下水
中的石灰
除灰后3~5步过滤
附加功能（附加功
能）：去除硬度

Touch Green Co., Ltd.

WINTEC KOREA

TDSPHARM Co., Ltd

GET CO., LTD

•Tel : 82-31-765-7581
•Fax : 82-31-765-7526
•E-mail : master@winteckorea.kr
•URL : www.winteckorea.kr

•Tel : 82-31-8018-7337
•Fax : 82-31-8018-8998
•E-mail : phjtds@gmail.com
•URL : www.tdspharm.com

•Tel : 82-43-221-3060
•E-mail : choikhoe@gmail.com
•URL : www.asiawater.co.kr

•Tel : 82-70-4917-9979
•Fax : 82-43-881-9970
•E-mail : touchgreen@naver.com
•URL : www.touchgree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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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ying Pan

■UNIDUS LONG LOVE & LEMONA PROTECTIVE MASK

■环保型雨伞烘干机

■SINK

•所有表面均涂有全
身涂层
•易于清洁
•PFOA free
•韩国制造

LATEX MALE CONDOMS
: Kyungnam Biogenetic有
限公司生产和供应我们的优
质安全套在韩国和国外的
客户，包括非政府组织，
如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
基金，PSI，AHF和其他超
过40年。UNIDUS LONG
LOVE安全套是我们最畅销
的产品之一，专门开发用于在性关系中延缓射精。
PROTECTIVE MASK : Kyungnam Biogenetics
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安装新的生产设施，用于生产
KF-94、KF-80和KF-AD的LEMONA防护口罩
是我们的主要品牌口罩，该口罩目前已获得批准。

MORRIS&CO公司
生产环保型雨伞烘干
机，雨伞烘干机是一
种环保型产品，在雨
天不用雨伞塑料袋。
因为中国不再进口塑
料废料，这是一个全
新的产品。塑料垃圾
问题已成为全世界的
一大环境问题。我收到了许多国家的询问，因为现
在世界趋势都是环保。我的雨伞烘干机包括韩国在
内的世界上占有率为第一，在韩国已经售出约1万
台，包括首尔市政厅、地铁和大型建筑。

JK GLOBAL
INDUSTRY是一家政
府认证的韩国企业。
韩国唯一同时拥有水
槽和排水设备的公
司。在这些设施的基
础上，我们提供了比
竞争对手更经济、更
优质的产品。我们的
产品在海外得到认可，总销售额种出口占60%。
自成立以来，向沙特阿拉伯公司进行了大约7年以
上的出口。最近，扩大了对土耳其、伊拉克和越南
的出口。

Good Morning Corporation

KYUNGNAM BIOPHARMA CO., LTD

MORRIS&CO CO., LTD

JK GLOBAL INDUSTRY

•Tel : 82-43-212-9320
•Fax : 82-43-212-9321
•E-mail : steveshim@gmckorea.net
•URL : www.gmckorea.net

•Tel : 82-43-836-0025(82-2-2203-3830)
•Fax : 82-43-836-5254(82-2-420-8779)
•E-mail : brucelee@kyungnambiopharma.co.kr
•URL : www.kyungnambiopharma.co.kr

•Tel : 82-2-545-2690
•Fax : 82-2-545-3564
•E-mail : khsamorris@gmail.com
•URL : www.umbrelladry.com

•Tel : 82-43-877-9626
•Fax : 82-43-877-9628
•E-mail : jaeki30@naver.com
•URL : www.jkg.kr

■一次性母乳垫

■Luminous Cup

■PURIDGE

■便携式淨水器

一次性母乳垫是给哺
乳期的妈妈用的，其
吸收妈妈不喂宝宝的
奶。护垫种类多（一
般的，有机棉的，天
丝的，竹套的），我
们还生产卫生的
3号餐巾纸
（220mm、
250mm、280mm）和腋下吸汗垫。

当你触摸的时
候“BULCUP”就会
亮起，提供好奇心和
特殊的情绪。
当饮料的颜色随着发
光颜色的变化时，根
据颜色可以获得独特
的美感。
-广告效果好
只要杯子内的灯亮起就能吸引用户或其他人的注意
力，并清楚地显示这些单词。
-因为仅在触摸时发光，所以不需要任何专门的打
开操作，并且可以长时间使用（每天使用5小时，
持续6个月至1年）

1. PURIDGE 洗手
纸。
2. PURIDGE 日常口
罩（KF 94)
PURIDGE 洗手纸获
得FDA批准。
通过了抗菌测试。

易于安装，便携式过
滤器，可将污染的水
转换成干净的水。
是一种可以像净水机
一样使用的滤水器、
在学校、公园、游
乐园、徒步旅行或旅
行：如果您安装了滤
水器，您可以尝最干
净的水的味道。
UF+ACF(活性炭纤维)过滤器
1. 你可以通过用户的吸力把纯水从纯水孔中抽出来
2. 超滤膜一级净

Sungwon t&g co., ltd

CHEONG TECH. Co.Ltd

CHEONGSUA

VITDAM CO., LTD.

•Tel : 82-43-877-9062
•Fax : 82-43-877-9962
•E-mail : ejpark@sungwontng.co.kr
•URL : eonjena.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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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77-9919
•Fax : 82-43-277-9921
•E-mail : okct@hanmail.net
•URL : www.okct.kr

•Tel : 82-43-277-9439
•Fax : 82-43-267-9439
•E-mail : jwlim@cheongsua.co.kr
•URL : cheongsua.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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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21-1478
•Fax : 82-43-221-1479
•E-mail : byo3744@vitdam.com
•URL : www.vitdam.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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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巾

■Thbong

■Soft-Bathtub

■Triple Perfect Luxury Soap

我们有六个月的有效
期，可提供仅含少量
防腐剂的新鲜和静物
产品。保持肌肤的清
洁，防止外界对皮肤
的伤害

Thbong品牌致力于
生产环保型、可降解
的纯天然材料制成的
一次性家居用品，从
而打造一个健康清洁
的世界。

浴缸采用不同种类的
软质材料制成，客户
满意度高，年销售额
增长。由不同种类的
软材料制成，经久
耐用，顾客可以体验
到柔软舒适的床和沙
发。BARCO，
CALLA赢了IF
DESIGN，HUG赢得了雷多设计和各种安全资
格。如这样，十多年的设计和安全专家都在生产高
端浴缸。

美丽的肌肤始于净化。
该产品呵护着皮肤，带
来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清
澈闪亮。
您可以体验奢华的皮肤
护理与优雅的香味。
“美从净化开始”
[体验最佳清洁时间]
具有温和，优雅的香气，柔软的触感和大量的气泡，
可确保长时间清洁。即使是敏感的皮肤，也可以在清
洁所有残留化妆品的皮肤时感到愉悦而无刺激。含有
17.05%的天然功能复合物协作护理溶液，含有9到11
种不同的基本成分。该碱已发酵2年多，具有硫磺、天
然矿物质等特点。

Tom's

WNL Co,.Ltd

Rafarophe

•Tel : 82-2-1800-6603
•Fax : 82-2-6952-2450
•E-mail : jay@enblanc.co.kr
•URL : www.enblanc.co.kr

•Tel : 82-80-850-5297
•E-mail : toms656@naver.com
•URL : www.welcometoms.com

•Tel : 043-881-1595
•Fax : 043-881-1596
•E-mail : isj0181@naver.com
•URL : www.softbathtub.com

•Tel : 82-43-900-0367
•Fax : 0504-064-0377
•E-mail : kicheol74@gmail.com
•URL : www.rafarophesoap.com

■湿巾

■墙纸

■体检工具

■护腰器

Dalgomi在韩国有自
己的制造系统，以
确保最好和最安全的
产品。全世界的父母
和婴儿都会因为其高
质量和可靠性而热爱
Dalgomi产品。生产
和供应婴儿用品，包
括婴儿湿巾。
其中，Dalgomi可爱的高级压花是一款优质婴儿湿
巾，采用10级纯净水和绿茶提取物。

•高度耐用的压光板
•采用转移印刷方式
的高精度印刷
•采用特殊珍珠的豪
华设计
•金属化转印纸的金
属效果
•阻燃商业墙纸
•通过深浮雕进行设
计差别化

LANCET是一种方便
的医疗工具，用于在
身体检查和体格检查
期间收集血液样本。
这种一次性工具可以
随时随地从糖尿病患
者身上获血糖水平。
该产品包括一个盖
子，以防止针头被灰
尘等污染。盖子完全密封了针头，使任何异物都无
法与针头接触。这样可确保安全存储并易于携带。

腰部受伤或不舒服时
使用的护腰器。
（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在医院、高尔
夫球场、走路、开车
等）

Dalgomi Co., Ltd

Geumzin Co.Ltd

GEOSANG MEDICALCO., LTD

TheINGmedical.Co., Ltd.

•Tel : 82-43-854-4188
•Fax : 82-43-854-4189
•E-mail : geosangmed@naver.com
•URL : www.geosangmedical.com

•Tel : 82-70-5104-7293
•Fax : 82-42-367-0082
•E-mail : theingm@naver.com
•URL : www.theingm.com

•Tel : 82-43-536-8966
•Fax : 82-43-536-8965
•E-mail : skyjjyun@dalgomi.co.kr
•URL : www.dalgomi.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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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78-2110
•Fax : 82-43-278-0923
•E-mail : haudigm@gmail.com
•URL : www.haudig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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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Duster

■BALANCEON SEAT

■Shine洁面纸巾

■DIY墙纸

专为汽车维修人员和
汽车专业人士设计
•不用水清洗车辆
•纤维和治疗增加
30%
•保证不会刮伤车辆
•持续时间更长
•手不会弄脏或弄湿

Balanceon Seat是一种
高级坐垫，以Doublelayer Honeycomb
Technology™ 专利技
术以及高弹性聚合物
VETA-GEL™制成的.
该产品最理想地分散了
臀部和大腿上的身体压
力，从而避免干扰血液
循环。高弹性的VETA-GEL™即使在非常轻微的运动
中也能完美地适应骨盆和姿势，同时边缘的前部圆滑地
放置在大腿下方以获得最佳姿势。另外，双结构空Aircell™ 始终为用户提供舒适的座椅和99.9%抗菌VETAGEL™ 可洗，使皮肤始终保持清洁和无害。

含维生素C成分的优
质去角质肌肤
Shine洁面纸巾的设
计是为了吸收轻柔的
妆容，让妆容更加清
新。

U2墙纸是韩国领先的
DIY墙纸公司。
我们的产品“蛋糕
WALLPAPER”是
非常独特的壁纸。我
们预先贴在无纺布背
景的pvc墙纸上，并
将大的墙纸裁成紧凑
的尺寸，以便于处
理。主要优点如下。最简单的墙纸！
•只需放入水中并挂在墙上。
•无需工具，无需技能。•请勿移除现有墙纸。
•任何平面都可以！•即使10年后也很容易移除。

Shinning

Bullsone Co., Ltd.

SHINE CO., LTD

U2wallpaper

•Tel : 82-43-211-5055
•Fax : 82-43-212-1545
•E-mail : simon0115@naver.com
•URL : www.shinning.co.kr

•Tel : 82-2-2106-7845
•Fax : 82-2-2106-7911
•E-mail : customer@bullsone.com
•URL : www.bullsone.com

•Tel : 82-43-883-0193
•Fax : 82-43-883-0195
•E-mail : yonseichoi@naver.com
•URL : www.shinetissue.com

•Tel : 82-2-578-4636
•Fax : 82-2-578-4639
•E-mail : u2@u2wallpaper.com
•URL : www.u2wallpaper.com

■Mycook Pot & Frypan

■DressBook

■空气净化器

■打印机的专用纸张

环保型铝压铸陶瓷涂
料锅炒锅

帮助整理衣服如书籍
一样的产品

Luft 德语中是air的意
思，所以Dr.Luft基本
上就是空气的医生。
作为Dr.Luft森林疗
法空气净化器是一种
强化了蟒蛇和负离子
作用的产品，它用负
离子净化空气，同时
用蟒蛇提供健康的空
气。净化器是一款实用的产品，适用于室内、办公
室、汽车等需要新鲜健康空气的场所。

•项目编
号：MPMS-A4
•种类：白色 : 5PCS
•说明：纸磁铁的前
部是喷墨打印机专用
的纸，并且
背面是一块非常薄的
橡胶磁铁。打印数码
照片，会议数据，公
司通讯后，您可以
随意剪裁，并通过室内设计加以利用。

Woncera Tech Co., Ltd.

DressBook

W Co., Ltd

MAGPIA

•Tel : 82-2-2634-8190
•Fax : 82-2-2634-8191
•E-mail : wonceratech@woncera.co.kr
•URL : www.woncera.co.kr

68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Tel : 82-70-8271-4222
•Fax : 82-70-8621-4222
•E-mail : 8uhb8uhb@naver.com
•URL : dressbook.co.kr

•Tel : 82-43-851-7763
•Fax : 82-43-857-0066
•E-mail : oneplanw@gmail.com
•URL : www.wdrluft.com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Tel : 82-43-232-1566
•Fax : 82-43-234-3774
•E-mail : sales@magpia.com
•URL : www.magpia.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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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ac Oriental Medicine Package

■Polyester Fiber Nibs

■洗手液

■泡桐木百叶窗

洋槐和陶瓷粉，可以
温暖身体，与精心挑
选的东方药物混合制
成一个贴片，提供热
效应和缓解肌肉酸
痛。附着力强，效果
持久。

聚酯纤维笔尖制造均
匀，保持稳定的墨水
流动和柔软的书写触
感，是书写笔尖的最
佳选择，具有良好的
耐磨性。
•高科技使其加工成
各种形式。
•圆形和方形笔尖
•点形状-圆点和凿尖
•研磨工艺-直线和箭头型

便携式喷雾式洗手液
传统的洗手液由于酒
精的气味和粘性使人
有反感，但是Zaiora
洗手液是一种气味宜
人的新概念产品。
适用于公共场所（医
院、卫生间、公共交
通设施等）

1. 泡桐木百叶窗 : 其
中泡桐的优点是不易
折断和断木。百叶窗
的自然纹理和角度控
制可以调节太阳的光
线，因此房屋可以创
造出其他奢华舒适的
氛围。功能盲板：抗
菌产品：对空气污染物，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或大肠
杆菌有清除作用。红土产品：添加红土的产品，红
土能发出负离子，对电磁波很强。
2. 组合百叶窗 : 由于由一对织物、网件和挡块组合
而成，调节阳光的采光很容易，而且由于价格低于
木百叶窗的价格，营造出舒适的房子也很容易。

EDAMTECH

Plamax Co., Ltd.

BIOSTECH CO., LTD

THE SUNBLIND CO., Ltd.

•Tel : 82-43-1688-7545
•Fax : 82-43-732-0669
•E-mail : edamtech@naver.com
•URL : www.edamtech.com

•Tel : 82-43-877-4610
•Fax : 82-43-877-4612
•E-mail : hmlee@plamaxkorea.com
•URL : www.plamaxkorea.com

•Tel : 82-43-878-1472
•Fax : 82-43-878-1485
•E-mail : jusungnam@biostech.co.kr
•URL : www.biostech.co.kr

•Tel : 82-43-856-5713
•Fax : 82-43-856-5714
•E-mail : the-sunblind@hanmail.net
•URL : www.thesunblind.com

■ZENCOOK

■Adult Diper

■墙纸、百叶窗和床单中选择设计

■Ahnsoone

ZEN产品非常适合在
高温下生产。
具有极好的抗渗性，
并由最高质量的精制
材料制成。ZEN代
表了传统英文Bone
China的永恒品质，
以及超强瓷器的强大
功能。
该品牌在强度和亮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其式
为Ca3（PO4）2的成分化合物，在热、透气性和
亮度方面都具有优越性。

Klover，Nelbet是
一款高端纸尿裤，在
Magic Absorption
Layer吸收量很快，
使用了宽大的 Velcro
tape，也很适合各种
体质。
使用世界一流的美国
纸浆天然纸浆和优质
材料，清洁安全。

这个产品是根据客户
的需求制作的。
我们会为您提供所需
的尺寸。
我们有数千种设计。
我们将根据您的壁
纸，百叶窗和床单进
行设。
您可以通过访问网站
查看各种设计。

多功能花园椅
“Ahnsoone”
1. 产品名称：花园椅
2. 用途：农业、
渔业、工业援助椅
3. 重量：约3.6kg
4. 产品产地：韩国.
•专业修剪、收割、
除草、种植杂业.
•减少膝盖的压力

ZENHankook Co.Ltd

ILDONG IMC CO., LTD

ICATION

•Tel : 82-43-240-9933
•Fax : 82-43-259-8112
•E-mail : nykim@zenhankook.com
•URL : www.zenhank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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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11-2441
•Fax : 82-43-211-4596
•E-mail : il2441@ildongim.co.kr
•URL : www.soomnsoom.kr

•Tel : 82-70-4010-5850
•Fax : 82-70-8260-5388
•E-mail : florycs@daum.net
•URL : www.pranche.com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Green Field Techno. Company
•Tel : 82-43-882-6771
•Fax : 82-43-882-6773
•E-mail : yes119119@naver.com
•URL : blog.naver.com/1740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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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巾

■空气消毒口罩

■排程表

■DIY室内泡沫砖

INSAN的主要产品是
抗菌洗碗布。它是使
用无机抗菌和银(Ag)
开发的，是韩国制造
的首个抗菌洗碗布。
我们的产品是以高质
量的原料及严格的质
量标准制造的。凭借
创新的计划、卓越的
技术和可靠的质量管理，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能够
信任我们的产品及满意。

1. Evoray空气消毒口
罩有6个275nm的紫
外线LEDs，紫外线
照射的整个空气容器
都涂有铝（铝），通
过全内反射将光效率
提高3倍以上。
2. 这是全球首款空气
消毒口罩，能实时对
进入口罩的空气中的病毒和细菌进行杀菌灭活。
3. 本产品已通过韩国认可的检测机构验证，是高感
染风险的医疗专业人士和面对面工作较多的人群的
最佳解决方案。

您无需编写或删除每
个月更改的日期。
仅使用一个区块，您
可以在前面指示工作
日(蓝色)，在背面指
示周末(红色)。我们
把备忘录部分放在最
上面，这样特别的主
题就可以引人注目
了。
右侧的“下个月”部分允许您在同一个板上计划两
个月的计划。您可以轻松地每天检查。

这是一种DIY室内泡
沫砖，有逼真的3D砖
设计贴在墙上，以升
级家庭，办公室和一
些商业区的内部。任
何人都可以轻松切割
在墙壁上，安装时间
为5分钟。具有良好
的绝缘、减震、隔音
性能。

INSAN Co. Ltd.,

HLNP

ZZAIM. CO., LTD.

J17 Co.

•Tel : 82-43-877-8562-4
•Fax : 82-43-877-8565
•E-mail : insancompany@gmail.com
•URL : www.ist21.com

•Tel : 82-70-7039-4209
•Fax : 82-504-345-4998
•E-mail : wormhole@daum.net

•Tel : 82-43-2727804
•Fax : 82-43-2727801
•E-mail : zzaim123@naver.com
•URL : www.zzaim78.com

•Tel : 82-43-216-0107
•Fax : 82-43-216-0106
•E-mail : info@j17.co.kr

■ParDeToo Toothbrush

■传统 Banjitgori

■Giel

■CAR DUSTER

•Gum Massage
and Purger
Removal Medical
Function30EA结构
功能-大小30EA
•附着在牙刷突出部分
的硅胶有助于保湿、
抗菌、美白和呼吸，
同时使用牙刷时，流
动性有助于牙龈按摩和去除牙刷的连锁作用。

感谢您对我们的产品
感兴趣。在传统缝纫
配件大师李恩淑(Lee
Eun-sook)的指导
下，我们以广泛的制
造技术和先进的技术
生产和分销优雅时尚
的缝纫配件，传递韩
国的美丽和传统。我
们保证以优质的产品满足我们尊贵的客户。
为了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传统的banjitgori，
我们相信高质量的产品是对客户的承诺。
我们将以最好的产品使您满意。

Giel是一种洗衣液，由
环保材料制成。
Giel是高度浓缩的，所
以在少量的情况下有
很好的洗涤能力。Giel
是由环保材料制成，
不含荧光增白剂或磷
酸盐，因此消费者可
以放心地洗手和洗童
装。GIEL认证了美国农业部颁发的“USDA”标
志、“LOHAS”和“KOREA-LABEL”，这是韩国
标准协会颁发的环境认证标志。

汽车除尘器的特点；
-我们为使用最优质的
材料而拒绝使用劣质的
辅助材料感到自豪。与
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
我们的产品耐用性好得
多，瑕疵少。
-通过单纯化的销售渠
道，我们以合理的价格
提供优质的产品。

IDEA COMPANY

TaeGwang YeGong Co., Ltd

B&D Life Health Co., Ltd.

JAESUNG Co., Ltd

•Tel : 82-10-8850-1007
•E-mail : eog7001@naver.com
•URL : www.ideacompany.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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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36-7861
•Fax : 82-43-836-7869
•E-mail : pr_yongju@hanmail.net
•URL : ok114.co.kr/01088081958

•Tel : 82-2-552-8481
•Fax : 82-2-552-8482
•E-mail : bnd8481@hanmail.net
•URL : www.e-seje.com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Tel : 82-43-878-7845
•Fax : 82-43-878-7844
•E-mail : INFO@JAESUNG.KR
•URL : www.JAESUNG.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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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A GLUE STICK

■一次性暖手器

■马桶清洁剂

■GRANISTON

NARA GLUE
STICK 具有PVP，
附着力强。胶水粘
得很牢，所以涂得
很干净，不会弄碎
或弄脏。不使用
人工色素，透明透
明。NARA GLUE
STICK通过欧美
（CE，AMCI）严格的质量标准。全球60多个国
家出口NARA GLUE STICK。

一次性暖手器是一种
安全、方便、经济的
物品。暖气加热器可
随时随地使用，无需
额外电源。本产品的
成分是环保和可生
物降解的成分；活性
炭、纤维素、盐、
铁、水、蛭石。

In tank T.B.C.是一
种方便的马桶清洁
剂，使用可食用的染
料清洁马桶，不会污
染水。

SAMHYUN
SYNTHESIS的
GRANISTON是由天
然石英砂和聚酯树脂
制成的无涂层人造大
理石。
与工程石材相比，
其价格低廉。此
外，GRANISTON比
其他丙烯酸树脂制品更耐用。

Jong Ie Nara Co., Ltd

DABONG INDUSTRIAL CO., LTD.

Hanvit Chemical Co., Ltd.

SAMHYUN SYNTHESIS CO., LTD

•Tel : 82-2-2268-5252
•Fax : 82-2-2277-5737
•E-mail : jongie@jongienara.co.kr
•URL : www.jongienara.co.kr

•Tel : 82-43-878-8332
•Fax : 82-43-878-8009
•E-mail : dabong0383@nate.com
•URL : www.myhot.co.kr

•Tel : 82-43-882-1601
•Fax : 82-43-881-3638
•E-mail : esmin@hanvitchem.com
•URL : www.hanvitchem.com

•Tel : 82-43-532-8711
•Fax : 82-43-532-8710
•E-mail : highstone@highstone.co.kr
•URL : www.highstone.co.kr

■Quasi drugs(Antiseptics &
Sanitizers, Repellents), Aerosol

■YYD-302

■INFINISTONE

■LECTURE TABLE

防腐剂和消毒剂：优
质的非消毒剂和消毒
剂产品。
•帮助防止食物中
毒，消毒，消毒各种
病毒和细菌。
驱蚊剂：防蚊子，螨
虫，壁虱等。
•用于户外活动的蚊
子，螨虫或小苍蝇的除臭剂。
气雾剂：强大而持久的农药作用

YYD-302是单次注
射的HA，旨在提供
强大而持久的膝盖骨
关节炎（OA）缓解
疼痛。
型号名称：YYD 302
主要成份：交联透明
质酸钠水凝胶
适应症：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
用途：膝关节内注射一次，由训练有素的医生进行
竞争优势：可持续效能

当前的大理石涂料只
是在表面上有额外的
点喷，因此它具有
良好的不粘性，但涂
料不牢固。 INFINI
STONE由不同的材
料制成，具有强大的
抗划痕性和硬度。
天然陶瓷，矿渣涂
层。经国家权威机构认证，其抗菌活性与其他天然
抗菌材料的抗菌率分别为97.9%和99.9%，经国家
权威机构认证，其抗菌活性最好达到99.9%。

该产品功能方便，设
计简单，适用于大型
礼堂、大型教育场
所、教育机构等。

GLPHARM CO., LTD

YooYou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HOUSEWAY Co.

DAEWOO FURNIS

•Tel : 82-43-537-7001
•Fax : 82-43-537-7006
•E-mail : goodlifepharm@daum.net
•URL : www.glpharm.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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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539-8800
•Fax : 82-43-539-8899
•E-mail : overseas@yypharm.co.kr
•URL : www.yypharm.co.kr

•Tel : 82-4329-43375
•Fax : 82-4329-43374
•E-mail : winwinguy@jsmkorea.com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Tel : 82-43-877-5622
•Fax : 82-43-877-5611
•E-mail : dw5622@naver.com
•URL : www.dwfurnis.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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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P

■高尔夫球

我们的产品在户外活
动时可以保护您免受
雨雪和紫外线伤害。
在露营野餐外游和户
外聚会时,提供舒适的
阳光棚。我们独特既
时尚的图形设计,将使
您在户外活动上获得
另一番乐趣。

高发射，低自旋创
造了更多的距离
Volvik’s Nano
Dual High Energy
Core Volvik独特的高
光泽金属涂层提高了
飞行能见度和耐用性
专利332Dimple
Design设计提供了球
飞行的一致性和非凡的距离。

1. ZERO 卫生巾
减少化学成分，添加
天然成分 -100%天
然纯棉，ZERO 皮
肤压力！ -27化学
成分ZERO ！-高分
子吸收剂（SAP）
ZERO ！-100%天然
套，100%天然吸收剂
2. BOSOMI婴儿护理湿巾 BOSOMI婴儿护理含
有天然成分，使婴儿皮肤保持柔软和湿润。它已经
成功地通过了安全测试，对妈妈和宝宝来说非常安
全。BOSOMI婴儿护理成功通过皮肤刺激试验, 使其
完全安全！

我们是现代帆布墙艺
术的最大在线供应商
之一，包括画布，照
片到肖像画，照片到
画布印刷品，画布
印刷品。我们的墙面
装饰类别提供高品质
但价格实惠的帆布艺
术。

DS.M COMPANY

VOLVIK INC

KleanNara Co., Ltd.

MOMOSKETCH

•Tel : 82-70-4624-8242
•Fax : 82-50-4467-9185
•E-mail : rocoa@daum.net
•URL : baviroy.com

•Tel : 82-2-424-5211
•Fax : 82-2-424-5215
•E-mail : insa@volvik.co.kr
•URL : www.volvik.co.kr

•Tel : 82-2-2270 -9342
•Fax : 82-2-2270-9265
•E-mail : ginakim@kleannara.com
•URL : www.kleannara.co.kr

•Tel : 82-70-8843-4171
•Fax : 82-43-237-4171
•E-mail : stylemomo16@naver.com
•URL : www.momosketch.co.kr

■SMART TOK

■Dome sauna

■玩偶灯

■水机器

材料：PC+ABS
•该产品在北美市场
很受欢迎
•您可以用它来做手
机配件或智能衣架
•您可以自由调整
SmartTOK机身的
颜色
•可以定制任何您想
要的图像
•保证质量和装运满意
•欢迎OEM，ODM
•我们公司已经经营了4年

主要产品有远红外圆
顶桑拿和锗垫。它提
供医疗效果，如疲劳
恢复和新陈代谢激活
通过提供热量的身体
附加专利Mac光。
远红外线穿透皮肤深
层，是正常热量的80
倍，可以提高体温，
扩大微血管血液循环。此外，它还改变了人体脂肪
的分子结构，具有减肥效果。特别推荐给那些感冒
或背痛、关节痛的人。

玩偶灯和其他手工艺人
制作的产品。

NEXTERR

BIO HEALTH DOCTOR

MartaGallery

•Tel : 82-70-8836-8685
•Fax : 82-2-438-8685
•E-mail : nexterr@naver.com
•URL : nexterr.tradekor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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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33-5000
•Fax : 82-50-4498-3618
•E-mail : wbk2012@naver.com
•URL : bhdincubator.com/main/index

■ZERO 卫生巾

■画画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Hydrowater，有助
于预防和治疗各种疾
病，如癌症、动脉硬
化症和糖尿病。氢化
水含有多种矿物质，
具有很高的活性和多
种作用。作为最好的
功能水，它是一种达
到预防和治愈疾病效
果的神秘水！
产品规格
销售价格/型号SY8102
外形尺寸（mm）φ75mm×220mm
推荐日用量10L/天 产品体积255g

•Tel : 82-10-5004 -4720
•E-mail : marta01@naver.com
•URL : www.martaantique.com

JUNO TECH
•Tel : 82-43-267-3410
•E-mail : syj2757@naver.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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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Supplies

cbgms.chungbuk.go.kr/ us

■高浓缩氧气胶囊 - O2VIS
直接在水中冲泡高浓度
氧气饮用。喝水时立即
向体内提供氧。Why?是
氧气胶囊吗? 氧气溶解
在水中饮用效果最佳。
可随时随地使用O2VIS氧气胶囊!
[核心技术] • 在超小型储存容器内(内容量1mL),注入
13Mpa以上的高压燃气及密封技术-持有专利 • 持有超小
型制造设备所有工序的工序装备规划技术
• 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商用化-超小型氧气胶囊O2VIS!
• 实现80ppm以上溶氧量!
• 内容物:氧气(O2)100%
• 内容量:根据所使用的产品,最多200mL
• 温度安全性:最高截至70°C,全数进行高温试验

HOME SUPPLIES

O2VIS
•Tel : 82-43-881-6129
•Fax : 82-43-881-6130
•E-mail : rubhyunjin@gmail.com
•URL : www.o2vis.com

美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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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eal cream

■Amie-sIII Ampule

■LIPOWRAP

■THESERA L

采用沸石多孔物质，
采用超细粉尘四步防
护技术，降低细粉尘
渗入毛孔的可能性。

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
成分不会对敏感皮肤
造成皮肤刺激。水分
有助于改善其含量，
其中包含11种用于吸
气剂的天然成分。立
即改善皮肤弹性和皱
纹效果。女性最大的
兴趣之一是改善皮肤
皱纹。使用后可感觉到更年轻的皮肤。爱美思安
瓿是采用高质量自主研发的天然成分提取液，肽
和天然提取物通过过滤过程是双功能(美白和抗皱)
化妆品。

为了自然地减轻体
重-LIPO WRAP由
多位专家研究了最有
效管理身材的方法。
它对产生可见的,即时
的,更重要的,持久的
结果极为有效。
身材变身-LIPO
WRAP没有手术的苗
条身材, 皮肤弹性的最佳方案, 紧致下垂的皮肤, 没
有疤痕和凹凸不平。
身体的任何部位-腹部,手臂,大腿,腿,小腿,臀部,腰
部,下巴等等。 减少"橘皮"外观。减少地方积累。
苗条、紧致、明亮。 消除毒素。

无针自然熔线面部提
拉这项创新的专业提
拉程序减少皱纹，并
提供即时体积，提升
效果没有疼痛。得益
于THESERA的独特
技术，天然熔线可以
渗透到皮肤中而不产
生刺激。线一旦被皮
肤吸收，激活一个月，经过4次治疗，效果会持续
4~6个月。

CheongSan E&C Co., Ltd

LesbeauxAmie

J&G Cosmetics

MR INNOVATION CO., LTD

•Tel : 82-43-218-2448
•Fax : 82-43-215-2448
•E-mail : csenc2448@hanmail.net
•URL : www.lazeall.com

•Tel : 82-1544-2326
•Fax : 82-43-263-8522
•E-mail : sun2268@naver.com
•URL : www.amies2.co.kr

•Tel : 82-43-216-5567
•Fax : 82-43-217-5567
•E-mail : jgcosmetic@empas.com
•URL : jgcosmetic.tradekorea.com

•Tel : 82-53-325-6630
•Fax : 82-53-325-6631
•E-mail : cosmetics@mrinno.com
•URL : www.thesera.com

■Jay farm洗发水

■I'm BOMB

■Netterumani

■男士修护精华油

济州橘只生长在韩国济
州岛，济州柑橘提取物
成分不仅使皮肤光滑丰
盈，而且具有护肤功
效。Jay farm(济橘芳)
柑橘产品含有高达20%
的 济州柑橘提取物和
富含维生素和营养的柑
橘油，给皮肤留下持久
的健康和柔软的感觉，不会产生刺激。采用特殊的低
温减压工艺提取产品有别于其他产品。这种方法可以
防止营养成分流失！我们对质量有信心的原因如上所
述。因此，我们使用透明容器而不是不透明容器。

这是一个爆炸浴盐礼
品套装，由各种颜
色、香味和健康成分
组成，可以放心使
用。

汁液表的原始产品，产品意思是“
睡眠中”
。它是由巴西桉树，蘑菇和
碧玺粉末制成的代表品牌通过睡觉
时排出身体废物来促进新陈代谢。
•Netterumani是全球产品，被韩
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等世界各
地的国家使用。•NetNetterumani
于1999年开发和销售，是树液板的原始产品，并
且是专利产品。在过去的20年中，该产品的销售
量超过10亿张，在日本家庭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
产品，它也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树液单，已成为美
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关注的焦点。•自从2006年在
Riteaid，Walgreen，Drug-Mart，Meijer和Marsh
Market等北美大型药店推出以来，它以其卓越的品质
而享誉五年，如今已成为真正的全球产品，在美国和
欧洲全球使用。

集爽肤水、乳液、精华于一
体的多合一精华
1） 丰富的保湿和营养
爽肤水、乳液、精华液、营
养霜为一体的多功能产品。
含有许多天然提取物。
2） 舒缓敏感肌肤
含有维生素A，C，D，E和
各种维生素。富含氨基酸和
足够的矿物质，为肌肤提供营养，滋润肌肤。
3） 清爽的感觉 : 本品为一体精华，无粘性，吸收迅
速。手感柔滑清爽。
4） 改善皱纹/美白效果 : 含有腺苷成分，帮助改善皱
纹。烟酰胺成分帮助皮肤美白。

Eco-on

MISSPLUS

J&C TRADING CO., LTD

BAC KOREA CO., LTD

•Tel : 82-43-213-5157
•Fax : 82-43-213-3576
•E-mail : combat33@naver.com
•URL : www.j-farm.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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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70-7744-8350
•Fax : 82-43-264-9143
•E-mail : missplus2008@gmail.com
•URL : www.missplus.co.kr

•Tel : 82-43-856-6267
•Fax : 82-43-856-6268
•E-mail : jandc@jnc-corp.com
•URL : www.jnc-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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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Tel : 82-43-218-2310
•Fax : 82-43-218-2311
•E-mail : bbackorea@naver.com
•URL : www.backorea.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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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UZ BB & CC Cream

■Gowon tigre soothing gel

■NATURAL MINERAL SOAP

■气垫BB霜

LU:UZ BB霜和CC霜
反映了管理理念，选
择成分时以非常特别
的标准来选择我司代
表已经在研究领域工
作了20多年。
LU:UZ选择济州化
妆品认证，以确保可
靠的客观性，基于标
准，皮肤友好，舒适的化妆品应该从原料开始。
这些被认证为“济州化妆品证书”的产品中含有
济州珍贵的天然物品。该产品是一种皮肤友好的产
品，完成皮肤刺激测试，并通过改善您的肤色和保
护您的皮肤免受阳光照射，使皮肤容光焕发。

GOWON期待着给
你一个干净健康的肌
肤，GOWON以真
诚的态度，为您的肌
肤打造最自然、最理
想的天然产品。由于
致力于透明的信息成
分，所有成分来自大
自然，所有GOWON
产品适用于所有皮肤类型，特别是帮助修复受损皮
肤，因为化妆品或环境污染容易刺激。
1. 环保：尽量减少包装，注重产品质量。
2. 安全、温和的天然成分：GOWON在所有产品
成分中都是透明的，严格选择对皮肤安全有益的成分。

天然成分
天使天然矿物香皂！
高功能天使皂含有多
种有机物质。
它提供各种矿物质和
水分，为各种皮肤问
题提供极好的效果。
天然肥皂含有所有的
皮肤答案。
手工天使香皂！

皮肤本身的能量被提
升，以提供从内部填
充的能量，从而明亮
地呈现出清晰而柔软
的皮肤。
渗透性物质可通过丝
般涂抹均匀地粘附在
皮肤上，从而形成自
然柔软的皮肤

SOLEON Co., Ltd

HAN EOUL

The Angel

Cosmetic Solution K

•Tel : 82-43-277-9145
•Fax : 82-43-237-9145
•E-mail : soleon@soleon.co.kr
•URL : www.soleon.co.kr

•Tel : 82-70-7377-1464
•E-mail : gowoncosmetic@naver.com
•URL : gowoncosmetic.com

•Tel : 82-43-883-5417
•Fax : 82-43-883-5418
•E-mail : saeksaek5107@hanmail.net
•URL : www.siangel.com

•Tel : 82-43-215-8253
•Fax : 82-43-216-8279
•E-mail : csk_8253@naver.com
•URL : www.cosolke.com

■Hovo肥皂

■Bubble hair color

■3D面膜

■Joy Bubble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
高，东南亚、非洲、
印度和中东的市场每
年都会产生2亿人的
需求。人们已经有了
很高的生活水平或对
安全的担忧，这带来
了经济繁荣。不要简
单地把植物成分作为
一种自然过程加入到产品中，你应该添加具有可验
证效果的植物成分，并确保整个过程的安全性。种
植植物时不要使用化学防腐剂，运输时请勿使用
酒精。目前能够管理这一严格的流程的公司还不
多。Hobo肥皂免费提供给患有皮肤问题的儿童。

'由于不含氨和植物提
取物，非常温和。
'完全涂抹在头发上后
只需等待1分钟。
-在正常的6％过氧化
氢条件下，通过缩短等
待时间和降低pH值(相
对于传统产品pH 10.5
至11.0，pH9.7)，可
将对头发和头皮的伤害降至最低
-真正的治疗效果是染发后帮助头发变得更加光滑和
温和。
-由于不含间苯二胺、甲苯-2、5-二胺硫酸盐等任何
可疑成分，因此无需遵守最严格的卫生法规。

专利金丝暖3D面膜
包是一款全新概念的
面膜包，在面部完全
干燥，再彻底去除皮
肤上的细小灰尘、皮
脂、黑头和角质。不
仅能滋养皮肤，还能
去除有害物质，使皮
肤更健康。本产品由
原始设备制造商交付给LG H&H和Mediheal。

Joy bubble是一种
身体清洁剂。由于它
包含一次性毛巾，沐
浴露和保湿剂，因此
可以在任何地方，随
时可用的水上轻松，
卫生地使用。给您带
来每次好像都在用新
鲜的新毛巾洗澡的感
觉。红色花朵和蓝色海洋色两种欢乐泡泡为用户提
供了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的选项。含有红花提取物的
红色花朵保留了淋浴后的微妙花香，而含有海藻提
取物的蓝色海洋植物则呈现出清新怡人的感觉，不
含潮气。

HOVO

KIRIN COSMETICS

Fanipinkorea Co., Ltd

TSP KOREA

•Tel : 82-10-9651-6788
•Fax : 82-43-235-9993
•E-mail : soonhojeon@dau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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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38-1250
•Fax : 82-43-238-1240
•E-mail : kirincos@hanmail.net
•URL : www.kirincos.com

•Tel : 82-43-212-2649
•Fax : 82-43-212-2949
•E-mail : fanipia77@hanmail.net
•URL : www.fanipinkorea.com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Tel : 82-43-878-8968
•Fax : 82-43-878-8568
•E-mail : info@tsp-korea.co.kr
•URL : www.tspkore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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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产品
■Hairloss Solution Project Madhuca
Shampoo & Tonic

■XIU LAB

■在线美容课程

富含与天然保湿因子
(NMF)相似的氨基酸
成分的金色丝胶, 令肌
肤紧致饱满, 光彩照人
的保湿, 美白, 抗皱功
能的水光面膜。

世界上第一个独特
的生物技术公司
Leahue开发了一种
脱发症状护理解决方
案。Madhuca-TM
通过细胞实验和人体
应用试验验证了其良
好的效果。
Madhuca- TM有脱
发症状护理成分，是由Leahue的研究人员和科学
家发现的从天然植物的果油中提取的生物表面活性
剂。

人参精华、积雪草萃
取物等被用来制造一
种新概念的精华爽肤
水，帮助疲惫的肌肤
恢复活力，保持肌肤
水分。

在线美容课程
•在家里学K-Beauty
•英国BBC重点报道
•韩国顶级美容学院
开发的在线课程
•以比线下课程更低
的价格向专业人士学
习！甚至免费套件
•提供课程：半永久
性化妆/睫毛延伸/BB Glow/MTS/头发/造型师/指
甲艺术

Dodream Co., Ltd

BIO InterChange Co., Ltd

Hoonie Global

K-Beauty Solution Co., Ltd

•Tel : 82-70-4136-8654
•Fax : 82-43-231-8654
•E-mail : syscell@hanmail.net
•URL : www.ddream.co.kr

•Tel : 82-1661-0633
•Fax : 82-43-234-0081
•E-mail : cs@bioic.co.kr
•URL : www.leahue.com

•Tel : 82-10-8887-2889
•Fax : 82-43-878-8981
•E-mail : axiu@naver.com
•URL : blog.naver.com/axiu/

•Tel : 82-70- 7770-7913
•Fax : 82-02-797-1195
•E-mail : ceo@kbos.kr
•URL : kbeautyschool.net

■OATS

■THELAVICOS

■SKINUA生物纤维素面膜

■soon100soo hinoki spray

OATS仅使用最安全
的原材料为我们的孩
子和家人制作。
OATS适用于婴儿，
由液体洗涤剂，织物
柔软剂，漂白剂，洗
衣皂和奶瓶清洁剂组
成。采用EWG绿色
级原料，经皮肤试
验“优秀”级，安全通过ROHAS认证。
此外，基于先进的技术和广泛的制造技术，我们可
以为家用产品提供OEM/ODM。凭借客户所需的
产品和多样化的包装设施，我们尽最大努力实现客
户的满意。

pH值平衡的洁面乳，
温和的磨砂
这款温和的粉状洁面
产品适用于所有皮肤
类型，彻底去除堵塞
毛孔的化妆品和皮肤
杂质。可以保护因频
繁清洁而受到刺激的
敏感皮肤，即使在清
洁后也能保持滋润。酶和小颗粒能去除过期已久的
死皮细胞，使皮肤变得柔软、透明。
•适合所有皮肤类型，包括敏感皮肤
•主要成份：蛋白酶、木瓜蛋白酶提取物

SKINUA生物纤维素
面膜是一款高级抗皱
面膜，由可生物降解
有机发酵椰子、水解
胶原蛋白、腺苷等天
然提取物制成。该产
品3D结构使其能保持
普通片状面膜多10倍
以上的水分，从而为
皮肤提供尽可能多的精华和支撑。生物纤维素面膜
是一种很好的降温和舒缓皮肤的材料，常用于专业
水疗和诊所。

SOONBAEKSOO是
一款高级环保家居用
品，涵盖婴儿、厨房
和生活用品。
SOONBAEKSOO
的优点在于可靠的成
分：
SOONBAEKSOO
使用安全成分，即使
成分温和，也有很强的除臭和杀菌功能。

BLUE MOUNT TECHNOLOGY CO., LTD

HP&C Ltd

BIOPOLYTECH CO., LTD

RAWLIFE

•Tel : 82-42-936-3601
•Fax : 82-42-935-3602
•E-mail : sales@bluemountec.com
•URL : www.bluemou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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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36-0026
•Fax : 82-43-236-0083
•E-mail : trade@hpnc.co.kr
•URL : www.hpnc.co.kr

•Tel : 82-43-212-9144
•Fax : 82-43-264-9143
•E-mail : biopolytechkr@gmail.com
•URL : www.biopoly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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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产品

■金色蚕茧水光面膜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Tel : 82-10-7749-2190
•Fax : 82-70-7611-2384
•E-mail : jds@rawlife.kr
•URL : soon100so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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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Buk Business Guide

■Puchu Puchu Premium Package

■Rose blanche

■玫瑰面膜

皱纹在30分钟内消
失。弹性在30分钟内
得到改善。水肿在30
分钟内得到改善。皮
肤排毒，营养在皮肤
内被吸收。

Designed Cells
已经发现了白玫瑰
的优良药理作用，
而不是玫瑰油。因
此，Designed Cells
现在拥有与白玫瑰成
分相关的多项专利，
包括美白、抗皱、改
善特应性皮炎、抗菌
（痤疮病菌、幽门螺旋杆菌、特应性病菌）、抗炎
和脑保护作用，生物化妆品白玫瑰是混合了稀有的
和一流的成分，从最新的韩国白玫瑰品种获得振兴
你的皮肤，使你的皮肤晶莹剔透。

这是一种沙漠玫瑰(油
桐叶提取物)，具有很
长的水分储存能力。
该产品提供舒适的滋
润和滋养皮肤的活性
植物成分。
给敏感皮肤提供水分
和舒缓，毫无刺激。
含有透明质酸，一种
天然保湿因子(NMF)。含有极好的甘草酸去钾镇
静和液体平衡控制。一种水溶性维生素B的复合
物，含有烟酸酰胺，改善肤色，有助于明亮的皮
肤护理。含有腺苷，帮助改善皱纹和弹性，防止皮

■Ladamer triple care sunscreen
SPF50+ PA++++
这是一款三重复合功
能防晒霜，能同时阻
隔紫外线A和B射线，
并增加美白和改善皱
纹的功能，作为一款
功能性很强的产品，
应用Bioncell有助于
消炎的专利物质，在
保护皮肤方面显示出
显著效果。

肤老化。

Designed Cells Co., Ltd

BUKANGCOSMETIC CO.,LTD

•Tel : 82-2-1577-5719
•Fax : 82-50-4153-7750
•E-mail : plastikos7750@naver.com
•URL : www.plastikos.kr

•Tel : 82-43-264-3359
•Fax : 82-43-260-3360
•E-mail : info@designedcells.com
•URL : www.designedcells.com

•Tel : 82-70-8911-0777
•Fax : 82-70-8196-8424
•E-mail : eunjeong86@bkcosmetic.co.kr
•URL : bkcosmetic.co.kr

•Tel : 82-43-218-2203
•Fax : 82-43-537-2201
•E-mail : jssjydhj@gmail.com
•URL : www.bioncell.co.kr

■ROA cell pure 2500 collagen ampoul

■Petone cell Antiaging Soiutoin KIT

■Red Ginseng Collagen

■UNIWELL NATURAL COSMETICS

该产品是含有25%浓
度高纯度发酵胶原蛋
白安瓿，具有提升、
光泽、减少毛孔、改
善皱纹等即时效果。

（安瓿
10ml/8ea+Mask
Pack.30ml/10ea+
Gokal cap/4ea）
为受损的肌肤提供最
佳的营养。
快速镇静和恢复
受损细胞的最佳
解决方案，如激
光、proccells和MTS机器。

单位：2g*30袋
胶原蛋白的作用；
•骨骼和关节健康-胶原蛋
白对骨骼和关节的益处可能
与对皮肤有益一样。通过帮
助人体自然产生胶原蛋白，
并提供这些氨基酸的生物
可利用来源，胶原蛋白可以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善骨骼
和关节的健康。事实上，一项双盲安慰剂研究显示关节疼痛有显
著改善。•激素平衡-新兴研究表明，胶原蛋白中的特定氨基酸
可能有助于改善体内氨基酸平衡，并支持人体天然激素的产生。
•消化-如前所述，明胶和胶原蛋白有助于覆盖消化道并改善消
化，通常建议在GAPS和SCD等肠道特定饮食中食用明胶。

Uni well有重要
物质，名称为
UJW8575。
UJW8575是从韩国
洁净区的海藻中提取
的一种生物活性物
质，其包含在我司的
所有化妆品。

JEONG WON CO., LTD

UNIWELL CO., LTD

BEAUTEE COLLAGEN
•Tel : 82-43-212-6811~3
•Fax : 82-43-212-6811~4
•E-mail : bc_collagen@naver.com
•URL : www.beauteecollage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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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BIOTECH Co., Ltd
•Tel : 82-43-224-7420
•Fax : 82-50-2070-0001
•E-mail : macbio777@gmail.com
•URL : www.epongs.com

•Tel : 82-43-533-1772
•Fax : 82-43-532-9316
•E-mail : kyuha71@hanmail.net
•URL : www.djw1992.com

Bioncell Co., Ltd.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Plastikos

•Tel : 82-43-285-8575
•Fax : 82-43-285-8574
•E-mail : aaabbb41@naver.com
•URL : www.uni-well.com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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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肌5件套

■Apaballa

■SunPEP AHP-500

■LISIL CENTELLA EGF CREAM

蜜肌5件套运用纳米
脂质体技术，有效
改善肌肤。一套可从
洁面到基础护肤一次
解决。有效改善皱纹，
紧致肌肤，提高肌肤
障壁。多款产品涉及
专利，所有产品都蕴含
高浓缩成分，使用后可
立即感受与众不同的肌肤
变化。同时，所有产品适用于所有肤质，包括痤疮
肤质。

Apaballa 多合一护肤
霜是一种天然提取物
的结合，帮助皮肤提
亮和保湿。
有助于改善和恢复皮
肤问题，对背部和肩
膝关节疼痛也有止痛
功效。

通过阻断乙酰胆碱
的分泌，SunPEP
AHP-500通过停止
面部肌肉的反复收缩
来延缓皮肤衰老。它
能抑制皱纹，减少鱼
尾纹，收紧眼睛周围
的皮肤轮廓。可用于
护肤液、精华霜等。

“敏感肌肤修复再生
霜”轻量浓缩，适用
于受损肌肤。为问题
肌肤提供营养，重建
受损肌肤屏障。
核心成分
•积雪草叶水
•EGF
•芒果提取物
•天然精油

Pion-Tech Co., Ltd

VU:NIQUE

SUNFINE GLOBAL Co., Ltd

SAIMDANG COSMETICS

•Tel : 82-70-7700-7506
•Fax : 82-2-565-3674
•E-mail : ailing@pion-tech.com
•URL : www.pion-tech.com

•Tel : 82-70-8724-0830
•Fax : 82-504-055-5979
•E-mail : LHKCLUBS@NAVER.COM
•URL : en.vunique.net

•Tel : 82-43-218-0993~4
•Fax : 82-43-237-0996
•E-mail : intlbiz@sunfg.co.kr
•URL : www.sunfg.co.kr

•Tel : 82-43-744-9292
•Fax : 82-43-742-2491
•E-mail : symaeng@saimdang.co.kr
•URL : www.saimdang.co.kr

■细水雾

■KEOLA

■Eco foot file

■WINE GOLD

这超细水雾很容易吸
收到皮肤里，提高其
水分水平，使您的皮
肤一整天都保持最佳
状态。这之所以可能
是得益于特殊设计的
喷嘴喷雾，不仅可以
产生细小的颗粒，还
能防止毛孔堵塞。即
使对皮肤敏感的人，其舒缓配方也是完美的选择。
这也非常适合整天化妆，以防止皮肤看起来暗哑或
化妆后感觉干燥。

我们正在开发由护肤
霜制成的化妆品，使
用天然植物提炼的天
然成分，如芦荟、洋
甘菊等。特别是，
使用一个无空气的容
器，让消费者可以得
到新鲜的化妆品。

Cerafoam安全有效
地去除您的老茧，不
会对皮肤造成伤害。
•陶瓷泡沫就像一个
多刀片剃须刀，安全
有效地去除老茧。
•泡沫陶瓷的强度和
尺寸是去除老茧的理想材料。
-Cerafoam安全有效地去除您的老茧，不会对我们
的皮肤造成伤害。也消除了您的脚不舒服的感觉。
•使用Cerafoam后，您的脚感觉柔软光滑。
•陶瓷泡沫由对人体无害的天然陶瓷制成。
•主要成分：二氧化硅（SiO2）
•抗菌效果→90%

i Nano`s WINE
GOLD 含有纳米级
纯金颗粒，直接影响
皮肤细胞。紫外线防
护，美白，抗老化。
紫外线防护效果超过
50%。由于5nm的纳
米金颗粒，葡萄酒金
纳米粒子可以从紫外
光吸收到可见光。
与普通金颗粒相比，酒金纳米粒子具有60%以上的
抗衰老作用。5nm酒金颗粒渗透黑色素层皮肤抗氧
化性的优化。金纳米粒子的自愈效应。

GS Chem Co., Ltd

J&H TECH Ltd.

Samjo - Wellfoam

INANO Co., Ltd

•Tel : 82-2-6003-0786
•Fax : 82-2-554-3743
•E-mail : wyjung@drcc.co.kr
•URL : www.gs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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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14-0055
•Fax : 82-43-215-6688
•E-mail : keolalive@gmail.com
•URL : www.jandh.kr,www.keola.co.kr

•Tel : 82-2-785-7440
•Fax : 82-2-785-7441
•E-mail : wellfoam@hanmail.net
•URL : www.wellfoam.com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Tel : 82-43-750-7123
•Fax : 82-70-7500-4469
•E-mail : inano1021@naver.com
•URL : www.i-nano.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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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凝胶眼罩

■PURIPIA

■V2G

■化妆品

水凝胶眼罩是一种由
植物聚合物组成的凝
胶。它不同于普通薄
片，有效成分防止蒸
发，对敏感眼睛的
营养供给有效，有弹
性、滋润、活力。

PURIPIA Reborn
Cream含有高功能性
物质，针状，帮助提
亮肤色，加强皮肤屏
障，保持健康细胞的
翻转周期，有效去除
老化的死细胞。

V2G是稳定的维生素
C衍生物，皮肤吸收
率高。
功能 : 抗皱, 美白效
果, 抗氧化, 提高皮肤
弹性

我们采用先进的粉末
涂层技术，为客户提
供云母、绢云母、二
氧化钛等。我们还生
产各种颜色的珍珠颜
料，涂有有机颜料和
无机颜料。

Beauty Cosmetic Co., Ltd

HnB9 Co,. Ltd

Macrocare Tech Co., Ltd

XenTech Co., Ltd

•Tel : 82-43-877-5107
•Fax : 82-43-877-5108
•E-mail : btcosmetic@btcosmetic.com
•URL : www.btcosmetic.com

•Tel : 82-43-903-9651
•Fax : 82-43-903-9653
•E-mail : hnb9@hnb9.com
•URL : www.hnb9.com

•Tel : 82-43-214-3656
•Fax : 82-43-214-3658
•E-mail : isales@macrocare.net
•URL : www.macrocare.net

•Tel : 82-43-238-9997
•Fax : 82-43-238-9998
•E-mail : xt@xentech.kr
•URL : www.xentech.kr

■Sericite BB Cushion

■Tooth whitening agent

■无菌带针可吸收性缝线

■面膜

我们使用绢云母材料
制造面膜包装，肥
皂，BB霜和其他化妆
品，这些化妆品的发
射率远高于红外线。
它对皮肤很有好处。
同时，我们还开发并
销售血液循环性能良
好的功能配件、床垫
等，并出口到香港、新加坡、日本等。
我们正在与大学和机构合作查看使用该产品后身体
状况如何，保有许多相关证书。

从洁白的牙齿微笑中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于因吸烟和咖啡因
摄入染色的牙齿具有
美白效果简单易用，
无需去看牙医，适合
当今忙碌人群的生活
方式首尔国立大学牙
科学院前教授和现任
教授开发的新概念牙齿美白剂

带有针头的无菌可吸
收缝合线是带有CE标
志的面部提升设备，
该设备由针头、针
帽、毂、海绵组成，
缝线采用环氧乙烷气
体灭菌。

这是一款面膜，旨在
确保独特能量的颜色
达到身体的最佳状
态。优质草药成分, 天
然精油被放置在治疗
色膜。色彩的能量与
自然、科学相结合，
为肌肤提供一个健
康、柔嫩、滋润、富
有弹性的肌肤。

Gumcheon Sericite Co., LTD

NIBEC CO., LTD

Yurim Medical Co., Ltd

Yakcholife

•Tel : 82-2-1644-8727
•Fax : 82-43-733-8728
•E-mail : gumgumcheon@gmail
•URL : gumcheon123.en.ec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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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532-7458
•Fax : 82-43-537-1714
•E-mail : webmaster@nibec.co.kr
•URL : www.nibec.co.kr

•Tel : 82-43-231-9788
•Fax : 82-43-231-9789
•E-mail : sales@yrmedi.com
•URL : www.yrmedi.com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Tel : 82-43-651-3336
•Fax : 82-43-651-3335
•E-mail : 21eco@naver.com
•URL : www.yakcho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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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产品

美容产品
■肥皂

■Licellvi

该产品主要由良好的
微生物制成。肥皂使
污染的水变得纯净清
洁。我们生产许多不
同类型的肥皂。-淋
浴皂、清洁皂、宠物
皂和厨房皂（用于洗
碗和清洁厨房）。

采用JWORLD的
专利“冲压成型技
术”制造，与常规螺
纹[Cutting Thread
Type]相比
其嵌齿尺寸更大，并
且拉伸强度更高。它
是JWORLD的代表
性设计，具有出色的
皮肤组织附着力。

SPACE SEON Co., Ltd

Jworld

•Tel : 82-70-8835-4253
•Fax : 82-303-3445-4253
•E-mail : spaceseon@gmail.com
•URL : www.spaceseon.com

•Tel : 82-43-731-3165
•Fax : 82-43-731-3166
•E-mail : jworld.mds@gmail.com

■White Medience PDO Cog

■ANUT REVITAL 洗发剂

White Lift Cog在市
售的切割齿轮中具有
最强大的作用。在保
持线的拉伸强度的范
围内，它具有最大和
最深的刺。双重结构
使拉力和保持力最大
化。您可以轻松看到
大而美丽的White Lift
Cog 齿轮的刺。

干净光滑的头皮和头
发天然精油成分缓解
皮肤刺激和皮肤压
力，天然保湿成分保
护头皮，滋润头发。

White Medience Co., LTD

Numeruno Co., Ltd.

•Tel : 82-10-7103-4839
•Fax : 0505-282-3007
•E-mail : great@whitelift.net
•URL : www.whitemedi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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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70-7561-9777
•Fax : 82-50-4235-1460
•E-mail : swhwang@numeruno.kr
•URL : numeruno.co.kr

钢铁和金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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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NECTION

■Hair line film

■电机轴燃油泵

■Sandwich Panel

KONNECTION是一
种无需焊接就能实现
梁柱连接的新技术。
利用矩形钢管柱的结
构强度，改善了现有
H型钢结构的薄弱环
节。这种钢结构连接
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单向焊接™从而可
以在矩形钢管柱的封闭部分进行单向紧固。

SKM生产各种金属薄
膜,其包括能给人更有
价值的外观与印刷、
金属化和用另一层薄
膜层压的发纹图案。
与印刷图案相比它可
以显示出与众不同的
表面感觉。
此外，发际线可以是
一个绝佳解决方案，以取代真正的铝和真正的不锈
钢产品各种刷牙图案可涂在铝箔、中密度纤维板、
铝箔标签，塑料型材、ABS等。

[电机轴燃油泵]
1. 本产品需要机械加
工、热处理、滚花、无
心磨削、抛光、滚磨、
渗氮等12道工序。
2. 加工公差小于
6/1000mm。
3. SH TECH为
COVAVIS提供超过
500万台（11种型号）的燃油泵总成（最终供应给
通用汽车和大众汽车）
[支撑杆和管] 1. 此部件的功能是将燃油泵总成支撑
到塑料框架上。2. SH TECH向COVAVIS提供38
种类型的支撑杆和管

我们供应所有的建筑
材料产品，如EPS
夹芯板、聚氨酯板、
玻璃棉板等，质量上
乘。
项目
1）夹芯板、PVC
窗、防火门、ABS
门、吊门、沥青瓦
（TEGOLA）、屋面系统、排水沟系统、螺栓。
2）速度块金属板 SPEED BLOCK METAL PANEL
3）模块化临时住房营地
主要用途：住宅、厂房、仓库、商住楼、临时房屋
设施等。

STEELCO Co., Ltd

SKM Co., LTD

SH TECH.INC

Kwang Steel Co., Ltd

•Tel : 82-31-900-1621
•Fax : 82-31-900-1694
•E-mail : pstech@gaurian.com
•URL : www.konnectionint.com

•Tel : 82-43-873-7262
•Fax : 82-2-483-9424
•E-mail : agnes@skmfilm.com
•URL : www.skmfilm.com

•Tel : 82-43-269-2947
•Fax : 82-43-269-2948
•E-mail : simhy622@hanmail.net

•Tel : 82-43-260-3500
•Fax : 82-43-260-3556
•E-mail : soon2001y@naver.com
•URL : www.theksteel.com

■沙桶一体式排水管

■活动地板

■Stainless steel wire rope

■Fire Retardant Aluminium Composite Panel

沙桶一体式排水管在
排水管上安装了一个
沙桶（桶），以防堵
塞。通过从桥梁上部
提升沙桶，快速、
轻松地清除堆积的污
垢，可以降低维护成
本。

高架活动地板(RAF)
通常由铝和钢制成。
我们的RAF在全球主
要有三(3)种类型，用
于洁净室、IT数据中
心、实验室等。这三
(3)种类型的面板有
盲板、穿孔板和格栅
板。支撑面板的基座
采用铝或钢制成，并根据项目的负载要求分为标准
型[SD]、重型[HD]和超负荷[UD]三个产品组。

SSP是一家可靠的不
锈钢钢绞线和钢丝绳
制造商，自1988年
成立以来一直为全球
客户提供产品，并在
市场上保持良好的质
量信誉。我们一直在
尽最大努力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
价格。

ALCOPANEL FR
是一种未来的建筑
材料，由两片铝板和
一个矿物填充芯组
成。ALCOPANEL的
功能特点与优良的设
计特点相结合，表现
出具有耐火性能的新
型建筑材料。

DASAN Co., Ltd

SEOHO INC.

Sungsan special Steel Proccessng INC.,

ALCOPANEL CO., LTD

•Tel : 82-43-857-0008
•Fax : 82-43-857-1414
•E-mail : dasan0008@hanmail.net
•URL : www.dsinf.com

94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Tel : 82-10-5415-1727
•Fax : 82-0504-163-1727
•E-mail : sales@seohotsc.com
•URL : www.seohotsc.com

•Tel : 82-43-881-0365
•Fax : 82-43-881-0435
•URL : hjsohn@ssprope.com
•URL : www.ssprope.com

钢铁和金属产品

钢铁和金属产品

钢铁和金属产品

•Tel : 82-2-587-8391~4
•Fax : 82-2-786-4882
•E-mail : jeff@alcopanel.com
•URL : www.alcopan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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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 SYSTEM

■GALVANIZED STEEL PIPE

■Bridge expansion joint / Bridge Bearing

■ABS PLA Filament for 3D Printer

什么是HEB系统？
HEB体系是高强度预制
建筑体系的简称，是一
种尖端的超高强度预制
钢结构。这些主要材料
(包括横梁)都是在自动
化生产线上经过精确切
割和加工后，采用辊成
型生产的。该系统作为下一代高技术钢结构体系，
只能在现场进行螺栓连接和结构施工。
我们采用高耐久性的热浸镀锌钢板（HGI）作为主
要材料，利用计算机系统，确保了结构的稳定性。
如果将100%的预制结构移到另一个地方，则只拆
卸和重新组装螺栓就可以100%重复使用。

[产品特点]
镀锌钢管标准、厚度
准确，圆度和焊接强
度优良。
[用法]
乙烯基房屋
临时挡雨和果树支架
花卉栽培与农业栽培

llwontech 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桥梁伸缩缝系统设
备维修和安全检测
的公司。我们开发
的一种创新的维护
方法“The Longrun Expansion
Joint System”旨
在解决现有膨胀缝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目前，
Expansion Joint被认为是一种消耗性材料，而
Longrun Expansion Joint 已将概念转变为桥梁的
永久性构件。本系统已注册了26项专利和实用新
型，并获得新的优秀技术认证。

尺寸：19.4x19.4x
8.2cm/1kg
1.75mm灯丝直径
（+/-0.05mm）
重量：1kg，3kg
Made in Rep.of
Korea

AREUM STEEL CO., LTD

UNION PIPE MFG.CO., LTD

ILWONTECH CO., LTD

Shine Frontier

•Tel : 82-43-878-5020
•Fax : 82-43-878-0702
•E-mail : arst@daum.net
•URL : www.arst.co.kr

•Tel : 82-43-731-9711
•Fax : 82-43-731-4582
•E-mail : cscpark@hanmail.net
•URL : www.uspipe.co.kr

•Tel : 82-32-225 -1010
•Fax : 82-32-215-1010
•E-mail : ilwontech@gmail.com
•URL : www.ilwontech.com

•Tel : 82-10-2977-1883
•Fax : 82-504-136-1883
•E-mail : daehoungkim@gmail.com

■Color Steel Plate

■COLOR STEEL

■ILIAD SYSTEM

■Tyche® Pedicle Screw System

•设计种类多样
•卓越的加工性能
•耐久性
•清洁维护性高
•高耐腐蚀性
[防火材料]
•环保并可以实现高
质量平面设计的巨大
需求

规格：通过吸收和分
散潮湿空气来防止冷
凝。通过防止表面腐
蚀，延长钢板的使用
寿命。与传统面板相
比，其导热系数低，
具有优越的隔热和隔
音效果。
用途：保温、防结露
效果显著，可用于牛棚、猪舍、屋顶、工厂仓库、
体育馆、房屋改造、小区设施改造等。

ILIAD®Spinal
Fixation System为
脊柱固定提供简单
和全面的稳定解决方
案。具有DOVETAIL
Locking System是
ILILAD®系统的基
础。这种独特的螺纹
设计实际上消除了交
叉螺纹，防止了螺钉头的飞溅，并增加了保持力矩
高达30Nm。

Tyche®Pedicle
Screw System 是一
种薄型，直列，单轴
和多轴的系统
脊柱固定系统，调节
简单，结构稳定.
Tyche®Pedicle
Screw System 是用
于治疗L5-S1椎体严
重滑脱(3级和4级)，并为骨骼成熟患者提供脊柱节
段的固定和稳定，成为辅助治疗手段。

Shinwoo Hi-Tech Co., Ltd

NAEUNG&S(GLASS N STEEL)

MEDYSSEY

KYUNGWONMEDICAL Co., Ltd

•Tel : 82-31-750-0800
•Fax : 82-31-750-0849
•E-mail : jachoi@shinwoopolytechs.co.kr
•URL : www.shinwoopolytechs.en.ec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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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63-831-8296
•Fax : 82-63-831-8295
•E-mail : NAEUNGS@HANMAIL.NET

•Tel : 82-43-716-1014
•Fax : 82-43-716-1015
•E-mail : robert@medyssey.com
•URL : www.medyssey.co.kr

钢铁和金属产品

钢铁和金属产品

钢铁和金属产品

•Tel : 82-43-715-8596
•Fax : 82-43-715-8598
•E-mail : info@kyungwonmedical.com
•URL : www.kyungwon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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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和金属产品

钢铁和金属产品
■Aluminum Form

■EGN Coil

铝模板是用于钢筋混
凝土工作的最重要模
板系统，是施工现场
典型的过程，也是使
用的高级材料之一。
铝的重量轻，使整个
结构系统化，使施工
快速简便。
功能1。提高混凝土
质量
功能2。加强混凝土工作的经济竞争力
功能3. 改善施工现场环境和安全管理

公司生产电镀锌镍镀
层钢。我们可以支持
0.4，0.5和0.8毫米厚
度和任何狭缝尺寸。
主要应用于汽车、冰
箱、洗衣机等行业。

SEOBO INDUSTRIAL CO., LTD

Micro Technology Innovation

•Tel : 82-43-535-1922
•Fax : 82-43-535-1966
•E-mail : seoboexp@seobo.co.kr
•URL : www.seobo.co.kr

•Tel : 82-43-264-4491
•Fax : 82-43-264-4497
•E-mail : qkek1504@hanmail.net

机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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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品
■精密机械工程

■消声器

■SKYLIFT TRUCK

高空作业平台是一种
机械装置，用于为工
作人员或设备提供临
时进入不可接近区域
的通道（通常是高
空）。高空作业平台
可提供运输和通道以
外的附加功能，其包
括配备电动工具的电
源插座或压缩空气连接器。
高空作业平台也可配备专用设备，如[1]窗户玻璃搬
运架[2]灯光维护[3]树木修剪[4]更换标志牌[5]墙面
油漆和清洁等。

精密机械工程
本公司生产手机、笔
记本电脑、电动汽车
用二次电池产品的精
密模具和精密机械零
件。

消声器是一种降低高
压、高温废气噪声的
装置。Daeji汽车开发
了在背压和NVH方面
性能最优的消声器，
使发动机性能和车内
噪声损失最小。通过
优化消声器性能，为
驾驶员带来舒适的驾
驶体验。特别是我们被指定为ACDelco和Bestf1t
的官方供应商，Bestf1t是一个基于先进技术和卓
越质量管理的全球售后品牌。

我们经营韩国制造的
二手重型机械、天
车、爬梯车、臂式起
重机和混凝土泵。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高
空作业车。它是我们
能想象到的所有高处
作业所必需的机器，
如窗户、标志牌安
装、工地和建筑物的外部工程、桥梁维护、树木砍
伐、电杆作业等。天窗安装在卡车上，无需额外的
运输方式，可快速方便地到达任何地方。

Z-TON GROUP

Dae Won Precision

Daeji Automotive Co., Ltd

JANGBI MACHINERY

•Tel : 82-31-574-2081
•Fax : 82-31-573-2086
•E-mail : trade@ztongroup.com
•URL : www.atomsv.com

•Tel : 82-43-213-2222
•Fax : 82-43-213-6169
•E-mail : office3@dae-won.co.kr
•URL : dae-won.co.kr

•Tel : 82-43-878-1001
•Fax : 82-43-878-0247
•E-mail : ap@daeji.co.kr
•URL : www.daeji.co.kr

•Tel : 82-43-233-7555
•Fax : 82-43-233-7554
•E-mail : wjoh.luke@gmail.com
•URL : www.jangbee.com

■碳化物切割工具

■Ophthalmic Unit Table & Chair

■PVC Cling Film

■Tractor

CCT是一家以多种工具
制造经验和技术为基础,
提供顾客需要的切削工
具的制造公司。
我们正在制造适用于汽
车,手机,模具,飞机部件等
各种行业的切削工具,并
出口到世界很多国家。
我们利用最新的设备及检验设备,向大公司生产
OEM,供应质量最高,价格竞争力最高,交货速度最
快的稳定产品。 我们正在根据客户订单生产标准
产品和特殊订单产品。

RT-13
1-仪器折射装置和
椅子
紧凑的设计，优化的
单位表，更好地利用
空间为反射角膜仪，
验光机，和图表投影
机。

PVC保鲜膜生产线生
产厂家。通过提供多
种材料来生产最优质
的PVC薄膜,PVC保
鲜膜生产机械及其配
件和原材料。

KUKJE机械有限公
司为美国、德国、法
国、葡萄牙、澳大利
亚、菲律宾和非洲国
家的客户提供20至
100马力的各种拖拉
机，并根据各国的工
作情况积极生产定制
拖拉机。自1968年成
立以来，KUKJE机械有限公司一直在韩国农村现
代化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公司以不断
发展的技术和人力资源，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为
基础，竭尽所能赢得客户的欢心。

Cascadetech Co., Ltd

Rodek Co., Ltd.

POWER INC.

Branson

•Tel : 82-43-263-6585
•Fax : 82-43-263-6581
•E-mail : master@cascadetech.co.kr
•URL : www.cascadetech.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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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74-2521
•Fax : 82-43-275-2520
•E-mail : overseas@rodek.co.kr
•URL : www.rodek.co.kr

•Tel : 82-43-4006-3006
•Fax : 82-02-3661-7513
•E-mail : daniel@powerwrap.co.kr
•URL : www.powerwrap.co.kr

机械品

机械品

■高空作业平台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Tel : 82-43-730-1291
•Fax : 82-43-730-1493
•E-mail : taekmin.kim@kukjemachinery.co.kr
•URL : www.branson-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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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sewer cleaner (24t,17t,7t)

■切管坡口机

■Hydraulic Breakers

■UV-LED在显示屏玻璃

该产品是一款具有强
大清净力和吸收力的
车辆，专为客户提供
方便、经济实惠和效
率。其全新的工作速
度，易于控制和安全
提高价值的利润和客
户满意。

DCSENG公司专
业生产用于管道
加工的切割坡口机
(S-Cutter)，从半自
动到全自动，为客户
提供管道切割和坡口
的整体解决方案。 为
了增加用户的方便
性，DCSENG还提
供了最好的便携式机器，如钨棒磨销机、管端平口
机、手持倒角机和表层去皮机。

DNB在国外有着很高的
知名度。DNB拥有30
多年的市场经验/历史，
我们DaeNong Heavy
industry 推出了韩国首
台全液压破碎锤并对此
感到自豪。它是一种夯
式低振动、低噪音优质
产品，主要销到欧洲和
澳大利亚。 *Low-vibration_Fully-hydraulic_workeroriented产品：DNB是最早投入最苛刻工作环境的强力
断路器。 *耐久性和可持续性：与其他使用低价中国零
件的公司不同，耐用，可以使用优质的国产零件，并且

概述
① 用于显示光刻设备
的玻璃边缘曝光装置
② 使用h-line
405nm或385nm
UV-LED在显示屏玻
璃边缘进行曝光
③ 用于显示标题的边
缘曝光设备
④ 由LED灯模块和主控制器组成；可通过电脑进
行监控
⑤ 通过使用更环保的LED取代汞灯，节省维护成
本，降低功耗

在二手市场使用20多年，也可以通过更换零件来使用。

⑥ 无预热时间的直接暴露

DNHI CO., LTD

INFITECH

Dong woo indus Co., Ltd.

DCSENG CO., LTD

•Tel : 82-43-267-7774
•Fax : 82-43-267-0059
•E-mail : dwindus@naver.com
•URL : www.dwindus.com

•Tel : 82-43-256-0945
•Fax : 82-43-256-0946
•E-mail : sales@dcseng.co.kr
•URL : www.s-cutter.co.kr

•Tel : 82-43-533-3160
•Fax : 82-43-268-0043
•E-mail : dnhieurope@dnhi.kr
•URL : www.dnhi.kr

•Tel : 82-43-221-0301
•Fax : 82-43-221-0307
•E-mail : ts.kim@infitech.co.kr
•URL : www.infitech.co.kr

■Excavator's 360º

■HYDRAULIC BREAKER

■ENGINE PULLER

■GRADING MACHIN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E

由于结构原因，现有
挖掘机只允许在二维
平面上进行上下操
作。但是，本产品
在挖掘机臂中部配备
了旋转装置，其臂部
可进行360度旋转工
作。增加工作角度，
增加工作效率。
可以移除不必要的设备转移、旋转或移动，并且不
需要单独的人力来平整地面，因此，可以节省人力
成本和节省燃料。

NEOBUZZ液 压 破
碎机类型包括静音
(箱)式；顶(开)式；侧
式；反铲装载机式；
撬装式。
NEOBUZZ提供全
系列的小型破碎机
NB10(用于1吨挖
掘机)和大型破碎机
NB500(用于60吨挖掘机)。

JEEP PULLER用于
架空导线和OPGW
的牵引、架空导线和
OPGW架线作业时驱
动，极大地提高了工
作效率，无需从绞盘
上卸下轮胎。

颜色选择功能，无损
含糖量选择等
1. 视觉筛选线：主要
通过旋转水果来筛选
胶印品的视觉效果
2. 复合筛分：旨在
将重量，糖含量和颜
色进行分级，筛分为
36级
3. 筛选记录管理：生产商筛选记录的管理和打印
4. 可根据需要扩建设施

ByeckGangSanGi

NEOBUZZ DEMOLITION TOOLS CO., LTD

Chungwoo S.E. Co., Ltd

SNPSYSTEM Co., LTD

•Tel : 82-43-217-2031
•Fax : 82-43-217-2032
•E-mail : sweetyna84@hanmail.net
•URL : www.byeokg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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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72-9112
•Fax : 82-43-272-9110
•E-mail : sales@neo-buzz.com
•URL : www.neo-buzz.com

•Tel : 82-43-269-1116
•Fax : 82-43-269-1183
•E-mail : cwse@cwse.co.kr
•URL : cwse.co.kr

机械品

机械品

机械品

•Tel : 82-43-213-4385
•Fax : 82-43-213-4389
•E-mail : cg1010@naver.com
•URL : www.snpsystem.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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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膜一体播种机

■金刚石工具

■Hydraulic hammers

■Diamond Coated EndMills

综合集成式机器播种
需要覆盖的作物（如
豆类、萝卜、人参、
芝麻、洋葱 和 卷心
菜）
1)程序 : 连续同时进
行 田野起伏, 播种, 覆
盖, 生物膜穿孔, 土壤
覆盖, 压土
2)主要特点 : 被选为农机新技术 (编号：2018-13)
基于电控装置的速度识别，在生物膜打孔之前进行
播种

我们是韩国领先的各
类金刚石工具，砂轮
等磨料，树脂和金属
制成的抛光垫的领先
制造商，其质量和价
格具有竞争力。我们
对我们的研磨工具质
量感到骄傲，尤其是
干抛光垫和湿抛光
垫，这些磨片是我们最近开发的具有高技术水平的
产品。我们在这个领域在全世界赢得了良好的声
誉。我们的石材、花岗岩、大理石、混凝土和水磨
石抛光垫一直出口到德国、北美和南美洲，质量上

•App book catalog1

乘，我们渴望为您的优质生产线供货。

Best Hammer
Industries的液压锤
和挖掘机附件，完全
满足客户的需求，并
给予客户完美的满意
度。在工作现场，选
择合适的附件是最重
要的问题之一。获得
价格合理的液压锤和
附件至关重要，这些液压锤和附件应具有最佳性
能，出色的耐用性。Best Hammers Industries的
液压锤和挖掘机附件将是您的首选解决方案，以满
足您的需求。我们的液压锤和附件有各种型号，可
用于各种载体。型号从1吨到80吨不等。

SHINGO GRINDING WHEEL, INC.

BEST HAMMER INDUSTRIES

Cascadetech,co,.Ltd

JANG AUTOMATION CO., LTD

( All product )
http://ebook.ec21.
com/appbook2020/
cascadetech/02/
•APP book catalog2
( High-performance
endmill X - series )
http://ebook.ec21.
com/appbook2020/
cascadetech/

•Tel : 82-43-298-0076
•Fax : 82-43-297-0076
•E-mail : janginfo@jangauto.com
•URL : www.jangauto.com

•Tel : 82-2-2294-7273/7274
•Fax : 82-2-2246-7374
•E-mail : sales@shingo.co.kr
•URL : www.shingo.co.kr

•Tel : 82-43-532-1370
•Fax : 82-43-532-1372
•E-mail : young.park@bhice.com
•URL : www.bhice.com

•Tel : 82-43-263-6585
•Fax : 82-43-263-6581
•E-mail : master@cascadetech.co.kr
•URL : www.cascadetech.co.kr

■Snowmaker

■AEGIS VDS 20K

■CLIP

■ExiStation™ series

全天候造雪机可以在
零度到25度的温度
下制造真正的冷雪。
本机已应用于雪上公
园、航运中心、水疗
中心冰房以及有下雪
场所的咖啡厅、餐厅
等。最大的好处绝对
是触摸和感受真正的
冷雪。

下一代精细印刷电路
板用非接触立式湿法
加工设备。
应用 : 拉米预处理,
DF开发, DF Strip, 闪
光(快速)蚀刻

车卡夹是将汽车内部
部件（车门装饰件、
尾门）和外部部件
（侧梁、装饰件、饰
条）固定到车身上的
部件。它起到防止外
风、水、噪音等流入
和降噪的功能

ExiStation™ 系列
是由自动提取机和
Real-Time PCR机
组成的MDx系统。
用户可根据用户
需要，通过连接3
个不同的提取器
(ExiPrep™) 和
Real-Time机器
(Exicycler™ 96年)。
该系统可以使用各种MDx试剂盒，如COVID-19、
HIV、肝炎、STI、TB、ZIKV、RV检测等。

SnowTech Co., Ltd

TKC CO., LTD

ATS

Bioneer Corporation

•Tel : 82-43-848-1595
•Fax : 82-43-853-7403
•E-mail : snowtech@snowtech.co.kr
•URL : www.snowtech.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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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64-2121
•Fax : 82-43-264-2363
•E-mail : mshan@tkc21.com
•URL : www.tkc21.com

•Tel : 82-43-532-9660
•Fax : 82-43-532-9662
•E-mail : jjlee@ats.co.kr
•URL : www.ats.co.kr

机械品

机械品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Tel : 82-42-930-8777
•Fax : 82-42-930-8688
•E-mail : sales@bioneer.com
•URL : www.bione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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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清扫车

■Hydraulic Torque Wrench

■REBAR BENDER

■LOCXELL

车载清扫车
•推荐底盘：5吨至
16吨
•料斗容量：410m3
•Aux. 发动机容
量：100至230ps
•水箱容积：1000至
4000升
Woolim工程有专业知识和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范围如下
1）集团支援设备(GSE)
2）消防车 3）环保车
4）起重设备 5）专用产品

BTKS方头扳手是世
界上唯一真正的一体
式工具！
BTKS系列是全球维
修、维修和施工人员
最需要的方驱动液压
扭矩设备！
BTKS设备包括为所
有其他制造商努力达
到的标准设置的功能。

我们是生产捆扎机和
手提切割机等产品的
公司，我们生产的机
器可在建筑工地上方
便使用。

LOCXELL螺栓·螺
母的原理是通过螺
栓·螺母和磁性自动
将螺栓或螺母连接到
元件结合材料上。

Woolim Engineering Co., Ltd

Boltingkorea Co., LTD

Seong Kwang C&B

Findmold co., Ltd

•Tel : 82-43-234-3105
•Fax : 82-43-234-3101
•E-mail : wleng@hanmail.net
•URL : www.woolimeng.com

•Tel : 82-43-216-0850
•Fax : 82-43-213-0997
•E-mail : sales@boltingkorea.com
•URL : www.boltingkorea.com/en/

•Tel : 82-43-732-0883
•Fax : 82-43-732-0910
•E-mail : skm5190@hanmail.net

•Tel : 82-43-218-6063
•Fax : 82-43-901-0123
•E-mail : leemg700@gmail.com
•URL : www.findmold.net

■药品纯化水系统

■Polyethylene Ball Valve

■Concrete pump

■Diamond Grinding Wheel

•控制微生物
•药品纯化水系统
→C-GMP和EuGMP，k-GMP级
•医药WFI系统
-MES和PSG系统计划和
安装 -WFI存储和分发系
统的设计与制造 -卫生系
统管道
•半导体级纯化水系统
我们供应制药用水，包括HACCP、PIC/S GMP、cGMP、EU
GMP和KGMP；化妆品；半导体行业的超纯水；工业水回收
和再循环系统；废水系统 如果你想要一个成功的设计或建设项
目，联系Haedong科技。您的满意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PE BALL VALVE
of POLYTEC的
各种产品【ASTM
尺寸：½”CTS
至16”IPS/ISO
尺寸：20mm至
400mm】适用于以
下各种应用：天然气
分配系统、煤层气、
工业装置、配水系统、废水和污水系统。

Junjin Heavy
Industry, 共有40种
型号，其中重型汽车
有5种型号等。
我们专注于以客户为
导向的产品创新，实
现了高品质、简单可
靠、但价格实惠的产
品。

TOOLREX钻石工
业工具公司一直在各
种现代工业领域-从
经典的小型商店到
半导体行业等高科
技行业，提供卓越的
质量和客户价值。
在全球的各工作场
所，TOOLREX钻石
工业车轮不仅以可靠的质量和交货而闻名于世。而
且还可以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工程和定制产
品。一般来说，粘结材料分为工业工具：树脂结合
剂、金属结合剂和陶瓷结合剂。

Haedong Technology Co., Ltd

Polytec Co., Ltd

JUNJIN HEAVY INDUSTRY CO., LTD

TOOLREX

•Tel : 82-31-386-3901
•Fax : 82-31-386-3925
•E-mail : haedong21@chol.com
•URL : www.haedongwater.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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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70-4314-6745
•Fax : 82-43-238-5299
•E-mail : overseas@polytec.co.kr
•URL : www.polytec.co.kr

•Tel : 82-43-879-2687
•Fax : 82-43-882-7171
•E-mail : sales@junjin.com
•URL : www.junjin.com/glob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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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品

机械品

•Tel : 82-43-213-4154
•Fax : 82-43-211-4153
•E-mail : ceorex@naver.com
•URL : www.hankookdiamond.en.ec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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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me hood, Reagent cabinet

■Garlic Planter

■Auto Returnable Gas Cylinder

■Radial Drilling Machine JRD-1750

HANKOOK Lab
solutions以“最好
的研究环境”为座右
铭，专门生产高质量
的实验室设备，如通
风橱、清洁工作台和
工作台。HANKOOK
Lab solutions的通
用旁路通风柜HMFBG 5寸液晶触摸屏-VAV控制器
广阔的工作场所电动安全装置-电源断路器位于前
部安全监控系统-显示3个报警灯以指示操作状态
减少62%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38%的用电

韩国大蒜和马铃薯栽
种机。我们开发了世
界上第一台采用线播
法的大蒜播种机，可
以进行大规模播种，
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
了误播率。此外，我
们还开发了大蒜和土
豆的分批播种机，通
过从起垄到播种和覆盖，大幅减少了播种劳动力。
大蒜播种机因其在该领域的卓越技术而被农林部认
定为2012年的新技术。2018年，马铃薯播种机、
大蒜播种机、制种机均被国家农村发展局指定为新
型农业机械。

[质量第一]是我们的
公司政策所有零部件
均为韩国制造，仅向
当地联营公司提供部
分铣削、焊接、喷漆
和塑性成形工艺。我
公司自1977成立以来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
技术，保证了产品的
耐久性和优良品质。
•高度可调，360°旋转 •在高度和方向上自动返
回初始位置 •椅子在3秒内返回初始位置 •赌场和
Pachinko大厅的会客椅 •豪华会议椅
•办公椅

Radial Drilling
Machine JRD-1750
Drilling Castron
75mm, Tapping
Castron 55mm,
Boring Castron
200mm。
在大型工件上钻几个
孔时，臂和钻头的位
置会发生变化，以便在钻完孔后将钻杆从一个位置
移到另一个位置，而不改变工件的位置.
这台机器的多功能性使其可在大型工件上工作。

Hankook lab solutions

KANG NONG .

Samhyup Cylinder Co., Ltd

JOGWANG Co., Ltd

•Tel : 82-43-260-9766
•Fax : 82-43-290-9767
•E-mail : yurichoi@fumehood.co.kr
•URL : www.fumehood.co.kr

•Tel : 82-43-422-5939
•Fax : 82-43-422-5977
•E-mail : jojo5939@hanmail.net
•URL : www.knong.kr

•Tel : 82-43-271-5310
•Fax : 82-43-223-5311
•E-mail : samhyupgs@gmail.com
•URL : www.samhyupgs.com

•Tel : 82-43-732-4445
•Fax : 82-43-732-0666
•E-mail : jc4446@daum.net
•URL : www.jogwang.kr

■Vibraing screen system

■工业磁编码器

■Engine Intake Air Cleaner for Automobile

■Ultra-filtration hollow fiber module

Sejin科技专业生产
振动筛分机，适用于
食品、医药、石化、
饲料、电子、陶瓷、
金属、环境等多个行
业。为国内外各行业
提供优质的振动筛分
机，其技术受到高度
评价。可以在需要去
除杂质和选择各种原材料尺寸的生产过程中广泛使
用。可根据您需要选择的原材料定制生产。

数十年来，Hitec的工
程师一直在定义，开
发和执行执行器技术
方面的进步。
从我们的工业磁编码
器系列；宽电压范
围、高分辨率D系列
工程；节能、低电
流消耗电路到我们的
IP67级防水保护，Hitec继续致动器技术的发展。
通过不断的研究，我们发现并创造了提高执行器强
度、速度和效率的方法，以便在所有市场（包括农
业、医疗、国防、监控、建筑、机器人、无人系统
等）实现最大性能和成功！

产品概要
1. 与纸质过滤器相
比，初始压力更低，
具有更高的防尘能力
2. 可回收, 可变成许
多不同的形状, 可避免
注塑成型中的偏差

当您在水处理方面
遇到问题或需要便
利时，可以使用该
产品。 我们为工程
公司、设计师、建
筑公司的客户提供
我们的DEERFOS
MEMBRANES。
超滤组件分为加压式
和浸没式两种。
加压组件应用于净水厂、pre-treatment RO、饮
用水等领域。当你有任何项目或问题时，请随时询
问。我们将通过分析水质，空间和您的要求为您提
供解决方案非常感谢。

SEJIN ENG

Hitec RCD Korea, Inc.

Dongwha Vitex Co., Ltd

DEERFOS MEMBRANES CO., LTD

•Tel : 82-43-717-2058
•Fax : 82-43-717-2190
•E-mail : industrial.sales@hitecrcd.net
•URL : hitecnology.com

•Tel : 82-2-2107-7781
•Fax : 82-2-2107-7785
•E-mail : mk.kim@vitex.co.kr
•URL : www.vitex.co.kr

•Tel : 82-43-536-5060
•Fax : 82-43-536-5063
•E-mail : sje6051@hanmail.net
•URL : www.sjev.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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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87-0108
•Fax : 82-43-286-1116
•E-mail : jhchoi@deerfos.com
•URL : www.dfm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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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bile Parts

■Air-cooled and water-cooled oxygen generator

■Golf Ball Automation System

■ASPHALT MIXING PLANT

我们是汽车零部件制
造公司。
HVAC空调控制
器、O/S Handle
Assembly、O/S
Mirror Assembly、
Injection Parts、Tail
Gate Assembly、油
箱盖

可以建造风冷式和水
冷式制氧机
•陶瓷板不锈钢反应器
•将臭氧量调节到
0-100%
•将单个逆变器连接到
臭氧模块
•有灯光的电源开关
•24小时定时器，
每10分钟控制一次

高尔夫球是自动供应
的，以便玩家可以在
海湾方便地挥杆.使用
者还可以使用集成的
操作计算机轻松管理
高尔夫球场。自动化
系统包括开球装置，
洗球机/干燥机和输送
机，球运输系统

SPECO一直在制造
世界一流的沥青设
备，通过为世界主要
道路建设项目提供固
定式沥青设备与不断
的研发成就了技术发
展。SPECO因其高
效率、耐久性、没有
错误的准确性而得到
认可。

Woojin Hitech Co., Ltd

GreenENG

ZOOMTECH CO., LTD

SPECO LTD.

•Tel : 82-43-211-6588
•Fax : 82-43-211-6599
•E-mail : byunks@woojinhitech.com
•URL : www.woojinhitech.com

•Tel : 82-43-288-8188
•Fax : 82-43- 288-8189
•E-mail : gr_eng@naver.com
•URL : www.gro3.co.kr

•Tel : 82-43-235-8498
•Fax : 82-43-236-8498
•E-mail : yunmans@hanmail.net
•URL : www.zoomtech.net

•Tel : 82-43-871-4712
•Fax : 82-43-873-7106
•E-mail : dasom2533@speco.co.kr
•URL : www.speco.co.kr

■MCM TFC RO Membrane (Residential/Industrial)

■Steel Segment Mould

■BAG SEALING MACHINE

■Grain Color Sorter

质量管理
•运输前进行100%
检查
•全自动检查和测试
•线上质量控制系统
功能
特征
•使用干式薄膜板，
延长保质期
(12个月)
•顶级制造商的薄膜板
•FDA认证的薄膜复合膜
•通过NSF性能测试

Korea Mould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
质量精密钢模具的企
业。我们能够设计各
种类型和配置的分段
模具，以及相关的分
段处理设备。

K-PACK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6年，主要生
产脉冲封口机、包装
机、手提式热封机、
封袋机。以我们在包
装行业的长期经验，
我们正在努力扩大我
们的市场。
作为该领域的领先公
司，我们相信，我们将以有竞争力的价格，上乘的
质量和优质的服务是您满意。为了保证产品的质
量，同时跟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我们全体员工
将全力以赴，通过不断的投资和产品开发，引领21
世纪包装行业的发展。

公司拥有先进的传感
器技术、软件技术和
机械操作技术，为各
类谷物分选提供多种
解决方案。
我们的解决方案适用
于提高谷物的生产率
和质量。我们的全彩
色相机的分类能力与
单色分类能力相比非常卓越。
具有传感器、软件等机械操作的高科技。可分类谷
物：大米、糯米、小麦、绿豆、咖啡豆、芝麻

MCM Co., Ltd.

Korea Mould Co., Ltd

K-PACK CO., LTD

HAN-A SYSTEM CO LTD

•Tel : 82-43-753-7085
•E-mail : mcm@mcmmcm.com
•URL : www.mcmmc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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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83-6525
•Fax : 82-43-883-6527
•E-mail : sue.song@koreamoulcom
•URL : www.koreamould.com

•Tel : 82-43-770-7100
•Fax : 82-43-770-7101
•E-mail : kpack@k-pack.co.kr
•URL : www.k-pac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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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53-5525520
•Fax : 82-53-3845535
•E-mail : colorsorter@colorsorter.com
•URL : www.colorso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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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tching machine

■Traveling motor

■Yoke Shaft

■冲压模具

自动将胶水涂在盒子
的织物上或在盒子里
放铁的机器

挖掘机用功率大、是
性能优良的行走电机

产品名称：Yoke
Shaft
生产线：5英寸、7.5
英寸Upsetter
产品尺寸：最大间隙
200mm，最大轴长
1000mm
技术特点：除了传统
的工艺外，在粗加工
中先进行粗加工，然后在锤锻机中进行精加工，整
个过程都是在镦粗机中锻造完成的。

我们生产的产品：冲
压模具，注塑模具，
压铸模具，橡胶模
具，挤压模具我们
的优势-工程师有20
多年的经验，随时待
命。目前，我们是工
具制造和模具修改的
专家，并通过注塑提
供零件；我们的客户是韩国的主要公司-LG、三
星等每年完成数千个项目。基于ISO 9001标准的
严格质量保证政策，使用3D打印机或精密工程生
产原型

CHEONG RYONG INDUSTRIAL MACHINERY CO., LTD

SAMHO HEAVY EQUIPMENT IND. CO., LTD

SINIL CO., LTD

Jisu Tech

•Tel : 82-43-234-8141
•Fax : 82-43-234-6895
•E-mail : jcy8142@naver.com
•URL : www.chongryong.com

•Tel : 82-43-871-1692
•Fax : 82-43-844-9470
•E-mail : samhoparts@hanmail.net
•URL : www.samhohce.com

•Tel : 82-43-535-2851
•Fax : 82-43-535-2855
•E-mail : munsu.chae@sifg.co.krt
•URL : www.sifg.co.kr

•Tel : 82-43-212-7323
•Fax : 82-43-212-2466
•E-mail : jisutech@jisutech.com
•URL : www.jisutech.com

■Q9

■BUSH, PIN

■PURETRON

■Refrigerant stabilization system

Nd:YAG激光利用
对黑色素选择性反
应的Q-Switched
方式的激光治疗方
法。释放的激光跟随
590.670nm波，吸收
率利用其他特征来去
除，破坏和切割人体
组织是一种可有效治
疗雀斑，瑕疵，痣去除，去除纹身，面部发红，色
素沉淀等多种色素性问题的激光治疗。

BUSHING AND PIN
用于反复施加振动和
旋转运动的设备的接
头处。我们的衬套和
销钉具有优良的性能
和耐用性，可以抵抗
重载、压力和冲击。
价格也非常合理。

PURETRON将使
汽车发动机降低电气
噪音，并为汽车的电
气设备提供稳定的动
力，使您能够享受安
静和舒适的驾驶。它
可以帮助超载的汽
车发动机补偿功率损
失。这将使汽车电池
在最长的时间内保持最大的电流强度。

“ SMART LINK
Co.，Ltd.”仅有的技
术竞争力 对研究的无
限热情 创新技术，由
专业研发团队运营！
•消除（制冷剂）成
分的变化，改善流体
分子的性能，提高膨
胀效率 •提高流体分
子（制冷剂）的能力可以降低压缩机的负荷
•降低能耗，如空调和冰箱 •无需更换
CFC、HCFC、HFC、混合系统等中的制冷剂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气体 •安装简单，不需要额外
的电力

COREATEK Inc.

Daekeum Geowell Co., Ltd

Pureechem Co., Ltd

•Tel : 82-32-874-0133
•Fax : 82-32-874-0250
•E-mail : irene@daekeum.co.kr
•URL : www.geowell.co.kr

•Tel : 82-43-268-7311
•Fax : 82-43-268-7312
•E-mail : pureechem@pureechem.com
•URL : www.pureechem.com

•Tel : 070-7768-7700
•Fax : 0504-495-6863
•E-mail : ceo@coreatek.com
•URL : www.corea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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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LINK CO., Ltd
•Tel : 82-43-284-2330
•Fax : 82-70-4170-4380
•E-mail : judaslee@hanmail.net
•URL : www.smlin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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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Line

■LSV

■Micro Flapper

■Auger Crane

供货范围
•102胶轮电车
（17列）
•胶轮电车测试设备
和维护设施
•整条轨道：第三轨
类型
•机电系统工程

Daechang Motors是
一家专门生产电动汽
车的公司，正在向世
界市场进军，生产环
保型电动汽车。
发展历程
短距离低速电动车/获
得美国运输部的批准。
-速度和里程/增加的
可及区域和范围为一日生活市区
-可用于多种用途，如通勤、上学、家庭主妇购物
和送货

微型挡板是压力补偿
型自冲洗发射器。
由于横向和干线的摩
擦损失及高程差或泵
送压力的变化，每个
发射器的输出不受合
理压力损失的影响。
微型挡板膜片负责发
射器的压力补偿动
作，并允许发射器的自动吹扫。
有单出口和六出口设计，单出口排放器的可用流量
为1.5、2.0、3.0、4.0、8.0、24.0LPH。

Taekang吊车是一种
多用途的起重机，主
要用于电杆的吊装、
施工挖掘等。与其他
品牌的拖拉机越野吊
车相比，Taekang拖
拉机越野吊车的工作
半径更长，钻孔深度
更深。

Woojin

DAECHANG MOTORS CO., LTD

HANSIL

Taekang Industrial Co. Ltd

•Tel : 82-43-820-4144
•Fax : 82-43-836-7405
•E-mail : wj@wjis.co.kr
•URL : www.wjis.co.kr

•Tel : 82-43-842-6336
•Fax : 82-43-842-6337
•E-mail : donghyea@naver.com
•URL : www.dacmotors.co.kr

•Tel : 82-43-854-7411
•Fax : 82-43-854-7410
•E-mail : ockwon@ihansil.com
•URL : www.ihansil.com

•Tel : 82-43-262-5354
•Fax : 82-43-262-5355
•E-mail : taekang5335@hanmail.net
•URL : www.taekang.net

■Turbo Blower & Compressor

■Fogging machine

■Automobile Filters

■Rock Grinder(Drum Cutter)

该产品为变速迅速，
无油空气轴承，直接
驱动和环保节能的涡
轮鼓风机和压缩机。
机器由高效永磁电动
机，非接触式空气
箔轴承，高强度和高
效率铝合金，变频
器，控制面板，触摸
屏，BOV等组成。
-功率：7.5~375kW
-转速：20,000~60,000RPM
-压力：0.4~4.0 BAR
-绝缘等级：H等级

控制有害昆虫、病
毒、细菌和所有害
虫。该机器几乎完全
由不锈钢制成，空气
和燃料在气泵中自动
混合，只需按一下按
钮即可开始。
是专为在雾化（柴油
+化学药品）和雾化
（水+化学药品）中应用两种功能而设计,任何人都
可以轻松解决问题。

空气过滤器：空气过滤
器可防止污染物进入进
气系统，如花粉、废
气、灰尘、沙子、湿气
等，并提供清洁的空
气，以获得最佳的发动
机性能和较长的使用寿
命。 机油滤清器：Eco
机油滤清器正迅速成为
机油滤清器应用的一个重要百分比。需要多种技术和
生产规模经济来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过滤器类型的必
要范围和价格要求。 座舱过滤器：座舱空气过滤器通
过过滤灰尘、花粉、气体和微粒以及细菌来净化通过
空调进入的空气，并保持车辆内部的新鲜空气。

岩石研磨机可靠性
高，使用寿命长，切
割机滚筒的连接非常
牢固,维护成本低。
岩石研磨机的刀盘设
计用于在推荐速度下
提供最佳切割功率。
保证顺畅的切割动
作，同时为每个镐提
供了最大的穿透岩石的切割能力。
齿轮非常坚固，可以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使用，不会
有故障风险。滚筒式切割机振动小、运转安静，可
在环境敏感区域作业。

Turbowin

MANSANG CO., LTD

YOUNG JAE Industry

SUNJI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Tel : 82-43-214-0799
•Fax : 82-43-216-0799
•E-mail : tony@turbowin.co.kr
•URL : www.turbowi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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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35-8104
•Fax : 82-43-235-8103
•E-mail : mansangco@hanmail.net
•URL : mansangco.en.ec21.com

•Tel : 82-43-881-3847
•Fax : 82-43-882-4847
•E-mail : lashi017@hanafos.com

机械品

机械品

机械品

•Tel : 82-2-2637-0503
•Fax : 82-2-2637-0504
•E-mail : sales@sunjince.com
•URL : www.sunji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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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分离膜

■COFFEEBOB ROASTERS

■TLW 400D- 0.15X

■Valve Actuator

2001年以来，
AIRRANE一直致力于
为以下行业开发和商
业化气体分离膜。
•氮气生成：燃油箱
惰化，OBIGGS，化
学处理 •沼气升级：
沼气，垃圾填埋气，
污水浆 •动力：CO2
捕集，用于氧气燃烧的O2生成，H2净化 •微电
子：IPA / HF回收，O2 / CO2 / N2控制去离子水
•餐饮：可控气氛，氮气咖啡/啤酒 •医疗保健和空
气质量控制：干燥机，氧气浓缩器•石油和天然气：
用于天然气的N2 / CO2 / H2S去除，单体/溶剂的回收

专业咖啡机
•手工制作的双层不
锈钢烤盘，烘培体验
极佳
•高速冷却系统防止
过度烘烤，保持咖啡
的浓郁风味
•容易使用的界面和
方便的功能有助于实
现最高的烘焙质量

Lees光学系统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设计和
制造各种光学设备，
如镜头设计，照明设
计和视觉软件的公
司。自1999年成立以
来，我们以研究满足
客户需求的产品为管
理方针着力于产品研
发。我们在半导体检测、FPD检测、PCB检测、
激光加工、纳米技术等各个领域都提供了视觉系
统。我们相信我们的技术得到了许多客户的认可。

KVA阀门执行器分
为AOV(KA系列)，
其设计旨在降低爆
炸风险，并应用于
MOV(KE/KQ系列)。
气动AOV可由现有工
厂设施中的仪表空气
供应驱动。
因此具有安装和维护
简单方便的优点。电动MOV可安装在有电力供应
的设施内。
此外，还获得了最高级别的防爆认证-Ex db IIC
T4，即使在石油天然气和石化工厂的恶劣环境下

AIRRANE Co., Ltd

TaeGeuk Corp.

也能保证高水平的稳定性。

LEES OPTICAL SYSTEM INC

KVA Co., Ltd

•Tel : 82-43-715-6580
•Fax : 82-43-715-6582
•E-mail : airrane@airrane.com
•URL : www.airrane.com

•Tel : 82-43-264-4713
•Fax : 82-43-264-4715
•E-mail : bestone4u@gmail.com
•URL : bestone4u.modoo.at

•Tel : 82-43-216-7009
•Fax : 82-43-216-7008
•E-mail : sales@leesos.com
•URL : www.leesos.com

•Tel : 82-43-279-3600
•Fax : 82-43-269-2666
•E-mail : parkjh@kva.co.kr
•URL : en.kva.co.kr

■Air Bearing Spindle

■CPM

■Environment Catalyst

■Hydraulic Crane

基于我们广泛的维修
技术和先进的技术，
我们在六年的时间里
开发并生产了世界上
第一个无刷直流电机
的空气轴承主轴（最
高60000rpm），用
于半导体晶片切割和
特殊材料锯切。目
前，它安装在大韩民国制造的锯床上。此外，我们
还开发、制造和销售了一种用于TPF LCD 显示器
玻璃边缘磨床的研磨主轴。

CPM是一种康复锻炼
设备，通过对不能锻
炼自己的患者进行持
续的被动锻炼，使关
节功能恢复得更快。
CST有限公司拥有
多种有效治疗患者关
节的产品。通过合作
医院的不断开发和验
证，我们正在扩大医疗器械的种类。

E&D公司提供各种催
化剂，用于减少汽油
和柴油车、船舶、工
厂的排放。E&D正在
投资研发，以符合日
益严格的排放标准，
并为每种应用开发优
化的催化剂。我们的
专业是根据每个应用
和设备的具体需求开发定制催化剂设计。

H&T起重机以其出色的起
重性能,宽的工作范围,便捷
的转向以及无与伦比的安
全性能而闻名。 这种多用
途液压起重机的设计和建
造,可处理各种装载任务。
H&T起重机具有机动性,可
靠性和高生产率。 韩国很
多用户选择大型,中型,小型
卡车用H&T起重机。H&T起重机在设计,耐久性和
安全性方面达到了最高标准,保证了工作场所的最
佳性能。H&T起重机用于交通,建设,铁路,农业等多
种产业领域。请与你的成功合作伙伴H&T.

SHILOH-TECH CO., LTD

CST Co., Ltd

E&D Co., LTD.

H&T(Human & Technology)

•Tel : 82-43-218-5870
•Fax : 82-43-218-5872
•E-mail : Shiloh-tech@shiloh-tech.com
•URL : www.shiloh-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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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12-7070
•Fax : 82-43-212-7073
•E-mail : kdj@cmcst.co.kr
•URL : www.cmcst.co.kr

•Tel : 82-43-268-8588
•Fax : 82-43-268-8488
•E-mail : ktm@endss.com
•URL : www.end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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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品

机械品

•Tel : 82-43-213-6295
•Fax : 82-43-213-6296
•E-mail : imrhwa@naver.com
•URL : www.hu-tech.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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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Pump

■Eca3G

■Hydraulic breaker

■Drawing machine

油活塞式特点（附图）
• 简单紧凑的设计便于
维护。
•卓越的极限真空压力
和泵送速度。
•强大的耐用性和强大
的抵抗力不仅来自外来
流入和冲击损伤。
我们，Vacsco公司公
司拥有30多年的生产经验，不仅生产真空泵和真空系
统，还提供技术支持，能处理从低真空到超高真空的
各种真空度。
如果您联系我们，您将找到解决方案。

1. 产品
•eca3G通过能量转换
功能消除电涌的系统，
将为集成空间中具有公
共接地，等电位功能提
供理想的雷电保护和集
成的雷电浪涌保护，并
且不需要额外的接地棒
或低接地电阻，从而实
现完美的雷电浪涌保护用于高级系统。
2. 应用
•电子和电气、通信、电信、自动化系统、数据中
心、广播、雷达系统、机动战术车辆、经常遭受雷击

我们相信我们的产品
是行业标准，无一例
外。我们精心设计，
以确保该产品符合严
格的产品要求。
使用最新的3D CAD
建模软件，您可以对
我们的产品满意足并
其会超过您的期待。
JSC已成功地将我们的设施注册为符合ISO 9001标
准，并符合国际公认的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

Ilshin机械是一家专
业生产工业机械的企
业。拔丝机是一种将
金属丝或铜丝按所需
尺寸制成的设备专利
技术。良好的骰子和
鼓冷却效果生产速度
快。该拔丝机的冷却
方式和冷却水渗漏均
优于现有模具，无油冷却水渗漏。

JSC CO., LTD

Il Shin Machinery

波破坏的遮蔽系统。

GROUND.CO., Ltd

•Tel : 82-43-260-4310
•Fax : 82-43-260-4313
•E-mail : sales@vacsco.com
•URL : www.vacsco.com

•Tel : 82-2-572-0008
•Fax : 82-2-572-3224
•E-mail : west@ground.co.kr
•URL : www.ground.co.kr

•Tel : 82-43-881 -5417
•Fax : 82-43-882- 5418
•E-mail : david@koreahammer.com
•URL : www.koreahammer.com

•Tel : 82-43-856-2887
•Fax : 82-43-856-2881
•E-mail : ilshinmc@hanmail.net
•URL : www.ilshinmc.com

■Cryogenic Liquid Gas Cylinder

■Unmanned helicopter

■Fuel Cooler

■Bio-Reactor & Fermentor

机械品

机械品

VACSCO.CO., LTD

•以安全为最高目标：
生产根据KGS（韩
国天然气安全公司）
规范规定的检验项目
检验
•高耐用性：积累了制
造工业用低温液化气
瓶的技术和专有技术
•易于维修的结构：设
计便于在发生故障时更换零件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生产：先进的气缸设计和制造技
术，无论型号、压力和体积如何，我们都能迅速响
应需求

Remo-H，采用独
创技术自主研发的
120Kg多用途无人直
升机成功实现常用化
的国内最早的多用途
无人直升机系统
根据搭载的装备可用
于各种目的, 如农业
用、特殊目的影像取
得、CFT和任务飞行试验用途的平台
根据搭载任务装备可以转换军需目的
无人直升机是保有3000小时以上的飞行记录的国
内唯一的平台

具有将电子发动机中
的燃油温度冷却到恒
定温度的功能，可遵
守排放法规。

生物反应器和发酵
罐：对酵母和细菌，
生物反应器的生物工
业生产的细胞培养，
浓缩物，提取过程的
要求已实行。为了清
洁而不污染，首先对
其制造的表面进行机
械抛光，然后进行电
抛光。控制系统应能通过HMI系统的数据输入和输
出进行控制，准确且易于验证。

HANBEECRYO CO., LTD.

SUNGWOO ENGINEERING

MODINE ONEGENE LIMITED

SEC Co. Ltd

•Tel : 82-43-732-9817
•Fax : 82-43-732-9887
•E-mail : sunny@hbcyl.com
•URL : www.hbcy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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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60-2435
•Fax : 82-43-260-2437
•E-mail : sweng@swerc.com
•URL : www.swerc.com

•Tel : 82-43-531-4600
•Fax : 82-505-009-9545
•E-mail : hyeongki.kim@modineonegene.com
•URL : modineonegene.com

•Tel : 82-43-235-9341
•Fax : 82-43-235-9342
•E-mail : Jghw7073@naver.com
•URL : secgloba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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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 valve, Actuator, Vacuum Pump

■金属屋面瓦机

■Foam Filled Fender

■Fermentor

为了满足排放法规，
应控制废气。与
SCR等其他系统相
比，EGR阀以极低
的价格提供了一种解
决方案。Kamtec是
韩国该市场的领军企
业。

Dongyang是一家专
业生产“金属屋面瓦
机”和“石材涂层金
属瓦”的公司，采用
自己的技术进行设计
和制造
•屋面瓦卷制机
•全自动压瓦机
•石材涂装线
•PE泡沫塑料复合机

泡沫填充挡泥板由
吸能泡沫芯材和纤
维增强Polyurea
Elastomer的坚韧外
壳构成。Seazone 的
产品采用业界领先的
制造技术，将现有的
方法与计算机自动化
流程相结合，从而能
够在四个性能等级上连续生产耐用、高质量的挡泥
板。

对于实验室规模发酵
罐，可靠性和精确控
制至关重要。我们生
产的生物反应器和发
酵罐已安装在韩国的
制药公司，并通过提
供方便和有效的护理
而受到好评。

Kamtec Inc

Dongyang Industrial Machinery Co., Ltd

SeaZone Co., Ltd

Fermentec

•Tel : 82-43-530-3173
•Fax : 82-43-530-3861
•E-mail : iampoong@seohan.com
•URL : eng.kamtec.co.kr

•Tel : 82-43-732-3477
•Fax : 82-43-433-8443
•E-mail : sales@dstech-corp.com
•URL : www.dsrooftile.com

■Construction Hoist

■STICK CRANE

施工升降机是一种垂
直运输设备，用于在
建筑工地的建筑物，
酒店，办公室，船
只，桥梁或其他结构
的楼层之间提升乘客
和货物。

KS1256GII可以安
装在运货卡车上，
用于升降普通货物，
也可以用于运输。起
重机在2.5m工作范
围内的最大起重量为
6.6t，最大工作高度
为21.7m，最大工作
范围为18.7m。起重
机仅用于上部结构，不包括货车。客户需要购买适
合安装起重机的货车，并在Kanglim的技术协助下
安装起重机。

LIFTEC CO., LTD

KANGLIM CO., LTD

•Tel : 82-31-322-3000
•Fax : 82-31-322-3010
•E-mail : sales@liftec.co.kr
•URL : www.liftec.co.kr

120

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Tel : 82-70-8290-8231~5
•Fax : 82-43-878-1744
•E-mail : sea-zone@hanmail.net
•URL : www.seazonekorea.com

•Tel : 82- 43-231-3500
•Fax : 82-43-218-6073
•E-mail : sales@fermentec.co.kr
•URL : fermentec.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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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70-9256
•Fax : 82-43-260-9124
•E-mail : overseas@kanglim.com
•URL : www.kangl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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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PTC

■Load cell

■Smart Back-up Module

■NeoPAC®

聚合物PTC热敏电阻
的电阻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增加。这一特性
对于保护电池和电路
免受过电流和过热的
影响至关重要。与保
险丝不同，这些热敏
电阻可以反复使用。

称重传感器用于测量
力度和重量。可提供
100gf至1000tf的称
重传感器。称重传感
器目前正广泛用于所
有重量秤和工业用
途，例如Hoper秤，
卡车秤，平台秤和其
他各种汽车电器。
扭矩传感器用于测量旋转扭矩(旋转传感器)或扭
矩(非旋转传感器)。主要用于汽车发动机和电机
测试。

开发了智能备份模块
SBM用于稳定运行
的SSD和HDD用作
PC和工业工作站的
存储设备。尤其适用
于半导体制造设备
（AMAT、TEL、
Axcelis等）。该模
块具有RAID1配置，
使存储信息（O/S、数据）的稳定运行。当SSD/
HDD出现故障时，
-正常运行，设备和PC
-操作时可以进行数据备份

NeoPAC®是为光电
传感器和图像传感
器设计的晶圆级封装
（WLP）。NeoPAC®
利用PCB或玻璃等基
板，至少在其制造了
一个带图案的金属层
和一个图案钝化层。
图像传感器使用倒
装芯片焊点连接到金属层。较大的锡球用于将
NeoPAC®连接到PCB或挠性电路。该产品的特点
是结构简单，通过使用标准和成熟的制造工艺实现
高产量和低成本。

BYLE TECHNOLOGY

DACELL CO., LTD

SRC TECH

iA Networks Company Limited

•Tel : 82-43-533-8886
•Fax : 82-43-533-8887
•E-mail : byle@byletechnology.com
•URL : www.byletechnology.com

•Tel : 82-43-2602242
•Fax : 82-43-2602245
•E-mail : info@dacell.com
•URL : www.dacell.com

•Tel : 82-43-260-3457
•Fax : 82-43-260-3458
•E-mail : src@src-tech.co.kr
•URL : www.src-tech.co.kr

•Tel : 82-43-218-7866
•Fax : 82-43-218-7869
•E-mail : adm@ianetworks.co.kr
•URL : www.ianetworks.co.kr

■漏电断路器

■加热产品

■电缆

■天然氨基酸肥料自动化设备

COBONTECH是一家专
业生产漏电传感器的公
司，用于保护人们的生
命财产免受火灾和电能
产生的电击。我们的产
品主要用于漏电断路器
(ELCB、RCB、
ACB、RCD、RCBO)
、电动汽车充电站、坐浴
盆、热水器、感应等，电流传感器模块应用于电动汽车充电
站、高速铁路、太阳能电池板等。我们根据其使用范围制造各
种型号的漏电检测模块，通过附在主板上，提高了用户的方便
性和效率。COBONTECH是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简化, 集成、
可靠的模块，并提供高生产率、高能效、质量稳定的产品。

这是一种加热产品，将
一根或多根铜棒连接在一
起，在碳加热单元上形成
电极，碳加热单元上涂有
一层碳加热元件，该加热
元件覆盖在绝缘体薄膜
上，以及加热单元，所述
加热单元通过绝缘膜或保
护膜连接到所述碳加热单元的上下表面，以使所述加
热部分的电流平滑流动。HEAT PLUS加热膜是一种
高科技设备，可进行精确的打印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温
度偏差。这由铜箔上的银电极和碳素发热元件制成，
采用最佳层压方法生产，不会产生火花。这是韩国最
好的加热膜，安全性极佳，符合全球安全标准。

随着电力、信息系统
和各种工业设施的日
益复杂和多样化，用
电量也相应增加。当
发生火灾时，TFR电
缆可用于高层建筑、
地铁站、剧院或地下
商场等人员聚集的场
所，防止火灾蔓延。
如果使用HFFR电缆，可防止伴随火灾的有毒气体
造成的生命损失。

环保的畜禽血优质天
然氨基酸肥料自动
设备
•血液处理1.0t / 12h
•各种血液都可以回
收利用
•生产天然氨基酸复
合肥1.3吨~1.5吨
•有机肥1.2吨
•每年生产约400吨化肥
•1人操作和工程自动化
•完全没有浪费
•低功耗

COBONTECH CO., LTD

Seggi Century Co., Ltd

DAERYUNG ELECTRIC CABLE

AMINOLAB Co., Ltd

•Tel : 82-43-838-9747
•Fax : 82-31-629-5572
•E-mail : global@cobon.co.kr
•URL : www.cobo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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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70- 4204-9629
•Fax : 82-43-838 3402
•E-mail : kdbae@heatplus.co.kr
•URL : www.heatplus.co.kr

•Tel : 82-43-838-8881
•Fax : 82-43-838-8887
•E-mail : villac@gmail.com
•URL : www.drcable.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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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2-2038-4452
•Fax : 82-2-2038-4453
•E-mail : kwkim@aminolab.co.kr
•URL : www.aminolab.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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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CHARGERS

■电缆

■Resistivity Meter

■FLOW SENSOR

电动汽车充电器是一
项先进的技术，它具
有快速阅读器，LED
指示灯，直观的用户
界面，简单而豪华的
设计，最重要的是，
它与所有电动汽车
（EV）兼容。
•交流充电器（立式）
•家用交流充电器（壁挂式）
•直流充电器（50kW，100kW）
•电动客车直流充电器（300kW）

橡皮绝缘的电缆是硬
护套电缆的总称。该
电缆适用于矿山、农
业、建筑等行业的低
压便携式电气设备。
该电缆采用氯丁橡胶
护套，不仅具有良好
的冲击、摩擦、弯曲
机械性能，而且具有
耐水、耐热、耐酸、碱等化学性能。

为应用单、双配置法
的原理，韩国标准科
学生产研究所接受了
DASOLENG的商业
化测量仪器。
电阻作为研究和分析
的最佳规格，可以测
量表面电阻的电阻
率，精度高，重复性
好，模型可靠性好。

Digital Flow有限公司
自2009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生产流量
计、流量传感器、流
量控制计数器和加油
机。我们利用其稳健
的技术，研制出了适
用于食品流体、汽柴
油、石油化工原料、
高粘度流体和冷却系统的超低体积流量测量，准确
率为±0.5%。我们承诺以合理的价格提供高质量
和耐用性的产品。

JoongAng Control Co., LTD

MYOUNGIN ELECTRIC WIRE CO., LTD

DASOLENG

DIGITAL FLOW Co., Ltd

•Tel : 82-31-960-6862
•Fax : 82-70-4876-3626
•E-mail : chrisebene@joas.co.kr
•URL : www.joas.co.kr

•Tel : 82-43-877-6101(Dir.113)
•Fax : 82-43-878-6103
•E-mail : chan1145@micable.co.kr
•URL : www.micable.co.kr

•Tel : 82-43-263-2111
•Fax : 82-43-263-2112
•E-mail : bhlee@dasoleng.com
•URL : www.dasoleng.com

•Tel : 82-43-272-6114
•Fax : 82-43-274-6114
•E-mail : bk@dgflow.co.kr
•URL : www.dgflow.co.kr

■IVD机器

■气体计时器

■Ring Terminal

■NEMOTAP

Z生物科技公司是一
家专业生产IVD产
品的公司。我们有
IFA(免疫荧光分析)
产品用于人和兽医，
也有RDT(快速诊断
测试)产品用于兽医
健康。使用我们的
产品，只要在短时间
(3~15分钟)内取少量血样(10~100ul)，就可以随
时随地发现是否有疾病。

气体计时器是为防止
以下事故而设计的装
置。如果你担心用完
煤气后忘了锁上中间
阀，或者你把食物放
在煤气炉上看电视，
接到电话，有时植物
被烧毁，那么你肯定
需要和平区煤气计时
器。

压接式端子是用于导
线之间或导线与端子
板之间的电气连接的
部件。压接式端子是
通过导线的横截面积
（㎟）和端子接头孔
的直径来标准化的零
件。压接端子插入导
线的一端，用压接钳
压接接头并用导线固定是一种使用方法之一。
压接式端子采用无氧电解铜。我们具有相关证书。
（KS C 2620，UL486A-486B）

优质设计的多插座品
牌NEMOTAP通过
精心设计、安全帽、
标准电线和一级阻燃
材料提供了增强的安
全性。NEMOTAP
的所有16A 250V产
品均在韩国制造，并
已通过KC认证。该
安全帽可防止夏季潮湿和灰尘引起的火灾隐患，
同时保护儿童免受电击。通过插入带有图标贴纸的
电线，它也可以用作标签选项卡。采用KS认证的
1.5mm2x3C标准导线和安全阻燃V-0级塑料代替
低成本、不合格电线。

Z Biotech Inc.

General Technology Co., Ltd

HYEIN Electric. Co., Ltd

SYPOLYTECH CO., LTD

•Tel : 82-43-278-0075
•Fax : 82-43-278-0074
•E-mail : market@zetbio.com
•URL : www.zetb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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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53-9575
•Fax : 82-43-855-9575
•E-mail : jobbkim@naver.com
•URL : www.gastimer.net

•Tel : 82-43-213-9612
•Fax : 82-43-213-9613
•E-mail : hyein6846@nate.com
•URL : www.hyeinelec.co.kr

•Tel : 82-43-532-9928
•Fax : 82-43-532-9929
•E-mail : ygbyun@sypolytech.com
•URL : www.sypoly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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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eX400

■Daeshin电缆

■SCP

■SIT-AP5000A

NineX是一款最先进
的移动配件，结合可
拆卸的光学产品和测
量工具。
您可以很容易地得到
100~400倍的高倍显
微镜图像。
FOV：Ф1
焦距：5mm
尺寸：88X76X118mm
使用App NineX Scope可实现精确测量。

Daeshin电缆是韩国
领先的电线电缆供应
商，是一家电缆制造
商。Daeshin电缆自
1978年成立以来，在
电缆行业取得了显著
而稳定的发展。通过
提供高压电力电缆，
为韩国国家基础设施
和电力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并将电线输送至KEPCO、POSCO等，成为韩国
领先和可靠的电缆制造商之一。

SCP-HydraulicMagnetic type，具
有高质量、高可靠
性、丰富的配件和
大量的产品阵容, 已
通过UL认证。2015
年，我们开发了世界
上第一台按钮式微
型断路器。应用于
SK、LG、KT等3家移动通信公司的5g通信设备。
我们还获得了微型断路器的国内专利。

全球首个基于无线充
电电池的媒体平台。
一个新的概念工具，
可以在进行无线充电
的同时进行业务推广
和广告宣传.
为您的智能手机独家
应用。
规格
电池：5000mAh
尺寸：133mmx 68mmx 12.8mm
重量：152g
无线输出：5V/1A
USB输出：5V/2A

NINE Co., Ltd

DAESHIN CABLE CO., LTD.

WOORI Industrial System

Smart IoT

•Tel : 82-43-216-9919
•Fax : 82-43-216-9918
•E-mail : nine@nineoptics.com
•URL : www.nineoptics.com

•Tel : 82-31-500-2026
•Fax : 82-31-499-2110
•E-mail : ybkim12@daeshincable.com
•URL : www.daeshincable.com

•Tel : 82-43-217-5832
•Fax : 82-43-217-5835
•E-mail : woori@pownix.com
•URL : www.pownix.com

•Tel : 82-43-213-2456
•Fax : 82-43-213-2457
•E-mail : ceo@iworldiot.com
•URL : www.iworldiot.com

■手提式灭火器系统

■PURISM I

■EV Hybrid Discharger

■通信设备

手提式灭火器系统具
有报警灯辅助功能，
是一种配备5种必要
功能的枪式灭火器系
统，可用于灾害、火
灾紧急情况下的快速
初始应对。

•自行开发的陶瓷加
热器、防止过热的离
心流道、半永久无刷
直流电机通过开发电
机将有害物质（电磁
波、细粉尘、氡）降
至最低。
•响应环境温度和风
的响应控制系统。4
级风和4级温度（冷风，44℃、55℃、68℃）在造
型模式下，设定最佳的温度和风来给发量。
•了健康的头发和头皮，请充分干燥头皮。用圆形
刷子刷的纯净眼部梳理刷子时，它刺激头皮，以帮
助循环并彻底干燥

MarooOn的新产品“Hybrid
discharger(混合放电器),
MPD-H500100”具有使用EV
后确认电池容量、保管及移动的
放电功能和通过逆向位放电可使
电池电解的2种功能。通过正确的
电压电流传感功能，可让电池以
100A至0A的电流水平来放500V
至-10V电压的电。另外，通过
自动开关功能，无需变更电压设定，可连续放电。从
电池的最小电池到模块和包装单元，都可以使用。
MPD-H500100可在短时间内作为从电池的容量验
证到废弃放电的一个产品使用。 同时，还可以减少设
备成本和处理时间，并安全地存储，管理和拆卸。

在雷击建筑物的瞬
间，瞬变过电压对通
信设备、计算机等敏
感电器，甚至对生命
造成损害。双极型传
统空气终端显著降低
了电晕放电雷击的概
率。当雷云接近时，
它通过提前释放电荷
来消除雷击的条件，从而防止了直接雷击引起的各
种事故，保障了人的生命安全。由于雷雨云中提前
释放地电荷，从根本上消除了雷击条件，可以防止
各种直接雷击事故，改善安全条件。

FRUNEZONE CO,. LTD

SOONSOO BARAM CO., LTD

MAROO ON INC.

OMNI LPS Co., Ltd

•Tel : 82-10-2098- 5677
•Fax : 82-42-625-3211
•E-mail : to1500@daum.net
•URL : www.frunez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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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18-8048
•Fax : 82-43-218-8049
•E-mail : puredryer@naver.com
•URL : www.soonsooi.com

•Tel : 82-1599-9882
•Fax : 82-43-276-6334
•E-mail : harry@maroo-on.com
•URL : www.maroo-on.com

•Tel : 82-2-2632-4541
•Fax : 82-2-2632-4529
•E-mail : omnilps.int@gmail.com
•URL : www.omnil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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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S-T

■MOLD TRANSFORMER

■ZETIV for UHD 4K

■智能触控电容笔盖

NAOS-T是一种综
合性的低温冷冻机监
控解决方案。它以其
独特的形态，通过预
测设备的危害状况来
防止对生物样品的损
害。我们的服务包括
安装、实时监控、通
知警报、数据备份和
每日/每月报告。

卓越的制造技术和设
计能力卓越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坚固的卷取
和结构寿命长，效率
高 , 维护方便

UHD（4K）无线产
品，可从各种AV播
放器（电视、智能手
机、电脑、蓝光等）
传输到不同类型的显
示设备（大型电视、
投影仪、屏幕等）。
可用于演讲、会议、
教育、家庭影院等。
这是一款以卓越功能满足智能用户的需求的产品，
通过持续的研发为所有环境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HURO智能铅笔盒
一个豪华的智能铅笔
盒，带有漂亮的LED
灯和可设置您自己的
密码
•使用您自己的密码
进行电子锁定和打开
•漂亮的LED灯
•因触摸而振动
•任何字符和照片都可以框在箱子上

Cocoon Inc.

SAMIL TRANSFORMER CO.,LTD

HOW@ CO., LTD

HURO

•Tel : 82-70-4060-7394
•Fax : 82-505-320-8802
•E-mail : naost_info@cocoonins.com
•URL : www.naost.net

•Tel : 82-43-877-4529
•Fax : 82-43-877-8231
•E-mail : samiltr@chol.com
•URL : www.samiltr.co.kr

•Tel : 82-43-296-4102
•Fax : 82-43-296-4104
•E-mail : how@howa.biz
•URL : www.howa.biz

•Tel : 82-43-263-7900
•Fax : 82-43-263-7997
•E-mail : info@huro.kr
•URL : www.huro.kr

■太阳能发电厂

■EV Relay

■SEPA

■耳机

我们已经完成了150
多个太阳能项目，容
量从3kW到7MW
太阳能发电厂 : 住宅,
商业建筑, 发电厂, 政
府项目

EV Relay是电动汽
车的核心电气元件。
它是一种通过逆变器
安全地将蓄电池中节
省的电能输送到电机
上的开关装置，能在
电池里安全地节约外
部电能。此外，EV
Relay 还保证系统安
全，可与高电压锂电池（如节能系统和充电器）
一起使用。YM Tech EV Relay获得CCC-认证
通过获得IEC CB、CE和UL，充足世界所有国际
标准。

1）抑制电磁波（脏电）
它能最大限度地抑制
室内电气/电子产品产
生的电磁波（频段150
kHz~30 MHz）
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如
美国FCC、德国VDE、
国际CISPR）。
2）避免故障-电磁波会
导致产品故障。产生大量电磁波的产品很容易发生
故障，从而影响附近的其他产品。
3）提高功率因数-电磁波会降低产品的功率因
数。SEPA提高了功率因数，从而提高了功率效率
和产品性能。

•耳机在使用手机通
话（或听音乐时）
时，通过对声音或音
乐的反应发出光，可
以让他人知道您正在
通过电话交谈。•发
光部分广告设计突
出，最明确的广告媒
介。•由于采用了双
谐振腔，在人声部分，环绕声级的分离是清晰的，
，尤其是在声音很小的情况下伴奏，左右立体声的
清晰分离也能让你的音乐生活更加愉悦。•由于直
接装配在扬声器上的硅环设计，放入耳朵里的时候
稍微放一点，耳朵也不会痛，而且不容易脱落。

Bugang E&S Co., Ltd

YM Tech Co., Ltd

e-wavetech

K-TEK. Inc.

•Tel : 82-43-237-3039
•Fax : 82-43-237-3049
•E-mail : 2373039@naver.com
•URL : www.bugangens.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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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12-6651
•Fax : 82-43-212-6650
•E-mail : ymirt@chol.com
•URL : www.goodymt.com

•Tel : 82-70-7019-6486
•Fax : 82-70-7016-2737
•E-mail : e-wavetech@hanmail.net
•URL : www.e-wavetech.co.kr/eng

•Tel : 82-43-277-9920
•Fax : 82-0303-3447-9921
•E-mail : bskim@k-tek.co.kr
•URL : www.k-te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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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电压

■AMAT ETCH

■DS-SERIES

■mini DC UPS

最小系统电压33KV
最高工作电压 38KV
额定电流 200A
额定容量 720KVA
额定频率 50或60Hz
Number of Steps 32
应用标准 ANSI
C57.15

1. 对应150mm
和200mm的所有
AMAT ETCH系统
2. 整修或重新制造
过程
3. 以最佳质量满足客
户要求
4. 提供最佳的生产优
化解决方案
5. 清洁的室内操作环境
6. Retrofit & Chamber升级

我们生产各种型号的
35W，75W，
100W，150W。我
们的产品用于户外广
播，警报信号等。
可用于各种用途。提
供75W和100W级
传统的铁氧体磁铁型
和钕磁铁型，
有两种型号

84*72*42mm，
400g/
82*52*35mm，
170g comapct
DC UPS可提供
5V、9V、12V、
24V、48V（最大
2A~6A）可用于所有
使用DC power的设
备在切换过程中保持内部功率，当消耗500mA安
时，最多可使用4小时 网络、船舶、电信设备、电
器设备DC Power火灾、自然灾害防治可用于所有
使用DC Power的设备

International Electric Co., Ltd

Semitech co., Ltd

DAEWOONG ELECTRONICS CO

SUNGCHANG CO., LTD

•Tel : 82-43-883-7751
•Fax : 82-43-883-7773
•E-mail : sgkim@ieckr.com
•URL : www.ieckr.com

•Tel : 82-43-216-6456(#383)
•Fax : 82-43-216-6458
•E-mail : wj_lim@semitc.com
•URL : www.semitc.com

•Tel : 82-31-618-7304
•Fax : 82-31-618-4412
•E-mail : dwsound@hanmail.net
•URL : www.dwsound.co.kr

•Tel : 82-43-272-6552
•Fax : 82-43-272-4884
•E-mail : help@sctele.co.kr
•URL : www.sctele.co.kr

■SBM

■电缆

■
 3D LCD Panel

■GeoMax Zenith35pro TAG

开发SBM（智能备
份模块）目的为了使
SSD和HDD稳定运
行，用作PC和工业工
作站的存储设备。
该模块具有RAID1配
置，可以使存储的信
息（O / S，数据）稳
定运行。
当SSD/HDD出现故障时，
•正常运行，设备和PC
•操作时可以进行数据备份
•操作时可能需要更换SSD/HDD
SBM同时适用于SATA、IDE和SCSI接口。

配电线路采用
Kumhwa电缆的地
下电力电缆，具有
优良的电气、物理
和化学特性。公司生
产的电力电缆有Cu/
XLPE/A（S）WA/
PVC等。
其需要的电压范围从
1kV到36kV，核心是1到4。

该公司专门生产特殊
用途的3D面板，例如
医疗级3D面板。
公司战略追求成为全
球唯一的，与众不同
的专用3D面板“按需
工程制造商”。
目前的重点市场
是“3D验眼设备医用
级3D显示面板”
，可扩展到医疗级3D显示面板，
用于机器人手术监控、非眼镜游戏面板和3D数字
标牌。公司拥有虽小，但能覆盖全过程的设施，并
积累了优秀的技术能力。

全连接和独特的倾斜
和前进功能，所有在
一个紧凑的全球导航
卫星系统使Zenith35
专业系列的全球导
航卫星系统。独特的
Zenith35 Pro T&G
功能允许您测量无法
垂直放置。

SRC TECH

Kumhwa Cable Co., Ltd

PATTERNIA.CO., LTD

HANYANG SURVEY SYSTEM

•Tel : 82-43-260-3457
•Fax : 82-43-260-3458
•E-mail : src@src-tech.co.kr
•URL : www.src-tech.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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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877-8157
•Fax : 82-43-883-9042
•E-mail : kumhwacable@naver.com
•URL : www.kumhwacable.com

•Tel : 82-43-760- 7051
•Fax : 82-43-760-7052
•E-mail : moon565@patternia.co.kr
•URL : www.patternia.co.kr

电气设备及用品

电气设备及用品

电气设备及用品

•Tel : 82-43-277-8115
•Fax : 82-43-277-8117
•E-mail : gpsgeoid@daum.net
•URL : www.geomax-kor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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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

■喷水器的系统

■TAMAS (rTMS)

■无线充电鼠标垫

发电厂、配电、建
筑、基础设施、石油
化工、石油天然气、
铁路等用电线电缆。
项目：发电厂、配
电、建筑、基础设
施、石油化工、石油
天然气、铁路等用电
线电缆。

含有可调喷水器的系
统，通过投加特定的
微生物，将食物废
物分解成水和二氧化
碳，分解副产物和气
体液化成水。
微生物产生强大的有
机物质分解酶。蛋白
质、淀粉和脂肪分解
酶被激活。
利用光合厌氧菌、氨气和有机酸具有良好的除臭除
污能力。优异的低温有机物分解能力。

彩色展示
独特设计的8个形状
的传感器，用于集中
大脑刺激。
4种刺激模式：单模
式、重复模式、TBS
模式和配对模式。

Ceno无线充电鼠标
垫是一种新型的无线
充电垫，可以与鼠
标垫结合，省去了直
接连接电缆的麻烦。
产品尺寸为S（常
规）/L。

KBICOSMOLINK CO., LTD

DOWOOSYS Co.

Remed Co., Ltd

Cenotech

•Tel : 82-2-3463-0051
•Fax : 82-2-3463-1167
•E-mail : jasonpark@cosmolink.co.kr
•URL : www.cosmolink.co.kr

•Tel : 82-43-216-3031
•Fax : 82-43-216-3033
•E-mail : if3031@msn.com
•URL : www.dowoosys.com

•Tel : 82-31-696-4886
•Fax : 82-43-231-8923
•E-mail : sales@remed.kr
•URL : www.remed.kr

•Tel : 82-43-275-1701
•Fax : 82-43-275-1702
•E-mail : cenosales@ceno-tech.com
•URL : www.ceno-tech.com

■Whi Caffe IV-EDGE

■Lead tap

■加热产品

■EZ-vac 血KIT

世界第一咖啡净水器
（冰/咖啡/热/冷）
以最纯净的水，尝受
意大利咖啡的天然味
道和香气

shinhwait 稳步开发
二次电池引线抽头的
技术，这是一种可再
生能源，并通过设研
发技术设施开发来降
低了成本

RAONICS有限公司
销售加热产品，包
括使用TCM加热元
件的电即热式热水
器，其加热速度可达
500°C/s以上。
TCM加热技术是一项
专利技术，曾在2015
年韩国作为一家风险
企业促进创意经济的竞赛中获得总统奖。
该公司的电快速热水器的加热效率比传统的金属
加热元件高出大约6%。电热水器采用TCM加热元
件，始终能提供干净的温水，不会因氧化和腐蚀而
生锈。

采血的准确性、自动
化和标准化。
自动化：毛细管采血
过程自动化，便捷
标准化：由于采血任
务艰巨，标准化了采
血工作。
准确度：减少了血样
溶血过程。

ChungHo Nais Co., Ltd

Shinhwa Industry Hi-Tech CO. LTD

RAONICS

BIOBANK Inc.

•Tel : 82-1588-2290
•Fax : 82-2-3019-5270
•E-mail : yusunghur@chungho.co.kr
•URL : www.chungho.co.kr/main/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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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217-6061
•Fax : 82-43-715-6061
•E-mail : lsh@shinhwait.com
•URL : www.shinhwait.com

•Tel : 82-43-927-0654
•Fax : 82-31-8058-0161
•E-mail : raonics@raonics.com
•URL : www.raonics.com

电气设备及用品

电气设备及用品

电气设备及用品

•Tel : 82-43-731-0146
•Fax : 82-43-731-0149
•E-mail : info@biobank.kr
•URL : www.biobank.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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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 plate

■INCLIX

■AC-10 Air Purifier

Sungsan Hi Tech自
2000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模具表面
的加工-主要为包括
CCL、MASSLAM、
MLB、FPCB和金属在内
的悬置板和层压夹具。
通过不断发展表面处理技术和各种板材加工所需的
其他技术，目前Sungsan Hi Tech一直向PCB专
家提供产品，使客户对产品质量充满信心.

INCLIX™ 是一种免
疫色谱分析仪，在患
者护理机构或临床实
验室提供护理点测试
（POCT）。它有助
于心血管疾病、传染
病、癌症、糖尿病、
过敏等多种生物标志
物的自动检测，准确
度高，灵敏度高。INCLIX™ 分析仪是一种结构紧
凑、使用方便、多参数的仪器。其独特的用户友好
软件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数据管理系统。
测试结果可使用内置热敏打印机或连接的本地和网
络打印机打印出来。

Air Doctor是基于原
理和类似于植物光合
作用的光源的光催化
空气净化器，它基于
我们的轴向光催化反
应的原始技术，化学
分解大气中的有害物
质，从而将其转化为
无害物质。
轴向光催化剂的效果大约是标准光催化剂的两倍，
现有的标准光催化剂在消除光源后即停止了其作为
催化剂的作用. 然而，轴向光催化剂在接收光源光
的同时吸收光，因此即使在光源被消除的情况下也
能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其效果。

SUNGSAN HITECH

Sugentech, Inc.

APC Tech Co., Ltd

•Tel : 82-43-838-1204
•Fax : 82-43-838-1757
•E-mail : ows0750@hanmail.net
•URL : www.sshi.kr

•Tel : 82-2-2226-5282
•Fax : 82-42-367-3030
•E-mail : info@sugentech.com
•URL : www.sugentech.com

■Autoclamp Filter Set

■BUT,POWER

自动点灯过滤装置用
于将容器内的药液注
入静脉，并将导管插
入静脉给病人。
它保证了输液的安全
性和准确性
特色
•无内分泌干扰物的
安全材料
•是一种不含DEHP材料的流体装置
•是柔软，灵活和易于使用，即使不含DEHP的材料

车辆用恒压稳压器，
但是，当起动机安装
到车内后，通过升
高电压来补偿电量不
足。它还降低了烟雾
和车辆的噪音，节省
了15%的油耗。

AceMedical Co,. Ltd. Okcheon Factory

GEC Tech Co., Ltd

•Tel : 82-43-730-2800
•Fax : 82-43-730-2890
•E-mail : yjseo@ace-medical.com
•URL : www.ace-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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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2-6959-4250
•Fax : 82-2-6959-4259
•E-mail : apc@apctec.co.kr
•URL : www.apctec.co.kr

电气设备及用品

电气设备及用品

电气设备及用品

•Tel : 82-70-8866-4455
•Fax : 82-43-211-7855
•E-mail : yoogmin@naver.com
•URL : www.gec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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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v1.0

ChungBuk Business Guide
■Skeeper

■自动系统

该产品是一种用于在
医疗机构（医院）中
自动生成患者医疗图
像数据的系统。该系
统通过将设备与医学
信息系统（PACS）
链接来提取患者信
息，并自动生成并打
印数据。

SKEEPER（Smart
Health Keeper）是
一种基于物联网的智
能听诊器。
三种使用方法：
① Skeeper mama
是孕妇和胎儿的保
健品
② Skeeper baby是
婴幼儿和儿童的保健产品
③ Skeeper heart是为成人、老年人和心脏病患者
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

Utron Co.，Ltd.拥有
智能监控解决方案，
可用于生活能源使用
(电、水、气、热水、
供暖)、可再生能源发
电(太阳能、地热、风
能)和环境数据(温度和
湿度、二氧化碳、细
粉尘)。
在智能监控解决方案中，有用于数据收集传输的混
合(有线/无线)发射器，用于扩展数据通信距离的中继
器以及用于数据最终收集管理并传输到服务器的收
集器。Utron具有其通信成本最低的无线自联网网络
的“IoT(物联网)”核心技术和大数据技术。

SERIM MULSAN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水罐业务的水处理公
司，以及净水器和过滤器业务。我
们将不断向前推进，以实现通过开
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经营理念。
HI TANK采用了以不饱和聚酯
树脂和玻璃纤维为增强材料的
SMC(板模复合材料)成型技术。
我们制造小型，中型和大型水箱
的质量得到了很高的认可。HI TANK 满足SMC水
箱要求的100％卫生，水密性和耐久性条件。由于
采用了这种高度积累的技术，该水箱已通过了英
国WARS的ISO 9001，SINGAPORE PSB的认
证，因此这种质量具有世界一流的保证。

PLANIT

Smartsound Corporation

Utron Co., Ltd

SERIM MULSAN CO., LTD

•Tel : 82-2-575-2252
•Fax : 82-2-575-2201
•E-mail : jhojholee@ismartsound.com
•URL : www.ismartsound.com

•Tel : 82-43-252-2663
•Fax : 82-43-904-2663
•E-mail : utron201602@gmail.com
•URL : www.utron.co.kr

•Tel : 82-43-286-6810
•Fax : 82-43-286-6813
•E-mail : sales@serim.kr
•URL : www.serim.kr

其他

其他

•Tel : 82-43-263-8648
•Fax : 82-43-263-8649
•E-mail : chung93@daum.net
•URL : www.planit.co.kr

■GRP SECTIONAL WATER TANK (HI TANK) SYSTEM

■CANCER DIAGNOSTIC KIT(Lung cancer)

■农业 Turf

■Kpop

■Coconut Mat

医疗器械为
COSMAX PHARMA
Co., Ltd 结直肠癌诊断
试剂盒。作为以血液为
基础的免疫化学诊断的
医疗器械，它们的诊断
率都很高。我们的产品
可以通过无创诊断来控
制副作用和创伤。肺癌
诊断试剂盒可确定肺癌的1期，作为快速型诊断试剂
盒，在15分钟内即可判断是否为肺癌，具有近90%
的诊断性能。此外，由于增加了各种肺部疾病的诊断
功能，我们的产品可以提供差异的服务。

B.I Land 有限公司开
发了一种生态友好型
产品“Eutdeum”
旨在解决地面污染和
地面与底层人造草坪
之间的异味问题。在
我们的研发设施中开
发的泵送结构的环保
产品具有空气净化功
能和通过通风层进行空气循环的排水功能。我们的
产品用于运动场，如足球场、棒球场、五人制足
球场、网球场、门球场和学校场地，以及公园、花
园、宠物中心和住宅区等景观。

我们提供韩国制造的
100%正品。我们直
接从韩国发到世界各
地。我们提供大量库
存，包括已停产并已
不再在市场上销售
的k-pop专辑和韩剧
dvd套装/特别奖励套
餐（预付费套餐）。

从天然棕榈果中提取
的植物纤维，编织制
品一段时间后，它会
自然腐蚀，并用有机
肥料还原成土壤
这是一种环保型地板
材料，已安装在远足
小径和人行道上，以
防止土壤流失，并进
一步提高防滑功能。
特别是在蜿蜒的道路和积雪的小径上具有优异的防
滑效果。

COSMAX PHARMA Co., Ltd.

B.I Land Co., Ltd

TWJG (kpopstorescom)

Eco LJs

•Tel : 82-43-238-8477
•Fax : 82-43-232-7735
•E-mail : cge@cosmax.com
•URL : www.cosmaxphar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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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43-642-0103
•Fax : 82-505-043-0100
•E-mail : biland33@hanmail.net
•URL : www.biland.kr

•Tel : 82-10-5838-5561
•E-mail : support@kpopstores.com
•URL : kpopstores.com

•Tel : 82-70-5123-7903
•Fax : 82-504-446-5566
•E-mail : ecoljs@naver.com
•URL : ecoljs.qrsv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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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活动设施系统

■波器

■Moving House

■EMERGENCY CART

Rototec制造的
Roto-Play系统豪华
娱乐设施。先进的
Roto-Play系统基于
纯国产设计和自有塑
料生产技术! 请放心
留下孩子玩。

用途 : 核电站中使用
HEPA过滤器可减少
颗粒负荷
使用方法：核电站的
暖通空调设备和空气
和气体处理
与核安全有关的系统

单人或双人房/美食区/
咖啡厅/办公室/学习
中心/招待所/养老金/
活动厅/城市演播室请
在Naver和Daum搜
索Joongwon小型移
动式房屋。
进行贫困阶层住房救
助业务
配备太阳能的移动式房屋
移动式医院咖啡厅

为医疗/外科急救现场
的紧急药物/设备的运
输和分配而设计，以
提供生命支持方案，
以潜在地挽救某人的
生命。
-除颤器架、IV
POLE、C.P.R板、
氧气罐支架。
-集中锁、公用容器、防尘箱

Rototec co., ltd

CAMBRIDGE FILTER KOREA CO., LTD

Joong Won

HANLIM MEIDCAL EQUIPMENT CO., LTD

•Tel : 82-43-1661-3419
•Fax : 82-504-002-0450
•E-mail : kiwhazang@naver.com
•URL : www.joongwonc.com

■Blast proof doors

■膜滤器

■SURGICAL INSRUMENT CABINET

SH DOOR TECH的
防爆门旨在保护人类
生命，使其免受石化
厂或工业生产设施中
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
爆炸；为主要设施提
供防灾和保护，并有
效地管理和控制军事
设施或任何易爆实验
室中发生的爆炸事故。

BON J WATERS 是
一家环保公司。
生产浸没式中空纤维
膜，主要用于污水、
废水净化过滤器和净
水过滤器。
其特点如下：1. 可
以使用第三方比较模
块的宽度和垂直尺寸
控制, 并且可以100%反映客户要求 2. 公称直径可控
heidi/与第三方比对1μm~0.06μm 3. 将膜的流动性
最大化，并将其与膜头相连。4. 由于集水池上下布
置，两侧吸气，分离膜的块体在分离膜整体上对进气
压力应用具有平衡感，延长了分离膜的使用寿命。

SH DOOR TECH CO., LTD

BON J WATERS

•Tel : 82-31-753-3271
•Fax : 82-31-753-3411
•E-mail : medical@han-lim.co.kr
•URL : www.han-lim.co.kr

其他

•Tel : 82-43-215-0291
•Fax : 82-43-215-0297
•E-mail : jmsong@cambridgefilter.co.kr
•URL : www.cambridgefilter.co.kr

其他

•Tel : 82-43-234-9479
•Fax : 82-43-234-9 478
•E-mail : rototec05@naver.com
•URL : www.rototec.co.kr

•Tel : 82-43-855-2677
•Fax : 82-43-855-2679
•E-mail : sh-door@daum.net
•URL : www.specialdoor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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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 82-1661-3424
•Fax : 82-43-773-8889
•E-mail : nibbleman7@naver.com
•URL : www.bonjwaters.co.kr

【规格, 特点】手术器械柜
1. 尺寸（WxDxH）：900
x 450 x 1800mm
2. 类型：储存
3. 材质：304不锈钢
4. 门：可锁玻璃（5t）门
5. 架子：可调四（4）
个架子
1. Serim手术器械柜是专为
手术室、产房等设施中安全存放药品、一般治疗用品而设计。
2. 不锈钢304材质，防锈无污染。
3. 由架子支撑管构成，最大限重为40Kg
4. 架子可调节，间隔为30mm
5. 玻璃门有助于快速识别医疗物品

Serim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Tel : 82-31-736-3090
•Fax : 82-31-736-3091
•E-mail : serimkorea1@gmail.com

■LEPAS®
LEPAS®是用於自動
化分析前實驗室過程
和改進工作流程的。
任务目标自动化与试
样运输自动化相结合,
提高了效率,大大缩短
了TAT,将每个脱节实
验过程综合起来。 为了满足各种实验室的需要,它
的灵活设计允许可自定义的,可配置的设置和安排。
[LEPAS® Product Line-up]
• ACT (Automated Classif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 ACS (Automated Centrifuge System)
• ASM (Automated Sorting Module)
• ABS (Automated Blood-collection System)

Hanlab Corporation
•Tel : 82-43-229-6224
•Fax : 82-31-450-3210
•E-mail : hanlab@hanlab.co.kr
•URL : www.han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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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油罐

■寻求MBN咨询服务

防腐 : 锌层厚度均为70，
具有优越的防腐能力。
质量可靠 : 我们的面板符
合新加坡PSB、SGS、
中国QSB等标准。寿命
可以超过1/4个世纪。
尺寸灵活性 : 面板尺寸有
1.22*1.22m、1*1m、1*0.5m，可组合0.125㎡到
5000㎡的各种体积，非常方便您选择。
安装方便 : 工厂预制板拆装方便，提供施工图、安
装视频及一系列完整的安装方案。
经久耐用 : 采用1000T液压机整体成型，面板转角

NETBIZWORLD
Co.，LTD正在寻求
MBN咨询服务。韩国
的Hybrid Business
作为一个整体的
Hybrid Business，
其高度发展。网络
化管是可说是蓝海市
场，因为它不仅强调
技术诀窍，而且强调技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
希望通过网络成为您在管理方面的合作伙伴，我们
希望成为您的合作伙伴，致力于您组织的发展。如
果您给予我们信任和信心，我们将提供最好的服

处无焊缝。也可以埋在地下。

务。非常感谢。

Davidaquasystem Co., Ltd.

NETBIZWORLD Co., Ltd

■ZnS 机器

■Cantilever Footbridge

这艺术品是韩国传统
工艺，是被誉为韩国
最美丽的钟之一的“
海因萨钟（珍宝编号
1253）”的缩影。这
只微型钟是由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元大
师"用蜂蜡铸造法精心
制作而成。
-铃尺寸：270 x 270 x 420mm
-框架尺寸：400 x 320 x 600 mm

移动存储系统旨在通
过有效利用有限的存储
空间来最大化办公效
率 存储信息的空间。
降低成本和提高文档管
理效率将使您的组织更
具竞争力。该产品有两
种不同的类型：固定式
和电子式。固定式带有
手柄，受到公共机构的欢迎；首尔南部地方法院，公
司；Celltrion，新韩银行. 电动移动架由电机驱动，用
户可通过触摸板操作。与用户使用手动驱动的机架系统
可以移动的数量相比，该电动机使用户可以顺序或同时
移动更多的机架。它可以通过触摸板界面自动操作。

SUNGJONGSA.CO,. LTD

Dae-Won Mobile Rack Co.Ltd

•Tel : 82-2-733-6141
•Fax : 82-2-733-4840
•E-mail : sungjongsa@hotmail.com
•URL : www.sungjongsa.co.kr

•Tel : 82-43-2-2235-2694
•Fax : 82-43-2-2235-2695
•E-mail : export@mobile-rack.co.kr
•URL : www.mobile-rack.co.kr

其他

•Tel : 82-43-214-3981
•Fax : 82-43-215-3981
•E-mail : MBN@netkorea.or.kr
•URL : www.netkorea.or.kr

■移动存储系统

其他

•Tel : 82-10-2271-6792
•Fax : 82-0504-470-6792
•E-mail : gilsbgkim@naver.com
•URL : www.davidaquasystem.com

■钟

Green Optics提供
了从设计、制造到测
量和分析的全套光学
服务解决方案。在产
品方面，我们生产透
镜、镜子、窗户、滤
光片、棱镜等。我们
还经营空间光学、红
外光学和激光光学以
及生产ZnS-MS等光学材料。

Footbridge for
Bridge在既有桥梁的
侧壁狭窄或不存在的
地方，通过有效利用
路缘和袖子来限制行
人和自行车通行.它
旨在防止事故发生，
并给予安全最高的重
视。

Green Optics Co., Ltd

ARI INDUSTRY CO., LTD

•Tel : 82-43-218-2183
•Fax : 82-43-218-2187
•E-mail : greenoptics@greenoptics.com
•URL : www.greenoptics.com

•Tel : 82-43-237-7470
•Fax : 82-43-237-7471
•E-mail : newcreative@ariindustry.com
•URL : www.ariindustry.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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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忠淸北道优秀产品

• 农水产品

楓井四季酒

坚果棒&水果混合棒

红参红酒

Minimelts Big

胶原蛋白肽

Goryeo红参

HWAYANG
Tel : 82-43-214-9424
Fax : 82-43-214-9425
E-mail : hs@hwayang.co
URL : hwayang.co

Doorechon Agricutural CO., LTD.
Tel : 82-43-853-0714
Fax : 82-43-853-2792
E-mail : doorechon@hanmail.net
URL : www.doorechon.co.kr

Nature & Ginseng
Tel : 82-43-833-5829
Fax : 82-2-2675 4399
E-mail : vng5825@naver.com
URL : www.gswine.modoo.at

TONG HARK FOOD
Tel : 82-43-723-1070
Fax : 82-43-723-1071
E-mail : hklee@minimelts.co.kr
URL : www.minimelts.co.kr

CNABIOTECH CO., LTD
Tel : 82-43-212-8522
Fax : 82-43-212-8524
E-mail : cnabiotech@daum.net
URL : www.cnabiotech.com

KOREA GORYEO GINSENG AGRCULTURAL CONGREGATION
Tel : 82-43-543-2020
Fax : 82-504-033-4750
E-mail : 5432020@naver.com
URL : www.kgg2020.com

韩国泡菜

燕麦粉

沙果酒

Dang Jo 辣椒

泡菜

Beakhwago

BosungilukjoKorea CO., LTD.
Tel : 82-43-873-9177
Fax : 82-43-873-9179
E-mail : bsk9177@hanmail.net
URL : www.bosungfood.com

Natures Best Foods Co., Ltd
Tel : 82-43-881-0287
Fax : 82-43-882-0287
E-mail : tonykim@charmoats.com
URL : www.charmoats.com

JUNG WON LIQUOR
Tel : 82-43-851-3771
Fax : 82-43-848-3772
E-mail : hcy1999@hanmail.net
URL : www.applewine.kr

Jeil Seed Bio CO., LTD
Tel : 82-43-838-1173
Fax : 82-43-838-7822
E-mail : export@jeilseed.com
URL : www.jeilseedbio.com

IiKim Co., Ltd.
Tel : 82-43-544-7600
Fax : 82-43-543-1031
E-mail : hani@iikim.co.kr
URL : www.iikim.co.kr

Yiwang Sangsa Co., Ltd.
Tel : 82-43-2325453
Fax : n/a
E-mail : yiwang22@daum.net
URL : cbgms.chungbuk.go.kr/co/yw21

食品香精

卷心菜种子

韩国海苔

DongHak1957

鱿鱼干

ALLICOM

SAMJUNG FLAVOR CO., LTD.
Tel : 82-2-881-0690
Fax : 82-43-872-3383
E-mail : syyoo@samjungflavor.co.kr
URL : www.samjungflavor.co.kr

JOEUN SEEDS CO., LTD.
Tel : 82-43-836-3514
Fax : 82-43-836-3515
E-mail : andy.yoo@joeunseeds.com
URL : www.joeunseeds.com

EAST SEA FOODS
Tel : 82-43-294-4500
Fax : 82-43-283-5448
E-mail : haesali2@naver.com
URL : haesali.com

GOHEONJEONG
Tel : 82-43-855-3333
Fax : 82-43-851-7772
E-mail : kimmy58111@naver.com
URL : goheonjeong.co.kr

Foodone CO., LTD
Tel : 82-43-753-7900
Fax : 82-43-753-7909
E-mail : tonyyoon@foodone.net
URL : www.foodone.net

MK BIO SCIENCE CO., INC.
Tel : 82-31-303-5341
Fax : 82-31-303-5340
E-mail : info@mkbiotec.com
URL : www.mkbiotec.com

每一天1条红参

Song do sun 泡菜

清鞠酱，红参粉

ChungjuAle

鱼油

SOYFORYOU

Taewoong Food Co., Ltd.
Tel : 82-43-535-0621
Fax : 82-43-535-0626
E-mail : office20@twfood.co.kr
URL : www.twfood.co.kr

CR F&C Agriculture.CO., LTD
Tel : 82-43-421-3336
Fax : 82-43-421-3337
E-mail : crfnc421@naver.com
URL : www.crfnc.com

Jukri Native Food
Tel : 82-10-5483-0719
Fax : 82-43-838-3622
E-mail : kongbn@naver.com
URL : www.jukri.com

Bluewhalebrewhouse
Tel : 82-43-843-7773
Fax : 82-43-843-7773
E-mail : bluewhalebrewhouse@naver.com
URL : bluewhalebrewhouse.modoo.at/

Sunin
Tel : 82-43-647-0903
Fax : 82-43-645-0903
E-mail : audry2001@naver.com
URL : n/a

VICELL Co.
Tel : 82-43-3005
Fax : 82-43-3006
E-mail : vitalcell@naver.com
URL : www.vicell.co.kr

辣椒粉

Innerset 魔芋果冻

Natural Story

meng's阿姨的梦

黑蒜

核桃油

JUNGANG FOOD CO., LTD.
Tel : 82-43-832-3868
Fax : 82-43-832-3869
E-mail : jap1948@naver.com
URL : www.barunfd.co.kr

HUONS NATURAL
Tel : 070- 7492- 9084
Fax : 82-31-8018-8477
E-mail : kimhs224@huonsnatural.com
URL : www.huonsnatural.com/eng

GD&Y CO., LTD
Tel : 82-31-5175-3444
Fax : 82-31-5175-3440
E-mail : gdny1870@gmail.com
URL : www.goodynyummy.com

Aunt Maeng’s Food
Tel : 82-43-534-8839
Fax : 82-43-354-8834
E-mail : hongsam2010@daum.net
URL : www.manghong.co.kr

Joy Natural Co.
Tel : 82-43-543-0668
Fax : 82-43-543-0667
E-mail : uncholpark@gmail.com
URL : www.enjoygarlic.com

Organic Palldo.inc
Tel : 82-10-5238-4646
Fax : 82-31-906-0191
E-mail : palldo@palldo.com
URL : www.palldo.com

Kkomuri 肉饺子

Lac k-1

茶，油，种子等

酱汁

Jelly.B

红参粉

AHA FOOD CO., LTD
Tel : 82-43-214-8994
Fax : 82-43-214-8997
E-mail : kst7149@nate.com
URL : www.ahafood.co.kr

Biorhythm Co., LTD
Tel : 82-70-8777-0707
Fax : 82-31-755-7719
E-mail : tenstens@hanmail.net
URL : allprobiotics.com/zh/home-3/

Boseong Corporation, Ltd.
Tel : 82-43-724-3930
Fax : 82-43-724-3935
E-mail : bsinc2017@gmail.com
URL : www.bscorp.co.kr

MIMIFOOD CO., LTD
Tel : 82-43-833-0738
Fax : 82-43-832-3851
E-mail : mimifood@hanmail.net
URL : www.mimifood.com

KEUMKANG B&F
Tel : 82-70-7011-5702
Fax : 82-2-6300-8814
E-mail : company@keumkangbnf.com
URL : www.keumkangbnf.com

CELLFARM
Tel : 82-43-263-3389
Fax : 82-43-264-3389
E-mail : ecph@hanmail.net
URL : www.cellfarm.net

HIM&YOUNG

Zoeun Skin鲟鱼产品

Boeun Jujube

红参粉

红参口服液

韩国海苔

Mom&Young Bio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
Tel : 82-43-216-4341
Fax : 82-43-216-4345
E-mail : 43cluster@hanmail.net
URL : www.momnyoung.com

Gynong Co., Ltd
Tel : 82-43-253-3333
Fax : 82-43-213-6888
E-mail : gynong@naver.com
URL : www.gynong.com

GU ROK WON
Tel : 82-10-9984-8263
Fax : 82-42-367-0043
E-mail : sasum9@naver.com
URL : www.sasum9.com

Da Jung Co., Ltd.
Tel : 82-43-533-9960
Fax : 82-43-534-7669
E-mail : n777choi@hanmail.net
URL : www.kgs.ne.kr

Chungbuk Ginseng Farming Association
Tel : 82-43-881-3489
Fax : 82-43-877-3449
E-mail : insambest@naver.com
URL : insambest.com

HAESARANG
Tel : 82-43-252-9288
Fax : 82-43-259-9289
E-mail : keeunn@hanmail.net
URL : www.haelove.co.kr

Cheongju Jikji 面包

韩式冷面套餐

韩国传统jujube 饼干

Immune Presto

The Mom米芽米锅巴

100% 有机农孩子饮料

MACKADANG
Tel : 82-43-265-0404
Fax : 82-43-274-3061
E-mail : mad2213@hanmail.net
URL : N/A

DaeDo Food CO., LTD
Tel : 82-10-7963-3444
Fax : 82-43-731-6822
E-mail : mariokim336@gmail.com
URL : n/a

Boeun Daechu Hangwa
Tel : 82-43-543-3040
Fax : 82-43-544-4883
E-mail : cioje@hanmail.net
URL : www.대추미학.com

AT Immune Inc.
Tel : 82-43-715-6930
Fax : 82-43-715-6942
E-mail : lisachoi0210@gmail.com
URL : www.atimmune.com

THEMOM.Co.Ltd.
Tel : 82-43-235-7884
Fax : 82-43-296-7884
E-mail : glmore@naver.com
URL : www.glmore.kr/?site=eng

Wellfarm CO., LTD.
Tel : 82-43-881-3312
Fax : 82-43-881-3316
E-mail : shhu@well-farm.co.kr
URL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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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水产品

Ssaloo 米粉

Jayeon Hannal

人参浆果

SINABRO 红酒

i 180 plus

熏鹌鹑蛋

Ricewell Food Co., Ltd
Tel : 82-10-3008-6671
Fax : 82-43-750-8250
E-mail : no2dle@naver.com
URL : www.ricewell.com

Trunas CO., LTD
Tel : 82-43-845-0153
Fax : 82-2-363-0190
E-mail : trunas@trunas.co.kr
URL : www.trunas.co.kr/en

HaneulchaeCO., LTD.
Tel : 82-43-286-2300
Fax : 82-43-286-2303
E-mail : gsberry2300@naver.com
URL : n/a

ROOT FARM (SINABRO WINERY)
Tel : 82-43-742-5275
Fax : N/a
E-mail : sinabro_wine@naver.com
URL : n/a

Panaxan Pharm Corp.
Tel : 82-43-275-3080
Fax : 82-43-275-3081
E-mail : hw@panaxan.co.kr
URL : www.panaxan.co.kr

Haengbokdamgi Corporation
Tel : 82-43-731-1114
Fax : 82-43-731-9669
E-mail : daedoo9999@naver.com
URL : www.happyzon.net/

Yesodam 泡菜

四种口味的优质烤紫菜

人参维生素糖

手工面

韩式排骨酱

韩式排骨酱

YESODAM CO., LTD
Tel : 82-43-266-5233
Fax : 82-43-266-5235
E-mail : hy2665233@naver.com
URL : www.yesodamkimchi.com

Han Baek Food Agricultural Co., Ltd.
Tel : 82-43-836-0885
Fax : 82-43-836-0248
E-mail : export@hanbaekfood.com
URL : www.hanbaekfood.com

Cheonnyeonae food Co., LTD
Tel : 82-10-532-3786
Fax : 82-10-532-3788
E-mail : candy_maker@naver.com
URL : candymade.co.kr

KangFood Co., Ltd
Tel : 82-43-872-2221
Fax : 82-43-872-8764
E-mail : kangfood@kita.net
URL : www.kangfood.co.kr

SAMJIN FOODS INC.
Tel : 82-43-536-5447
Fax : 82-43-536-5448
E-mail : eunsuk.yang@samjinfoods.co.kr
URL : www.samjinfoods.co.kr

Yeudang Foods Solution Co,. LTD
Tel : 82-43-882-5245
Fax : 82-43-882-5243
E-mail : kincade6@naver.com
URL : n/a

BeBe Maru

半干柿子

Almasgoldcaviar

Sigol 烤紫菜

VOLCANO, BIONEEM-BP

蔬菜饺子

Wolruone
Tel : 82-10-2466-7789
Fax : 82-504-410-7789
E-mail : bebewine@naver.com
URL : eaudelune.modoo.at

Shin-Nong Agriculture Corporation
Tel : 82-43-744-0090
Fax : 82-43-744-9339
E-mail : pyogoz@hanmail.net
URL : www.gam114.com

Hae Yang Fisheries Co.
Tel : 82-2-3471-5211
Fax : 82-2-3471-5244
E-mail : almasgoldcaviar@naver.com
URL : www.almascaviar.com

Kyeongcheon Food Co., Ltd.
Tel : 82-43-537-3233
Fax : 82-43-533-3236
E-mail : laverkr@gmail.com
URL : www.kclaver.co.kr

UNITEKBIO PRODUCTS INC
Tel : 82-43-275-7074
Fax : 82-43-275-7078
E-mail : unitekbio@hotmail.com
URL : unitekbio.modoo.at

FULGREEN CO., LTD
Tel : 82-43-543-1500
Fax : 82-43-543-8160
E-mail : fg6400@nate.com
URL : N/A

有机农鸡粉

辣椒粉

红参粉

奶油面包

ARK Pale Ale

Immune Up

Organic Chicken CO., LTD.
Tel : 82-43-653-1676
Fax : 82-43-642-9602
E-mail : orge6225@naver.com
URL : www.organicchicken.co.kr

Daekyung Food. Co., Ltd
Tel : 82-43-855-5510
Fax : 82-43-855-4510
E-mail : dkyes60@hanmail.net
URL : n/a

Hongsamnara Co., Ltd.
Tel : 82-43-533-3489
Fax : 82-43-533-3449
E-mail : jingusdl@hanmail.net
URL : www.hongsamnara.com

Seoul Food Industrial Co., Ltd
Tel : 82-2-514-5207
Fax : 82-2-514-5280
E-mail : odkwon@seoul-food.co.kr
URL : www.seoul-food.co.kr

Neoartisan Brewery Co., Ltd.
Tel : 82-70-4681-7262
Fax : 82-2-599-8407
E-mail : ybshim@arkbeer.kr
URL : www.koreacraftbrewery.com

K.VBIOGEN
Tel : 82-43-263-2430
Fax : 82-43-264-2430
E-mail : jhmm1123@naver.com
URL : N/A

杏鲍菇

韩式什锦炒菜Japchae

炒年糕

XYLITOL 口香糖

参鸡汤

Twist potato

YEONWOO Agricultural Co., Ltd.
Tel : 82-43-882-8384
Fax : 82-43-882-8385
E-mail : 2013yeonwoo@naver.com
URL : www.yeonwoofarm.com

Saongwon Co., Ltd.
Tel : 82-43-883-0100
Fax : 82-43-881-5572
E-mail : nrjeon@saongwon.com
URL : www.saongwon.com

Nong-ga Food
Tel : 82-43-287-0534
Fax : 82-43-287-0538
E-mail : jchangku@hanmail.net
URL : www.nonggafood.itrocks.kr/

DAE YOUNG FOODS CO., LTD.
Tel : 82-43-543-7007
Fax : 82-43-544-6006
E-mail : donghwanlee@daeyoungfoods.co.kr
URL : www.daeyoungfoods.co.kr

GYODONG FOOD CO., LTD
Tel : 82-43-731-9302
Fax : 82-43-731-9306
E-mail : missu@howchon.com
URL : www.gdfood.kr

Twist potato
Tel : 82-43-731-9031
Fax : 82-43-731-9030
E-mail : twist2013@hanmail.net
URL : www.twistpotato.co.kr

黑&白berry

烤紫菜粉

泡菜

Daeilsangsa

RESVERA 茶

Kfood Fiber Slim

L-GA(ELGAR) CO., LTD.
Tel : 82-2-1644-5184
Fax : 82-70-8280-7766
E-mail : kblee@lgachoco.com
URL : www.lgachoco.com

HAHA FOOD CO., LTD
Tel : 82-43-532-4788
Fax : 82-43-532-4799
E-mail : hahafood47@hanmail.net
URL : www.hahafood99.modoo.at

GANADA FOOD Co., Ltd.
Tel : 82-2-567-2311
Fax : 82-2-567-2371
E-mail : ganadafood@gmail.com
URL : www.kimchigo.co.kr

Daeilsangsa
Tel : 82-43-744-8466
Fax : 82-43-743-8466
E-mail : daeilsangsa@hanmail.net
URL : N/A

RESVERA
Tel : 82-43-493-4801
Fax : 82-43-435-4805
E-mail : his200kr@happiqq.com
URL : www.resvera.com

DULUWON CO. LTD
Tel : 82-43-558-2876
Fax : 82-43-563-3522
E-mail : joshyu89@naver.com
URL : www.duluwon.com

Hwak Kkaen Da

Koresam-D

干香菇

红参液

美味食品的酱汁

ME-TIME Prune Apple果汁(30包)

DONGHAEBIO
Tel : 82-1522-1525
Fax : 82-43-287-51
E-mail : dhbio33@daum.net
URL : dhbio.net

WELLBIOTECH
Tel : 82-43-847-9430
Fax : 82-43-847-9430
E-mail : taekey22@hanmail.net
URL : www.wellbiotech.co.kr

Younil
Tel : 82-43-285-5433
Fax : 82-43-285-6337
E-mail : question8@naver.com
URL : n/a

CHUNILINSAM
Tel : 82-43-877-0974
Fax : 82-43-877-9878
E-mail : jyu56@naver.com
URL : blog.naver.com/jyu56

眞味食品

Tel : 82-43-903-5500
Fax : 82-43-833-7066
E-mail : N/A
URL : www.jinmifoods.co.kr

Agricultural corporation DAVICHI
Tel : 82-70-5088-1300
Fax : 82-504-393-8837
E-mail : davichi1008@naver.com
URL : www.davichifarm.com

Geonganghan-鸭

Ready Q

Perilla 糖

Hongsamjeong

速冻产品（鸡肉）

健康食品

Joowonsanori Ltd
Tel : 82-43-530-6226
Fax : 82-43-530-6229
E-mail : 000875@halim.com
URL : www.orimart.co.kr

HANDOK
Tel : 82-2-527-5422
Fax : n/a
E-mail : jimin.won@handok.com
URL : www.handok.co.kr

Gong Food Korea
Tel : 82-43-542-0633
Fax : 82-43-542-9300
E-mail : 5c5@daum.net
URL : www.kong4u.com

Chungbuk Ginseng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Tel : 82-43-820-3432
Fax : 82-43-820-3444
E-mail : nh413817-1@nonghyup.com
URL : www.cbinsam.com

J.F.S CO., LTD.
Tel : 82-505-973-9000
Fax : 82-505-903-9000
E-mail : jfs77@naver.com
URL : N/A

Haegarden
Tel : 82-43-652-5226
Fax : 82-43-646-5226
E-mail : hello@haegarden.com
URL : www.haegard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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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米粉

Forust 昆虫蛋白

Shuprim W.S.P

Medical Grade PVC Compound & Tubing

Tiger Foam

Industrial Sulfur Powder

Ssial Food inc.
Tel : 82-2-545-3648
Fax : 82-2-6455-3648
E-mail : cr@crfood.co.kr
URL : www.crfood.co.kr

Entomo
Tel : 82-43-214-4403
Fax : 82-43-215 4403
E-mail : entomo.ych@gmail.com
URL : entomo.kr/pc

Seoul Vet Pharma Co., Ltd.
Tel : 82-43-877-3900
Fax : 82-43-877-3902
E-mail : angrybulls75@gmail.com
URL : www.svp21.com

CHANGYOUNG Chemical Co.
Tel : 82-43-881-3290
Fax : 82-43-881-3292
E-mail : cychem4u@naver.com
URL : www.cychemi.com

Seunghyun Co., Ltd
Tel : 82-43-537-4933
Fax : 82-43-537-4934
E-mail : sg.kim@seunghyun.kr
URL : www.seunghyun.kr

SAEMWOO CHEMICAL CO., LTD
Tel : 82-2-573-7837
Fax : 82-2-573-7838
E-mail : general@samusulfur.com
URL : www.samusulfur.com

榨生油、冷榨芝麻油、茶类等

SODIUM CARBOXYMETHYL CELLULOSE

Metal Powder for 3D printing

Acryl PSA(Pressure Sensitive Adhesion)

CMMA solid surface

Sungho Clean (Carboxylic polymer)

NONGBUINFOOD
Tel : 82-70-8200-0348
Fax : 0504-184-6072
E-mail : nongbuin@naver.com
URL : www.nongbuinshop.co.kr

GLCHEM CO., LTD.
Tel : 82-43-214-8933
Fax : 82-43-214-8934
E-mail : sjkwon@glchem.co.kr
URL : www.glchem.co.kr

HanaAMT Co., Ltd.
Tel : 82-43-211-0046
Fax : 82-43-211-0048
E-mail : jiwon716@hanaamt.com
URL : www.hanaamt.com

WOOIN CHEMTECH
Tel : 82-43-883-9811
Fax : 82-43-883-9814
E-mail : hanyu1@naver.com
URL : www.wooinchemtech.co.kr

WORLD BMC CO., LTD.
Tel : 82-43-533-2468
Fax : 82-43-533-2464
E-mail : wbmc2002@hanmail.net
URL : www.worldbmc.com

SUNGHO Chemical Co., Ltd
Tel : 82-43-274-0427
Fax : 82-43-263-0427
E-mail : soibal@hanmail.net
URL : n/a

无毒漆树袋泡茶

ECOFIPRO GEL

ORGANIC HIGH FARM

TFC-W1017

Specialty Gases(Ne, Xe, Kr)

BFT-500K

CHAMOTDEUL CO., LTD
Tel : 043-733-0039
Fax : n/a
E-mail : harremie@hanmail.net
URL : www.otsam.com

ECOREEN
Tel : 82-43-544-5600
Fax : 82-43-543-6400
E-mail : ydk9467@gmail.com
URL : www.ecoreen.kr

CHEONJIBIO
Tel : 82-43-745-8870
Fax : 82-43-745-8871
E-mail : cheonjibio@gmail.com
URL : www.cheonjibio.com/eng

TFC
Tel : 82-70-5101-6285
Fax : 82-70-8250-0600
E-mail : chongsg@technofine.kr
URL : www.technofine.kr

TEMC CO., LTD.
Tel : 82-43-298-3333
Fax : 82-43-544-3339
E-mail : dhlim@temc.co.kr
URL : www.temc.co.kr

B AND B Co., Ltd.
Tel : 82-31-377-7833
Fax : 82-31-376-9786
E-mail : bnbchem@hanmail.net
URL : www.bnbchem.com

Catch-Chol

RAVI HA SHEET

PVC STABILIZER

SUPER OLIGO

Si-Star Liquid

PETRO HACKER

Jung-Ang Microbe Research Institute
Tel : 82-43-269-3133
Fax : 82-43-272-9167
E-mail : jm-info@naver.com
URL : www.micros.co.kr

RV COMPANY LIMTED
Tel : 82-43-882-1800
Fax : 82-43-882-1804
E-mail : na-gunida@hanmail.net
URL : www.ravi.co.kr

KD Chem Co., Ltd.
Tel : 82-31-493-6882
Fax : 82-31-492-9860
E-mail : eshong@kdchem.co.kr
URL : www.kdchem.co.kr

FARMTEC
Tel : 82-43-848-6221
Fax : 82-43-848-6211
E-mail : farmtec@hanmail.net
URL : www.oligolabs.com

MYOUNGJEONBIO Co., Ltd
Tel : 82-43-716-0010
Fax : 82-43-532-7020
E-mail : mjbio12@naver.com
URL : www.mjbio.co.kr

GES Korea
Tel : 82-70-7841-7766
Fax : 82-43-647-2253
E-mail : geskc1@gmail.com
URL : N/A

Unique water-soluble Honey Propolis Spray

Hot melt Adhesive

Solid Surface

BALGEUNRYUK

SELLCOAT

Industrial Gelatin

Unique Biotech Co., Ltd
Tel : 82-1577-3241
Fax : 82-43-745-6887
E-mail : ubtc@uniquebiotech.co.kr
URL : www.uniquebiotech.co.kr

Aerochem co., Ltd
Tel : 82-43-532-9041
Fax : 82-43-532-9043
E-mail : aerochem@hanmail.net
URL : www.aerochem.co.kr

SAEKYUNG GLOTECH Inc.
Tel : 82-43-211-8558
Fax : 82-43-211-8228
E-mail : choids301@skglotech.com
URL : www.mileon.co.kr

FM AGTECH
Tel : 82-43-878-0277
Fax : 82-43-237-8128
E-mail : fmagtech1994@daum.net
URL : www.greenagris.co.kr/en/

DAEMYU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el : 82-2-831-1560
Fax : 82-2-831-1563
E-mail : dmcst@dmcst.com
URL : www.dmcst.com

KIC LTD.
Tel : 82-31-906-1791
Fax : 82-43-906-1793
E-mail : sales@kooyong.co.kr
URL : www.kooyong.co.kr

LABISEN Probiotics

Non-skid Pavement coating materials

Holographic & Reflective Heat Transfer Vinyl

GYFLEX-95 [Butyl Di Glycol Adipate]

Vatencel®(Cellulosenanofibrils)

SERATAN [MG-6000]

MEDIOGEN CO,. LTD.
Tel : 82-2-858-3017
Fax : 82-2-858-3018
E-mail : amy.mediogen@gmail.com
URL : www.mediogen.co.kr

HALLACHEMICAL
Tel : 82-10-3584-2688
Fax : 82-0502-050-0500
E-mail : halla33@hanmail.net
URL : www.hcmma.com

Daegeon Co., Ltd
Tel : 82-43-838-5317
Fax : 82-502-264-5318
E-mail : sales@everlite.co
URL : www.everlite.co/en

GEO-YOUNGCORPORATION
Tel : 82-2-596-7648
Fax : 82-2-596-7649
E-mail : gyc93@gyc93.com
URL : www.gyc93.com

Nature CosTech Co., Ltd.
Tel : 82-43-265-0809
Fax : 82-43-275-0809
E-mail : sbshin.nacostech@gmail.com
URL : www.naturecostech.co.kr

MAGACHEM Co.
Tel : 82-43-537-5677
Fax : 82-43-537-5674
E-mail : E-mail : magachem@magachem.com
URL : www.magachem.com

GLUTATHIONE BLOOM

De-N²O & NOx System

Polyurethane resin

SHINHO Trans oil

Optically Functional Coating & PSA Films

Road-Tar, Road-Line

ECOPRO Co., Ltd.
Tel : 82-43-240-7727
Fax : 82-43-218-7771
E-mail : whchoi@ecopro.co.kr
URL : www.ecopro.co.kr

TAE YOUNG
Tel : 82-43-836-5887
Fax : 82-43-836-5008
E-mail : cjbag3@gmail.com
URL : www.oktaeyoung.com

SHINHO CHEMICAL Co., Ltd.
Tel : 82-43-883-5180
Fax : 82-43-883-5182
E-mail : cookies28@nate.com
URL : www.shor.co.kr

TAEKWANG M-Tech Co., Ltd.
Tel : 82-43-857-0227
Fax : 82-43-857-0228
E-mail : master@tkm-t.com
URL : www.tkm-t.com

Roadchem Co., Ltd.
Tel : 82-2-419-7584
Fax : 82-2-422-3710
E-mail : roadchem@roadchem.kr
URL : roadchem11.en.ec21.com/

Superfood Herbal Granule Supplement

Polyurethane waterproofing material

TREDIS (3D Sublimation Transfer Film)

Emulsifier, Dispersant, Antifoamer

GR SPLINT

Insucoat

HEPYPETS Inc.
Tel : 82-43-647-0507
Fax : 82-2-6008-3754
E-mail : hepyjumpy13@gmail.com
URL : jumpy.co.kr

SCM INTERNATIONAL
Tel : 82-70-7739-6268
Fax : 82-43-882-6268
E-mail : scmcoat@naver.com
URL : www.scm-int.com

SongJeong Co., Ltd
Tel : Skype : lkr3751
Wechat : speedup1111"
E-mail : lkr3751@sjchemi.com
URL : www.sjchemi.com

ISPIRE CHEMICAL Co., Ltd.
Tel : 82-10-8465-0046
Fax : 82-43-232-6833
E-mail : inspirechemical@naver.com
URL : N/A

YOORIM CORPORATION
Tel : 82-70-4667-4995
Fax : 82-43-883-3906
E-mail : info.yoorim@daum.net
URL : www.yoorim.com

CNTECH PLUS CO., LTD.
Tel : 82-70-8714-3020
Fax : 82-50-4405-1511
E-mail : kimjp1@naver.com
URL : www.insucoat.co.kr

TATHIONGOLD
Tel : 070-7503-5719
Fax : 043-285-5719
E-mail : resume86@naver.com
URL : smartstore.naver.com/tathion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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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ous Oxide

ZETA

Eldosin Capsule

医疗器械制造

ALU COLD FORM FOIL

PPF Film

FRD Co., Ltd
Tel : 82-70-4492-7823
Fax : 82-43-536-0399
E-mail : frd@frdbiz.com
URL : www.frdbiz.com

HUMANCONTROLS Co., Ltd.
Tel : 82-43-857-9592
Fax : 82-43-857-9594
E-mail : humancontrol@naver.com
URL : www.humantech2000.com

Korea Arlico Pharm. Co., Ltd.
Tel : 82-2-520-6949
Fax : 82-2-587-5191
E-mail : know2@arlico.co.kr
URL : www.arlico.co.kr

Noanix Corporation
Tel : 82-43-905-0972
Fax : 82-43-715-9202
E-mail : sales@noanix.com
URL : www.noanix.com

Korea Aluminium Co. Ltd.,
Tel : 82-43-836-8801
Fax : 82-43-836-8804
E-mail : jasonachoi@gmail.com
URL : www.koal.co.kr

ENB Co., Ltd
Tel : 82-43-770-7770
Fax : 82-43-770-7778
E-mail : sales@enbkorea.kr
URL : www.enbkorea.kr

Rutilo 501

ABS resin

Orafang tablet

Koromon Inj

Eco-箱子

Surface Protection Film

Goldleine
Tel : 82-70-7795-4989
Fax : 82-43-211-4987
E-mail : goldleine@naver.com
URL : rutilo.co.kr

Hyungje chemical
Tel : 82-43-878-9910
Fax : 82-43-878-9920
E-mail : 6720047@hanmail.net
URL : www.hjcmc.co.kr

Pharmbio Korea Inc.
Tel : 82-43-849-0000
Fax : 82-43-849-0009
E-mail : sihan@pharmbio.co.kr
URL : www.pharmbio.co.kr

Hankook Korus Pharm Co., Ltd
Tel : 82-43-644-8456
Fax : n/a
E-mail : Kykim@koruspharm.co.kr
URL : www.koruspharm.co.kr

Sangjin ARP Co., Ltd.
Tel : 82-505-720-0800
Fax : 82-505-720-0801
E-mail : jslim0527@naver.com
URL : www.sangjinarp.com

SEIL HITEC CO., LTD
Tel : 82-43-216-3511
Fax : 82-43-217-2348
E-mail : kv-park@seilhitec.com
URL : www.seilhitec.com

Aquarium Acrylic panel

ECOBURN-FULL COMBUSTION INDUCING AGENT

C-Clear

BUGS-PET Veggie-mix

温室薄膜

Bio Wrap

MSS KOREA
Tel : 82-43-534-8608
Fax : 82-0504-372-8608
E-mail : msskorea@gmail.com
URL : www.msskorean.com

ECOBURN International Co., Ltd.
Tel : 82-43-647-2876
Fax : 82-43-647-2253
E-mail : ecoburn_info@naver.com
URL : N/A

TE Bios, Ltd.
Tel : 82-43-218-4944
Fax : 82-43-218-4945
E-mail : te@tebios.com
URL : www.tebios.com

Agricultural Company Woosung Co., Ltd.
Tel : 82-1600-2374
Fax : 82-50-7088-0398
E-mail : bugs-pet@naver.com
URL : www.en.bugs-pet.com

Taekwang New Tec Co., Ltd
Tel : 82-02-3662-2367
Fax : 82-02-3661-7513
E-mail : jbk@plastar.co.kr
URL : www.plastar.co.kr

SiorChem
Tel : 82-10-2038-8621
Fax : 82-504-468-8621
E-mai : siorchem@gmail.com
URL : www.Siorchem.com

Arukah

INNOSLIP-E Series

Cleanbait Power

SIO-FARM

CPVC

阻水胶带和纱线

Goldleben inc.
Tel : 82-43-260-0710
Fax : 82-43-260-0723
E-mail : info@goldleben.com
URL : www.goldleben.com

Pathwel
Tel : 82-43-535-7890
Fax : 82-43-535-7897
E-mail : ea.park@pathwel.co.kr
URL : www.pathwelglobal.com

Kukbo Science Co., Ltd.
Tel : 82-43-264-7767
Fax : 82-43-267-7769
E-mail : kukbo@kukboscience.co.kr
URL : www.kukboscience.co.kr

JOYBIO CO., LTD
Tel : 82-43-716-0073
Fax : 82-43-716-0074
E-mail : jb0073@joybio.co.kr
URL : www.joybio.co.kr

JEONGSANAIKANG .
Tel : 82-43-723-2007
Fax : 82-43-723-2008
E-mail : overseas@jsak.co.kr
URL : www.jsak.co.kr

DEUK-YOUNG Co., Ltd.
Tel : 82-43-882-2451
Fax : 82-43-882-2457
E-mail : sales@deukyoung.co.kr
URL : www.deukyoung.co.kr

PP & PE Flim

Verti-Drain

Medi lens

SOFFKIN

NOISELITE

PVC WRAP

HWAIN Chemical Co., Ltd.
Tel : 82-43-532-6000
Fax : 82-43-532-7000
E-mail : hwainchem@daum.net
URL : N/A

DAEHAN i.m. Co., Ltd
Tel : 82-43-877-2969
Fax : 82-43-877-2968
E-mail : daehan@geosko.com
URL : www.geosko.com

Hankook Medicare Co,. Ltd.
Tel : 82-43-882-9841
Fax : 82-43-882-9840
E-Mail : yjw90418@naver.com
URL : www.hanmedi.net

I&S Co., Ltd.
Tel : 82-70-4088-4341
Fax : 82-43-715-5340
E-mail : soffkin@ianes.com
URL : www.soffkin.co.kr

IKSUNG CO., LTD.
Tel : 82-43-881-2724
Fax : 82-43-881-2718
E-mail : iksung1@chol.com
URL : www.iksung.net

HEESUNG CHEMICAL LTD.
Tel : 82-70-4370-7723
Fax : 82-43-214-4368
E-mail : tkk2580@hschemi.co.kr
URL : www.heesungchem.co.kr

CURESORB-PDO

High Brightness Reflector Coating Material TSK

CeraSeal

FAAN

Pvc Add-onsheet

PVC 保鲜膜

Cure Biotech Co., Ltd.
Tel : 82-43-216-6700
Fax : 82-43-216-6701
E-mail : david.kim@curebiotech.co.kr
URL : www.curebt.kr/

SANAEUM
Tel : 82-43-231-7833
Fax : 82-43-231-7834
E-mail : sanastl@naver.com
URL : N/A

Meta Biomed CO,. LTD.
Tel : 82-43-218-1981
Fax : 82-43-217-1984
E-mail : dental@meta-biomed.com
URL : www.meta-biomed.com

S.M MOULDING CO., LTD.
Tel : 82-43-882-0671
Fax : 82-43-882-0675
E-mail : master@smmoulding.com
URL : www.faandecor.com

Creative products
Tel : 82-32-343-5232
Fax : 82-32-344-5232
E-mail : hsh3699@naver.com
URL : www.cjocnt.com

HANYOUNG CO., LTD
Tel : 82-70-7795-9503
Fax : 82-43-294-9505
E-mail : chlim.etrico@gmail.com
URL : www.wrap.or.kr

AdhesiveTape

色母粒

FIT-APO

聚碳酸酯

WooReongi

优质化妆品

NDFOS Co., Ltd.
Tel : 82-2-782-7791
Fax : 82-2-786-3480
E-mail : sniper510@ndfos.com
URL : www.ndfos.com

SAMHWA
Tel : 82-2-2671-0477
Fax : 82-2-2631-1462
E-mail : info@samtech.kr
URL : www.samtech.kr

GRE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Tel : 82-43-534-1144
Fax : 82-43-534-1146
E-mail : yonk14@naver.com
URL : www.greenpharmaceutical.co.kr

DongShin Polychem Co., Ltd.
Tel : 82-43-284-4266
Fax : 82-43-288-9865
E-mail : sales@dspolychem.com
URL : www.dspolychem.com

Hwaseong Industrial Co., Ltd.
Tel : 82-43-732-6256
Fax : 82-43-732-6257
E-mail : hs7326256@naver.com
URL : www.hspot.kr

KYUNG SHIN POLYWELL COMPANY
Tel : 82-2-744-1161
Fax : 82-2-3673-4155
E-mail : jkkim01@hanafos.com
URL : www.kspolywell.com

MAMMA-SOMA

MG TNA-peri inj

Ezi-Crown Start Kit

PET薄膜

PB PIPES & FITTINGS

有机农婴儿衣服

SOMA INC.
Tel : 82-43-878-0591
Fax : 82-43-878-0592
E-mail : pyak900428@gmail.com
URL : www.ssoma.co.kr

MG Co., Ltd.
Tel : 82-43-535-5680
Fax : 82-43-535-5682
E-mail : kasabian@medi-green.co.kr
URL : www.medi-green.co.kr

MEDICLUS Co., Ltd
Tel : 82-43-211-2877
Fax : 82-43-211-2866
E-mail : sales@mdclus.com
URL : www.mediclus.co.kr

Zerontec .
Tel : 82-43-883-4501
Fax : 82-43-883-4503
E-mail : lylose707@zerontec.co.kr
URL : www.zerontec.co.kr

Aikang Co., Ltd
Tel : 82-43-844-6577
Fax : 82-43-844-6711
E-mail : juseog@naver.com
URL : www.aikang.co.kr

J.D.S.BASICS
Tel : 82-43-851-9867
Fax : 82-43-848-3593
E-mail : 0904jka@hanmail.net
URL : kr.kompass.com/c/j-d-s-basics/kr0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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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熔喷无纺布直接生产Rapaheal口罩(KF-94)

HOLY IN CODE

净水器

Thbong

Mycook Pot & Frypan

泡桐木百叶窗

BNK CO., LTD
Tel : 82-43-265-5924
Fax : 82-43-274-1605
E-mail : bnkco2002@hanmail.net
URL : www.bnkco.co.kr

HOLY IN CODE
Tel : 82-70-8106-8486
Fax : n/a
E-mail : dlvoovlb@naver.com
URL : h-in-c.com

GET CO., LTD
Tel : 82-43-221-3060
Fax : n/a
E-mail : choikhoe@gmail.com
URL : www.asiawater.co.kr

Tom's
Tel : 82-80-850-5297
Fax : n/a
E-mail : toms656@naver.com
URL : www.welcometoms.com

WonceraTech Co., Ltd.
Tel : 82-2-2634-8190
Fax : 82-2-2634-8191
E-mail : wonceratech@woncera.co.kr
URL : www.woncera.co.kr

THE SUNBLIND CO., Ltd.
Tel : 82-43-856-5713
Fax : 82-43-856-5714
E-mail : the-sunblind@hanmail.net
URL : www.thesunblind.com

手套

ADY 1975

Frying Pan

湿巾

DressBook

墙纸、百叶窗和床单中选择设计

DAEYOOL INTERNATIONAL
Tel : 82-43-838-0131
Fax : 82-43-838-4604
E-mail : daeyool-cdi@hanmail.net
URL : www.daeyool.com

Heramond Inc.
Tel : 82-2271-2742
Fax : 82-2268-5759
E-mail : admin@ady1975.com
URL : ady1975.com

Good Morning Corporation
Tel : 82-43-212-9320
Fax : 82-43-212-9321
E-mail : steveshim@gmckorea.net
URL : www.gmckorea.net

Dalgomi Co., Ltd
Tel : 82-43-536-8966
Fax : 82-43-536-8965
E-mail : skyjjyun@dalgomi.co.kr
URL : www.dalgomi.co.kr

DressBook
Tel : 82-70-8271-4222
Fax : 82-70-8621-4222
E-mail : 8uhb8uhb@naver.com
URL : dressbook.co.kr

ICATION
Tel : 82-70-4010-5850
Fax : 82-70-8260-5388
E-mail : florycs@daum.net
URL : www.pranche.com

SILINO

安全用织带吊

Luminous Cup

墙纸

SHINE 洁面纸巾

Ahnsoone

SJ INNOTECH CO., LTD.
Tel : 82-43-911-3990
Fax : 82-43-911-3991
E-mail : andy@sjchemi.com
URL : N/A

YOUNGSEO INDUSTRIAL
Tel : 82-43-883-6988
Fax : 82-43-883-6788
E-mail : webbing@youngseo.kr
URL : webbing.kr

CHEONG TECH. Co.Ltd
Tel : 82-43-277-9919
Fax : 82-43-277-9921
E-mail : okct@hanmail.net
URL : www.okct.kr

Geumzin Co.Ltd
Tel : 82-43-278-2110
Fax : 82-43-278-0923
E-mail : haudigm@gmail.com
URL : www.haudigm.com

SHINE CO., LTD
Tel : 82-43-883-0193
Fax : 82-43-883-0195
E-mail : yonseichoi@naver.com
URL : www.shinetissue.com

Green Field Techno. Company
Tel : 82-43-882-6771
Fax : 82-43-882-6773
E-mail : yes119119@naver.com
URL : blog.naver.com/17401792

全新经典高级银景泰蓝手工珠宝

吊带

环保型雨伞烘干机

Soft-Bathtub

DIY墙纸

洗碗巾

SUDAM
Tel : 82-43-904-0901
Fax : 82-43-904-0902
E-mail : sudam0901@gmail.com
URL : www.sudam.co.kr

Eastern Industrial Corp
Tel : 82-2-972-5090
Fax : 82-2-973-5092
E-mail : sales@easternind.co.kr
URL : www.easternind.co.kr

MORRIS&CO
Tel : 82-2-545-2690
Fax : 82-2-545-3564
E-mail : khsamorris@gmail.com
URL : www.umbrelladry.com

WNL Co,.Ltd
Tel : 043-881-1595
Fax : 043-881-1596
E-mail isj0181@naver.com
URL : www.softbathtub.com

U2wallpaper
Tel : 82-2-578-4636
Fax : 82-2-578-4639
E-mail : u2@u2wallpaper.com
URL : www.u2wallpaper.com

INSAN Co. Ltd.,
Tel : 82-43-877-8562-4
Fax : 82-43-877-8565
E-mail : insancompany@gmail.com
URL : www.ist21 .com

丝袜

红酒杯子

SINK

体检工具

空气净化器

ParDeToo Toothbrush

GJ(Global Junction)
Tel : 82-43-232-1660
Fax : 82-43-232-1660
E-mail : edgar@she-inc.co.kr
URL : N/A

BOSOKOREA Inc.
Tel : 82-43-232-2211
Fax : 82-43-232-2215
E-mail : bosokorea@naver.com
URL : www.bosokorea.co.kr

JK GLOBAL INDUSTRY
Tel : 82-43-877-9626
Fax : 82-43-877-9628
E-mail : jaeki30@naver.com
URL : www.jkg.kr

GEOSANG MEDICALCO., LTD
Tel : 82-43-854-4188
Fax : 82-43-854-4189
E-mail : geosangmed@naver.com
URL : www.geosangmedical.com/

W.
Tel : 82-43-851-7763
Fax : 82-43-857-0066
E-mail : oneplanw@gmail.com
URL : www.wdrluft.com

IDEA COMPANY
Tel : 82-10-8850-1007
Fax : n/a
E-mail : eog7001@naver.com
URL : www.ideacompany.co.kr

誉手工珠宝产品

手套

PURIDGE

护腰器

打印机的专用纸张

传统 Banjitgori

MIRAE FACTORY
Tel : 82-2-741-5587
Fax : 82-2-741-5597
E-mail : jewelleen@naver.com
URL : www.florming.com

Touch Green Co., Ltd.
Tel : 82-70-4917-9979
Fax : 82-43-881-9970
E-mail : touchgreen@naver.com
URL : www.touchgreen.co.kr

CHEONGSUA
Tel : 82-43-277-9439
Fax : 82-43-267-9439
E-mail : jwlim@cheongsua.co.kr
URL : cheongsua.co.kr

The ING medical. Co., Ltd.
Tel : 82-70-5104-7293
Fax : 82-42-367-0082
E-mail : theingm@naver.com
URL : www.theingm.com/

MAGPIA
Tel : 82-43-232-1566
Fax : 82-43-234-3774
E-mail : sales@magpia.com
URL : www.magpia.com

TaeGwang YeGong Co., Ltd
Tel : 82-43-836-7861
Fax : 82-43-836-7869
E-mail : pr_yongju@hanmail.net
URL : ok114.co.kr/01088081958

手套

水槽

便携式淨水器

Car Duster

Polyester Fiber Nibs

排程表

SMARFI
Tel : 82-43-536-0742
Fax : 82-43-536-0745
E-mail : info@smarfinger.com
URL : www.smarfinger.com

KORINA CO., LTD.
Tel : 82-43-930-2700
Fax : 82-43-930-2800
E-mail : korina@korina-int.com
URL : www.korinasink.com

VITDAM CO., LTD.
Tel : 82-43-221-1478
Fax : 82-43-221-1479
E-mail : byo3744@vitdam.com
URL : www.vitdam.co.kr

Shinning
Tel : 82-43-211-5055
Fax : 82-43-212-1545
E-mail : simon0115@naver.com
URL : www.shinning.co.kr

Plamax Co., Ltd.
Tel : 82-43-877-4610
Fax : 82-43-877-4612
E-mail : hmlee@plamaxkorea.com
URL : www.plamaxkorea.com

ZZAIM.CO., LTD.
Tel : 82-43-2727804
Fax : 82-43-2727801
E-mail : zzaim123@naver.com
URL : www.zzaim78.com

Beauty of Korea

自动灭火器 ‘STICK’

湿巾

BALANCEON SEAT

ZENCOOK

DIY 室内泡沫砖

Kkamajong
Tel : 82-43-213-1088
Fax : 82-43-215-6005
E-mail : kkamajong@naver.com
URL : www.kkamajong.com

Firekim Co., Ltd.
Tel : 82-43-215-5435
Fax : 82-43-216-5435
E-mail : hama1478@firekim.co.kr
URL : www.firekim.co.kr/en

Leenlee Korea
Tel : 82-2-1800-6603
Fax : 82-2-6952-2450
E-mail : jay@enblanc.co.kr
URL : www.enblanc.co.kr

Bullsone Co., Ltd.
Tel : 82-2-2106-7845
Fax : 822-2106-7911
E-mail : customer@bullsone.com
URL : www.bullsone.com

ZENHankook Co.Ltd
Tel : 82-43-240-9933
Fax : 82-43-259-8112
E-mail : nykim@zenhankook.com
URL : www.zenhankook.com

J17Co.
Tel : 82-43-216-0107
Fax : 82-43-216-0106
E-mail : info@j17.co.kr
URL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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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产品

Giel

LECTURE TABLE

一次性母乳垫

Dome sauna

I'm BOMB

bubble hair color

B&D Life Health Co., Ltd.
Tel : 82-2-552-8481
Fax : 82-2-552-8482
E-mail : bnd8481@hanmail.net
URL : www.e-seje.com

DAEWOO FURNIS
Tel : 82-43-877-5622
Fax : 82-43-877-5611
E-mail : dw5622@naver.com
URL : www.dwfurnis.com

Sungwon t&g co., ltd
Tel : 82-43-877-9062
Fax : 82-43-877-9962
E-mail : ejpark@sungwontng.co.kr
URL : eonjena.kr

BIO HEALTH DOCTOR
Tel : 82-43-233-5000
Fax : 82-50-4498-3618
E-mail : wbk2012@naver.com
URL : bhdincubator.com

MISSPLUS
Tel : 82-70-7744-8350
Fax : 82-43-264-9143
E-mail : missplus2008@gmail.com
URL : www.missplus.co.kr

KIRIN COSMETICS
Tel : 82-43-238-1250
Fax : 82-43-238-1240
E-mail : kirincos@hanmail.net
URL : www.kirincos.com

NARA GLUE STICK

高尔夫球

Triple Perfect Luxury Soap

水机器

LIPOWRAP

NATURAL MINERAL SOAP

JongIeNara Co., Ltd.
Tel : 82-2-2268-5252
Fax : 82-2-2277-5737
E-mail : jongie@jongienara.co.kr
URL : www.jongienara.co.kr

VOLVIK INC
Tel : 82-2-424-5211
Fax : 82-2-424-5215
E-mail : insa@volvik.co.kr
URL : www.volvik.co.kr

Rafarophe
Tel : 82-43-900-0367
Fax : 0504-064-0377
E-mail : kicheol74@gmail.com
URL : www.rafarophesoap.com

JUNO TECH
Tel : 82-43-267-3410
Fax : N/A
E-mail : syj2757@naver.com
URL : N/A

J&G Cosmetics
Tel : 82-43-216-5567
Fax : 82-43-217-5567
E-mail : jgcosmetic@empas.com
URL : jgcosmetic.tradekorea.com

The Angel
Tel : 82-43-883-5417
Fax : 82-43-883-5418
E-mail : saeksaek5107@hanmail.net

一次性暖手器

SMART TOK

Sumac OrientalMedicine Package

画画

THESERA L

Joy Bubble

DABONG INDUSTRIAL CO., LTD.
Tel : 82-43-878-8332(office)
Fax : 82-43-878-8009
E-mail : dabong0383@nate.com
URL : www.myhot.co.kr

NEXTERR
Tel : 82-70-8836-8685
Fax : 82-2-438-8685
E-mail : nexterr@naver.com
URL : nexterr.tradekorea.com

EDAMTECH
Tel : 82-43-1688-7545
Fax : 82-43-732-0669
E-Mail : edamtech@naver.com
URL : www.edamtech.com/product

MOMOSKETCH
Tel : 82-70-8843-4171
Fax : 82-43-237-4171
E-mail : stylemomo16@naver.com
URL : www.momosketch.co.kr

MR INNOVATION CO., LTD
Tel : 82-53-325-6630
Fax : 82-53-325-6631
E-mail : cosmetics@mrinno.com
URL : www.thesera.com

TSP KOREA.
Tel : 82-43-878-8968
Fax : 82-43-878-8568
E-mail : info@tsp-korea.co.kr
URL : www.tspkorea.net

Quasidrugs, Aerosol

ZERO 卫生巾

Adult Diper

玩偶灯

Netterumani

金色蚕茧水光面膜

GLPHARM
Tel : 82-43-537-7001
Fax : 82-43-537-7006
E-mail : goodlifepharm@daum.net
URL : www.glpharm.co.kr

KleanNara Co., Ltd.
Tel : 82-2-2270 -9342
Fax : 82-2-2270-9265
E-mai l: ginakim@kleannara.com
URL : www.kleannara.co.kr

ILDONG IMC
Tel : 82-43-211-2441
Fax : 82-43-211-4596
E-mail : il2441@ildongim.co.kr
URL : www.soomnsoom.kr

Marta Gallery
Tel : 82-10-5004 -4720
Fax : n/a
E-mail : marta01@naver.com
URL : www.martaantique.com

J&C TRADING CO., LTD
Tel : 82-43-856-6267
Fax : 82-43-856-6268
E-mail : jandc@jnc-corp.com
URL : www.jnc-corp.com

Dodream Co., Ltd
Tel : 82-70-4136-8654
Fax : 82-43-231-8654
E-mail : syscell@hanmail.net
URL : www.ddream.co.kr

YYD-302

MASURI Deodorization dehumidifier

洗手液

高浓缩氧气胶囊 - O2VIS

男士修护精华油

Hairloss Solution Project Madhuca Shampoo&Tonic

YooYou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Tel : 82-43-539-8800
Fax : 82-43-539-8899
E-mail : overseas@yypharm.co.kr
URL : www.yypharm.co.kr

DESIZON Co., Ltd.
Tel : 82-43-216-2371
Fax : 82-43-216-2373
E-mail : desizon@desizon.com
URL : www.desizon.com

BIOSTECH CO., LTD.
Tel : 82-43-878-1472
Fax : 82-43-878-1485
E-mail : jusungnam@biostech.co.kr
URL : www.biostech.co.kr

O2VIS
Tel : 82-43-881-6129
Fax : 82-43-881-6130
E-mail : rubhyunjin@gmail.com
URL : www.o2vis.com

BAC KOREA CO., LTD
Tel : 82-43-218-2310
Fax : 82-43-218-2311
E-mail : bbackorea@naver.com
URL : www.backorea.co.kr

BIO InterChange Co., Ltd.
Tel : 82-1661-0633
Fax : 82-43-234-0081
E-mail : cs@bioic.co.kr
URL : www.leahue.com

马桶清洁剂

HONEYCOMB BLINDS

空气消毒口罩

Lazeall cream

LU:UZ BB & CC Cream

OATS

Hanvit Chemical Co., Ltd.
Tel : 82-43-882-1601
Fax : 82-43-881-3638
E-mail : esmin@hanvitchem.com
URL : www.hanvitchem.com

WINTEC KOREA
Tel : 82-31-765-7581
Fax : 82-31-765-7526
E-mail : master@winteckorea.kr
URL : www.winteckorea.kr

HLNP
Tel : 82-70-7039-4209
Fax : 82-504-345-4998
E-mail : wormhole@daum.net
URL : n/a

CheongSan E&C Co., Ltd
Tel : 82-43-218-2448
Fax : 82-43-215-2448
E-mail : csenc2448@hanmail.net
URL : www.lazeall.com

SOLEON
Tel : 82-43-277-9145
Fax : 82-43-237-9145
E-mail : soleon@soleon.co.kr
URL : www.soleon.co.kr

BLUE MOUNT TECHNOLOGY CO., LTD.
Tel : 82-42-936-3601
Fax : 82-42-935-3602
E-mail : sales@bluemountec.com
URL : www.bluemountec.com

GRANISTON

冷热止痛贴

CAR DUSTER

Amie-sIlI Ampule

Gowon tigre soothing gel

THELAVICOS

SAMHYUN SYNTHESIS .
Tel : 82-43-532-8711
Fax : 82-43-532-8710
E-mail : highstone@highstone.co.kr
URL : www.highstone.co.kr

TDSPHARM Co., Ltd.
Tel : 82-31-8018-7337
Fax : 82-31-8018-8998
E-mail : phjtds@gmail.com
URL : www.tdspharm.com

JAESUNG Co., Ltd.
Tel : 82-43-878-7845
Fax : 82-43-878-7844
E-mail : INFO@JAESUNG.KR
URL : www.JAESUNG.KR

LesbeauxAmie
Tel : 82-1544-2326
Fax : 82-43-263-8522
E-mail : sun2268@naver.com
URL : www.amies2.co.kr

HAN EOUL
Tel : 82-70-7377-1464
Fax : n/a
E-mail : gowoncosmetic@naver.com
URL : gowoncosmetic.com

HP&C Ltd.
Tel : 82-43-236-0026
Fax : 82-43-236-0083
E-mail : trade@hpnc.co.kr
URL : www.hpnc.co.kr

INFINISTONE
HOUSEWAY Co.
Tel : 82-4329-43375
Fax : 82-4329-43374
E-mail : winwinguy@jsmkorea.com
URL : n/a

UNIDUS LONG LOVE & LEMONA PROTECTIVE MASK

Tarp

Jay farm 洗发水

Hovo 肥皂

XIU LAB

KYUNGNAM BIOPHARMA CO., LTD
Tel : 82-43-836-0025 (82-2-2203-3830)
Fax : 82-43-836-5254 (82-2-420-8779)
E-mail : brucelee@kyungnambiopharma.co.kr
URL : www.kyungnambiopharma.co.kr

DS.M COMPANY
Tel : 82-70-4624-8242
Fax : 82-50-4467-9185
E-mail : rocoa@daum.net
URL : baviroy.com

Eco-on
Tel : 82-43-213-5157
Fax : 82-43-213-3576
E-mail : combat33@naver.com
URL : www.j-farm.co.kr

HOVO
Tel : 82-10-9651-6788
Fax : 82-43-235-9993
E-mail : soonhojeon@daum.net
URL : N/A

Hoonie Global
Tel : 82-10-8887-2889
Fax : 82-43-878-8981
E-mail : axiu@naver.com
URL : blog.naver.com/a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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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用品 • 美容产品

• 美容产品 • 钢铁和金属产品

在线美容课程

气垫BB霜

KEOLA

Tooth whitening agent

ANUT REVITAL 洗发剂

Fire Retardant Aluminium Composite Panel

K-Beauty Solution Co., Ltd.
Tel : 82-70- 7770-7913
Fax : 82-02-797-1195
E-mail : ceo@kbos.kr
URL : kbeautyschool.net

Cosmetic Solution K
Tel : 82-43-215-8253
Fax : 82-43-216-8279
E-mail : csk_8253@naver.com
URL : www.cosolke.com

J&H TECH Ltd.
Tel : 82-43-214-0055
Fax : 82-43-215-6688
E-mail : keolalive@gmail.com
URL : www.jandh.kr

NIBEC CO., LTD
Tel : 82-43-532-7458
Fax : 82-43-537-1714
E-mail : webmaster@nibec.co.kr
URL : www.nibec.co.kr

Numeruno Co., Ltd.
Tel : 82-70-7561-9777
Fax : 82-50-4235-1460
E-mail : swhwang@numeruno.kr
URL : numeruno.co.kr

ALCOPANEL CO., LTD
Tel : 82-2-587-8391~4
Fax : 82-2-786-4882
E-mail : jeff@alcopanel.com
URL : www.alcopanel.com

SKINUA生物纤维素面膜

Golden silkworm 3D mask pack

SunPEP AHP-500

V2G

KONNECTION

HEB SYSTEM

BIOPOLYTECH CO., LTD.
Tel : 82-43-212-9144
Fax : 82-43-264-9143
E-mail : biopolytechkr@gmail.com
URL : www.biopolytech.com

Fanipinkorea Co., Ltd
Tel : 82-43-212-2649
Fax : 82-43-212-2949
E-mail : fanipia77@hanmail.net
URL : www.fanipinkorea.com

SUNFINE GLOBAL Co., Ltd.
Tel : 82-43-218-0993~4
Fax : 82-43-237-0996
E-mail : intlbiz@sunfg.co.kr
URL : www.sunfg.co.kr

Macrocare Tech.
Tel : 82-43-214-3656
Fax : 82-43-214-3658
E-Mail : isales@macrocare.net
URL : www.macrocare.net

STEELCO Co., Ltd
Tel : 82-31-900-1621
Fax : 82-31-900-1694
E-mail : pstech@gaurian.com
URL : www.konnectionint.com

AREUM STEEL Co., Ltd.
Tel : 82-43-878-5020
Fax : 82-43-878-0702
E-mail : arst@daum.net
URL : www.arst.co.kr

soon100soo hinoki spray

Ladamer triple care sunscreen SPF50+

LISIL CENTELLA EGF CREAM

化妆品

Hair line film

GALVANIZED STEEL PIPE

RAWLIFE
Tel : 82-10-7749-2190
Fax : 82-70-7611-2384
E-mail : jds@rawlife.kr
URL : soon100soo.kr

Bioncell Co., Ltd.
Tel : 82-43-218-2203
Fax : 82-43-537-2201
E-mail : jssjydhj@gmail.com
URL : www.bioncell.co.kr

SAIMDANG COSMETICS
Tel : 82-43-744-9292
Fax : 82-43-742-2491
E-mail : symaeng@saimdang.co.kr
URL : www.saimdang.co.kr

XenTech Co., Ltd.
Tel : 82-43-238-9997
Fax : 82-43-238-9998
E-mail : xt@xentech.kr
URL : www.xentech.kr

SKM Co., LTD
Tel : 82-43-873-7262
Fax : 82-2-483-9424
E-mail : agnes@skmfilm.com
URL : www.skmfilm.com

UNION PIPE MFG.Co., Ltd.
Tel : 82-43-731-9711
Fax : 82-43-731-4582
E-mail : cscpark@hanmail.net
URL : www.uspipe.co.kr

PuchuPuchu Premium Package

Red Ginseng Collagen

Eco foot file

无菌带针可吸收性缝线

沙桶一体式排水管

Color Steel Plate

Plastikos
Tel : 82-2-1577-5719
Fax : 82-50-4153-7750
E-Mail : plastikos7750@naver.com
URL : www.plastikos.kr

JEONG WON CO., LTD.
Tel : 82-43-533-1772
Fax : 82-43-532-9316
E-mail : kyuha71@hanmail.net
URL : www.djw1992.com

Samjo - Wellfoam
Tel : 82-2-785-7440
Fax : 82-2-785-7441
E-mail : wellfoam@hanmail.net
URL : www.wellfoam.com

Yurim Medical Co., Ltd
Tel : 82-43-231-9788
Fax : 82-43-231-9789
E-mail : sales@yrmedi.com
URL : www.yrmedi.com

DASAN Co., Ltd
Tel : 82-43-857-0008
Fax : 82-43-857-1414
E-mail : dasan0008@hanmail.net
URL : www.dsinf.com

Shinwoo Hi-Tech Co., Ltd.
Tel : 82-31-750-0800
Fax : 82-31-750-0849
E-mail : jachoi@shinwoopolytechs.co.kr
URL : www.shinwoopolytechs.en.ec21.com

Roseblanche

UNIWELL NATURAL COSMETICS

WINE GOLD

面膜

活动地板

COLOR STEEL

Designed Cells Co., Ltd.
Tel : 82-43-264-3359
Fax : 82-43-260-3360
E-mail : info@designedcells.com
URL : www.designedcells.com

UNIWELL CO., LTD.
Tel : 82-43-285-8575
Fax : 82-43-285-8574
E-mail : aaabbb41@naver.com
URL : www.uni-well.com

INANO .
Tel : 82-43-750-7123
Fax : 82-70-7500-4469
E-mail : inano1021@naver.com
URL : www.i-nano.co.kr

Yakcholife
Tel : 82-43-651-3336
Fax : 82-43-651-3335
E-Mail : 21eco@naver.com
URL : www.yakcholife.com

SEOHO INC.
Tel : 82-10-5415-1727
Fax : 82-0504-163-1727
E-mail : sales@seohotsc.com
URL : www.seohotsc.com

NAEUNG&S(GLASS N STEEL)
Tel : 82-63-831-8296
Fax : 82-63-831-8295
E-mail : NAEUNGS@HANMAIL.NET
URL : N/A

ROA cell pure 2500 collagen ampoul

蜜肌5件套

水凝胶眼罩

肥皂

电机轴燃油泵

Bridge expansion joint / Bridge Bearing

BEAUTEE COLLAGEN
Tel : 82-43-212-6811~3
Fax : 82-43-212-6811~4
E-mail : bc_collagen@naver.com
URL : "www.beauteecollagen.co.kr

Pion-Tech Co., Ltd.
Tel : 82-70-7700-7506
Fax : 82-2-565-3674
E-mail : ailing@pion-tech.com
URL : www.pion-tech.com

Beauty Cosmetic .
Tel : 82-43-877-5107
Fax : 82-43-877-5108
E-mail : btcosmetic@btcosmetic.com
URL : www.btcosmetic.com

SPACE SEON Co., Ltd
Tel : 82-70-8835-4253
Fax : 82-303-3445-4253
E-mail : spaceseon@gmail.com
URL : www.spaceseon.com

SH TECH.INC
Tel : 82-43-269-2947
Fax : 82-43-269-2948
E-mail : simhy622@hanmail.net
URL : N/A

ILWONTECH CO., LTD.
Tel : 82-32-225 -1010
Fax : 82-32-215-1010
E-mail : ilwontech@gmail.com
URL : www.ilwontech.com

Petone cell Antiaging Soiutoin KIT

Apaballa

PURIPIA

Licellvi

Sandwich Panel

ABSPLA Filament for 3D Printer

MACBIOTECH
Tel : 82-43-224-7420
Fax : 82-50-2070-0001
E-mail : macbio777@gmail.com
URL : www.epongs.com

VU:NIQUE
Tel : 82-70-8724-0830
Fax : 82-504-055-5979
E-mail : LHKCLUBS@NAVER.COM
URL : en.vunique.net

HnB9 Co,. Ltd.
Tel : 82-43-903-9651
Fax : 82-43-903-9653
E-mail : hnb9@hnb9.com
URL : www.hnb9.com

Jworld
Tel : 82-43-731-3165
Fax : 82-43-731-3166
E-Mail : jworld.mds@gmail.com
URL : N/A

Kwang Steel Co., Ltd.
Tel : 82-43-260-3500
Fax : 82-43-260-3556
E-mail : soon2001y@naver.com
URL : www.theksteel.com

Shine Frontier
Tel : 82-10-2977-1883
Fax : 82-504-136-1883
E-mail : daehoungkim@gmail.com
URL : n/a

玫瑰面膜

细水雾

Sericite BB Cushion

White Medience PDO Cog

Stainless steel wire rope

ILIAD SYSTEM

BUKANGCOSMETIC
Tel : 82-70-8911-0777
Fax : 82-70-8196-8424
E-mail : eunjeong86@bkcosmetic.co.kr
URL : bkcosmetic.co.kr

GS Chem Co., Ltd.
Tel : 82-2-6003-0786
Fax : 82-2-554-3743
E-mail : wyjung@drcc.co.kr
URL : www.gschem.com

Gumcheon Sericite Co., LTD
Tel : 82-2-1644-8727
Fax : 82-43-733-8728
E-mail : gumgumcheon@gmail
URL : gumcheon123.en.ec21.com

WhiteMedience Co., LTD.
Tel : 82-10-7103-4839
Fax : 0505-282-3007
E-mail : great@whitelift.net
URL : www.whitemedience.com

Sungsan special Steel Proccessng INC.,
Tel : 82-43-881-0365
Fax : 82-43-881-0435
E-mail : hjsohn@ssprope.com
URL : www.ssprope.com

MEDYSSEY
Tel : 82-43-716-1014
Fax : 82-43-716-1015
E-mail : robert@medyssey.com
URL : www.medyssey.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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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产品

• 机械品

Tyche® Pedicle Screw System

PVC Cling Film

GRADING MACHINE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E

车载清扫车

Fume hood, Reagent cabinet

Automobile Parts

KYUNGWON MEDICAL Co., Ltd.
Tel : 82-43-715-8596
Fax : 82-43-715-8598
E-mail : info@kyungwonmedical.com
URL : www.kyungwonmedical.com

POWER INC.
Tel : 82-43-4006-3006
Fax : n/a
E-mail : daniel@powerwrap.co.kr
URL : www..powerwrap.co.kr

SNPSYSTEM Co., LTD
Tel : 82-43-213-4385
Fax : 82-43-213-4389
E-mail : cg1010@naver.com
URL : www.snpsystem.kr

Woolim Engineering Co., Ltd.
Tel : 82-43-234-3105
Fax : 82-43-234-3101
E-mail : wleng@hanmail.net
URL : www.woolimeng.com

Hankook lab solutions
Tel : 82-43-260-9766
Fax : 82-43-290-9767
E-mail : yurichoi@fumehood.co.kr
URL : www.fumehood.co.kr

Woojin Hitech
Tel : 82-43-211-6588
Fax : 82-43-211-6599
E-mail : byunks@woojinhitech.com
URL : www.woojinhitech.com

EGN Coil

Tractor

生物膜一体播种机

Hydraulic Torque Wrench

Garlic Planter

Air/water-cooled oxygen generator

Micro Technology Innovation
Tel : 82-43-264-4491
Fax : 82-43-264-4497
E-mail : qkek1504@hanmail.net
URL : n/a

Branson
Tel : 82-43-730-1291
Fax : 82-43-730-1493
E-mail : taekmin.kim@kukjemachinery.co.kr
URL : www.branson-global.com

JANG AUTOMATION
Tel : 82-43-298-0076
Fax : 82-43-297-0076
E-mail : janginfo@jangauto.com
URL : www.jangauto.com

Boltingkorea Co., LTD.
Tel : 82-43-216-0850
Fax : 82-43-213-0997
E-mail : sales@boltingkorea.com
URL : www.boltingkorea.com/en

KANG NONG .
Tel : 82-43-422-5939
Fax : 82-43-422-5977
E-mail : jojo5939@hanmail.net
URL : www.knong.kr

GreenENG
Tel : 82-43-288-8188
Fax : 82-43- 288-8189
E-mail : gr_eng@naver.com
URL : www.gro3.co.kr

Aluminum Form

切管坡口机

金刚石工具

药品纯化水系统

Vibraing screen system

MCM TFC RO Membrane (Residential/Industrial)

SEOBO INDUSTRIAL CO., LTD
Tel : 82-43-535-1922
Fax : 82-43-535-1966
E-mail : seoboexp@seobo.co.kr
URL : www.seobo.co.kr

DCSENG CO., LTD.
Tel : 82-43-256-0945
Fax : 82-43-256-0946
E-mail : sales@dcseng.co.kr
URL : www.s-cutter.co.kr

SHINGO GRINDING WHEEL, INC.
Tel : 82-2-2294-7273/7274
Fax : 82-2-2246-7374
E-mail : sales@shingo.co.kr
URL : www.shingo.co.kr

Haedong Technology .
Tel : 82-31-386-3901
Fax : 82-31-386-3925
E-mail : haedong21@chol.com
URL : www.haedongwater.co.kr

SEJIN ENG
Tel : 82-43-536-5060
Fax : 82-43-536-5063
E-mail : sje6051@hanmail.net
URL : www.sjev.co.kr

MCM Co., Ltd.
Tel : 82-43-753-7085
Fax : n/a
E-mail : mcm@mcmmcm.com
URL : www.mcmmcm.com

高空作业平台

Excavator's 360º

Snowmaker

Polyethylene Ball Valve

工业磁编码器

Steel Segment Mould

Z-TON GROUP
Tel : 82-31-574-2081
Fax : 82-31-573-2086
E-mail : trade@ztongroup.com
URL : www.atomsv.com

ByeckGangSanGi
Tel : 82-43-217-2031
Fax : 82-43-217-2032
E-mail : sweetyna84@hanmail.net
URL : www.byeokgang.com

SnowTech .
Tel : 82-43-848-1595
Fax : 82-43-853-7403
E-mail : snowtech@snowtech.co.kr
URL : www.snowtech.co.kr

Polytec Co., Ltd.
Tel : 82-70-4314-6745
Fax : 82-43-238-5299
E-mail : overseas@polytec.co.kr
URL : www.polytec.co.kr

Hitec RCD Korea, Inc.
Tel : 82-43-717-2058
Fax : 82-43-717-2190
E-mail : industrial.sales@hitecrcd.net
URL : hitecnology.com

Korea Mould Co., Ltd.
Tel : 82-43-883-6525
Fax : 82-43-883-6527
E-mail : sue.song@koreamould.com
URL : www.koreamould.com

精密机械工程

HYDRAULIC BREAKER

AEGIS VDS 20K

REBAR BENDER

Auto Returnable Gas Cylinder

Golf Ball Automation System

Dae Won Precision
Tel : 82-43-213-2222
Fax : 82-43-213-6169
E-mail : office3@dae-won.co.kr
URL : dae-won.co.kr

NEOBUZZ DEMOLITION TOOLS CO., LTD.
Tel : 82-43-272-9112
Fax : 82-43-272-9110
E-mail : sales@neo-buzz.com
URL : www.neo-buzz.com

TKC CO., LTD
Tel : 82-43-264-2121
Fax : 82-43-264-2363
E-mail : mshan@tkc21.com
URL : www.tkc21.com

Seong Kwang C&B
Tel : 82-43-732-0883
Fax : 82-43-732-0910
E-mail : skm5190@hanmail.net
URL : n/a

Samhyup Cylinder
Tel : 82-43-271-5310
Fax : 82-43-223-5311
E-mail : samhyupgs@gmail.com
URL : www.samhyupgs.com

ZOOMTECH CO., LTD
Tel : 82-43-235-8498
Fax : 82-43-236-8498
E-mail : yunmans@hanmail.net
URL : www.zoomtech.net

碳化物切割工具

Hydraulic Breakers

Hydraulic hammers

LOCXELL

Radial Drilling Machine JRD-1750

ASPHALT MIXING PLANT

Cascadetech Co., Ltd
Tel : 82-43-263-6585
Fax : 82-43-263-6581
E-mail : master@cascadetech.co.kr
URL : www.cascadetech.co.kr

DNHI CO., LTD.
Tel : 82-43-533-3160
Fax : 82-43-268-0043
E-mail : dnhieurope@dnhi.kr
URL : www.dnhi.kr

BEST HAMMER INDUSTRIES
Tel : 82-43-532-1370
Fax : 82-43-532-1372
E-mail : young.park@bhice.com
URL : www.bhice.com

Findmold co., Ltd
Tel : 82-43-218-6063
Fax : 82-43-901-0123
E-mail : leemg700@gmail.com
URL : www.findmold.net

JOGWANG Co., Ltd.
Tel : 82-43-732-4445
Fax : 82-43-732-0666
E-mail : jc4446@daum.net
URL : www.jogwang.kr

SPECO LTD.
Tel : 82-43-871-4712
Fax : 82-43-873-7106
E-mail : dasom2533@speco.co.kr
URL : www.speco.co.kr

消声器

UV-LED在显示屏玻璃

CLIP

Concrete pump

Engine Intake Air Cleaner for Automobile

BAG SEALING MACHINE

Daeji Automotive Co., Ltd.
Tel : 82-43-878-1001
Fax : 82-43-878-0247
E-mail : ap@daeji.co.kr
URL : www.daeji.co.kr

INFITECH
Tel : 82-43-221-0301
Fax : 82-43-221-0307
E-mail : ts.kim@infitech.co.kr
URL : www.infitech.co.kr

ATS
Tel : 82-43-532-9660
Fax : 82-43-532-9662
E-mail : jjlee@ats.co.kr
URL : www.ats.co.kr

JUNJIN HEAVY INDUSTRY CO., LTD.
Tel : 82-43-879-2687
Fax : 82-43-882-7171
E-mail : sales@junjin.com
URL : www.junjin.com/global/en/

Dongwha Vitex Co., Ltd
Tel : 82-2-2107-7781
Fax : 82-2-2107-7785
E-mail : mk.kim@vitex.co.kr
URL : www.vitex.co.kr

K-PACK CO., LTD
Tel : 82-43-770-7100
Fax : 82-43-770-7101
E-mail : kpack@k-pack.co.kr
URL : www.k-pack.co.kr

SKYLIFT TRUCK

ENGINE PULLER

ExiStation™series

Diamond Grinding Wheel

Ultra-filtration hollow fiber module

Grain Color Sorter

JANGBI MACHINERY
Tel : 82-43-233-7555
Fax : 82-43-233-7554
E-mail : wjoh.luke@gmail.com
URL : www.jangbee.com

Chungwoo S.E. Co., Ltd.
Tel : 82-43-269-1116
Fax : 82-43-269-1183
E-mail : cwse@cwse.co.kr
URL : www.cwse.co.kr

Bioneer Corporation
Tel : 82-42-930-8777
Fax : 82-42-930-8688
E-mail : sales@bioneer.com
URL : www.bioneer.com

TOOLREX
Tel : 82-43-213-4154
Fax : 82-43-211-4153
E-mail : ceorex@naver.com
URL : www.hankookdiamond.en.ec21.com

DEERFOS MEMBRANES CO., LTD
Tel : 82-43-287-0108
Fax : 82-43-286-1116
E-mail : jhchoi@deerfos.com
URL : www.dfmem.com

HAN-A SYSTEM CO., LTD
Tel : 82-53-5525520
Fax : 82-53-3845535
E-mail : colorsorter@colorsorter.com
URL : www.colorsor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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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tching machine

Metro Line

气体分离膜

CHEONG RYONG INDUSTRIAL MACHINERY CO., LTD.
Tel : 82-43-234-8141
Fax : 82-43-234-6895
E-mail : jcy8142@naver.com
URL : www.chongryong.com

Woojin
Tel : 82-43-820-4144
Fax : 82-43-836-7405
E-mail : wj@wjis.co.kr
URL : www.wjis.co.kr

AIRRANE Co., Ltd.
Tel : 82-43-715-6580
Fax : 82-43-715-6582
E-mail : airrane@airrane.com
URL : www.airrane.com

Traveling motor

LSV

COFFEEBOB ROASTERS

SAMHO HEAVY EQUIPMENT IND. CO., LTD.
Tel : 82-43-871-1692
Fax : 82-43-844-9470
E-mail : samhoparts@hanmail.net
URL : www.samhohce.com

DAECHANG MOTORS CO., LTD.
Tel : 82-43-842-6336
Fax : 82-43-842-6337
E-mail : donghyea@naver.com
URL : www.dacmotors.co.kr

TaeGeuk Corp.
Tel : 82-43-264-4713
Fax : 82-43-264-4715
E-mail : bestone4u@gmail.com
URL : bestone4u.modoo.at

Q9

Turbo Blower & Compressor

Air Bearing Spindle

COREATEK Inc.
Tel : 070-7768-7700
Fax : 0504-495-6863
E-mail : ceo@coreatek.com
URL : www.coreatek.com

Turbowin
Tel : 82-43-214-0799
Fax : 82-43-216-0799
E-mail : tony@turbowin.co.kr
URL : www.turbowin.co.kr

SHILOH-TECH .
Tel : 82-43-218-5870
Fax : 82-43-218-5872
E-mail : Shiloh-tech@shiloh-tech.com
URL : www.shiloh-tech.com/

BUSH, PIN

Fogging machine

CPM

Daekeum Geowell Co., Ltd.
Tel : 82-32-874-0133
Fax : 82-32-874-0250
E-mail : irene@daekeum.co.kr
URL : www.geowell.co.kr

MANSANG CO., LTD.
Tel : 82-43-235-8104
Fax : 82-43-235-8103
E-mail : mansangco@hanmail.net
URL : mansangco.en.ec21.com

CST Co., Ltd
Tel : 82-43-212-7070
Fax : 82-43-212-7073
E-mail : kdj@cmcst.co.kr
URL : www.cmcst.co.kr

Yoke Shaft

Micro Flapper

TLW 400D- 0.15X (Inspection Lens )

SINIL
Tel : 82-43-535-2851
Fax : 82-43-535-2855
E-mail : munsu.chae@sifg.co.kr
URL : www.sifg.co.kr

HANSIL
Tel : 82-43-854-7411
Fax : 82-43-854-7410
E-mail : ockwon@ihansil.com
URL : www.ihansil.com

LEES OPTICAL SYSTEM INC
Tel : 82-43-216-7009
Fax : 82-43-216-7008
E-mail : sales@leesos.com
URL : www.leesos.com

冲压模具

Auger Crane

Valve Actuator

Jisu Tech
Tel : 82-43-212-7323
Fax : 82-43-212-2466
E-mail : jisutech@jisutech.com
URL : www.jisutech.com

Taekang Industrial Co. Ltd.
Tel : 82-43-262-5354
Fax : 82-43-262-5355
E-mail : taekang5335@hanmail.net
URL : www.taekang.net

KVA Co., Ltd.
Tel : 82-43-279-3600
Fax : 82-43-269-2666
E-mail : parkjh@kva.co.kr
URL : en.kva.co.kr

PURETRON

Automobile Filters

Environment Catalyst

Pureechem Co., Ltd.
Tel : 82-43-268-7311
Fax : 82-43-268-7312
E-mail : pureechem@pureechem.com
URL : www.pureechem.com

YOUNG JAE Industry
Tel : 82-43-881-3847
Fax : 82-43-882-4847
E-mail : lashi017@hanafos.com
URL : N/A

E&D Co., LTD.
Tel : 82-43-268-8588,82-2-2029-7029
Fax : 82-43-268-8488
E-mail : ktm@endss.com
URL : www.endss.com

Refrigerant stabilization system

Rock Grinder(Dru m Cutter)

Hydraulic Crane

SMARTLINK CO., Ltd
Tel : 82-43-284-2330
Fax : 82-70-4170-4380
E-mail : judaslee@hanmail.net
URL : www.smlink.co.kr

SUNJI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Tel : 82-2-2637-0503
Fax : 82-2-2637-0504
E-mail : sales@sunjince.com
URL : www.sunjince.com

H&T(Human & Technology)
Tel : 82-43-213-6295
Fax : 82-43-213-6296
E-mail : imrhwa@naver.com
URL : www.hu-tech.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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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Pump

EGR valve, Actuator, Vacuum Pump

聚合物PTC

VACSCO.
Tel : 82-43-260-4310
Fax : 82-43-260-4313
E-mail : sales@vacsco.com
URL : www.vacsco.com

Kamtec Inc
Tel : 82-43-530-3173
Fax : 82-43-530-3861
E-mail : iampoong@seohan.com
URL : eng.kamtec.co.kr

BYLE TECHNOLOGY
Tel : 82-43-533-8886
Fax : 82-43-533-8887
E-mail : byle@byletechnology.com
URL : www.byletechnology.com

Eca3G

金属屋面瓦机

Load cell

GROUND.
Tel : 82-2-572-0008
Fax : 82-2-572-3224
E-mail : west@ground.co.kr
URL : www.ground.co.kr

Dongyang Industrial Machinery
Tel : 82-43-732-3477
Fax : 82-43-433-8443
E-mail : sales@dstech-corp.com
URL : www.dsrooftile.com

DACELL CO., LTD
Tel : 82-43-2602242
Fax : 82-43-2602245
E-mail : info@dacell.com
URL : www.dacell.com

Cryogenic Liquid Gas Cylinder

Construction Hoist

漏电断路器

HANBEECRYO CO., LTD.
Tel : 82-43-732-9817
Fax : 82-43-732-9887
E-mail : sunny@hbcyl.com
URL : www.hbcyl.com

LIFTEC CO., LTD.
Tel : 82-31-322-3000
Fax : 82-31-322-3010
E-mail : sales@liftec.co.kr
URL : www.liftec.co.kr

COBONTECH CO., LTD.
Tel : 82-43-838-9747
Fax : 82-31-629-5572
E-mail : global@cobon.co.kr
URL :ww.cobon.co.kr

Unmanned helicopter

STICK CRANE

加热产品

SUNGWOO ENGINEERING
Tel : 82-43-260-2435
Fax : 82-43-260-2437
E-mail : sweng@swerc.com
URL : www.swerc.com

KANGLIM CO., LTD
Tel : 82-43-270-9256
Fax : 82-43-260-9124
E-mail : overseas@kanglim.com
URL : www.kanglim.com

Seggi CenturyCo., Ltd.
Tel : 82-70-4204-9629
Fax : 82-43-8383402
E-mail : kdbae@heatplus.co.kr
URL : www.heatplus.co.kr

Hydraulic breaker

Foam Filled Fender

Smart Back-up Module

JSC CO., LTD
Tel : 82-43-881 -5417
Fax : 82-43-882- 5418
E-mail : david@koreahammer.com
URL : www.koreahammer.com

SeaZone co., Ltd
Tel : 82-70-8290-8231~5
Fax : 82-43-878-1744
E-mail : sea-zone@hanmail.net
URL : www.seazonekorea.com

SRC TECH
Tel : 82-43-260-3457
Fax : 82-43-260-3458
E-mail : src@src-tech.co.kr
URL : www.src-tech.co.kr

Drawing machine

Fermentor

NeoPAC®

Il Shin Machinery
Tel : 82-43-856-2887
Fax : 82-43-856-2881
E-mail : ilshinmc@hanmail.net
URL : www.ilshinmc.com

Fermentec
Tel : 82- 43-231-3500
Fax : 82-43-218-6073
E-mail : sales@fermentec.co.kr
URL : fermentec.co.kr

iA Networks Company Limited
Tel : 82-43-218-7866
Fax : 82-43-218-7869
E-mail : adm@ianetworks.co.kr
URL : www.ianetworks.co.kr

Fuel Cooler

Ophthalmic Unit Table & Chair

电缆

MODINE ONEGENE LIMITED
Tel : 82-43-531-4600
Fax : 82-505-009-9545
E-mail : hyeongki.kim@modineonegene.com
URL : modineonegene.com

Rodek Co., Ltd.
Tel : 82-43-274-2521
Fax : 82-43-275-2520
E-mail : overseas@rodek.co.kr
URL : www.rodek.co.kr

DAERYUNG ELECTRIC CABLE
Tel : 82-43-838-8881
Fax : 82-43-838-8887
E-mail : villac@gmail.com
URL : www.drcable.co.kr

Bio-Reactor & Fermentor

Combination Sewer Cleaner(24t,17t,7t)

天然氨基酸肥料自动化设备

SEC Co., Ltd.
Tel : 82-43-235-9341
Fax : 82-43-235-9342
E-mail : Jghw7073@naver.com
URL : secglobal.co.kr

Dong woo indus Co., Ltd.
Tel : 82-43-267-7774
Fax : 82-43-267-0059
E-mail : dwindus@naver.com
URL : www.dwindus.com

AMINOLAB Co., Ltd.
Tel : 82-2-2038-4452
Fax : 82-2-2038-4453
E-mail : kwkim@aminolab.co.kr
URL : www.aminolab.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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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CHARGERS

NineX400

NAOS-T

耳机

GeoMax Zenith35pro TAG

EZ-vac 血KIT

JoongAng Contro lCo., LTD.
Tel : 82-31-960-6862
Fax : 82-70-4876-3626
E-mail : chrisebene@joas.co.kr
URL : www.joas.co.kr

NINE Co., Ltd.
Tel : 82-43-216-9919
Fax : 82-43-216-9918
E-mail : nine@nineoptics.com
URL : www.nineoptics.com

Cocoon Inc.
Tel : 82-70-4060-7394
Fax : 82-505-320-8802
E-mail : naost_info@cocoonins.com
URL : www.naost.net

K-TEK. Inc.
Tel : 82-43-277-9920
Fax : 82-0303-3447-9921
E-mail : bskim@k-tek.co.kr
URL : www.k-tek.co.kr

HANYANG SURVEY SYSTEM
Tel : 82-43-277-8115
Fax : 82-43-277-8117
E-mail : gpsgeoid@daum.net
URL : www.geomax-korea.com

BIOBANK Inc.
Tel : 82-43-731-0146
Fax : 82-43-731-0149
E-mail : info@biobank.kr
URL : www.biobank.kr

电缆

Daeshin 电缆

MOLD TRANSFORMER

系统电压

电线电缆

SUS plate

MYOUNGIN ELECTRIC WIRE CO., LTD.
Tel : 82-43-877-6101(Dir.113)
Fax : 82-43-878-6103
E-mail : chan1145@micable.co.kr
URL : www.micable.co.kr

DAESHIN CABLE CO., LTD.
Tel : 82-31-500-2026
Fax : 82-31-499-2110
E-mail : ybkim12@daeshincable.com
URL : www.daeshincable.com

SAMIL TRANSFORMER CO., LTD.
Tel : 82-43-877-4529
Fax : 82-43-877-8231
E-mail : samiltr@chol.com
URL : www.samiltr.co.kr

International Electric Co., Ltd.
Tel : 82-43-883-7751
Fax : 82-43-883-7773
E-mail : sgkim@ieckr.com
URL : www.ieckr.com

KBICOSMOLINK .
Tel : 82-2-3463-0051
Fax : 82-2-3463-1167
E-mail : jasonpark@cosmolink.co.kr
URL : www.cosmolink.co.kr

SUNGSAN HITECH
Tel : 82-43-838-1204
Fax : 82-43-838-1757
E-mail : ows0750@hanmail.net
URL : www.sshi.kr

IVD 机器

手提式灭火器系统

Electric wire and cable

AMAT ETCH

喷水器的系统

INCLIX

Z Biotech Inc.
Tel : 82-43-278-0075
Fax : 82-43-278-0074
E-mail : market@zetbio.com
URL : www.zetbio.com

FRUNEZONE CO,. LTD
Tel : 82-10-2098- 5677
Fax : 82-42-625-3211
E-mail : to1500@daum.net
URL : www.frunezone.com

DAESHIN CABLE CO., LTD.
Tel : 82-31-500-2026
Fax : 82-31-499-2110
E-mail : pocabis@naver.com,
URL : www.daeshincable.com

Semitech co., Ltd
Tel : 82-43-216-6456(#383)
Fax : 82-43-216-6458
E-mail : wj_lim@semitc.com
URL : www.semitc.com

DOWOOSYS Co.
Tel : 82-43-216-3031
Fax : 82-43-216-3033
E-mail : if3031@msn.com
URL : www.dowoosys.com

Sugentech, Inc.
Tel : 82-2-2226-5282
Fax : 82-42-367-3030
E-mail : info@sugentech.com
URL : www.sugentech.com

气体计时器

PURISM I

太阳能发电厂

SBM

Whi Caffe IV-EDGE

Autoclamp Filter Set

General Technology Co., Ltd
Tel : 82-43-853-9575
Fax : 82-43-855-9575
E-mail : jobbkim@naver.com
URL : www.gastimer.net

SOONSOO BARAM CO., LTD.
Tel : 82-43-218-8048
Fax : 82-43-218-8049
E-mail : puredryer@naver.com
URL : www.soonsooi.com

Bugang E&S Co., Ltd
Tel : 82-43-237-3039
Fax : 82-43-237-3049
E-mail : 2373039@naver.com
URL : www.bugangens.co.kr

SRC TECH
Tel : 82-43-260-3457
Fax : 82-43-260-3458
E-mail : src@src-tech.co.kr
URL : www.src-tech.co.kr

ChungHo Nais Co., Ltd.
Tel : 82-1588-2290
Fax : 82-2-3019-5270
E-mail : yusunghur@chungho.co.kr
URL : www.chungho.co.kr/main/main

AceMedical Co,. Ltd. Okcheon Factory
Tel : 82-43-730-2800
Fax : 82-43-730-2890
E-mail : yjseo@ace-medical.com
URL : www.ace-medical.com

Resistivity Meter

SCP

EV Relay

电缆

Lead tap

BUT,POWER

DASOLENG
Tel : 82-43-263-2111
Fax : 82-43-263-2112
E-mail : bhlee@dasoleng.com
URL : www.dasoleng.com

WOORI Industrial System
Tel : 82-43-217-5832
Fax : 82-43-217-5835
E-mail : woori@pownix.com
URL : www.pownix.com

YM Tech Co., Ltd
Tel : 82-43-212-6651
Fax : 82-43-212-6650
E-mail : ymirt@chol.com
URL : www.goodymt.com

Kumhwa Cable Co., Ltd.
Tel : 82-43-877-8157
Fax : 82-43-883-9042
E-mail : kumhwacable@naver.com
URL : www.kumhwacable.com

Shinhwa Industry Hi-Tech CO. LTD
Tel : 82-43-217-6061
Fax : 82-43-715-6061
E-mail : lsh@shinhwait.com
URL : www.shinhwait.com

GEC Tech.
Tel : 82-70-8866-4455
Fax : 82-43-211-7855
E-mail : yoogmin@naver.com
URL : www.gect.co.kr

FLOW SENSOR

SIT-AP5000A

ZETIV for UHD 4K

DS-SERIES

TAMAS (rTMS)

AC-10 Air Purifier

DIGITAL FLOW Co., Ltd.
Tel : 82-43-272-6114
Fax : 82-43-274-6114
E-mail : bk@dgflow.co.kr
URL : www.dgflow.co.kr

Smart IoT
Tel : 82-43-213-2456
Fax : 82-43-213-2457
E-mail : ceo@iworldiot.com
URL : www.iworldiot.com

HOW@ CO., LTD.
Tel : 82-43-296-4102
Fax : 82-43-296-4104
E-mail : how@howa.biz
URL : www.howa.biz

DAEWOONG ELECTRONICS CO
Tel : 82-31-618-7304
Fax : 82-31-618-4412
E-mail : dwsound@hanmail.net
URL : www.dwsound.co.kr

Remed Co., Ltd.
Tel : 82-31-696-4886
Fax : 82-43-231-8923
E-mail : sales@remed.kr
URL : www.remed.kr

APC Tech Co., Ltd.
Tel : 82-2-6959-4250
Fax : 82-2-6959-4259
E-mail : apc@apctec.co.kr
URL : www.apctec.co.kr

Ring Terminal

EV Hybrid Discharger

智能触控电容笔盖

mini DC UPS

Wireless charging Mouse pad

农业 Turf

HYEIN Electric. Co., Ltd
Tel : 82-43-213-9612
Fax : 82-43-213-9613
E-mail : hyein6846@nate.com
URL : www.hyeinelec.co.kr

MAROO ON INC.
Tel : 82-1599-9882
Fax : 82-43-276-6334
E-mail : harry@maroo-on.com
URL : www.maroo-on.com

HURO
Tel : 82-43-263-7900
Fax : 82-43-263-7997
E-mail : info@huro.kr
URL : www.huro.kr

SUNGCHANG CO., LTD.
Tel : 82-43-272-6552
Fax : 82-43-272-4884
E-mail : help@sctele.co.kr
URL : www.sctele.co.kr

Cenotech
Tel : 82-43-275-1701
Fax : 82-43-275-1702
E-mail : cenosales@ceno-tech.com
URL : www.ceno-tech.com

B.I Land Co., Ltd
Tel : 043-642-0103
Fax : 0505-043-0100
E-mail : biland33@hanmail.net
URL : www.biland.kr

NEMOTAP

通信设备

SEPA

3D LCD Panel & Monitor

加热产品

自动系统

SYPOLYTECH CO., LTD.
Tel : 82-43-532-9928
Fax : 82-43-532-9929
E-mail : ygbyun@sypolytech.com
URL : www.sypolytech.com

OMNI LPS Co., Ltd.
Tel : 82-2-2632-4541
Fax : 82-2-2632-4529
E-mail : omnilps.int@gmail.com
URL : www.omnilps.com

e-wavetech
Tel : 82-70-7019-6486
Fax : 82-70-7016-2737
E-mail : e-wavetech@hanmail.net
URL : www.e-wavetech.co.kr/eng

PATTERNIA.
Tel : 82-43-760- 7051
Fax : 82-43-760-7052
E-mail : moon565@patternia.co.kr
URL : www.patternia.co.kr

RAONICS
Tel : 82-43-927-0654
Fax : 82-31-8058-0161
E-mail : raonics@raonics.com
URL : www.raonics.com

Utron Co., Ltd
Tel : 82-43-252-2663
Fax : 82-43-904-2663
E-mail : utron201602@gmail.com
URL : www.utron.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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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录

公司名录

• 电气设备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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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录

• 其他
GRP SECTIONAL WATER TANK (HI TANK) SYSTEM

寻求MBN咨询服务

Blast proof doors

SERIM MULSAN CO., LTD.
Tel : 82-43-286-6810
Fax : 82-43-286-6813
E-mail : sales@serim.kr
URL : www.serim.kr

NETBIZWORLD Co., Ltd.
Tel : 82-43-214-3981
Fax : 82-43-215-3981
E-mail : MBN@netkorea.or.kr
URL : www.netkorea.or.kr

SH DOOR TECH CO., LTD.
Tel : 82-43-855-2677
Fax : 82-43-855-2679
E-mail : sh-door@daum.net
URL : www.specialdoorcompany.com

Kpop

ZnS 机器

EMERGENCY CART

TWJG (kpopstorescom)
Tel : 82-10-5838-5561
Fax : N/A
E-mail : support@kpopstores.com
URL : kpopstores.com

Green Optics Co., Ltd.
Tel : 82-43-218-2183
Fax : 82-43-218-2187
E-mail : greenoptics@greenoptics.com
URL : www.greenoptics.com

HANLIM MEIDCAL EQUIPMENT CO., LTD
Tel : 82-31-753-3271
Fax : 82-31-753-3411
E-mail : medical@han-lim.co.kr
URL : www.han-lim.co.kr

Coconut Mat

Cantilever Footbridge

SURGICAL INSRUMENT CABINET

Eco LJs
Tel : 82-70-5123-7903
Fax : 82-504-446-5566
E-mail : ecoljs@naver.com
URL : ecoljs.qrsvc.kr

ARI INDUSTRY
Tel : 82-43-237-7470
Fax : 82-43-237-7471
E-mail : newcreative@ariindustry.com
URL : www.ariindustry.kr

Serim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Tel : 82-31-736-3090
Fax : 82-31-736-3091
E-mail : serimkorea1@gmail.com
URL : N/A

室外活动设施系统

钟

i钢制油罐

Rototec co., ltd.
Tel : 82-43-234-9479
Fax : 82-43-234-9 478
E-mail : rototec05@naver.com
URL : www.rototec.co.kr

SUNGJONGSA.CO,.LTD
Tel : 82-2-733-6141
Fax : 82-2-733-4840
E-mail : sungjongsa@hotmail.com
URL : www.sungjongsa.co.kr

Davidaquasystem Co., Ltd.
Tel : 82-10-2271-6792
Fax : 82-0504-470-6792
E-mail : gilsbgkim@naver.com
URL : www.davidaquasystem.com

波器

移动存储系统

CAMBRIDGE FILTER KOREA CO., LTD.
Tel : 82-43-215-0291
Fax : 82-43-215-0297
E-mail : jmsong@cambridgefilter.co.kr
URL : www.cambridgefilter.co.kr

Dae-Won Mobile Rack Co.Ltd
Tel : 82-43-2-2235-2694
Fax : 82-43-2-2235-2695
E-mail : export@mobile-rack.co.kr
URL : www.mobile-rack.co.kr

膜滤器

Solution v1.0

BON J WATERS
Tel : 82-1661-3424
Fax : 82-43-773-8889
E-mail : nibbleman7@naver.com
URL : www.bonjwaters.co.kr

PLANIT
Tel : 82-43-263-8648
Fax : 82-43-263-8649
E-mail : chung93@daum.net
URL : www.planit.co.kr

Moving House

Skeeper

Joong Won
Tel : 82-43-1661-3419
Fax : 82-504-002-0450
E-mail : kiwhazang@naver.com
URL : www.joongwonc.com

Smartsound Corporation
Tel : 82-2-575-2252
Fax : 82-2-575-2201
E-mail : jhojholee@ismartsound.com
URL : www.ismartsound.com

LEPAS®

CANCER DIAGNOSTIC KIT(Lung cancer)

Hanlab Corporation
Tel : 82-43-229-6224
Fax : 82-31-450-3210
E-mail : hanlab@hanlab.co.kr
URL : www.hanlab.com

COSMAX PHARMA Co., Ltd.
Tel : 82-43-238-8477
Fax : 82-43-232-7735
E-mail : cge@cosmax.com
URL : www.cosmaxphar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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