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奖项 期数 评选大类 展区 展位号 参展企业 施工企业 企业广交会编码 交易团 商协会

3.2A09-6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0E601 广东

3.2A77-92 广州美的华凌冰箱有限公司 270E601 广州

3.2A67-76 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 270E601 安徽

3.2A61-66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70E601 江苏

2 1 建材五金工具类 五金
15.4A12-13

15.4B10-11
广东东泰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一线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270M691 广东 五矿商会

3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摩托车
13.1A07-10

13.1B13-16
重庆航天巴山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米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320I023 重庆 机电商会

4 2 生活用品类 礼品及赠品
10.1J36-37

10.1K11-12
河北润石珠宝饰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小农展览有限公司 030I600 河北 轻工商会

5 2 家居园林类 家具
11.2F32-36

11.2G12-15
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泓美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280B003 广州 轻工商会

6 3 纺织服饰类 箱包
9.3B37-40

9.3C08-11
广州奥比亚皮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音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80E860 广州 轻工商会

7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食品
13.2B34-36

13.2C12-14
广东真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致力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270I826 广东 食土商会

家用电器 4.2A06-45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 270E603 广东

家用电器 4.2A46-50 格兰仕(中山)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270E603 广东

9 1 电子电器类 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
4.1J32-36

4.1K13-17
深圳市启悦光电有限公司 广州市小农展览有限公司 490G148 深圳 机电商会

10 1 建材五金工具类 建筑及装饰材料 9.1A11-20 重庆美心·麦森门业有限公司 广州上林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20H005 重庆 五矿商会

广州市高艺创展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机电商会

第126届广交会绿色展位奖获奖展位名单

1

金奖

（7个）

1 电子电器类 家用电器 宁波天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机电商会

8 1 电子电器类



序号 奖项 期数 评选大类 展区 展位号 参展企业 施工企业 企业广交会编码 交易团 商协会

11 1 建材五金工具类 工具
15.2E34-35

15.2F10-11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冠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160I046 浙江 机电商会

12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通用机械、小型加工机械

及工业零部件

8.1A13-16

8.1B08-11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广州波镨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160V370 浙江 机电商会

13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通用机械、小型加工机械

及工业零部件

8.1A09-12

8.1B12-15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欧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60V012 浙江 机电商会

14 2 生活用品类 玩具
14.1E33-34

14.1F09-10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波镨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272E547 广东（汕头） 轻工商会

15 2 生活用品类 日用陶瓷 2.2F29-32 江西省环球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哈隆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0E125 江西 轻工商会

16 2 家居园林类 家居装饰品 10.3B21-24 广州市青春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尚观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280E783 广州 轻工商会

17 2 家居园林类 工艺陶瓷 4.2C01-04 揭阳市前进瓷业有限公司 潮州市哈隆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70Z055 广东 轻工商会

18 3 纺织服饰类 运动服及休闲服
1.1B25-26

1.1C19-20
厦门沃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美加壹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500C465 厦门 纺织商会

19 3 纺织服饰类 童装
8.1H37-39

8.1I10-12
厦门建宇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冠美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500C885 厦门 纺织商会

20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办公文具
2.2D27-28

2.2E13-14
宁波易派诺文具有限公司 广州众悦广告有限公司 170M268 宁波 轻工商会

21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办公文具
2.2I25-26

2.2J23-24
厦门嘉光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本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500C421 厦门 轻工商会

银奖

（14个）



序号 奖项 期数 评选大类 展区 展位号 参展企业 施工企业 企业广交会编码 交易团 商协会

22 1 电子电器类 家用电器
1.2E37-39

1.2F10-12
深圳市中电开拓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卓菲展览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490B078 深圳 机电商会

23 1 电子电器类 家用电器
3.2G68-69

3.2H03-04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贸展览策划有限公司 270H299 广东 机电商会

24 1 电子电器类 家用电器 3.2C62-83 春兰(集团)公司 宁波天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40E127 江苏 机电商会

25 1 建材五金工具类 建筑及装饰材料 9.2A39-52 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 广州米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70I048 广东 五矿商会

26 1 建材五金工具类 建筑及装饰材料
9.2A53-55

9.2B05-07
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坤易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70G350 广东 五矿商会

27 1 建材五金工具类 建筑及装饰材料
10.2F37-39

10.2G09-11
江西雅丽泰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艺佰度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200E066 江西 五矿商会

28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动力、电力设备
3.1B20-22

3.1C14-16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尚观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290G930 广西 机电商会

29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摩托车
13.1E23-26

13.1F21-24
宁波市龙嘉摩托车有限公司 广东美刻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170E881 宁波 机电商会

30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摩托车
13.1D32-36

13.1E12-14
江门市中港宝田摩托车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光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70I114 广东 机电商会

31 2 生活用品类 日用陶瓷 3.2A31-50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波镨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270E218 广东 轻工商会

32 2 生活用品类 日用陶瓷
1.2G35-36

1.2H13-14
潮州市永宣家用陶瓷制作厂有限公司 潮州市哈隆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70E224 广东 轻工商会

33 2 生活用品类 日用陶瓷 3.2C40-49 广东东宝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蜂艺展览有限公司 270E260 广东 轻工商会

34 2 家居园林类 工艺陶瓷 4.2C55-68 福建省佳美集团公司 广州市尚观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190E002 福建 轻工商会

35 2 家居园林类 工艺陶瓷
4.2G46-48

4.2H01-03
广东工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公司 潮州市哈隆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70C367 广东 轻工商会

36 2 家居园林类 家居装饰品
11.3A09-11

11.3B13-15
闽清聚福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天川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190H013 福建 轻工商会

37 2 家居园林类 工艺陶瓷 4.2B32-51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致力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270E218 广东 轻工商会

铜奖

（23个）



序号 奖项 期数 评选大类 展区 展位号 参展企业 施工企业 企业广交会编码 交易团 商协会

38 3 纺织服饰类 箱包
9.3E37-39

9.3F10-12
广州市诺威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中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80E375 广州 轻工商会

39 3 纺织服饰类 鞋
11.1L30-33

11.1M11-14
台州市环球贸易有限公司 圆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160K396 浙江 轻工商会

40 3 纺织服饰类 箱包
11.3G43-44

11.3H03-04
浙江华阳箱包皮件有限公司 广州艾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60P922 浙江 轻工商会

41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
10.2B34-36

10.2C12-1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

司
江苏汇鸿国际展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40B010 江苏 医保商会

42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
11.2B37-39

11.2C09-11
广东索弗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展易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280E004 广州 医保商会

43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食品
13.2F36-38

13.2G10-12
福建省蓝湖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尚观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190D229 福建 食土商会

44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食品
13.2F25-26

13.2G23-24
上海大山合菌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艾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30G153 上海 食土商会



序号 奖项 期数 评选大类 展区 展位号 参展企业 施工企业 企业广交会编码 交易团 商协会

45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通用机械、小型加工机械

及工业零部件

8.1H34-35

8.1I12-13
浙江豪贝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光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60V066 浙江 机电商会

46 1 交通机械能源类 摩托车
13.1A07-10

13.1B13-16
重庆航天巴山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米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320I023 重庆 机电商会

47 1 建材五金工具类 工具
15.2D33-34

15.2E10-11
浙江瑞丰五福气动工具有限公司 广州波镨展览设计有限公司 160V010 浙江 机电商会

48 2 家居园林类 玻璃工艺品
7.1B39-40

7.1C11-12
淄博兆海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众悦广告有限公司 210G244 山东 轻工商会

49 2 家居园林类 家具
12.2E34-35

12.2F08-09
漳州市新嘉华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艺佰度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190X026 福建 轻工商会

50 2 家居园林类 家具
11.2F32-36

11.2G12-15
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泓美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280B003 广州 轻工商会

51 3 纺织服饰类 箱包
9.3B37-40

9.3C08-11
广州奥比亚皮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音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80E860 广州 轻工商会

52 3 纺织服饰类 鞋
11.1L30-33

11.1M11-14
台州市环球贸易有限公司 圆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160K396 浙江 轻工商会

53 3 健康休闲文体类 办公文具 2.2A09-24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欧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70E074 宁波 轻工商会

人气奖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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