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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首尔贸易馆

·VEGA TRADING Co.,Ltd

地址：WORKS 6F,B-612 GARDENS Munjeong-dong,Songpa-gu,Seoul,Korea

TEL : 82-70-4124-8311 

www.vegatd.com

VEGA是专为中年女性设计服装的公司

我们的优势：
◆ 25年的服装制作经验
★ 紧紧跟随潮流趋势，独一无二的设计风格
◆ 挑选适合皮肤的高级面料
★ 多样的选择性及合理的销售价格



北京

首尔贸易馆

·优旎呵芙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8号现代汽车大厦502室)

TEL : 86-10-6410-6162 / EMAIL:jisahwa_pek@kotraktc.or.kr

www.unicof.com



北京

首尔贸易馆

·D&H GLOBAL

地址: 2F, #281-1 Daechang Bldg., Yangjae-Dong, Seocho-Gu, Seoul, Korea

TEL : 82-2-572-3497 / EMAIL: chosh13@hanmail.net

www.dalheafood.co.kr

◆調味紫菜

原料是从洁净区的西海岸舒川山海带，继承传统经验的烘烤产品

★柚子茶

大韩民国全罗南道高兴，并提出新鲜的海洋微风打一顶帽子，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C，是原产于韩国的传统茶。

茶 - 80CC过热或过冷的水茶取2〜3茶匙，搅匀。

果酱 – 粘在面包上。

其他 - 混合酸奶，牛奶，冰水，清酒等

◆參 鷄 湯

营养韩国独特的传统食物能量和神韵最喜欢的健康食品之一

★亚 麻 茶

纯天然苎麻叶提取物中含有高浓度的“亚麻茶树叶”的产品。

该产品含有99.9％的纤维状的制造工序中，对于肠胃活动，它具

有优异的效果

◆水培人参饮料

浓缩人参清洁水培水培养殖技术的产品提高免疫系统，有效地缓

解疲劳



北京

首尔贸易馆

·Firstmarket Co.,Ltd.

地址: 602,6F,Haeyoung-bldg,148 Anguk-Dong,Jongro-Gu,Seoul,110-240 Korea

TEL : 02-743-9431 / EMAIL:hampibak@naver.com

www.firstmarket.co.kr



北京

首尔贸易馆

地址：경기도 의정부시 의정부동 564-4

TEL : 82-31-838-0110 / EMAIL: bigbibles@hanmail,net

·EunChan Apparel

本公司主要经营：环保型袜子，丝袜，紧身裤

在韩国国内与36家知名企业合作制定相关产品。

以进军到中国天津市内的乐天百货店并且在上海有合作公司。



北京

首尔贸易馆

·河星電子

地址: #809 Ace TechnoTower 1st 197-17,Kuro-dong,Kuro-gu,Seoul,Korea

TEL : 82-2-852-6831 / EMAIL:henoch1156@naver.com

www.hasungi.com

Ha sung e-sis:是韩国生产电子剪发器和宠物吹干机的先驱者，我们

已经成为全套理发产品的生产商，同时正在向宠物业拓展业务。

通过与韩国原子能研究院KAERI共同合作开发，我们研制出“离子注

入切割刀片”，它是剪发器的核心技术，我们已经在韩国知识产权局

KIPO注册专利，而且继续投资开发提高质量。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日

本和意大利的军队、电子商城和大商场。我们已被韩国首尔产业通商

振兴院、韩国中小企业管理委员会和韩国原子能研究院选拔为诚信出

口商。

我们一直尽最大努力为顾客的喜好提供最好的产品，同时承诺实现市

场战略本土化更好地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北京

首尔贸易馆

·多沙康明凯盛

地址: 502 Sungdo Bldg,Dangsan-dong 1-ga,Yeongdeungpo-gu,Seoul,Korea

TEL : 82-2-852-8815 / EMAIL: jihnkim@hotmail.com

www.eyelucy.cn

多沙康明凯盛：现所有销售的眼镜架皆为韩国生产（Made 

in Korea）,款式新颖，时尚，简约，与国际大牌流行同步。
其材料皆为 POLYAMIDE ,即 TR-90 。TR90 其特异的分子结
构 具有超轻，弹性佳，韧性强，柔软度高等特点， 其记忆功
能可大幅度旋转扭曲并且回复性强。 TR90由澳大利亚研究人
员发明，首先被韩国人用来制造眼镜，能够有效防止在运动
中，因镜架断裂. 摩擦对眼睛及脸部造成伤害。
与一般塑料眼镜架材料相比，重量轻20%以上，抗化学性佳，
材质的轻盈可减少对鼻梁，二步负重。 舒适不黏汗，亲和皮
肤无过敏。色泽艳丽，光泽优秀，不易褪色。所有镜架完全
针对亚洲人设计，佩戴更持久舒适。

mailto:jihnkim@hotmail.com


北京

首尔贸易馆

·Bella Skin

地址：경기도 부천시 오정구 삼정동 60-21 

TEL : 82-2-575-6393 / EMAIL:newpeeling@naver.com

http;//shop.naver.com/newpeeling

http;//blog.naver.com/newpeeling

神奇的按摩软膏
每天早晚可随时使用

不仅是敷脸，对全身都可使用

嘴唇和眼角都可使用

世界最初的心概念按摩膏

提供水提供水
分分

氧化物氧化物
和皮质和皮质
的去除的去除

回复皮回复皮
肤弹性肤弹性

抗老化，抗老化，
防皱纹防皱纹

清楚和清楚和
收收

缩毛孔缩毛孔

去除角质去除角质

给皮给皮
肤供养肤供养

1. 作用于脸和全身

2. 可每日使用(每次不低

于三分钟)

3 .可抹嘴唇的神奇作用

4 .可作用于眼角

5 .触感柔滑，润肤作用

6 .精华素样式的神奇的

按摩软膏

7 .可当面膜使用-只要敷

上就会有效果



北京

首尔贸易馆

·Koreadiaper Company

地址: 1610-4,Seocho-dong, Seocho-gu, Seoul 137-070, Korea

TEL : 82-2-786-9693 / EMAIL:dylee777@yahoo.co.kr

www.koreadiaper.co.kr

Koreadiaper Company：是一家利用最新技术与环保材料专门呵护全世界女性健

康的公司。 我们的产品是通过了韩国国内药品监督局的各项审核并且还得到了美国

食品安全厅（FDA）的认可。公司依靠经验丰富的研究团队在大学医院临床实验为

基础，生产出一系列的功能性化妆品，女性生理期用品及减肥产品。

主要出口到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等 18个国家。

用最好的产品最低的价格来回报顾客是我们一直坚持下来的使命。

为了给女性朋友带来健康与美丽我们会不断努力下去的！



北京

首尔贸易馆

·（株）麦卢卡红参会社

地址: 137-897 301,5,Gangnam-daero 10-gil,Seocho-gu,Seoul,Korea

TEL : 82-2-577-3389   /  EMAIL:cp@mhrg.kr

www.mhrg.kr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对(株)麦卢卡红参的支持与厚爱。

人类的生命在万物当中是无富贵贫贱之差，是最为神圣而珍贵的。H.F Amiel说过”自由与健康

并存;健康是自由的前提条件”。

高丽红参已被广泛选用为提高身体机能的药材。以优质的人参为原料，将人参蒸熟后晾干称之为

“红参”。其功效是有助于抗疲劳、增加免疫力、改善血液循环，目前已被食品药品监督局认定

为健康食品。

世界上有名的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具有抗癌、抗菌功效，被誉为“蜜中极品”。古罗马人把蜂蜜誉

为天赐的礼物。

研究表明，红参和蜂蜜混合发酵后其功效可达到两倍，我们运用该原理将红参和麦卢卡蜂蜜有机

结合起来，并且通过了生理活性实验证明，最终成为广泛消费者喜爱的功能性健康食品。

红参与麦卢卡蜂蜜的结合作为韩国国内首创的功能性保健产品。我们的红参最大的特点是方便携

带，方便服用，其功效更是双倍的。

为了人类的健康，我们不断钻研开发,努力为红参产业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

mailto:cp@mhrg.kr


北京

首尔贸易馆

北京首尔贸易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北翼719

TEL : 86-10-63109641/2/3 / Email:sba_beijing@163.com

首尔产业通商振兴院(Seoul Business Agency)北京首尔贸易馆是
主要促进中韩两国优秀企业之间的交流，定期举办贸易洽谈会，
市场调查，参加展览会，宣传首尔市旅游等业务的非盈利性组
织。

北京首尔贸易馆为中韩两国优秀企业搭建沟通的桥梁，提供有
信誉保障的合作平台，同时也是两国企业及政府部门的友好伙
伴。

电话： 86-10-6310-9641

网址： www.sba-beijin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