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轩尼诗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新古典欧式厚皮沙发

联系人：冯生

联系电话：18923282446

通讯地址：顺德区旺岗工业区兴业路3号

佛山市雅龙五金家具有限公司

包装工、杂工、打底、裁仿皮
裁真皮、车皮、木工、区域经理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板式、实木和板木结合家具产品。

采购跟单、会计、锣机、排钻、质检
组装/修补、木工主管、实木开料、生产

跟单、业务员、业务跟单

联系人：梁经理

联系电话：15875748838

通讯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苏溪工业区业园路4号

品检员、开棉、仓库主管、包装主管、车位
油漆师傅、司机、跟单主管、普工、生产跟

单
工艺员、清洁阿姨、包装工、成本会计

联系人：黄小姐
联系电话：0757-23371158
通讯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坦东大坝工业区

佛山国优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办公家具，实木家具 本司专业研发、生产、销售中高档办公椅。

销售经理、材料仓管、设计、
外贸经理、市场督导、结构设计师

佛山市金桥家具有限公司
本厂专业生产不锈钢现代办公沙发、茶几

仓管 财务 安装 车工 扪工 包装工
业务员 开棉打底 木工钉架 生产跟单

业务跟单 业务经理 木工主管 后段工序主管

佛山市佩克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小姐/黄小姐
联系电话：0757-81863632/13928634677
通讯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镇南工业区

淘宝美工、淘宝客服、文员、生产跟单
五金开料、弯管、焊工、剪板、折弯
扪皮、车缝工、车缝工、销售经理

联系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0757-23637759,13702430429

通讯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万安村渡口路4号（隆耀

钢化玻璃制品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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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银桥椅业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时尚布艺沙发，真皮沙发，软床，客厅家具

联系人：唐总

联系电话：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北围工业区

软床车位  沙发车位  扪工主管  软床扪工
沙发扪工  软床车载主管  沙发车裁主管
软床开模兼厂长 布艺休闲沙发开模师傅

电工、仓管、质检、生产跟单、平面设计、结构设计、套
床/沙发放样、套床/沙发扪工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13679722721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保涌工业区

朝阳路6号

销售助理、出纳员、门市工人
开模师傅、扪皮、保安、包装工

机电工、保安、玻璃异形师傅、丝印、喷油普工、外贸业务员品

管员、玻璃清洗、磨边助手、开介助手、粘铝饼师傅包装主管、

包装员、弯钢学徒、普工、品质主管、玻璃抛光学徒

佛山市迪豪兴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斯维雅玻璃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办公家具 生产家具玻璃，玻璃工艺品，五金玻璃家具为一体的企业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13923273823

通讯地址：顺德区龙江镇大坝工业区

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美容美发家具的专业公司

联系人：闫小姐

联系电话：0757-81867385

通讯地址：佛山南海区九江梅圳龙高桥侧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757-81862121   18927215182

通讯地址：九江下东村南华工业园(即龙江圣淘湾侧入

300米即可）

安装 焊工 质检 电工 软体包装 板式包装

软体安装 板式开料 板式钉装 货车司机 品质组长

采购文员 板式质检 五金开料 五金主管 板式主管

五金打样师傅

联系人：何生

联系电话：15875749151

通讯地址：龙江镇丰华南路集约开发区

区域经理 2人、大区经理 1人
市场经理 2名、督导 2名

业务跟单 女3名

联系人：谭生

联系电话：18028110698

通讯地址：龙江325国道艾伊营销中心

佛山市博文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格维家居

联系人：高先生

联系电话：18924807188

通讯地址：顺德区龙江仙塘保涌工业区朝阳路10号

佛山市侨利家具有限公司 

仓管、组长、包装、油磨、收货、跟车
定制补件、木工学徒、面油师傅

联系人：刘小姐/麦小姐

联系电话：0757-86603137/13425999467

通讯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高海工业区

东莞宜臣家具制品有限公司
集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家具家饰企业

底油/面油师傅、绘图员、生产跟单
沙发扪工、木工打样师傅、沙发贴棉

订沙发内架师傅、沙发车位

主要生产客厅家具

佛山市邝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

保安 扪皮 料单员 报价员 锣机工
组装工 裁真皮 物控员 锣机师傅

保安队长  油漆质检

联系人：滕生

联系电话：13924539808

通讯地址：龙江镇龙山排沙工业区13号

联系电话：罗总 13923168313
通讯地址：龙江镇东海中南工业区21号

广东龙江鸿基座椅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公共座椅及办公桌椅

致力于打造私人定制家居领域第一服务品牌设计、生产及销售中高档真皮沙发系列产品

外贸业务员 2人、包装工 4人
安装员 3人、质检员 1人、拆单员 2人

销售、拆单、排钻、打磨、油漆主管
油漆、厂长、木工主管、贴皮工、

设计师

佛山市百赛锦龙家具有限公司
生产全实木套房、板木结合套房、全实木客厅系列

成品仓管、包装主管、机磨、精切出榫、平刨工
安包装工、锣机师傅、断料师傅、样板师傅

本司集专业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现代休闲办公转椅。 本公司专业生产网吧椅。

安装 1名  扪皮 3名  车皮 2名   包装清洁3名   配货

员 1名   材料仓管 1名   业务跟单 1名         开发

设计师 1名   国内业务员 3名

佛山市伊罗妮斯家具有限公司 洛阳悦美艺家居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软体家具、五金套房家具为一体的综合外向型知名企业。

佛山市顺德区杰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区布圣家具厂 佛山市丽星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商务司机、电工、保安、五金模具设计师、电工
成品打样师傅、模具厂业务员、采购经理、国内
业务员、外贸业务员、网络推广员、五金质检员

联系电话：刘先生  0757-29266252
通讯地址：龙江镇坦西大坝工业园16号

是一家专业的办公座椅成品及配件生产厂家。

注塑调机工、开模师傅
扪工、仓管、生产QC

从事中高档次的橱柜,衣柜等定制家具的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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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3925218723

通讯地址：东莞市塘厦镇振兴围工业区32号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13726342432

通讯地址：龙江镇亚洲国际C区2排34号/宝涌工业区亚邦

家具旁

佛山市康丽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大型家具企业。

包装工、扣布
司机、围边工、生产跟单

联系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15949766586 0536-7614088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新一中西500米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18620280909

通讯地址：顺德区北滘镇西海烈士北路6号

佛山市艾伊家具厂
主要产品为软体皮床，休闲布艺床, 高级床垫等. 

佛山市亚捷家具有限公司
集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办公家具企业。

业务代表 （20人）

联系电话：覃小姐  13889931864
通讯地址：龙江镇坦西工业区北华路1-2号地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13590595402

通讯地址：禅城区南庄镇杏头工贸开发区

佛山市奇新家具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专业生产实木套房、餐台椅为一体的家具制造企业。

联系：陈小姐 0757-23381776汪经理  13621470809
地址：龙江镇旺岗工业区联新路7号

君仕兰家具有限公司
集专业设计、生产、批发零售及服务一体的家私企业

设计师 2人、区域经理 3人
喷漆工 1人、沙发扪工 2人

木工 多名

佛山市南海可人家居有限公司
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整体家居定制企业

试装  1人、开料 1人、排钻 1人
封边 1人、设计师 2人

联系人：徐生

联系电话：0757-81803533,18688218914

通讯地址：南海区罗村下柏工业区乐华路2座1号

套房木工：开料、排钻、锣机、机砂/砂光、成品质检

套房油漆：白身磨、油磨、扫油、喷底色（枪手）、喷底油、面油/修色

套房行政人员：套房油漆组长、套房木工主管、清洁工、保安（本地人）

餐台木工部：断料/弯料、打齿/拼板、平压刨、锣机、锣线、出榫打眼

餐台油漆部：白身磨、油磨、扫油、喷底油、面油/修色、包装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8637969410

通讯地址：河南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与汇通街交叉口

恒生科技园19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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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天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中国塑料管道及管件的生产商

广东玛格家居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5815603969

通讯地址：龙江镇世埠工业区

保安、司机
采购跟单、扪皮

佛山市南海树和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生

联系电话：0757-29225800

通讯地址：龙江镇陈涌工业区（太和庄后）同兴路3号

试装、封边、开料、排钻、
木工

佛山市座尔富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办公沙发，办公椅和大班椅等家具。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0757-81166588-8881

通讯地址：南海区狮山镇大涡塘工业区

联系人：吕小姐，谢小姐

联系电话：0750-8779261/07508779168

通讯地址：广东省鹤山市桃源镇建设西路38号

本司集家具产品开发、制造及市场营销于一体。

司机、包装、组装师傅、锣机师傅、散装师傅

打磨师傅、搬运工、木工学徒、修色女工

冲压男工、包配件女工、车间男学徒、包五金架男工

创造全球软床第一品牌。

油磨    机修电工
推台锯师傅  柜体生产主管

联系人：常先生

联系电话：18928593906

通讯地址：三水区中心科技工业区大塘园A区68-4号

浙江绍兴主流家俱有限公司

会计  保安  保洁员  车裁质检  材料仓管 业务跟单

淘宝客服  商务司机  车皮质检 扪皮主管  车裁主管

木工主管 维护经理  成品仓出货员

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13413232123

通讯地址：旺岗三联路25号志豪家具第二保安室进入

江门市同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以自主设计、研发，专业生产各类高档原木门，实木门的厂家

门市部：会计   出纳   质检员   生产跟单   外贸业务

五金厂：1 .焊工2名（会AR焊和CO2焊）；2.打磨工2名（有磨扶手经验）；3.抛光工3名（有抛扶手经验）；  4.冲

床工2名（有2年经验以上）5.钻孔工1名（有2年以上经验）；6.男普工2名；7.女工2名保；8.弯管工1名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928208686

通讯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桐乐路35号

五金厂：联系方式：18902563265 肖生  13929142267 何生

联系地址：龙江镇里海加油站，龙门厂房内一楼（官田红绿灯往东头一公里）

门市部：联系方式：黄小姐 13929191062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亚洲国际材料城A7-63号

晟豪创于2006年，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办公家具企业

联系人：晏小姐

联系电话：13318371926

通讯地址：顺德区大良红岗金斗工业区工业大道北

本司集制造、销售后现代高端家具和提供一站式家居。

仓库管理员 1人；业务经理 3人
储备干部 2人；电商运营经理 1人

联系人：周长明

联系电话：18128759296

通讯地址：顺德区龙江镇仙塘工业区东区一路8号

本司专业从事中高档办公家具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

车位  扪皮  会计  搬运工  统计员  煮饭阿姨
配件仓管  出货文员  前台文员  生产质检

业务跟单  外贸业务  外贸主管

广东美梦思床具有限公司

酒店餐厅配套工程家具，沙发，卡座等

本司专业生产，销售办公家具。

区域经理、板式开料、业务员、冷压
办公室文员、封边师傅、排钻、锣机

板式安装工、外贸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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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龙江钢宇家具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五金、不锈钢家具、坐垫，长年订单充足。

佛山市丽仁家具有限公司

司机、物控员、工艺员、打散板师傅、
车布艺沙发

包装、打底、贴棉、木工、扪工、质检

专业生产现代沙发、软床等软体家具。

联系人：文小姐

联系电话：18474605553

通讯地址：南海区九江镇南工业区丽星家具内

办公沙发扪皮多名 、办公椅师傅 2
人

电话营销 多名、业务跟单 多名

本厂专业生产高端沙发

裁布   仓管   扪皮
业务跟单    大区经理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现代化定制家居企业

专业生产板式及钢结构家具

晟豪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上善一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江雄派家具制造有限公

联系人：岑小姐

联系电话：13923166536

通讯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君悦酒店斜对面雄派家

具展示中心（九江大桥附近）

广东顺德万仕达木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爱家秀场橱柜经营部
本司主营橱柜、衣柜、书柜、厅柜等全屋定制板式的板式家具。

鹤山联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样板部裁床、压线封口、装包、粘绵、裁床、收货员、锁边、剪线、安装、包装、扪床头柜、
扪套床床头、床品衣车、套床车布、套床车皮、套床床头钉架、床头柜木工、搬运工、

保安、电梯看管员、沙发质检员、裁剪质检员

顺德区卡姿莱特家具有限公司
专业致力于中、高档软体床

车间主管、木工排钻、品质经理
板式家具打样、木工开料、木工、质检

杂工 压板 精切 锣机 包装工 油磨工 面油工 木械散单 板式开料 扪工师

傅 五金冲床 五金开料 软体杂工 木工主管 油漆主管 软体主管 油漆做旧

师傅软体打样师傅 木工装修师傅 软体主管助理 五金剪板，折弯

网咖座椅 办公椅打版师傅

佛山市迪旺轩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桐金家具有限公司

包装部负责人、质检员、外贸业务员、首席设计师

设计总监、专卖店设计师、PMC计划员

效果图设计师、家装设计师、区域经理、木工

联系人：张小姐

联系电话：0757-25339991

通讯地址：顺德流勒龙洲路大晚立交桥旁

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办公家具为一体的厂家。

奥圣迪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生
联系电话：18665481338
通讯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南庄

本司主要生产板式套房家具、定制家具、工程家
具等系列产品。

跟单文员
开料师傅
封边师傅

衣柜移门师傅
板式家具设计员

拆单专员、封边师傅、设计师
会计、导购

联系人：朱小姐

联系电话：18029292315

通讯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黄岐大转湾嘉州装饰市场E区

31-35号

广西圣丰家具有限公司

备料师傅  开料师傅  底油师傅  打磨师傅
油漆主管  油漆打磨工  木工开料师傅

冲压工、操作工、机修工、装配工、化验员
消防储备技术员、消防产品设计工程师、安

全专员

联系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18823054088

通讯地址：广西贺州平桂管理区鹅塘镇垌坪村2组（华山

水库旁）

清洁工、弹簧机操作员、沙发木工开料、普
工

粘海绵工、沙发包装工、沙发扪皮工、沙发
车皮

本司集专业设计、生产高档实木家具及量身定做和销售于一体化

。

佛山市顺德区宝田家具有限公司
宝田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港独资企业。

钉压  平压刨  临时普工  木工质检  总装质检    木

磨机磨  油磨师傅  餐椅质检  业务经理        面油

修色  木工质检  沙发质检  成品质检        外协品

检  品质主管  材料仓管  餐椅打样兼品质

裁布、包装工、扪工、车位
开料、钉架、仓管

联系人：陈先生  15915249090

通讯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仙塘沙龙路段（铟琦诚

家具路口直入20米）

佛山市凯的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梦维雅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帝华侬家具有公司

联系人：谭小姐
联系电话：0757-23639388转820/18923250105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旺岗工业区联新南路7号

本公司主要生产高端宾馆、酒店、会所活动家具

CAD绘图员、普工，打磨工、木饰面设计
木架工、扪工、油漆主管、裁剪，针车

油漆师傅、木工师傅

联系人：成女士
联系电话：13735231120
通讯地址：浙江绍兴

佛山市顺德区万汕家具有限公司
是一家木制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

主要生产金属玻璃、现代板式家私以及软体沙发等产品

本公司专业生产软体床。 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软体家具企业。

佛山市康倍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联都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经理

联系电话：0757-23373331

通讯地址：佛山顺德龙江旺岗工业区

联系人：孟先生

联系电话：18923255198

通讯地址：乐从码头新世界电商家居城5楼

联系人：罗总

联系电话：0757-23382013,18025971283

通讯地址：龙江镇龙峰工业区

扪工、打包、裁皮、车位
木工、杂工、仓管

联系人：廖小姐

联系电话：18923157053

通讯地址：南海九江镇龙高路龙港家私直入200米

联系人：甄先生

联系电话：13827717830

通讯地址：顺德区龙江镇丽康创展中心B座7楼

联系人：马先生

联系电话：13928582769

通讯地址：乐从镇水藤南村工业园

打样师傅、打磨、面漆、喷底漆
来料QC、生产QC、QC主管

打底、开棉、包装、司机、裁皮
木工、扪皮、车皮、杂工

专业生产中高档布艺沙发与软床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8675479080   13702439232
通讯地址：肇庆四会大旺国家高新开发区龙湖大道12号

联系人：崔先生
联系电话：15920327681
通讯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大闸工业区桐金
家具


